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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进程

2017年7月 我院接到任务，负责编制《汝阳县供水与节约用水专项规划》

2017年8月 我院对县城区域内取水井、居民用水、企业用水及水厂运行情况进行

现状勘查；

2017年11月 完成《汝阳县供水与节约用水专项规划》的编制，并向汝阳县龙泉自

来水有限公司进行方案汇报；

2019年10月 结合最新编制的《汝阳县城总体规划》及各个乡镇总体规划，修改完

善《汝阳县供水与节约用水专项规划》；

2020年4月 《汝阳县供水与节约用水专项规划》正式通过专家评审会《汝阳县供水与节约用水专项规划》正式通过专家评审会。



《汝阳县供水与节约用水专项规划》评审会专家组意见落实情况说明

 会议纪要



《汝阳县供水与节约用水专项规划》评审会专家组意见落实情况说明

1 本规划应遵循汝阳县城乡总体规划 并与道路 排水 综合管线 海绵城市等专项规划及各乡镇规划进行衔接 明确

 专家意见答复

1.本规划应遵循汝阳县城乡总体规划，并与道路、排水、综合管线、海绵城市等专项规划及各乡镇规划进行衔接，明确

规划依据，并考虑近远期建设的结合；

回复：按照专家意见修改，重新复核相关内容，结合远期建设进行衔接。回复 按 专家 见修改 新复核相关内容 结合 期建设 行衔接

2.合理确定规划编制期限，细化近期建设规划内容；

回复：重新确定规划编制期限，并对近期建设进行优化细化。

3. 结合相关给水规划规范和标准，合理确定城区、乡镇供水规模及方式；

回复：按照专家意见修改，结合相关规范标准优化城区、乡镇供水规模及方式。

4.城市水源建设应充分考虑城市发展需求，将中水回用纳入供需平衡分析内容，明确节水目标 ；

回复：按照专家意见修改，将中水回用纳入供需平衡分析内容，并明确了节水目标。

5.优化城区供水管网总体布置，并以管网平差进行校核 ；

回复：按照专家意见修改，已优化城区供水管网总体布置，并重新进行了管网平差。

合理确定水源保护地的划定范围6.合理确定水源保护地的划定范围；

回复：按照专家意见修改，已优化水源保护地的划定范围。

7 本规划文本里基础数据应采用最新数据 规范完善文本及图纸内容7.本规划文本里基础数据应采用最新数据，规范完善文本及图纸内容。

回复：按照专家意见修改，对基础数据进行更新，并完善了文本及图纸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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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一：概述
规划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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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总体目标

 规划目标

 总体目标
建设节水型社会，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保障城市供水安全；支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水量目标
近期2020年：规划研究范围10.0万m3/d，规划区3.5万m3/d。

规划建设标准

远期2035年：规划研究范围15.0万m3/d，规划区7.0万m3/d。自备水源全部停用。

 水质目标
近期2020年：达到现行《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并满足新的国家和地方标准要求。

水压目标 水压目标
各规划期内原则上均应满足管网最不利点服务压力不小于0.28MPa；困难时不得低于0.16MPa。
近期供水管网服务压力合格率达到85%，远期达到95%以上。

 节水目标节水目标
近期2020年城镇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达到75%，工业利用城市污水处理厂再生水占处理量的25%。远期2035城镇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达到80% ，工业利用城市污水处理厂再生水占处理量的30%以上。
节约用水

节约用水远期

规划建设标准

节约用水远期

节约用水近期
 再生水利用率不低于20%；

2020-2035
 进一步加大再生水供水规模，

 再生水利用率不低于20%；
 达到现行《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杂用水水质》

（GB18920-2002）、《城市污水再生利用景观
环境用水水质》（GB18921-2002）、《城市污
水再生利用工业用水水质》（GB/T19923-

2018-2020
较低的工业用水要求和部分道
路浇洒、绿化灌溉等
完成部分再生水设施。

考虑逐步将冲厕用水等市政杂

用水纳入再生水利用系统范畴。

水再生利用工业用水水质》（GB/T19923-
2005）、《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农田灌溉用水水
质》（GB20922-2007）标准；



 规划范围和期限
一、概述

 规划范围

规划范围：县城规划区。

 研究范围

规划研究范围：汝阳县域。

汝阳县城：简称“县城”，范围为南至瑞

云山北侧，北至凤凰山南侧，东至云梦山

西侧 西至寺湾村 中心城区建设用地规西侧，西至寺湾村，中心城区建设用地规

划范围，建设用地面积控制在19.94平方

公里公里。

 规划期限

规划期限为2018年—2035年 其中：规划期限为2018年 2035年，其中：

近期：2018—2020年；

远期：2021—2035年；



位规 状二：上位规划及现状
规划回顾与分析

供水现状与问题分析



二、上位规划及现状
 规划回顾与分析

《汝阳县城总体规划(2017-2035)》

 完善城乡社会服务设施建设，提高

人民的生活水平，在规划期内把汝

阳县建设成为一个环境优美、布局

合理、设施完善、产业与生态协调

发展的现代化城市。

 到2035年县域总人口达到62万人 到2035年县域总人口达到62万人，

城镇化水平达到65%。



二、上位规划及现状
 规划回顾与分析

 供水规划情况

 规划县城保留现有地下水源水厂，建设

玉马水厂、前坪水库引水地表水水厂。

 产业集聚区 内埠 陶营统一发展集中 产业集聚区、内埠、陶营统一发展集中

供水。

 上店、柏树统一建设1座水厂供水，

 其他乡镇包括十八盘 王坪 刘店 付 其他乡镇包括十八盘、王坪、刘店、付

店、靳村分别建设水厂供水。

 水源规划情况 水源规划情况

 规划近期2020年，利用玉马水库引水

作为主要供水水源，利用现有地下水水

源作为辅助供水水源。

 规划2035年，利用玉马水库引水、

前坪水库引水作为县城主要供水水源。



二、上位规划及现状
 规划回顾与分析

《汝阳县城道路系统专项规划》

 构建完善的对外交通系统，分离过

境交通； 打造绿色安全的慢行交通

出行环境；打造便捷的公共交通出

行环境；减少道路施工建设中的大

填大挖，明确交叉点竖向标高；构

建完善的示范段道路系统结构 确建完善的示范段道路系统结构。确

定近期实施道路计划。



二、上位规划及现状
 规划回顾与分析

规划分析：

 《汝阳县总规》中提出的规划思路、规划方向与实际情况紧密结合，该规划确定了县城供水的发展方向。但该规划为总

规的市政工程一部分，未达到专项规划的设计深度。

 本次规划结合上位规划，对供水、节约用水及投资等方面详细阐述，用于指导下一步的工程实施与建设。

 总规中未对县城周边乡镇用水情况进行分析。本次专项规划结合水厂建设位置，统筹县城与周边乡镇的供水关系，达到

统一调配，统一供水的规划设计深度。



 供水现状与问题分析
二、上位规划及现状

 供水设施

地下水水源井6处，地表水水源地1处，水厂3座，加压站2座。
汝阳县龙泉自来水有限公司现有自来水厂一座，供水能力2万吨，

地下水水源。

玉马供水厂，建设规模为2万吨/日，主要供水水源为玉马水库。
工业区水厂：建设规模5000吨/天，主要水源为地下水。

供水现状
工业区水厂：建设规模5000吨/天，主要水源为地下水。
城区加压泵站，2008年修建，位于刘伶路于朝阳路交叉口北，水泵

流量为200m3/h，扬程为30m。

 县城现有供水主管网43公里，主要分布在朝阳路、杜康大

道、杜鹃大道、汝河南路、临木路、纬十一路、纬十三路、

经四路、西环路、兴荣路、南大街、隆盛路、凤山路、刘

伶路 涧河西路 经十四路 桥南路 经九路 明镜路管网现状 伶路、涧河西路、经十四路、桥南路、经九路、明镜路、

马兰西路等，管径为DN200～DN600。

 刘店管网已经敷设完成，敷设至三屯镇处，管径约为

DN300。

管网现状

DN300。



 存在问题与分析

二、上位规划及现状
存在问题与分析

管径较小覆盖率低、老化滴漏安全性差、地下水开采过量、节水意识差、无政策保障等

 城区现有配水管网敷设范围较小，管网敷设覆盖率较低，布局不合理，管径偏小，多为枝状

管网，供水安全可靠性差，且现状管网老化、漏水等日益凸显。

 随着县城规模的扩大与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区水厂的水源井已严重制约城市发展，现有城区

水厂已无法满足县城近远期发展需要 供需不平衡不能满足汝阳县规划区内生活生产需求水厂已无法满足县城近远期发展需要，供需不平衡不能满足汝阳县规划区内生活生产需求。

 城区水厂工艺、技术、设备陈旧、落后，效率不高，造成日常损耗加大，受城区水源井影响

水 稳定 响 常 水安 时管 失率较高 供水 统 行管 够 学，水质严重不稳定，影响正常用水安全；同时管网漏失率较高，供水系统运行管理不够科学

。

 城区长期采用地下水供水，地下水位下降较严重，地下水资源未得到合理、科学的开采与管城区长期采用地下水供水，地下水位下降较严重，地下水资源未得到合理、科学的开采与管

理。

 节水意识差。由于自来水价低，收取的污水处理费用也低，不能引起企业对使用再生水的重

视，水资源随意浪费。缺乏再生水开发利用保障政策，公众及企事业单位对再生水利用的积

极性不高。



程建设规模三：工程建设规模
水量预测

供需平衡分析



三、工程建设规模
 水量预测水量预测

（1）依据：

本次规划依据《城市给水工程规划规范》、《室外给水设计规范》、《河南省用水定额》等国家现行规范及地方标

准，通过现状用水量调查并结合国内其他类似可比城市用水量现状及规划用水标准，从分析用水指标着手，综合考

虑《汝阳县城总体规划（2017~2035）》、《河南省汝阳产业集聚区空间发展规划》及乡镇体系规划确定的城市规

模和人口为基础，进行各规划年限的用水量预测。

（2）规划预测方法：

 方法一：城市综合用水量指标法。

 方法二 分类用水量指标法 方法二：分类用水量指标法。

 方法三：分片区用水量预测法



三、工程建设规模
 水量预测水量预测

名称
2020年用水量 2035年用水量

（万m3/d） （万m3/d）

类别

2020年 2035年

县城 2.47 4.42 

产业集聚区 0.39 1.95 

类别

规划区 县域 规划区 县域

蔡店 0.53 0.73 

小店 0.47 0.73 

上店 0 54
方法一 3.5 5.4 6.7 10.8

方法二 3.1 9.8 6.9 14.5

上店 0.36 0.54 

内埠 0.30 0.44 

陶营 0 29 0 21方法二 3.1 9.8 6.9 14.5

方法三 2.6 8.74 5.1 12.30

陶营 0.29 0.21 

柏树 0.10 0.10 

刘店 0 14 0.38 

规模确定 3.5 10 7.0 15

刘店 0.14 

三屯 0.33 0.42 

十八盘 0.03 0.07 

靳村 0.04 0.07 

王坪 0.05 0.08 

付店 0.06 0.10 

备注：产业集聚区工业用水4.52万吨/天，由产业区规划提供。



三、工程建设规模
 供需平衡分析

类别
现状供水 2020年（近期） 2035年（远期）

供需平衡分析

类别
集中供水系统 需求量 平衡分析 需求量 平衡分析

供水平衡分析

城区水厂：2万吨

玉马水厂：2万吨
3.5万吨

（现状4万吨）
可以满足需求

7万吨

（玉马水厂：2万吨； 可以满足需求

总供水规模：4万吨
（现状 万吨）

新建前坪水厂：5万吨）

 纳入集中供水乡镇

近期2020年纳入集中供水乡镇：小店、刘店、三屯。

远期2035年纳入集中供水乡镇：小店、刘店、三屯、上店、柏树。

 自备水源

自备水源供水系统应按照《洛阳市水资源管理条例》、《洛阳市供水管理办法》应逐步停止开采，作为城市的应急保障水源

适当加以保留。适当加以保留。

 分散供水

其余产业集聚区及周边（蔡店、內埠、陶营）利用现有水厂供水的同时，新建前坪水库引水工程为该片区进行供水；十八

盘 靳村 王坪 付店分别单独分散供水盘、靳村、王坪、付店分别单独分散供水。



水源规划四：水源规划
城市水源规划

水源保护规划



四、水源保护规划
 城市水源规划城市水源规划

汝河 马兰河 前坪水库 玉马水库

汝河自西向东穿境而过 在汝阳南部 距离汝阳县

陆浑水库

陆浑水库座落在伊河马兰河系北汝河一级大支

流，发源于汝阳县王坪乡

大河脑附近，流经王坪乡、

汝河自西向东穿境而过，
发源于嵩县南部山区，流
域面积1158.97km2，流
经汝阳县35.4km，为季

水库是以防洪为主，结合

灌溉、供水，兼顾发电的

大（2）型水库。水库总

在汝阳南部，距离汝阳县
城约 16km，坝址处多年平
均径流量5102.81 万 m3，
具备多年调节能力，是一
座以防洪 灌溉 发电

陆浑水库座落在伊河
上游，距汝阳县40公
里，水库总容量13.2
亿m3。水质符合地表
水环境质量II级标准

三屯乡及城关镇，注入北

汝河，全长61.6km，总

流域面积224.8km2，入

节性河流，水量稳定性较
差，雨季流量大，干旱年
份及干旱季节时有断流。

库容5.90亿m3，最大坝

高90.7m，控制流域面积

1325km2。

座以防洪、灌溉、发电、
水产养殖为主要功能的中
型水库。水库按100年一遇
洪水设计，200年一遇洪水
校核。总库容5470万m3

水环境质量II级标准。

北汝河河口处多年平均流

量 1.941m3/s。

。

，兴利库容3984万 m3

地表水源较多，水量丰富。



四、水源保护规划
 城市水源规划

根据《规范》水源选择原则 进行水源选择：

城市水源规划

产业集聚区及周边

2018‐2035

根据《规范》水源选择原则，进行水源选择：

（1）近期集中供水水源方案

以汝河水源及玉马水库水源做为汝阳县城、小店、三屯、

刘店的生活用水；

产业集聚区及周边
（集中供水）

刘店的生活用水；

（2）远期集中供水水源方案

以前坪水库和玉马水库水源共同做为汝阳县城、上店、柏

树 小店 三屯的 刘店的生活用水树、小店、三屯的、刘店的生活用水；

分散供水水源方案

（3）十八盘、王坪、靳村、付店分别单独建设饮用水，分

散供水散供水。

以前坪水库水源单独建设引用水工程为产业集聚区、內埠

、陶营、蔡店集中供水。

十八盘（分散供水）

靳村（分散供水）

付店（分散供水）
王坪（分散供水）



供水 程规划五：供水工程规划

总体布局

水厂及加压站建设规划



五、供水工程规划
 总体布局

 近期2020年供水总体布局方案：

根据水量预测规划区近期需供水量为3.5万m3/d：其中汝阳

总体布局

县城用水量为1.9万m3/d、小店用水量为0.36万m3/d，刘

店用水量为0.11万m3/d，三屯用水量为0.25万m3/d。供水

方案为县城区供水厂近期供水规模为2.0万m3/d、玉马水厂

供水规模为2.0万m3/d。

近期规划区集中供水区域为：县城、小店、刘店、三屯；其

余不纳入城区供水范围内区域。

远期 年供水总体布 方案 远期2035年供水总体布局方案

前坪水厂与玉马水厂联合供水，主要向汝阳县城、上店、柏

树 小店 刘店供水；总供水规模7万m3/d 其中提供上店树、小店、刘店供水；总供水规模7万m3/d，其中提供上店

用水量0.6万m3/d、柏树用水量0.21万m3/d、小店用水0.7

万m3/d，三屯用水0.40万m3/d、刘店用水0.36万m3/d，万m3/d，三屯用水0.40万m3/d、刘店用水0.36万m3/d，

提供汝阳县城用水4.73万m3/d， 。

县城现状水厂做为备用水源用于紧急事故时使用。

远期规划区集中供水区域为：县城、小店、刘店、三屯、上

店、柏树；其余不纳入城区供水范围内区域。



五、供水工程规划
 水厂及加压站建设规划

 前坪水厂：目前已完成施工图设计水厂，是未来汝

水厂及加压站建设规划

阳县城区供水的主要供水水厂。规划水厂处自然地

面标高约334~338米，可重力向城南加压泵站送水。

规划根据其供水能力、现有水源地供水能力及供水

范围，结合用地竖向高程综合确定其供水范围。建

新建前坪水厂

设规模为5.0万m3/d。

 水厂加压站：规划建设规模0.8万m3/d的加压泵

站，用于上店及柏树的生活用水。其它水量采用重

力流接至县城城南加压泵站。

 厂址：位于上店镇北边汝河南岸 小柏路桥西南 厂址：位于上店镇北边汝河南岸、小柏路桥西南

处，该地块目前为农业用地。根据《城市给水工程

项目建设标准（建标—2009）》 考虑预处理及项目建设标准（建标 2009）》，考虑预处理及

污泥处理用地，规模5.0万m3/d的地表水厂约需

2.5公顷，考虑未来水厂扩容的可能性，规划控制

用地3公顷。地面标高约334~338米。



五、供水工程规划
 水厂及加压站建设规划水厂及加压站建设规划

蛮城路加压站

 城南加压泵站

供水区域面积约7平方公里，预测供水量约3.2万

隆盛路加压站

蛮城路加压站

紫罗新区加压站

m3/d，控制用地0.8公顷。

 隆盛路加压泵站

供水 域 积约 平方公里 预测用水量约
紫罗新区加压站

供水区域面积约1.4平方公里，预测用水量约0.3万

m3/d，控制用地900m2。

 蛮城路加压泵站 蛮城路加压泵站

供水区域面积约1.1平方公里，预测用水量约0.3万

m3/d，控制用地900m2。

城南加压站

3/d，控制用地900 。

 紫罗新区加压泵站

供水区域面积约1.6平方公里，预测用水量约0.4万

m3/d，控制用地1200m2。



六 供水管网规划六：供水管网规划
供水管网系统布局

管网水力计算及管材



六、供水工程规划
 供水管网系统布局供水管网系统布局

玉马水厂供水主干管沿马兰

河西侧堤坝向城区输水，两趟输

水管网，管径DN600。规划输水

管网在汝阳县高中处分为两趟向

城区供水，一趟刘伶路向北敷设

，规划管径DN600，一趟沿汝河

南路向西敷设，规划管径DN500

、DN600。

规划前坪水厂输水管线沿汝规划前坪水厂输水管线沿汝

河南岸进行敷设，规划两趟重力

流输水管网，管径为DN600。管

网在汝河南路与桥南路交叉口处网在汝河南路与桥南路交叉口处

接入城南路加压泵站，通过加压

站向县城区供水。规划加压站出

厂管径分别为DN600 DN500 供厂管径分别为DN600、DN500，供

水主干管与玉马水厂供水主干管

对接。



六、供水工程规划
 供水管网系统布局供水管网系统布局



节约 水规七：节约用水规划

节水目标及节水措施

节约用水规划



七、节约用水规划
 目标及节水措施目标及节水措施

（1）目标：

①建立节水型社会

(2)节水措施

工业节水①建立节水型社会。

②近期2020年单耗不超过140L/人.DN, 远期2035年不超过150 

L/人.DN。

③近期2020年城镇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达到75% 污水处理

工业节水：

①水重复利用

②水平衡测试，挖掘节水潜力

③逐步推广国内外先进的节水 艺 节水技术和节水设备③近期2020年城镇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达到75%，污水处理

厂再生水占处理量的25%；2035城镇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达

到80%，污水处理厂再生水占处理量的30%以上。

④远期203 年城市供水管网漏损率力争降低到8% 节水器具

③逐步推广国内外先进的节水工艺、节水技术和节水设备。

城市生活用水节水：

①运用经济杠杆节约用水；

②进行节水宣传教育 加强节水观念④远期2035年城市供水管网漏损率力争降低到8%，节水器具

普及率达到100%。

⑤中水回用利用率不低于20％。

②进行节水宣传教育，加强节水观念；

③建立节水器具技术体系，老式用水器具逐步改造。



七、节约用水规划
 节约用水规划节约用水规划

（1）中水利用规划

本规划利用现状污水厂深度处理水

新建再生水厂
150m³/h

本规划利用现状污水厂深度处理水

，进行中水回用，回用率达到20%，水

质满足杂用水水质标准。

规划建设中水回用加压站1座 规规划建设中水回用加压站1座，规

模150m³/h。

（2）雨水利用主要在海绵城市。



建设规八：近期建设规划



八、近期建设规划
 近期建设及投资估算

投资估算

近期建设及投资估算

序号 项目
管径 长度 投资

备注序号 项目 规模
估

（万元）
备注

1 前坪水厂 5.0万m3/d 7600 正在筹建

序号 项目 备注
（mm） （m）（万元）

1 朝阳北路 DN400 1600 154 兴荣路～刘伶路

2 朝阳北路 DN600 900 140 隆盛路～刘伶路

2
隆盛路建设

加压泵站
0.3万m3/d 120 朝阳北路以北供水

蛮城路建设

2 朝阳北路 DN600 900 140 隆盛路～刘伶路

3 兴荣路 DN400 1210 116 朝阳路～汝河北路

4 西环路 DN500 1484 267 人民路～汝河南路

3
蛮城路建设

加压泵站
0.3万m3/d 120 纬二路以北供水

合计 7840

5 西环路 DN400 382 37 汝河南路～古城大道

6 杜鹃大道 DN300 1088 77 窑场路～南大街

7 杜鹃大道 DN200 420 19 凤阳路～窑场路

8 汝河北路 DN400 1076 194 西环路～南大街

9 涧河东路 DN200 186 8 杜鹃大道～汝河北路
近期建设规划紧密结合现状、同时考虑建设方投资计划：

9 涧河东路 DN200 186 8 杜鹃大道 汝河北路

10 涧河西路 DN200 234 11 杜鹃大道～汝河北路

～

前坪水厂

●近期建设：供水管网约为39公里，管网总投资约6678万元；

厂站三座，总投资约7840万。

●共需建设DN200-DN600供水管道约39km，供水加压泵站2

31
前坪水厂

输水管线
2*DN600 7546 2900 汝河两岸敷设

38524 6678

座，给水厂1座，工程总投资约14518万元。



恳请各位专家 领导 同仁提出意见和建议恳请各位专家、领导、同仁提出意见和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