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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供水工程发展模式探讨 

桑 平 

甘肃省会宁引洮工程建设管理局  甘肃白银 

【摘要】供水工程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影响农村发展及农民生活水平的重要因

素。十四五期间，我国在农村供水保障任务中明确指出：要推动农村供水工程的规模化发展。本文在阐述

农村供水工程现状的基础上，指出目前农村供水包含城乡供水一体化、集中连片供水、单村集中供水和分

散式供水四种模式，同时深入分析农村供水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和具体策略，期望能建立与农村发展相适

应的供水模式，满足农村用水需要，进而提升农民生活质量，推动农村的持续、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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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ater supply engineering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rural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rural development and farmers' living standards.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my country clearly pointed out in the rural water supply guarantee task: to promote the large-scale 
development of rural water supply projects. On the basis of expounding the status quo of rural water supply 
projects,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current rural water supply includes four modes: urban-rural water supply 
integration, centralized water supply, single-village centralized water supply and decentralized water supply. It is 
expected to establish a water supply mode that is compatible with rural development and meet the needs of rural 
water use, thereby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life of farmers and promoting the sustainable and st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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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村面积广阔，在一些偏远农村地区存在

饮水困难的问题，这限制了农村地区的发展，对于

农民的生活质量造成了较大的影响。长期以来，我

国政府高度重视农村地区饮水问题的处理，尤其是

在十四五以来，我国提出了农村供水工程规模化的

发展理念，要求进一步推动农村供水保障高质量发

展。新时期，有必要深层次分析农村供水现状，选

择合适的公式模式，以此来提升农村供水保障水平，

实现农村地区的全面振兴。 
1 农村供水现状 
乡村振兴背景下，我国将农村供水工程与脱贫

攻坚巩固拓展工作结合起来，这提升了农村供水保

障水平，基本满足了农民的供水、用水需要。现阶

段，集中供水、分散供水是农村供水模式应用的两

种基本形式，其中集中供水模式的应用类型较多，

常见模式不仅包含城乡供水一体化，而且涉及集中

连片供水、单村集中供水。据统计，在十三五规划

结束后，我国农村集中供水率、自来水普及率就已

经分别达到了 88%和 83%；这显示出农村供水保障

能力得到极大提升。但不可否认的是，当前农村供

水中还存在基础设施薄弱的问题，尤其是在中小型

的供水工程中，分散式供水模式的应用较多。在 2020
年初，我国农村供水工程就已经达到了1000多万处，

但是在这些工程中，千吨万人供水工程和城市管网

延伸工程仅有 1.83 万处，这些微量的供水工程所服

务费的人口占到供水服务总人口的 51%。可见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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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农村供水工程建设中，仍需坚持农村供水工程规

模化的发展理念，以此来提升供水效率，节约资源，

满足农民供水、用水需要[1]。 
2 农村供水模式及不同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 
2.1 供水模式类型 
依据供水方式、规模、效益差异，农村现阶段

的供水模式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 
其一，城乡供水一体化；该模式在初期阶段需

要对城市、农村的供水工程进行统一规划、建设和

管理，以此来实现统一供水和服务。供水服务中，

使用城乡供水一体化模式虽然能保证区域内供水系

统的整体化、系统化发展，但是在建设、发展、应

用中，受农村人口居住分散、用水量小等因素的影

响，其还存在建设成本高、投资回报差、管理部门

协调机制不舒畅、供水安全法律制度不健全的问题。 
其二，集中连片供水；作为一种规模化供水工

程，集中连片供水的受益人口为两个或两个以上乡

镇。相比其他供水模式，集中连片供水具有管理水

平高、人均投资低的特征，同时其能有效保证供水

效率、水量和水质，保证工程的可持续性。目前，

为保证集中连片供水工程整体质量，还应严格控制

供水范围内容的水系水源条件。 
其三，单村集中供水；受益人口为单村村民的

供水工程被称为单村集中供水工程，此类工程具有

工程规模小、投资少的特征，而且在实际运行中便

于管理。所不足之处在于：单村集中供水工程容易

出现供水不稳定性的问题，这表现在供水效率、水

量和水质等多个层面，影响了工程的持续时间，降

低了工程运营效果。 
其四，分散式供水；该供水模式的整体应用效

果最差，通常分散式供水工程主要是将集雨水池、

水窖或浅井作为水源，然后从这些水源直接取水。

从供水用水过程来看，分散式供水没有会仅有简易

水处理设施，水量稳定性较差，而且水质难以得到

保障，故而在农村供水保障工程，需将分散式供水

对应的单户村民作为重点对象，集中解决这些农民

引水、用水困难的问题[2]。 
2.2 影响供水模式选择的因素 
科学选择供水模式，能有效保证农村供水的效

率和质量，保证农民用水安全，继而提升农民的生

活质量。现阶段，农村供水模式多样，各乡村在供

述模式选择中具有一定差异性，这种差异与本村镇

的多种发展特征有关。 
首先地理特征是农村供水模式选择中需要考虑

的基础性要素，当地理特征不同时，农民居住的分

散程度也就不同，这会对水源设置、供水形式、净

水策略、输配水设置及运维特征等诸多因素造成影

响，直接影响供水的效率和质量。 
其次在供水模式选择中，一般还需要考虑本村

镇的发展规划，通过对本村镇发展要求的分析，匹

配区域经济结构，能有效地确定农村供水的规模和

质量。水源是影响农村供水模式选择的重要因素；

通常需要从水源水质、水源承载能力等层面出发，

进行供水模式的系统选择。譬如，在一些在水质良

好、水量充沛的地区，由于地下水开采不会对地表

水源造成较大影响，同时不会引起地下水位下降、

水质恶化和地表沉降等问题，故而可将其作为大中

型集中供水工程的水源。最后农村供水工程的建设

还受到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即农村供水工程

建设中，应在保证供水效率、质量的基础上，最大

程度地减少资源浪费问题，降低工程建设成本，实

现供水工程建设成本与供水效益的有机统一[3]。 
3 农村供水工程发展模式选择及应用策略 
3.1 合理选择水源 
水源选取和确定是农村供水保证工程建设的前

提，其直接影响着供水模式的选择和供水范围，对

于后期供用水效益具有深刻影响。在供水水源选择

中，首先应注重农村地形地貌、居民分布的有效分

析，考虑农村用水需求、卫生条件等因素，并从水

质、工程投入、运行成本等层面出发进行系统设计，

择优选择水源供应地点。其次为保证水源可持续性

和供水工程建设应用的长远性，需准确调取本村庄

多年的旱季与雨季供水量数据，然后与现场踏勘数

据进行对比，保证水源的可持续利用与发展。最后

在水源选择中，还应积极开展供水、用水安全教育，

使得农民认识到井水或者河水的水质难以达到国家

所规定的安全标准，在此背景下，科学开展公司水

库规划、设计工作，满足农民生活生产用水需要。 
3.2 控制公式时间和规模 
供水工程发展模式选择及应用，还需要注重供

水时间、供水规模的有效分析。城镇地区多采用分

段、定时供水的水资源供应形势；但是在农村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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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基本的生活用水外，农民还需要使用较多的水源

去喂养牲畜和灌溉农作物，水量需求较大，需求时

间不确定，故而需按照 24h 连续供应的要求控制农

村供水工程的供水时间，避免对农民的生活生产造

成影响。 
农村供水规模需结合供水区域的实际考察结果

确定，在此过程中，需系统考虑我国相关的供水工

程技术规范，然后结合居民生活用水量、建筑用水

量、畜牧用水量等关键因素，确定用水的具体规模。

值得注意的是，在考虑最高日用水量、用水条件的

基础上，还应对本地区未来发展用水需要进行有效

分析，留出一定的富余量，确保供水工程规模控制

合理，能更好地适应农村地区未来的发展。 
3.3 供水方式选择 
农村供水工程建设中，在考虑供水模式的基础

上，还需要注重供水方式的有效选择。现阶段，集

中供水、分散用水的应用较多，其中集中式供水多

由工厂进行统一取水，经水质净化后，通过供水管

道将水输送给每一位用户。分散供水通过集雨水池、

水窖或浅井等设施取水，水质交叉，且供水具有不

稳定性的特征。 
基于此，在未来供水模式下，还应注重集中式

供水方式的有效选择，并且应尽可能地拓展以村为

单位的集中供水方式，实现其向乡镇结合集中供水

模式的转变，以此来提升供水效率，保证供水水量

和水质，确保人民群众用水安全性。 
值得注意的是，在供水方式选择中，还应注重

供水方式与供水规模关系的协调；这是因为随着供

水半径的过度增加，供水的成本也会随着增加。故

而在新时期集中供水方式应用中，除新建集中供水

站点外，还应注重以大并小、小小联合方式的应用；

另外还应注重供水范围确定方法应用，除微观定额

法、供水量递增率法外，常见供水范围还包括时间

序列趋势法、多元回归分析法、专家调查法等[4]。

可通过这些方式圈定供水范围，协调供水方式与供

水范围之间的关系，达到优化布局，提升供水质量

和效益的目的。 
3.4 净水构筑物选取 
供水工程是民生保障工程的重要内容，新经济

形态下，我国对于农村供水工程的建设质量提出了

较高的要求，在推动农村供水工程规模化发展的同

时，还应对供水设施工艺进行持续改进和优化，以

此来提升水质，保证农民群众用水的安全性。农村

供水工程建设中，可通过建设净水构筑物、使用净

水设备的方式来净化水质；常见的净水构筑物包含

絮凝池、澄清池、奠定池等，在净水设备选择应用

中，除考虑净水设备先进性、合格性外，还应注重

净水设备与净水厂规模的匹配性。譬如，在一些规

模较小的净水厂中，可通过穿孔反应沉淀池完成净

水工作，或者通过增加格栅的方式改进原有设备，

提升净水效率。而当净水厂规模较大时，还应注重

折板絮凝池和波纹板絮凝池的建设应用，满足农村

净水、用水需要。 
3.5 建设农村供水保障体系 
为科学选择、应用农村供水模式，还应注重供

水保证体系的有效建设。一方面，在农村供水工程

建设中，应严格按照水利部印发《全国“十四五”农
村供水保障规划》的内容开展供水工程管理工作，

要求在供水工程建设、公式模式选择中建设完善的

制度保证体系，提升农村供水的指导性。另一方面，

水利行政执法部门是我国水资源开发利用、保护和

防治水害的重要保障机构，应发挥该部门带头作用，

在农村建成供水工程建设、运行及管理的执法队伍，

通过规范执法行为，创造良好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

应用环境。此外在农村供水工程管理中，还应尽可

能的引入公司专业化管理模式，并深化互联网+城乡

供水等信息化管理手段应用，通过及时的数据分享，

提升农村供水工程的运行和管理质量，为农民的生

产生活提供用水保障。 
结语 
供水工程对于农村的建设发展具有深刻影响，

并且其直接关系着农民的生活质量。十四五期间，

农村工作者只有深刻认识到农村用水工程发展现状，

掌握既有的农村供水模式，然后从农村实际情况出

发，科学选择供水模式，并加强供水过程多元要素

控制管理，这样才能有效提升农村供水模式选择应

用的科学性、合理性，保证农村供水效率和质量，

推动农村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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