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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干旱区节水灌溉效益及潜力分析
!!!以新疆乌苏市为例

杜!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苏市水利局' 新疆 乌苏!&""%%%&

!摘!要"!基于西北地区农业灌溉特点'以新疆乌苏市为例'分析当前的节水灌溉措施和效益'指出了其中的不足

之处'并通过对该地农业节水途径的分析'定量计算了未来 #% 年该地和新疆以及西北地区的节水潜力'同时提出

几点有针对性的建议和改进措施'以求为广大西北地区农业可持续提供发展思路(

!关键词"!西北) 乌苏) 节水灌溉) 效益) 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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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广大地区是典型的干旱内陆气候$水资源短

缺制约着当地的农业生产和经济建设$其平均水资源

量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V)$农业灌溉用水量占当地

总用水量的 &(S以上1#2

% 因此分析和研究当前西北

地区的农业灌溉节水所能带来的效益和未来的发展潜

力$对于促进该地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秦大庸等通过对西北干旱区农业&工业和城镇生

活节水途径的分析$定量计算了 $%$% 年水平年的节水

潜力1$2

% 吴旭春等从地表水资源可利用量&榆水系统

节水潜力&平原水库增蓄水潜力及田间灌溉节水潜力

等方面对灌溉用水的节水潜力问题进行了较全面的分

析和研究1"2

% 邹宇锋等从对水资源合理利用和开发的

角度$阐述了新形势下西北干旱地区农业用水问题$以

及对于我国农业发展的重要战略意义1+2

% 王晓愚等分

析了节水农业所要实现的根本目标和新疆发展节水农

业的潜力$提出了新疆节水农业的总体发展方向与思

路1(2

% 付文彦等针对取水&输配水&田间灌水和作物吸

收 + 个基本环节$对节水灌溉技术及其技术模式展开

,%#,



了分析1(2

%

新疆地处亚欧内陆$气候干旱&降水稀少且蒸发强

烈$是西北最为缺水的地区之一% 本文以新疆乌苏市

为例$在前人研究经验和基础上$对该地当前的灌溉节

水效益和潜力进行了分析探讨$并借此对整个西北地

区的农业节水提出几点措施和建议%

$(乌苏市概况

乌苏市地处准噶尔盆地西南部$降水主要受大西

洋和北冰洋冷湿气流的控制$形成荒漠性较强的少雨

区$平原地区春&夏多风$夏季高温干旱$裸地平均年蒸

发量超过 $%%%;;% 乌苏市境内的北坡冰川有

#%#)H+(R;

$

$其中 $**H'R;

$ 融水绝大部分补给安集海

河流出$其余融水直接补给市内各河流&溪沟% 其中奎

屯河&四棵树河&古尔图河 " 条大河为 #$H+'$ 亿;

"

$##

条无尾小溪沟为 #H#&) 亿 ;

"

$安集海河上游乌苏境内

的 + 条支流为 %H$#% 亿 ;

"

% $%#( 全年实现农业总产

值 '"H&+ 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的 +#H#&S%

#(当前节水灌溉措施与效益分析

西北干旱地区水资源短缺$而农业灌溉用水量占

到了总用水量的 &(S以上$特别是新疆一些地区$更

是达到了 *(S以上$因此必须改善和提高相应的节水

技术% 近年来国家大力发展农业节水灌溉技术$取得

了相当大的成就$乌苏市的农业生产总值达到全市生

产总值的 +%S以上$如何合理优化利用水资源成为当

地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现就新疆乌苏市的农业节水

措施和效益进行总结分析%

$H#!节水灌溉技术措施

目前$乌苏市积极响应国家号召$采用众多农业节

水技术实现水资源的最大利用!

&

节水灌溉工程技术$

即减少渠道输水过程中的渗漏与蒸发水量'

'

雨水汇

集利用技术$即将有限的雨水资源汇集起来$并在农业

生产需要时加以利用'

(

喷灌技术$即将水通过压力管

道均匀喷洒降落到田间'

.

膜上灌溉技术$即在地膜栽

培技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地面灌溉技术$同时具有防

止水土流失的作用'

/

滴灌&渗灌技术$即直接对农作

物根部进行水分和养料运输'

0

波涌灌溉技术$即根据

作物需要$将供水分为几个周期交替进行%

$H$!节水灌溉效益分析

以滴灌和喷灌技术为例$对乌苏市采用常规灌溉

和节水技术前后的主要农作物单产进行分析对比$如

图 # 所示% 从图 # 中可以看到$与常规灌溉技术相比$

采用节水技术后各主要农作物亩产量均有较大幅度提

高% 喷灌技术下$棉花&小麦&玉米亩产量分别较常规

灌溉下增产 &)RA$ $#'RA和 +&%RA$增产率达到了

#$"S&)$S和 "$S$农民实际收入平均增加 +(% 元V亩

以上$政府财政补贴减少 "%S'滴灌技术下$棉花&小

麦&玉米亩产量分别较常规灌溉下增产 *%RA&$(%RA&

(*"RA$增产率达到了 #$*S&'#S和 "*S$农民实际收

入平均增加 +&" 元V亩$政府减少财政支出 ""S%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采用节水技术对乌苏市当

地农业生产的影响相当之大$带来的社会经济效益也

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仍存在以下不足!

&

灌区渠系水和

田间水利用系数仅为 %H(($还需进一步提高'

'

新型

高效节水技术的适用和推广还不够普遍'

(

灌溉水利

用系数达到 %H'$但仍有提高空间%

图 $(节水前后农作物单产对比

%(节水潜力分析

西北地区是典型的农业生产区$农业灌溉有很大

一部分仍在采用宽河床大渠输水&田间漫灌的常规方

法$灌溉水资源利用系数较低% 乌苏市乃至整个新疆

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要求在农业生产

,&#,



时必须注重节水和合理利用$而陕西省&甘肃省&青海

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的节水技术目前还没有大量普

及$节水潜力很大% 图 $ 给出了 $%%#.$%#( 年乌苏

市&新疆以及整个西北五省-自治区/在主要节水技术

下的累计节水量% 从图 $ 中可以看到$乌苏市在 #( 年

里$通过各项节水技术措施已累计节水达到 # 亿 ;

"

$

新疆为 +% 亿;

"

$西北五省-自治区/合计为 (& 亿 ;

"

'

在西北五省-自治区/里$新疆地区的节水灌溉技术应

用最为普遍$效果也最明显% 因此$其他地区可以借鉴

新缰节水灌溉经验和措施$因地制宜大力开展可推广

的节水灌溉技术%

未来 #%年-$%#).$%$( 年/$乌苏市及新疆其他地

区在保持现有节水力度下$还可以抓好塔里木河灌区&

叶尔羌河灌区$实施以节水为中心的技术改造灌区工

程$同时加强管理和调控$争取将灌区渠系水&田间水&

灌溉水利用系数分别提高到 %H'&%H&(&%H)'西北其他省

-自治区/在积极吸取新疆节水治理的基础上$重点抓好

青铜峡引黄灌区&河西走廊灌区&陕西关中及渭北旱塬

等一大批大中型灌区的建设和投入$努力将灌区渠系

水&田间水&灌溉水利用系数提高至乌苏市或者新疆现

有水平% 右表统计了 $%%#.$%#(年&预测了 $%#).$%$(

年乌苏市和西北地区的农业节水累计节水量$从表 # 可

以看出$假设按前述要求和标准进行节水改造$在

$%#).$%$(年$乌苏市可实现节水 #H$ 亿 ;

"

$农业增加

产值预计在 "%H'亿元'而在广大的西北地区$如若实现

节水灌溉技术的普遍推广$可为当地农民带来数千亿元

的经济效益$节水技术所带来的经济潜力巨大%

图 #(#**$)#*$/ 年累计节水量

各地区累计节水量表 单位!亿;

"

!!!地区
年份!!!

乌苏 新疆 甘肃 陕西 宁夏 青海

$%%#.$%#( #H# +% (H% +H% )H( "H(

$%#).$%$( #H$ ($ &H& )H% #%H( (H%

'(讨论与建议

本文以新疆乌苏市为例$分析其节水灌溉技术所

带来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并借此对新疆乃至整个大西

北干旱地区的农业节水灌溉潜力进行了探讨和预测分

析% 作者认为在实行以上技术和措施上还可以进行以

下几点改进!首先$可考虑作物调亏灌溉新技术$有目

的分阶段地在作物生长各时期进行干旱胁迫$使其处

于一定程度的缺水$使营养成分得到最大程度的合理

利用'其次$加强节水管理和维护$提高用水效率'最

后$则是可以调整水费政策$通过政策引导和督促农业

节水%

/(结(论

乌苏市地处我国内陆干旱地区$其农业节水灌溉

的效益和潜力反映了整个新疆地区目前的节水概况$

作为西北五省-自治区/最为干旱的地区之一$其节水

灌溉技术的成功案例可作为其他地区借鉴的对象$采

取各项节水技术及管理措施$可实现巨大的社会经济

效益$促进当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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