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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水资源信息化建设是切实提高水资源管理综合能力和管理水平，实现水资源管理向动态管理、精细管

理、定量管理和科学管理转变，落实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的重要支撑。简要介绍了我国水资源信息化建设

的必要性，建设现状，以及今后一个时期水资源信息化的主要工作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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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 2009 年年初召开的全国水利工作会议上，回

良玉副总理提出要从我国的基本水情出发，实行最

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随后，在 2009 年的全国

水资源工作会议上，陈雷部长对落实最严格的水资

源管理制度进行了总体部署，要求到 2020 年，初

步形成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相适应的现代化水资源

管理体系，努力实现基本建立完善的水资源管理制

度和监督管理体系，基本建成饮水安全和经济社会

用水安全保障体系，基本建成水资源合理配置和高

效利用体系，基本建成水资源保护和河湖健康保障

体系，基本建成水资源管理能力和科技支撑保障体

系，基本建成完善的水资源管理和运行保障体系的

目标。

当前，我国水资源管理基础设施薄弱，监控手

段缺乏，远不能满足水资源管理工作的需要，必须

以各级水资源管理系统建设为抓手，全面推进水资

源信息化，提高水资源管理能力与水平，落实最严

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

1 　水资源信息化建设已形成共识

为应对严峻的水资源形势，适应水资源管理工

作的迫切需要，各级水资源管理工作者在工作实践

中，对加快推进水资源信息化建设形成高度共识。

1.1　水资源信息化是践行治水新思路，保障经济

社会发展的需要 
我国在水资源短缺、供需矛盾突出的同时，水资

源利用方式粗放，用水效率低下甚至浪费的现象依

然严重，需要对水资源进行定量化、精细化和科学

化管理。但由于水资源监控设施不足，取用水底数不

清，计划和节约用水等无法充分落实。因此必须加

强水资源信息化建设，对重点取用水户进行实时监

控，对水资源开发利用进行有效和及时评价，落实总

量控制、定额管理及水权分配，完成节能减排。

1.2　水资源信息化是履行水行政管理职能，加强

水资源管理的需要

水资源管理是对水资源量、质、温、能的全要

素管理，对水资源治理、开发、利用、配置、节

约、保护的全方位管理，对水资源供给、使用、排

放的全过程管理，其核心是对全社会水资源开发利

用行为的监督管理。《水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许可法》对水资源管理规定了相应的职责和义

务。必须加强流域及区域水资源动态监测，开展水



水 利 信 息 化 2010, (2)2

资源监控体系建设，提供水资源信息，服务于水资

源决策和公共服务，为各级政府减轻水资源短缺灾

害，应对气候变化和应急供水事件，完成重大水资

源调度配置工程建设、主体功能区划及区域开发、

水资源开发利用等方面提供水资源服务。

1.3　水资源信息化是加强总量控制，提高水资源

配置与调度水平的需要

建立总量控制制度，通过水资源的合理配置与

调度，保障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水资源管理的

重要内容。由于水资源调配涉及城乡生活和工业供

水、农业灌溉、发电、防洪及生态环境等诸多方

面，以及上下游、左右岸、地区之间、部门之间利

益，问题复杂，具有多目标特性，必须加强水资源

监测设施建设，实时掌握来水和用水动态；必须重

视资源配置方案的研究，提高水资源预测预报能

力，加强调度预案的制订与完善，需要科学高效的

决策支持手段，保证其科学性和精细化，增强水资

源配置合理性。

1.4　水资源信息化是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

度的关键

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近期要求划定

水资源管理的“三条红线”，围绕水资源的配置、

节约和保护，明确水资源开发利用红线，严格实行

用水总量控制；明确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红线，严格

控制入河排污总量；明确用水效率控制红线，坚决

遏制用水浪费。要落实划定水资源管理“红线”，

严格执法监督，关键是解决水资源管理基础薄弱的

问题，必须加快水资源信息化建设，为实行最严格

的水资源管理制度提供技术支撑。

2　 各级水资源管理系统建设初现成效

近年来，为适应水资源管理工作的迫切需要，

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不断探索，扎实推进水资源信

息化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

2.1　试点城市水资源实时监控与管理系统发挥了

重要作用

2004 年开始，在国家发改委的大力支持下，水

利部水资源司和规划计划司共同推进了城市建设试点

工作。5 年来共在全国 20 个省级行政区确定 28 个试

点城市，共下达中央补助资金 1.195 亿元，地方自筹

资金 1.290 亿元，合计投资 2.485 亿元。建成 22 个市

级水资源监控中心，42 个县级分中心，对 2 710  个

城市饮用水源地、大型取用水户、地下水超采区、水

功能区和入河排污口等监测点实施了在线监测，联通

了雨水情、工情、供排水管网等信息监测点 857 处，

开发了包括城市取用水监控、污染源在线监测、供水

调度、水环境实时监测、水资源论证与取水许可、

计划与节约用水等的水资源业务管理应用系统，监

控 72.4 亿 m3 取用水，覆盖城市供水人口 2 873.23 万
人。

初步建成的城市水资源实时监控与管理系统在

管理和调度城市供水水源，提高应急反应能力，保

障城市供水安全，特别是在应对太湖蓝藻、汉江甲

醇货轮爆炸等水污染引发的供水安全事件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

2007 年  5 月，太湖蓝藻集中暴发，苏州市的

供水也面临威胁，苏州市水务局依托城市水资源实

时监控与管理系统，实时掌控蓝藻密集区的发展

态势和水源地水质情况，及时采取相应措施，保

障了城市供水安全，成功应对了这次突发事件。

2007 年 9 月 2 日，武汉市汉江陈家墩码头甲醇货轮

爆炸，武汉市水务局利用城市水资源实时监控与管

理系统，启动水质应急监测，调度城市供水水源。

根据预案，利用监控系统在 1 min 内关闭 5 条取水管

道，通过其余水源联合调度可保证居民 3 h 用水，确

保了城市供水安全。

2.2　省级水资源管理系统建设陆续开展

在试点工作的带动下，部分省、自治区、直辖

市水行政主管部门，陆续探索建立覆盖省、市和

县 3 级的水资源管理系统。

为规范和指导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水资源管

理系统建设，实现系统互联互通和信息共享，水利

部于 2008 年 6 月以水资源【2008】281 号文下达

了《关于开展省级水资源管理系统建设工作的通

知》，印发了《省（自治区、直辖市）水资源管理系

统建设基本技术要求》，要求各地在国家水资源管理

系统总体框架和统一技术要求下，编制省级水资源管

理系统建设实施方案，并将实施方案报水利部审查后

实施，力争在 5 年内基本建成省级水资源管理系统。

目前，上海、北京、辽宁、河南、山西、重

庆、福建、陕西等省市区已启动省级水资源管理系

统建设，青海、河北、内蒙古、湖北、广东、安徽

等省区开展了系统建设前期工作。上海市已经率先

建成覆盖全市范围的信息采集全面快速、应用功能

比较完善的水资源管理系统；浙江省已根据《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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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水资源管理信息系统（一期）实施方案》开展一

期工程建设；江苏省水资源管理系统已在江苏省发

改委立项并进入建设阶段。

2.3　水资源监控管理技术标准体系初步形成

为统一水资源信息化建设的技术标准，实现各

级、各地水资源信息的互联互通与共享，结合水

资源信息化进展，组织开展了有关水资源信息采

集，数据库建设，水资源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管

理等方面的标准编制工作，已经初步形成水资源

监控管理技术标准体系。先后发布了《水资源实

时监控系统建设技术导则》（SL/Z349-2006）、

《水资源监控管理数据库表结构及标识符标准》

（SL380-2007）、《水资源监控设备基本技术条

件》（SL426-2008）、《水资源监控管理系统数据

传输规约》（SL427-2008）、《水资源管理信息代

码编制规定》（SL457-2009）等水利行业标准。印

发了《城市水资源实时监控与管理系统建设项目管理

办法》（办资源[2005] 129 号）、《城市水资源实时

监控与管理系统建设指导性技术文件》（资源水务函

[2005] 30 号）、《省（自治区、直辖市）水资源管

理系统建设基本技术要求》（水资源 [2008] 281 号）

等指导性文件。

重视培训技术骨干，加强技术交流，水利部水

资源司先后 4 次召开城市水资源实时监控与管理系

统试点项目工作座谈会、试点建设现场会，举办

了  6  期水资源管理信息系统及相关技术标准培训

班，来自各个省市，以及部分地市和县区的 800 多
名人员参加了培训，为推动各地水资源信息化建设

起到了重要作用。

2.4　国家水资源管理系统前期工作取得阶段性

成果

根据《全国水利信息化规划（“金水工程”

规划）》、《全国水利信息化发展“十一五”规

划》，按照矫勇副部长、胡四一副部长批示精

神， 2007 年 4 月，水资源司和规划计划司、部信

息中心共同组织启动了国家水资源管理系统前期工

作，成立了由王浩院士担任组长的《国家水资源

管理系统项目建议书》编制组。2007 年 10 月 9 日
和 2009 年 6 月 11 日，胡四一副部长和矫勇副部长

分别主持部长专题办公会，听取了编制组的汇报，

肯定了项目的必要性和项目建议书的主要内容。

2008 年 11 月 5 日，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在

北京组织了复审，并形成《国家水资源管理系统项目

建议书（报批稿）》。2009 年 7 月 23 日，陈雷部长

主持召开部长办公会，原则通过《国家水资源管理系

统项目建议书（报批稿）》。

国家水资源管理系统的总体建设目标是：在全

国水利信息化基础设施的基础上，建设以水资源管

理业务为重点，覆盖中央、流域和省（自治区、直

辖市）各级水资源管理机构，以水源、取水、输

水、供水、用水、耗水和排水等水资源开发利用主

要环节的监测，以及大江大河行政边界控制断面、

地下水超采区的监测为基础，以国家电子政务外网

和国家防汛指挥系统骨干网为依托，以水资源业务

应用系统为核心的国家水资源管理系统，形成支撑

国家水资源管理体系的工作业务平台和决策支持环

境，从而为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更好地履行水资源

管理职责，实现水资源优化配置、高效利用和科学

保护目标提供支撑。

按照统筹规划、分期实施的原则，国家水资源

管理系统分 2 期共 6 年进行建设，一期工程计划安排

在 2010～2012 年，二期工程安排在 2013～2015 年。

经初步估算，按照 2008 年上半年的价格水平，国家

水资源管理系统项目总投资10.64 亿元，其中：中

央总投资 6.82 亿元，地方总投资 3.82 亿元；一期工

程 5.38 亿元，二期工程 5.26 亿元。

2.5　全国重要饮用水水源安全信息管理系统前期

工作启动

针对我国饮用水安全保障的严峻形势，2007 年
10 月，由国家发展改革委、水利部、建设部、卫生

部、环保总局等 5 部委局联合印发了《全国城市饮

用水安全保障规划（2006～2020 年）》（发改地区

〔2007〕2798 号）。规划明确提出要建立饮用水安

全信息管理系统，其中水源水安全信息系统建设投

资为 10.52 亿元。

根据矫勇副部长关于在城市饮用水安全规划的

框架内继续开展城市水资源监测项目的批示，水资

源司和规划计划司着手开展全国重要饮用水水源安

全信息管理系统建设前期工作，目前已经完成项目

建议书（征求意见稿）的编写。

全国重要饮用水水源安全信息管理系统计划利

用 4 年左右时间，覆盖 278 个建制市，对应 701 个
重要水源地，建立相对完善的全国重要饮用水源地

监控管理体系；建立以水源地为龙头，水行政主管

部门牵头，相关部门共同参与的饮用水安全管理协

调与发布机制；建立突发性水污染事故快速响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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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供水等机制，为保障水源地安全提供技术手段

和科学支撑。

3　 以落实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为契

机，进一步推进水资源信息化建设

实践证明，水资源管理系统建设是履行水行政

主管部门职能，提高水资源管理能力与水平的重要

措施和手段。今后，将以落实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

制度为契机，进一步推进水资源信息化建设。

3.1　加快推进国家水资源管理系统前期工作

国家水资源管理系统建设是水资源信息化建设

的重中之重，是地方水资源系统建设的基础，也是

实现全国水资源管理系统的互联互通和信息共享的

根本途径。目前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开

展水资源管理系统建设或前期设计工作，对国家水

资源管理系统立项建设提出了更为迫切的要求。下

一步要全力推动国家水资源管理系统前期工作，积

极争取尽快列入国家扩大投资计划，推动系统早日

开始建设。

3.2　组织指导省级水资源管理系统建设

省（自治区、直辖市）水资源管理系统是水资

源信息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后，将根据《关

于开展省级水资源管理系统建设工作的通知》（水

资源【2008】281 号）的要求，认真组织省级水资

源管理系统建设的指导工作。同时，计划跟踪几个

水资源管理系统建设进度较早，工作基础较好的省

区，总结经验，发现问题，为今后研发通用软件平

台奠定基础。

3.3　尽快完成全国重要饮用水水源安全信息管理

系统前期工作

为加快实施国家发改委、水利部等 5 部委发布

的《全国城市饮用水安全保障规划》，在国家水资

源管理系统的框架内，先期建设城市饮用水源地监

控系统，应对突发性供水安全事件，确保城市饮水

安全。

3.4　继续加强城市水资源实时监控与管理系统建

设试点工作

鉴于试点项目建设取得明显成效，今后拟争取

加大支持力度，建议以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水资

源综合管理试点、全国重点饮用水水源地名录、总

量控制试点、用水定额大且用水粗放等城市为重

点，扩大试点范围，扩大示范效应。

4　 结语

水资源信息化建设是切实提高水资源管理综合

能力和管理水平，实现水资源管理向动态、精细、

定量和科学管理转变，落实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

度的重要支撑。水资源信息化建设已成为各级水资

源工作者的共识，水利部已经提出以水利信息化带

动水利现代化的治水新思路，以促使水利信息化建

设全面推进，促进水利现代化进程，构建和谐水利

和现代化水利。通过水资源信息化建设，可以提高

水资源开发利用科学决策水平，更有效地减轻水旱

灾害的损失，更科学地调度水资源，更合理地开发

水资源，更充分地发挥水利工程的效益，更快捷地

提高管理人员的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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