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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霞河修建山区水库的必要性分析
刘龙虎

!新疆水利管理总站" 新疆 乌鲁木齐!VI%%%%#

!摘!要"!本文描述了阳霞河灌区水文地质概况"通过分析水资源量与各行业需水量的关系"阐述了修建山区水

库对阳霞河水资源调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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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新疆轮台县阳霞河流域水土资源丰富#光热资源

充足#是该县棉花与粮食的重要生产区% 近几十年来#

由于未能修建山区水库#无法科学配置水资源#灌溉定

额在新疆高居榜首% 因洪水季节灌区上游大水漫灌#

致灌区下游土壤次生盐渍化程度逐年加重#原来良田

变为盐碱地/下游排渠越挖越密#排渠间隔由 #% 世纪

V% 年代的 I%%=左右加密到现今 "%%=左右#排渠不仅

占据大量土地资源#还造成水资源的严重浪费% 本文

分析了如何建设山区水库&科学使用地表水及地下水#

从而达到解决春&秋两季大量缺水#以根治灌区盐碱

地&降低灌溉定额#达到旱涝保收之目的%

#(灌区水文地质概况

灌区地处新疆塔里木盆地北缘#属典型的大陆性

北温带荒漠气候!气候干燥#蒸发量大#日照充足#降水

量少#冬季寒冷#夏季炎热#春季升温快#秋季降温快%

年降雨量平均为 $#J#==#主要集中在 S0V 月#约占年

降水量的 T%_#且以暴雨为主% 年均蒸发量 "F$IJV==#

是降水量的 ITJP 倍#年均日照时数 #T#VJS>#年均无霜

期 "VV 天#适宜于棉花&粮食等农作物的生长%

灌区位于阳霞河流域中&下游冲洪积平原地带#地

下水类型为单一结构的潜水及多层结构微承压水% 地

下水资源主要由北部阳霞河及其东西两侧塔力克河&

库努尔河沟出山后经过冲洪积扇含漂石&卵砾石河道

大量渗漏补给#其次为地表水灌溉渗漏补给% 含水层

*'!*



岩性以卵砾石&含砾中粗砂&中细砂&粉细砂为主#其相

对隔水层以粉土为主% 冲洪积扇中上部以单一结构的

潜水为主#地下水埋深较大#一般大于 $%=#富水性强#

水质矿化度小于 %J$/U&% 冲洪积平原区为多层结构

的潜水及微承压水#地下水埋藏较浅#富水性中等% 灌

区含水层岩组的富水性划分为潜水水量极强富水区

" c$%%%=

I

U5$&潜水L承压水水量强富水区 "I%%% d

$%%%=

I

U5$#灌区南侧为潜水L承压水水量中等富水区

""%%% dI%%%=

I

U5$/地下水总补给量为 "#TTVJ#万=

I

U*#

地下水可开采量为 S%ITJT万=

I

U*/ 三条河沟地表水总

量为 "JTPP 亿=

I

U*#其中阳霞河&塔力克河&库努尔河

地表水量依次为 "J%T 亿 =

I

U*&%JP## 亿 =

I

U*&%J#$#

亿=

I

U*%

%(水资源量与各行业需水量分析

该流域共有阳霞镇与铁热克巴扎乡两个行政单

位% #%"P 年流域内共有居民 "JV 万&牲畜 VJ$ 万头

"只$#工业总产值为 "%%% 万元#灌溉面积为 ""J$P 万

亩% 农业灌溉通过渠道引地表水 S%TFJTF 万 =

I

U*和

"V" 眼机井"其中 # 眼为工业与生活用水井$共计开采

地下水 I#SFJ%"万=

I

% 其中工业用水量约为"%J%% 万=

I

&

"JV 万人生活用地下水量为 P$JFF 万 =

I

&VJ$ 万头

"只$牲畜饮地下水量为 "VJS# 万 =

I左右&农业开采地

下水量为 I"FPJP 万=

I

#显然工业与生活用水仅占地下

水开采量中的极小部分%

从上述用水量数据分析#阳霞河流域地表水&地下

水资源较为丰富#但水资源利用程度较低#大量水资源

被无效蒸发% 只有对灌区地表水及地下水进行因地制

宜合理规划&科学配制#修建山区水库#进行地表水&地

下水联合调节是解决该流域用水的当务之急%

'(修建山区水库的必要性

根据地质资料#前山地带具备修建山区水库的地

质条件#可建一个库容为 $%%J% 万=

I水库%

根据灌区水文地质条件&土壤特征&棉花滴灌定额

"IP% =

I

U亩$#若灌区中&下部 S 万亩耕地采取节水措

施#需用水资源约 #%P% 万=

I

/上部 $J$P 万亩耕地按定

额 P$% =

I

U亩计算引用地表水进行灌溉#则需用水资源

约 #PFI 万 =

I

% 目前引地表水资源量为 S%TFJTF

万=

I

U*#远远大于修建后山区水库引水灌溉的水量%

未建山区水库前引水量高于建成之后引水量#且山区

水库建成前引水量不能合理配置!洪水期大水漫灌造

成了田间滴&跑&漏现象严重#造成了大量的水资源被

浪费#最终流入灌区南部细土平原被无效蒸发#因而导

致灌区下游次生盐碱地产生% 建成山区水库后#同时

经过渠道防渗措施#上游约 $ 万亩耕地可全部采用地

表水进行灌溉#这样可彻底解决灌区春&秋季缺水现

象#同时灌区上游 $% 眼机井可不需更新"年限已至$#

而下游灌区 S 万亩盐碱地不再配置地表水进行灌溉#

上游 $% 眼机井停抽#可有效扼治灌区下游开采井因开

采高峰期动水位逐年下降导致水井报废之现象% 该区

全部采用 "#F 眼机井进行纯机灌溉"这个地带属于上

述潜水L承压水水量强富水区#完全满足开采要求$年

开采地下水 #%P% 万 =

I

#完全吻合于经水均衡计算该

区潜水无效蒸发量 #"V$JV 万=

I

/因此灌区因地下水无

效蒸发而造成的次生盐碱地的机理可得到解决#也即

对灌区盐碱地改良成为高产田#起到了事半功倍的

效益%

通过灌区中&下游盐碱坚井排灌措施#目前纵横交

错的部分排渠将被废弃填平#从而间接地增加了耕地

面积%

山区水库建成后#节约的地表水可通过阳霞河道

向下游输水#使下游生态得以恢复#以减少风沙危害%

部分地表水可输送于塔里木河之中#对恢复塔里木盆

地生态环境起到一定的作用%

G(结(语

7J对流域地表水&地下水进行综合规划&联合调

度#是改善生态环境#保证工农业生产用水有效途径%

BJ修建山区水库#彻底解决灌区春&秋季缺水现

象#可将灌区中&下游次生盐碱地改良成高产田#提高

灌溉质量与水平#保证农业丰收#农民增产增收%

2J山区水库工程的建设可改变该流域地表水&地

下水的统一调度#提高工农业用水的保证程度#提高经

济效益% $下转第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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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以租代征#除特殊敏感区域建设生态湿地外#实行

自然封育% 逐步恢复自然生态环境#切实解决农业耕

种带来的化肥&农药流失污染% 水面下采取生物措施#

每年投入 I%% 万元#投放 $%% 万 dT%% 万尾鲢&鳙鱼苗

用来减少浮游生物和浮游动物#起到净化水质的作用%

IJ#J$!减少点源污染"畜禽养殖退出

全力减少保护区内点源污染% 一是 #%"$ 年初顺

利完成了一级保护区内的 S 户畜禽养殖场的搬迁补偿

工作#有效减少了一级保护区内的点源污染% 二是已

完成了对二级保护区内的 "$ 户畜禽规模养殖场实施

搬迁摸底调查工作%

'(建(议

PJ"!完善水源保护区生态补偿政策标准及工商

户搬迁标准

!!由于-辽宁省大伙房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法规出

台后#保护区内项目受到限制较多#特别是保护区内农

户生产经营受到较大影响#上级生态补偿资金十分有

限#建议上级充分考虑抚顺上游各县区为保护水源所付

出的代价#加大生态建设补偿财政转移支付补偿力度%

一级保护区工商户搬迁没有政策标准#搬迁难度大#上

级应尽快出台搬迁政策#明确补偿标准和搬迁程序%

PJ#!加强入库河流的管护#减少污水&废水直接

排入河道

!!为解决保护区范围内污水处理设施及处理能力严

重不足#部分企业将废水直接排入河道或通过渗坑排

出#污染入库河流的问题#建议成立镇水源保护工作

站#组建河道管护队伍"可与乡镇保洁员&水管员队伍

整合$#统筹保障资金#做好入库河流的管护工作% 河

道管护运行经费和管护人员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纳入财

政预算%

PJI!完善减少农村面源污染措施000发展生态

农业]设施农业

!!针对保护区内农业生产结构不尽合理#农业发展

水平不高#农业面源污染严重问题#建议发展有机农

业&生态观光农业&生态旅游业#在土地转换补助&新型

经营主体补贴以及基础设施配套方面给予科学扶持%

PJP!减少点源污染#将柴垛&秸秆等搬离河道两岸

为减少农村生活垃圾等点源污染对水质安全的威

胁#建议将柴垛&秸秆等生活垃圾搬离河道两岸#避免

强降雨将污染物带入河道#涌入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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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通过灌区中&下游盐碱坚井排灌措施#部分废

弃的排碱渠将改造成耕地#间接地节约了大量土地资

源/通过节约水资源#可改善当地的生态环境/通过盐

碱地的改良#可提高当地人民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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