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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梳理了我国水利工程建设的发展历程，尝试分为以下

五个阶段：史前文明、水利工程萌芽时期；农业文明、传统水利

工程建设时期；工业化起步、水利大规模建设起步时期；经济社

会快速发展、水资源开发程度较高阶段；资源环境约束趋紧、水

利改革发展转型阶段。根据水利工程建设历程的发展规律和新时

代我国治水矛盾发生深刻变化来看，生态水利工程建设是水利工

程建设历程的历史发展必然，也是新时代破解治水矛盾的重要手

段和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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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水利工程建设贯穿中华文明历史发展的全过程，随着人类社

会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人口不断增长，以及科学与工程技术

水平的不断发展，水利工程建设的数量、规模及其对江河水资源

的控制能力和生态环境影响能力也越来越大，“人类社会-水利工

程-环境生态”一直处于联动演变发展的过程之中。本文尝试将我



国水利工程建设发展历程分为以下五个阶段：史前文明、水利工

程萌芽时期；农业文明、传统水利工程建设时期；工业化起步、

水利大规模建设起步时期；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水资源开发程度

较高阶段；资源环境约束趋紧、水利改革发展转型阶段。 

2.我国水利工程建设发展历程 

2.1 史前文明、水利工程萌芽时期 

史前文明时代，原始农业社会开始发展，由于社会经济和科

学技术水平极为低下，人类改变自然的能力有限。原始农业的发

展也伴随着初级水利工程的萌芽。 

依据古文献记载的传说和考古学者田野考古发掘的发现，作

为水稻起源地的长江流域，灌溉系统随着水田稻作农业萌芽、发

生、发展起来。蓄水井最早发现于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时期，到

了公元前 4000 年的马家浜文化时期和公元前 3000 年左右的良

渚文化时期，已经出现了农田灌溉用井。公元前 3000～前 2000

年，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时期开始出现较大规模的灌溉工程。另外，

我国人工开挖河道沟通江河的历史，也可追溯到距今 5000 年前

的龙山文化时期，出现了众多由城垣和护城河构成的城市防御工

程。 

2.2 农业文明、传统水利工程建设时期 

在以农业发展为主的社会发展阶段，经济规模较小，社会发

展水平不高，科学技术尚处于形成和发展时期，人类对自然的抗



御与控制能力相对较低。由于农业经济发展的需求，这一时期水

利重点主要从如何趋利避害入手，以整治水患、满足耕地灌溉以

及服务水上交通的漕运等目标为主。 

先秦至清代的水利工程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治河防洪，二是

农田水利，三是水运交通。在治河防洪方面，重点在黄河下游地

区，如大禹治水、秦始皇首次统一治理黄河大堤、北宋修建防潮

海堤、明清整治黄河大修堤防等；在农田水利方面，夏商周时期

形成了蓄引灌排的初级农田水利系统，春秋战国秦汉时期的都江

堰、郑国渠、灵渠、芍陂、新疆地区坎儿井等一批大型水利工程

促进了川西、中原等地的农业发展，唐宋时期建设了太湖圩田、

它山堰、水车、水磨、水碓等，水利工程遍及全国，元明清时期

建设了宁蒙河套灌区。水运交通，主要是沟通海河、黄河、淮河、

长江、珠江等水系的水运网，如隋炀帝开通济渠使南北水运畅通，

元郭守敬打通京杭大运河。 

西方工业革命兴起以来，中国水利随着经济的衰落逐渐落伍，

1930 年前后才建成第一批近代水利工程。近代处于水利技术由

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过渡阶段，这一期间实施并修建了导淮工程、

皖江堤防工程、石龙坝水电站等，20 世纪 30～40 年代，中国近

代水利奠基人之一的李仪祉先生在陕西省组织兴建了泾惠渠、渭

惠渠、洛惠渠灌区等一批灌溉工程。 

我国在古代拥有辉煌的水利发展史，这些传统水利工程促成

了我国农业经济区的形成和转移，促进了地区耕作栽培制度的发

展，对于增加农业产粮，保障防洪安全，加强区域沟通，推动人

类文明发展发挥了巨大效益。 



2.3 工业化起步、水利大规模建设起步时期（1949-1977）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时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百废待

兴，处于极低收入水平的计划经济时期，发展起点较低、国民经

济尚处于贫困阶段、庞大人口难以达到温饱。主要水利问题是水

患严重，农业发展的水利支撑保障空白。 

通过艰苦奋斗，这一时期迅速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

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GDP 从 1952 年的 684 万元增长到 1977

年 3239 万元，如下图所示。 

 

图 1 起步阶段 GDP 及人均 GDP 年际变化 

这一时期，国家明确提出“水利是国民经济和社会持续稳定

发展的重要基础和保障”，集中力量整修加固江河堤防、农田水

利工程，开展了大规模的水工程建设，防洪、抗旱、农田水利、

城市供水、水力发电等各项水利事业蓬勃发展，其在我国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占据重要的地位。 

 

 

 



 

 

 

 

 

 

 

 

 

 

本阶段以防洪和灌溉为代表的单一目标社会经济服务需求

仍然是水利工程建设的主要需求，以关注经济社会防洪保安及温

饱问题的安全性为主的除水害、兴水利成为这个时期经济建设的

重要事项之一，但是受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影响以及技术开发手段

限制，这一阶段的水资源开发程度有限，开发利用规模也不足。 

2.4 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水资源开发程度较高阶段（1978-

1998） 

本阶段处于低收入水平下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

经济进入起飞期，城镇化进程加快，供水保障需求和电力供应需

图 2 起步阶段水利投资及其占比

年际变化 

图 3 起步阶段水利投资及其占比

与人均 GDP 的关系 

图 4 起步阶段水库总库容及发电

量年际变化 

图 5 起步阶段水库总库容及

发电量与人均 GDP 的关系 

图 6 起步阶段灌溉面积年际变化 图 7 起步阶段灌溉面积与人均

GDP 的关系 



求剧增。主要水利问题是水利工程建设不足，水资源短缺矛盾加

剧，水旱灾害增加，水污染事故频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启动了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开始复苏，

人均 GDP 从 1978 年的 381 元增长到 1998 年的 6796 元，增加了

16.8 倍。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乡镇企业的

繁荣，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大量排放而未得到有效治理，特别是

80 年代末，生态系统受到严重破坏，水旱灾害成灾率持续上升，

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饮水困难问题也逐步凸显，部分地区水环境

持续恶化问题逐步显现。 

 

图 8 起步阶段 GDP 及人均 GDP 年际变化 

大力发展生产力的社会经济发展需求使得水利事业得到了

长足的进步，水利投资也从 35.33 亿元增到 467.7 亿元，增加了

12.2 倍，兴建的水利工程中水库总库容从 4012 亿立方米到 4930

亿立方米，增加了 22.8%，年末全国水电装机容量从 1728 万千

瓦到 6507 万千瓦，增加了 2.76 倍，灌溉面积从 48053 千公顷到

53400 千公顷，增加了 11.1%。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农田水利建设、

城乡供水建设、水电开发、水土保持建设以及防洪堤建设等，都

有较快的发展。引滦入津工程于 1982 年 5 月动工、1983 年 9 月

建成，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于 1994 年底正式开工建设（2009



年竣工），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于 1994 年开工建设（2001 年

全部竣工）。经济发展对能源的需求激增带来水电事业迅速发展，

结合江河治理、实施中国特色的农村水电电气化工程使得农村水

电规模不断扩大，特别是 90 年代后期呈现加速发展趋势。 

 

 

 

 

 

 

 

 

 

 

 

 

 

本阶段水利工程建设重点放在保障国民经济防洪安全、农业

灌溉等社会经济服务功能上，水利工程技术有所进步，发电等新

的社会经济服务功能成为水利建设的重要目标，水利建设从“单

图 9 发展阶段水利投资及其占比

年际变化 

图 10 发展阶段水利投资及其占

比与人均 GDP 的关系 

图 11 发展阶段水库总库容及发

电量年际变化 

图 12 发展阶段水库总库容及发

电量与人均 GDP 的关系 

图 13 发展阶段灌溉面积年际变

化 

图 14 发展阶段灌溉面积与人均

GDP 的关系 



目标开发为主的大规模水利建设时期”转向了“以多目标开发为

主的水利建设时期”，水利发展理念从防洪、灌溉等单一经济社

会服务功能逐渐转向防洪、灌溉、供水、发电等多目标经济社会

服务功能。 

2.5 资源环境约束趋紧、水利改革发展转型阶段（1999-） 

本阶段，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确立并不断完善，经

济社会快速发展，人民收入达到国际中等收入水平，人民群众对

美好生活的需求日益提高。水资源需求持续增加，水污染形势依

然严峻。 

本阶段人均 GDP 从 1999年的 7159 元增长到 2016 年的 53980

元，增加了 6.54 倍。2001 年人水和谐思想被正式纳入现代治水

思想中，成为我国新世纪治水思路的核心内容。水资源可持续利

用的思想为 21 世纪后水资源利用与保护的理念、行为和工作带

来新的需求和动力。同时，由于极端天气频现、国土规划布局不

合理等原因，我国出现了大范围、多次、严重的水旱灾害，表明

关键性水利设施薄弱仍然是国家基础设施的明显短板。 

 

图 15 起步阶段 GDP 及人均 GDP 年际变化 

为了利用和保护并举，特别是在人水和谐思想的指引下，进



行了一系列水工程建设。水利投资从 499 亿元增到 6099 亿元，

增加了 11.2 倍，兴建的水利工程中水库总库容从 4499 亿立方米

到 8967 亿立方米，增加了 99.3%，年末全国水电装机容量从 7235

万千瓦到 33153 万千瓦，增加了 3.58 倍，灌溉面积从 54366 千

公顷到 73177 千公顷，增加了 34.6%。 

 

 

 

 

 

 

 

 

 

 

 

 

 

 

 

 

 

 

 

水利成为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优先领域。在 1998 年长江大洪

水后，我国对水资源合理利用与有效保护给予高度重视，开始了

图 17 转型阶段水利投资及其占

比与人均 GDP 的关系 

图 18 转型阶段水库总库容及发

电量年际变化 

图 19 转型阶段水库总库容及发

电量与人均 GDP 的关系 

图 21 转型阶段灌溉面积与人均

GDP 的关系 

图 16 转型阶段水利投资及其占

比年际变化 

图 20 转型阶段灌溉面积年际变

化 



大江大河治理、病险水库除险加固、重点城市防洪工程建设、行

蓄洪区安全建设等，我国大江大河防洪体系得到很大的改善，但

中小河流治理不足，农田水利建设压力较大。 

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成为水利工程建设另一个重点。2003

年，水利部开始全面安排和部署水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工作，在

2004 年到 2010 年，选取了 12 个大中小城市开展水生态系统保

护与修复试点工作。为了实现水资源优化配置、遏制水环境恶化

趋势，我国政府实施了一些生态调水工程，比如，从博斯腾湖向

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从嫩江向扎龙湿地应急生态补水等。围

绕水生态文明建设、水生态保护，国家实施了一系列工程建设和

制度建设。首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 105 个水生态文明试点城

市建设，部分省市也开展了省级水生态文明试点城市建设，取得

了显著成效。 

3.结语 

从水利工程发展历史规律来看，我国水利工程规划在持续关

注防洪、灌溉、供水等社会服务功能的基础上，开始重视水生态

环境的保护与修复、水源涵养、水土保持等水利工程的生态服务

功能，自 2013 年提出水生态文明建设以来，进入以保护水生态、

建设生态文明为目标的水资源保护为主阶段，强调各种人类活动

都要考虑生态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在生态环境约束下开展工作。

从新时代我国治水矛盾来看，我国治水矛盾已经发生深刻变化，

从人民群众对除水害兴水利的需求与水利工程能力不足的矛盾，



转变为人民群众对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的需求与水利行业监管

能力不足的矛盾，前一矛盾尚未根本解决并将长期存在，而后一

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根据水利工程建设历

程的发展规律和新时代我国治水矛盾的深刻变化情况，生态水利

工程建设是水利工程建设的历史发展必然，也是新时代破解治水

矛盾的重要手段和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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