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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洛阳水闸库区水体氯离子含量
超标原因和对策

孙伟星
!惠女水库管理局洛阳桥闸管理处" 福建 泉州!IS#"%%#

!摘!要"!洛阳江是泉州市辖区境内第二大河流"该河流发源于罗溪镇扑鼎山南麓"流域范围覆盖了罗溪镇%马

甲%河市%双阳%万安等镇"河流总长度为 P"JPY=$ 洛阳江是当地农业灌溉%工业生产%居民用水的主要来源"而当

下河流水质问题愈发严重"水体氯离子含量严重超标"对于流域内工农业生产造成很大的困扰"上级管理部门非常

重视$ 基于此"本文对泉州洛阳水闸库区的水体氯离子含量超标问题进行了分析"查找原因"并探讨解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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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 月 "T 日#位于福建省泉州市境内的湄

洲湾南岸应急供水工程洛阳江横向围堤上游#水质突

发问题#经检测结果显示#洛阳江库区水体氯离子含量

超标#达到 "V%=/U&#对周边几家工业企业的生产用水

造成了安全问题% 该事件发生后#湄南供水公司迅速

作出反应#切断从洛阳江库区泵站抽水#期间所需用水

取自惠女水库#以便将工业经济损失降到最低#最大限

度控制各类事故的发生%

$(洛阳水闸库区环境现状

洛阳水闸库区的作用除了为上游地区农田提供灌

溉用水外#还为中下游工业生产&城镇居民生活提供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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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用水% #%%F 年 "% 月 #T 日#福建泉州十多个小型水

库陆续干涸#造成洛江&惠安&泉港等区域用水都比较

紧张#对附近居民生活和工业生产产生了较大影响%

基于此#泉州市有关部门和市水利局#将泉州地区母亲

河晋江水北引以缓解旱情% 晋江水北引方案确定后#

施工部门立即动工#应急引水工程包括输水管道和洛

阳江横向围堤修建等#该项目工程在 IP 天内完成%

洛阳江横向围堤建成之后#在短期内起到的作用

和各方效益非常明显#不仅保证了汛期排洪&枯水期用

水#同时在中下游供水&防洪调度中也至关重要% 洛阳

江横向围堤分为上游和下游两段#上游水主要来源于

附近四个储水区域#分别是惠女水库&官洋溪&黄塘溪&

北高干渠/下游水则来源于北高干渠% 洛阳江是整个

泉州境内的第二大河流#流域面积为 IVVY=

#

% 洛阳江

最大的支流是黄塘溪#流域面积为 "IVJ$Y=

#

#占到了

洛阳江总流域面积的 I$JT_#最终经洛阳江洛阳桥闸

汇入到泉州湾水域% 此外#在洛阳江及最大支流黄塘

溪水源保护区#分别设有 I 个水厂!洛阳镇&城南&湄南

水厂%

洛阳江水闸库区在洛阳桥闸的上游地带被列入国

家一级水源保护区#在氯离子超标污染事件发生之前#

从水闸库区内取水用水的单位包括!湄洲湾南岸供水

工程洛阳取水泵站&惠安城南取水泵站&惠东南农业用

水% 其中#湄洲湾南岸供水工程洛阳江取水泵站#日取

水量达到了 "$ 万 1% 换言之#洛阳江上游库区是湄洲

湾南岸供水工程洛阳江取水泵站用水的主要来源#供

给泉港福炼一体化企业等% 惠安城南和泉港地区#大

部分为生活用水% 当地自来水厂的要求是!取水口为

附近居民提供的生活原水水质必须达到-地表水环境

质量标准."XbIVIV0#%%#$规定的
*

类标准#即洛阳

江库区内水体氯离子含量控制在 #$%=/U&以下#而工

业原水水体氯离子含量需要控制在 I$=/U&以下#否

则#必须停水&停产% 以福炼一体化企业为例#工业原

水氯离子含量达到 "V%=/U&以上时#不利于或不能生

产% 而惠安和泉港两地居民生活用水安全问题也需要

紧急应对%

#(突发水体氯离子含量超标事件

表 " 和表 # 中数据统计呈现的是污染事件发生

前#枯水期和丰水期氯离子监测结果% 其中#表 " 为

#%"# 年 $ 月河流在涨&退潮时段的数据统计#从桥闸断

面开始#往上游沿程取水#在现场进行监测/表 # 为

#%"# 年 T0F 月在洛阳江水质监测设 S 个断面#共采样

两次的数据统计#数据结果取平均值%

表 $(枯水期洛阳江水质监测 $ 部分 %

断!!面 监 测 时 间 潮!!期 水深度U=

水体氯离子含量U"=/U&$

水闸库区上层 水闸库区下层

洛阳桥闸

Vh#%

VhPV

Fh%$

"%hI%

"Ih#%

该时段为潮水起涨期#桥

闸外海水未渗漏

开始退潮#桥闸外有少量

海水渗漏

#T S%J%I $SJP$

#T $SJP$ $SJP$

#T SVJP" TIJII

SIJT% SPJ$P

TPJ$" #$%JSF

北渠出口

湄南取水口
Fh$$ d"%hI% 涨潮时段 IJ# dIJI

$PJVT "#%J"V

"%VJ"" #FVJ#I

北渠出口

湄南取水口
"Ih#% d"Ph"% 涨平起退

$TJ%P "%#J#S

PIJ%$ TI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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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丰水期洛阳江水质取样监测 $ 选取其中 , 个监测点 %

监 测 点 编 号 名!!称 深!!度 氯离子浓度U"=/U&$ 洛阳江桥闸外海水涨退潮

$

水闸前
上层 TFJ##

下层 FIJIS

处在涨潮时段

%

公路桥
上层 I"JTS

下层 I"JTV

处在涨平时段

&

湄南取水泵站
上层 P%JVF

下层 P"JI$

处在涨潮时段

+

上游黄塘溪入库
上层 P"JS%

下层 $%J%#

处在涨潮时段

,

上游河市支流入库
上层 "SJT"

下层 "$J##

处在涨平时段

-

库区水闸外
表层 FVP%J#

上层 TFJ#P

桥闸内外水位基本持平

%(洛阳江横向围堤上游氯离子含量超标原

因分析及其解决方案探讨

IJ"!事件成因

事件发生后#各级管理部门在第一时间制定了应

急预案#从惠女水库&北渠紧急调水#以缓解区域内工

业用水和居民用水% 与此同时#专门成立了专家小组#

就该问题的发生研讨分析#通过对相关数据以及实地

考察#最终讨论得出造成此次洛阳江横向围堤上游氯

离子指标异常升高的成因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结合上

述提供的监测数据$!

7J#%%F 年晋江水北引应急工程完工% 到 #%"# 年

"% 月发生该事件时#洛阳江应急供水工程横向围堤运

行已经长达 I 年#该水利项目本身就不是长久之计#在

事件发生之前#全断面已经出现了 "$;=的自然沉降#

如此一来#整个围堤的堤顶高度被降低%

BJ以往该季节属于丰水期#然而区域内已经连续

超过 I% 天未降雨#在这种局面下#洛阳江最大支流黄

塘溪流域内#特别是上游水域#天然来水量明显减少%

同时#北渠引调过来的补充淡水水量也在减少#总体来

看#淡水补水量严重不足% 再加上周边地带居民生活

用水和农业工业污水排放#导致洛阳江库区内水质变

得越来越差%

2J这一时期属于当地农耕交换季节#洛阳桥闸管

理处为保证下游惠南干渠农业灌溉用水的要求#上游

水库一直在保持高水位运行#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下

游水"突破了围堤$倒灌上游库区的不利局面%

IJ#!方案措施

上部分简单概述了造成该事件发生的几大成因#

总体来看#水闸海水倒灌&淡水补充量不足是主要原

因#进而导致桥闸渗透和底质盐度释放#水闸库区水体

与外来淡水无法完成交换% 基于此#可有针对性地采

取必要的防护和整治措施%

首先#必需重新改建洛阳桥闸#并使其发挥效益%

主要目的是彻底阻断桥闸外海水向上游库区水域的渗

透% 其次#在最大限度确保桥闸与两岸保护围堤稳定

的情况下#结合部分库底清淤#可适当减少并控制底泥

盐分的释放量%

在具体方案制定上#在洛阳江横向围堤上游氯离

子含量超标时#向惠女水库紧急调水#即由惠女水库来

直接为区域内提供供水% 围堤修护由湄南供水公司负

责#确保其高程控制在 #JS=以上% 洛阳江桥闸管理处

重新调配水闸库区运行水位#加强控制力度#可将下游

库区的运行水位控制在 #JI=以下% 洛阳江水闸库容

量相对比较小#其防洪能力很一般#最大的功能是为流

域内工农业提供生产用水#因此#在汛 $下转第 IT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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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穿越虚拟大孔径植生布生长的芦苇地下部分

!!超强大孔径植生布主要可用于受潮汐落差较大的

海洋&大江&大河和湖泊等超大水域潮间带的防护和生

态修复工程% 超强大孔径植生布曾在水位落差高&水

流速度大的长江深水航道二期岸坡生态恢复工程中进

行种植水生植物应用试验#试验结果水生植物生长良

好#并且植物根茎与土工材料融为一体#实现在复杂水

环境条件下水生植物生态修复的效果%

超强大孔径植生布的应用使得生态护岸上的植被

群落得到了良好的发育#生态护岸作为人工生态系统

满足了净化水质的生态需求#微生物等其他生态组分

也在逐步自我完善#未来可以实现更为完整和更大容

量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结(语

我国目前整个环海域大概有 #%Y=

#受污染% 其中

东海占到大约一半#"%Y=

#

/其次是渤海&黄海/受污染

最轻的是南海% 海洋生态修复迫在眉睫% 超强大孔径

植生布对保护和恢复潮间带护岸保滩湿地重建有其独

特的产品特性#可有效解决使用传统土工材料影响植

物生长的产品缺陷#经工程试验综合效果理想#符合海

滩防护同时兼顾原生态保护要求% 与国外应用实例

相比#具有操作简单&施工周期短&造价低等优势#可

用作潮间带水生植物修复用关键性工程材料% 超强

大孔径植生布产品已获国家专利局专利授权"专利

号! #%"I#%S#TITPJT$#并经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查新

咨询中心'科技查新报告(检索#综合技术达到国际领

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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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V 页% 期到来的时候#必须频繁开闸#控制径

流量% 如果迎来强大降水#一定要在洪水来临之前#有

层次地先进行排水#并适当降低水闸内水位% 来年枯

水期或者少雨期到来#水闸库容量无法满足下游农业

灌溉用水量时#可靠上游水库及北高干渠供水%

'(结(语

本文针对 #%"# 年 "% 月洛阳江水闸库区水体氯离

子超标事件#系统分析了其发生原因#并有针对性地提

出了几点建议% 截至目前#制定实施的应急方案已经

两年有余#整体效果很好#尤其是上下游供水调度#相

当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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