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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水资源环境研究
***以水府庙示范区为例

全丽君!曾梦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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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针对水府庙水库水环境现状污染的具体情况&研究并提出相应的防治对策&对水府庙水资源的利

用!开发和保护&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水资源) 污染) 防治) 生态修复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志码$ )((((文章编号$ #*+,-*$%$%#*$.&*$-**$,-*'

J83809B?5/F9A0/607899835F9B838/G495/<8/7$

MG94B9H45LC@HL6<=A5=4L6 5A@55<56 @;5HKD@

[/01a4\96" 7:12X@6>;4L6>

,H&#$%3#$ 0*-"&3/-3+*#,5/1&%$ I$13&3+3/" H&#$%3#$ *$$###" 4"&$#-

)A3790B7! P6 =G@K5K@A" FLAA@<KL6C46>FL96=@AH@5<9A@<5A@<=9C4@C 56C KALKL<@C 54H46>5=FL6FA@=@FL6C4=4L6 LB?5=@A

@6I4AL6H@6=F9AA@6=KLDD9=4L6 46 MG94B9H45L8@<@AIL4A,P=G5<4HKLA=56=KA5F=4F5D<4>64B4F56F@BLA9=4D4J46>" C@I@DLK46>56C

KAL=@F=46>?5=@AA@<L9AF@<46 MG94B9H45L,

C82 659;3! ?5=@AA@<L9AF@<% KLDD9=4L6% KA@I@6=4L6 56C FL6=ALD% @FLDL>4F5DA@<=LA5=4L6

!!水府庙水库地处湖南省腹地"湘江一级支流涟水中

游"水库处于娄星区'双峰县和湘乡市三地交界处# 地

理坐标为东经 $$"c#)#d*e_$$"c$*d)"e"北纬 "(c+'d)(e_

"(c*(d"+e"库区处于湘中地区"周边 $"#QH范围内有长

沙'株洲'湘潭'娄底'衡阳'邵阳'益阳 ( 个城市#

湘潭水府庙示范区位于长株潭辐射区域的发展轴

线上"其中的水府庙水库始建于 $&)' 年"上游有涟水'

孙水'西阳河 + 条河流呈树状汇聚成水府庙库区"水域

面积 )$QH

"

# 水府庙水库的功能以防洪'灌溉为主"兼

顾发电'水资源生态区等#

$(水府庙水库水资源现状

水府庙水库入库河流包括涟水'孙水和西阳河"涟

水和孙水的集水区域包括娄底市的涟源市和娄星区"

西阳河的集水区域包括湘乡市的壶天镇和翻江镇# 水

府庙水库目前的总体水质为
!

类,局部
"

类-#

$T$!点污染源现状

0T工业污染现状# 流域内工业区污染物排入河

流"并进入库区"这是水府庙水库水质污染的因素之

一# 主要排污企业有! 涟水干流的涟源市铁厂'涟源

市酒厂'涟源市制革厂'三一公司'天华牧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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涟源钢铁集团'兴星焦化公司'湘中造纸厂'涟源钢铁

集团'兴星焦化公司'湘中造纸厂(环库区的棋梓桥水

泥厂'韶峰南方水泥厂'金兔纺织厂'成美水泥厂'鸿发

金属加工厂'翻江造纸厂#

AT生活污水排放现状# 水府庙小库上游干流及

库区沿岸城市"包括涟源市和娄星区的城镇生活污水'

生活垃圾的排放以及环库区湘乡市棋梓桥镇'毛田镇

和右子铺镇生活污水的排水对水库生态环境和自然景

观造成一定的影响#

$T"!面源污染现状

0T网箱养殖现状# 为了发展经济"$&&)."##( 年

持续鼓励库区村民大力发展养殖业"库区网箱养鱼发

展迅速# 由于缺乏统一的规划与管理"导致水库内所

有库汊都被拦截"网箱养鱼泛滥成灾# 截至 "#$# 年 )

月"水府庙水库网箱数量达到 "T' 万口"养殖总面积约

'(%T( 万H

"

"占水府庙水库水域面积 $(^# 网箱养殖

饲料和鱼类排泄物严重影响水库水质#

AT禽畜养殖现状# 库区控制流域规模化畜禽养

殖场已上升到 '# 多家"散养户占大多数"由于缺乏必

要的污水处理设施"养殖废水大都采取直排方式进入

附近水体"直接或间接对水府庙水库水质造成影响"使

水库水体富营养化程度加重#

$T+!水土流失严重

水府庙水库流域内矿产资源丰富"长期以来采矿

业及其衍生产业成为水府庙流域经济发展的主导产

业"大规模的矿业开采严重破坏了森林资源和水府庙

周边湿地生态环境#

水府庙水库拥有 *+$QH长的岸线"到目前为止"只

有 %#^为自然水岸带"其余水岸缓冲带及周边多被人

为侵占"主要为村落'围湖鱼塘'农田'挖沙场'水泥厂"

严重破坏了缓冲带的生态系统及自然景观"造成缓冲

带内植被物种减少"生态系统退化"生态机能基本丧

失# 此外"在水库开发建设中"忽视水土保持和环境保

护"植被破坏严重"土壤侵蚀加剧"大量泥沙随水下泄

至库区"造成泥沙淤塞塘库河渠"降低水库调洪能力"

带来水灾隐患#

#(水资源分析

"T$!水资源供给分析

水府庙水库总库容)T%亿H

+

"有效库容+T(*亿H

+

#

平均入库流量 %)T&+H

+

-<"年平均最大入库流量 (+H

+

-<#

水库正常蓄水位 &*T#H"最高水位 &*T%H"死水位

')T)H# 水府庙水库多年平均径流量为 "$T% 亿 H

+

"年

来水量最大为 *#T$ 亿H

+

"最少为 'T"$ 亿H

+

#

"T"!水资源需求分析

0T灌溉取水# 为确保灌溉和湘中地区的工农业

生产"水府庙水库按灌溉需水要求向韶山灌区供水#

枯水期每年 (.& 月按 *)H

+

-<流量"&.$# 月按 *#H

+

-<

流量保灌溉# 年提供灌溉用水 &T)" 亿H

+

#

AT生活饮用水取水# 水府庙水库除满足灌溉需

求外"还是娄底市和湘乡市的饮用水源地# 需水量如

下!近期规划人口数,"#"# 年-为 $$T" 万"年取水量为

#T#&' 亿H

+

(近期规划人口数,"#+# 年-为 $% 万"年取

水量为 #T$+( 亿H

+

#

此外"娄底市二水厂取水口位于棋梓镇杉山'大富

村之间"设计日取水量为 "# 万H

+

# 远期水府庙水库需

满足饮用水日取水量 "*万H

+

"年取水量 #T'(%亿H

+

#

除此以外"漏损量及自然蒸发量按水量 "#^计"

为 #T*+" 亿 H

+

"水府庙水库能够满足正常的灌溉及饮

用水源需求#

%(水资源污染防治策略

+T$!工业点源污染防治策略

+T$T$!上游工业产业结构调整

棋梓镇区拥有地质学上著名的石灰岩石床...

%棋梓灰岩&"形成了以韶峰南方水泥为龙头"并缔造

了湖南省著名的%水泥城&%韶峰&%棋梓&%晶山&等水

泥品牌# 但现状水泥产业多为传统低附加值高能耗工

业"工艺水平较低"以立窑等落后技术装备为主"对环境

产生了较为严重的影响"与区域生态资源不相匹配"亟

待改进水泥工艺生产方式# 现有企业进行绿色转型"加

快技术进步"采用先进的工艺和装备提升技术水平"缩

小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 发展新型干法水泥工艺"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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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水泥工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厉行资源节约"保护

生态环境"坚持循环经济和可持续发展"走新型工业化

发展道路# 此外"注重延伸水泥产业链条"重点发展水

泥基材料及制品"统筹发展研发设计'工程服务'商储物

流等生产性服务业"建设综合性的建材产业集群#

+T$T"!提高行业污染治理技术水平"严格执行清洁

生产标准

!!涟源市区和娄底市娄星区是沿涟水干流分布的主

要工业污染源集中区"涟源市的主要工业产业为原煤'

水泥'发电'焦炭'中成药'钛合金和采矿设备"其中原

煤开采'焦炭对流域水资源和水环境威胁最大(娄星区

的工业污染源主要来自八大行业"即棉'化纤印染纺织

加工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

制品制造业'农副食品加工业'炼焦业'医药制品制造

业'饮料制造业'造纸业"其中棉'化纤印染纺织加工业

和炼钢业污染对水府庙水环境威胁较大# 流域上游区

域也应严格执行行业排放标准"清洁生产标准"降低污

染物产生强度'排放强度"加大印染'化工等重点企业

工艺技术改造和废水治理力度"确保工业企业废水达

标排放" 依法强制关闭非法和布局不合理小煤矿"加

强矿区生态环境恢复整治#

建议制定强制执行措施"所有入库生活污水均进

入城市污水处理厂处理后排放"污水处理厂出水水质

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2W$'&$'.

"##"-一级0标准(工业污水实行%谁污染谁治理&"工

业企业污水均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污水经污

水处理厂或小型污水处理设备处理后通过人工湿地进

一步净化后排入水库"排污口周围修建人工湿地#

+T$T+!环库工业污染防治

环库的农田面源'农村污水'畜禽粪便是造成库区

岸边带及库汊'港湾水质富营养化的主要贡献源"环库

的工业废水较少"主要是湘乡境内的几个乡镇企业"包

括湘乡棋梓桥水泥有限公司'韶峰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湘乡市金兔纺织有限公司'湘乡成美水泥有限公司'湘

乡市鸿发金属加工有限公司'湘乡市翻江造纸厂# 工

业污染物占入库污染物总量的少部分"并且"废水排放

企业集中于棋梓镇与毛田镇"综合考虑工业废水性质"

规划将工业废水排至污水处理厂与生活污水集中处

理"达到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2W

$'&$'."##"-一级 0标准后排放"并将污水处理尾水

排至人工湿地后排放库内#

+T"!流域面源污染防治策略

水府庙水库面源污染主要是畜禽粪便'网箱养殖

以及农田面源#

+T"T$!畜禽养殖规划

对水府庙水库周边地区畜禽养殖布局进行调整"

划定禁养区'限养区# 坚持种养平衡"合理确定养殖规

模"推广生物发酵床'垫料养殖等较先进的养殖方式"

落实养殖废水治理设施"使养殖废水达标排放或实现

零排放#

禁养区!水府庙库体周围 )##H"上游涟水'孙水'

湄水'西阳河两岸 "##H陆地区域"禁止规模化的畜禽

养殖场和散养户发展"对现有养殖户进行搬迁#

限养区!环库重要水生态功能区内除禁养区外所

有区域为限养区# 在该区域从事畜禽养殖"应当遵守

国家有关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规定"开展环境影响

评价"并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竣工环保验收"其污染物排

放不得超过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和总量控制

要求#

随着工业与城市生活污水等点源治理的进行"必

须考虑农业面源对水域功能区的影响"应大力发展生

态农业"科学使用化肥'农药"推广生物防治技术"减少

化肥'农药污染# 加强对畜牧养殖业的污水排放的管

理"对水体影响大的畜牧业进行搬迁或关停# 积极推

进乡村生活污水集中处理"农村推广生活污水'禽畜粪

便沼气化处理"改善纳污水域环境#

+T"T"!网箱养殖规划

网箱养殖是近年来水库最主要的内源污染源# 处

于水府庙库区的双源'泥溪'溪口'双冲'梓源'吴合 %

村及溪口茶场自 "# 世纪 &# 年代开始网箱围栏养鱼#

"##)."#$# 年"政府鼓励'奖励发展网箱养鱼导致库

区内网箱拦库无序飞速发展# 毛田镇'棋梓镇'溪口渔

场网箱数量达到 " 万以上# 网箱养殖饲料和鱼类排泄

物严重影响水库水质#

+(!+



畜牧水产'水利'移民'环保等各政府部门以水域

承载能力为基础"共同制定网箱养殖规划# 由当地政

府有关部门按规划将网箱数量分配到户"由县级畜牧

水产部门报县政府审批发证# 畜牧水产部门指导养殖

户确定鱼类放养品种'放养规模"不得投放污染水质的

各种含氨氮等成分的饲料# ) 年内"通过政策引导养

殖户进行产业转移"网箱养鱼全部清理退出#

对河网进行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对河道进行截

污'疏浚"增加水体环境容量和自净能力"改善清淤河

道的水质(对河道进行清淤"使底泥中的污染物质和营

养盐的含量大为降低(严格控制沿河地区污染物排放"

对水环境进行流域性综合管理#

+T+!生态修复策略

0T湖荡湿地建设# 在最低水位 ')T)H与最高水

位 &*T%H之间"选取有条件区域建设环库湖荡湿地"栽

种荷花'芦苇'菱角等湿生植物"营造鱼类'底栖生物生

境条件"加速水体的自然净化过程"缓解水库水环境压

力# 建成集生态修复与人文观赏双重性湿地景观# 湿

地建设地点为棋梓'毛田环库区#

AT入库河口湿地修复# 库岸线重点地段生态恢

复及湖滨带景观修复和清退"保障自然水岸生态# 重

点在涟水'西阳河入库河口"在毛田河入库河口开展湿

地生境修复工程# 毛田河入库河口湿地修复地点为毛

田镇的洪家坝'肖家湾'金家湾'金田村'架子段#

BT小型湿地公园建设# 在水库周边"水域面积

" 万H

"以上的水塘和人口密集区域有条件的坑塘规划

建设湿地公园# 规划建设地点为库弯区域#

'(结(论

本文通过对水府庙示范区水资源的研究"寻求城

镇水环境利用与保护相结合的最佳契合点"使水府庙

水库水质稳定达到国家相关规范规定的标准"为娄底'

湘乡两市提供安全清洁的水源"实现水资源和水生态

环境的良性循环"使水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与社会'

经济同步发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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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证建昌县及葫芦岛市水质达标及水量充

足"继续对水源保护地进行生态治理建设# 首先加强

水源涵养保护"提高水土保持能力"要有步骤地结合农

田基本建设"开展小流域综合治理"保护土壤"减少水

土流失"保护植被# 水源保护区的林木除经依法批准

间伐和合理放牧外"禁止采伐和损害# 保障水源充足'

水质良好"维护生态平衡# 其次加强河道生态湿地建

设"如宫山咀水库湿地'马道子水库湿地'六股河生态

修复工程等/)0

#

%(结(语

做好水资源总体配置"通过东西两线控制及跨流

域调水"缓解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问题(通过节水工程

建设"提高当地水资源承载能力(通过水库清淤扩容及

渠系配套工程建设"提高地表水利用率(通过控制农田

灌溉井的数量"维持地下水的平衡"防止地下水过度开

采(通过加强水源地保护与建设最终做到建昌县水资

源合理开发利用与保护# 以上措施不仅是建昌地区也

是其他地区可参考的水资源利用及保护方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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