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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东市水资源动态综合评价
方法探讨
滕金伯

"辽宁省丹东水文局$ 辽宁 丹东!$$*####

#摘!要$!通过对现状年水资源"量和质#状况%水资源开发利用水平%用水效率以及水资源供求动态进行研究$

达到水资源系列存储数据与动态采集信息的有效结合$及时提供本地区来水%供水%用水%水质的动态信息$为水管

理部门决策提供技术支持的规划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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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水资源进行合理开发"高效利用"优化配置"全

面节约"有效保护和综合治理%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保障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历史赋予各级政府及

水行政主管部门的神圣职责(

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管理内容包括!测算可用水资

源的数量%研究水资源和水环境的变化规律%为水资源

的合理分配"开发利用和运行调度提供可靠的基础数

据-研究国民经济各部门投入产出关系和部门水资源

的需求量及其变化趋势%为合理安排生产力布局和分

配水资源提供依据-分析水资源的承载力%预测水资源

与水环境的开发潜力%指定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定量"定

性评价指标体系%为可持续水资源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加强节水研究%以增强单位水体的承载力-研究以区域

经济"社会"环境等协调发展为目标的水资源优化配置

问题%协调好不同时段"不同地区"不同部门间的用水

矛盾-合理规划"统筹考虑除水害与兴水利"水土保持

和水资源保护等问题-准确估算水资源工程的投入和

产出关系%研究科学的水资源建设项目评价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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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智能"高效率"可靠性能强的防洪预报"预警"调度决

策系统-研究水资源工程的多水源"多目标兴利规划与

调度-研究水资源系统的不确定性和水资源系统的风

险影响评价及其对策-研究制定合理的水价体系和水

资源工程基金管理机智%促进水资源管理市场的良性

循环-建立水资源管理运营机制和水资源管理法规

体系(

#(规(划

丹东市水资源动态综合评价以本地区多年水资源

系列的分析评价成果为基础%因此%在项目规划中包括

两部分内容!一是丹东市水资源历史系列的计算与评

价%二是现状水资源调查与动态分析(

"-$!水资源系列计算与评价项目规划

2-评价分区( 按照*全国水资源评价大纲+的要

求%采用行政分区与流域分区并行的评价分区原则%使

评价成果能够满足本地区水资源规划工作的实际需

要( 全市按流域划分为浑江"蒲石河"爱河"鸭干"鸭

干.大洋河"大洋河"大洋河.碧及太子河 * 个
$

级

区-按行政划分为宽甸"凤城"东港"振安"元宝及振兴

% 个
"

级区%以流域分区和行政分区构成的最小单元

作为水资源计算分区(

E-水文资料系列收集( 为了尽可能地延长水资

源要素分析系列的年限%提高统计样本的代表性%本次

收集全地区各降水"水位"流量"蒸发"地下水"水质及

水库站 $.,% 以来的实测系列资料%同时收集本市入境

河流所在流域邻近站降水"水位"流量"地下水"水质同

步资料%建立信息齐全"容量巨大的水资源站网数

据库(

4-水量调查( 根据径流站网的分布%将水资源计

算分区进一步划分为站上"站下两部分%作为水量调查

单元&全市共分 /. 个水量调查单元'%按照统一技术标

准%对单元内与水有关的社经指标"水利工程"分项水

量等进行调查( 本次水量调查的年限为 $.*# 年以后%

$.,%.$.+. 年的水量调查资料借用*辽宁省第一次水

资源评价+成果( 要通过多种途径分析认证%使调查成

果翔实"充分"可靠%汇总后能够满足历年各站水量还

原计算要求(

:-水资源系列评价( 充分利用水资源站网数据

库及历年水量调查资料%用多种方法进行分区各项水

资源要素系列的分析计算%优选成果后按照流域分区

及行政分区对地表水资源量"地下水资源量"地表水水

质"地下水水质的多年系列进行归纳和统计%并进一步

对其特征值及其时空分布规律进行综合评价(

"-"!水资源动态分析项目规划

2-现状年水资源状况分析( 按照流域分区及行

政分区对现状年地表水资源量"地下水资源量"地表水

水质"地下水水质及其时空分布进行计算分析(

E-水资源开发利用调查( 调查 $.*#."##& 年分

区内不同水源"不同行业的供"用"排"耗水量%为本地

区水资源开发利用动态分析提供基础数据(

4-本地区用水效率与水资源开发利用现状分析(

根据水资源系列评价结果和水资源调查数据%计算本

地区的行业用水指标%分析其用水效率和水平-对分区

现状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进行分析评价(

:-水资源供需平衡现状分析及趋势预测( 根据

现状年的来水情况"分区供水工程状况及同期需水量

进行供需平衡分析 %预测近期各分区的可供水量及余

缺水量( 对河流"水库"地下水水质"水量现状进行评

价%提出水资源要素变化趋势(

0-节水措施及水资源保护( 依据综合评价成果%

对本地区的节水方向"节水措施提出建议-对本地区在

水资源保护工作中应注重的问题提出见解%并作出定

性结论(

%(资料分析整理

&-$!水量还原计算

为了消除人类活动对径流系列的影响%确保分析

样本前后系列的一致性%需对各站实测流量资料进行

还原计算( 本地区径流还原项目有!水库调蓄影响"农

业灌溉用水影响"工业及生活用水影响"跨流域引水影

响等( 还原内容包括水库蓄水变量"蒸发增损量"渗漏

量%灌溉耗水量%工业及生活耗水量%以及跨流域引水

量"排水量等( 本次还原计算以月为计算时段%逐年进

行还原(

&-"!资料系列的插补

水资源评价要求样本信息齐全"资料同步%本次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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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水"径流"蒸发等资料年内观测不全或缺测者%采用

相关分析模型或参数等值线图进行插补( 其中%重点

工作为砬子沟水文站 $..,.$..+ 年缺测期间径流资

料的插补(

&-&!水资源样本系列分析确定

用作水资源评价的样本系列要对其总体具有代表

性%本次评价依据地区插补还原后的流量站网资料系

列&$.,% 年至今'和丹东"宽甸等代表站更长&分别始

于 $.#* 年"$.&/ 年'的降水系列%进行水文要素周期

分析和长"短系列统计参数差异显著性水平检验%并参

照#辽宁省第二次水资源评价$分析结果及太阳活动

规律%认定 $.,%."### 年水资源系列对其总体更具有

代表性%确定为本次评价的分析样本(

'(水资源计算评价

结合全省#水功能区划$工作%"##& 年丹东水环境

监测分中心在全地区 ", 条河流共设 /# 处监测断面%

按丰"平"枯水期进行采样"化验"分析%为正确评价全

市河流"水库水质状况及演变趋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水资源系列计算与评价

/-$-$!水资源量计算与评价

根据样本系列%逐年进行降水"蒸发"径流深等水

资源要素等值线图的分析绘制%分区计算各要素的均

值( 分析本地区的#四水$ &降水"地表水"土壤水和地

下水'转化规律%建立地表水"地下水资源量计算模型%

根据长系列资料计算和率定的各种水资源计算参数%

逐年计算各分区的地表水"地下水资源量及水资源总

量( 进行流域分区"行政分区各水资源要素多年系列

的汇总%计算多年均值及其他统计参数%进行各水资源

要素时程分配和空间分布规律的分析评价(

水资源量计算与评价涉及的系列长"站点多"项目

广"分析复杂%是一项特别费工费力的棘手工作( 水文

科技人员充分利用计算机这种先进工具%运用地理信

息系统&e7F=:B8FG8BEII68:7N'技术对地图数据文件查

询"统计和矢量化求积方面的强大功能%解决了分区降

水量"地表水资源量计算及水资源专题地图绘制等诸

多难题%通过计算机对水资源数据库的快速查询"编辑

和计算%高效地完成了各项分析"统计和建模任务%整

个工作自 "##" 年 . 起%历时 / 个月%即圆满完成%不仅

进度快%而且精度可靠(

/-$-"!水质评价

水质评价采用代表年法( "### 年丹东水环境监

测中心进行了丹东市水污染状况调查"城市排污口监

测"地下水质监测等水质分析评价项目%取得了大量水

质资料( 因此%以 "### 年为代表年%结合荒沟"梨树

沟"浪头"绸缎岛"沙里寨等常规断面 "### 年水质分析

数据%对丹东市各分区河流"水库"地下水水质状况进

行评价(

/-"!水资源动态分析评价

水资源动态是以现状年与多年系列的对比分析为

基本出发点%进而达到趋势分析和动态预测的效果(

在分析评价中首先对现状年&"##& 年'的分区降水量"

地表水"地下水资源量及水资源总量进行计算并与多

年均值对照%确定现状年的水资源年型%分析水资源要

素的发展动态( 现状年和不同水平年的供需矛盾是水

资源动态分析的重点内容%因此%应对现状年的水资源

开发利用水平"程度进行分析研究%开展水资源调查%

掌握分区内供水工程状况&数量"位置"设计指标"实际

供水能力等'和用水情况%继而进行水量供需平衡计算

分析(

本地区水资源动态以当年*丹东市水资源公报+

形式向社会发布%它作为*丹东市水资源动态综合评

价+的最终成果%对地区水资源的保护规划和可持续管

理工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要充分实现*丹东市水资源动态综合评价+项目

的价值%必须增强其时效性%为了尽快完成项目并及时

发布成果%"##/ 年初%项目成员单位分工协作%丹东市

水资办负责完成 "##& 年度社会经济和水资源开发利

用状况调查%并于 " 月中旬将成果提交给丹东水文局-

丹东水文局负责完成 "##& 年度水文资料整编和水资

源数据库建设%并于 " 月中旬前做好水资源动态分析

评价的各项前期准备( 此后%丹东水文局组织技术力

量全力投入现状年水资源动态分析评价工作%通过

e7F6:B8等计算机技术的运用%工作效率提高%仅用 &#

天时间即完成了阶段任务%并将成果概编为*丹东市

"##& 年水资源公报+%取得了预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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