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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拟建胡杨河市人饮供水水源
方案分析
常志朋

!奎屯农七师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新疆 奎屯!%$$G###

!摘!要"!本文介绍了新疆拟建胡杨河市规划基本情况"简要叙述了城市可用人饮供水水源& 根据各水源方案布

置及投资情况"结合第七师水源总体规划"选择了达子庙水源作为推荐方案"并分析了其供水能力"给城市水源选

择提供必要的依据&

!关键词"!地下水水源% 地表水水源% 城市供水% 供需平衡% 供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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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拟建胡杨河市位于第七师辖区某团团部及其

周边#南北长约 LH#D?#东西宽约 IH# P%H#D?市域规

划面积约 GIH# PI%H#D?

G

#城镇远期规划人口规模"# P

G# 万% 该市是第七师经济'社会'商贸流通'科技'教

育和文化中心#是克X奎X独城镇组群重要的兵团新兴

城市% 现状城镇人口约 $ 万#目前城市总体规划及部

分基础设施建设已完成#现状城镇用水为当地地下水#

由于规划区地下水超采#局部水质不达标#随着建市后

人口不断增加#亟需寻找可靠稳定水源以保证城市居

民用水#促进城市经济发展%

#(水源工程简介

在可以作为拟建市供水水源中#地下水水源有达

子庙地下水水源和奎屯地下水水源.地表水水源有黄

沟水库和泉沟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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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地下水水源

GH"H"!达子庙地下水水源

该水源含水层主要为粉细砂#含水层为 %J POJ?#

洼地承压含水层水量'水质具有侧向补给的稳定性#水

质符合国家饮用水标准% 现状承压水补给量 I""%万?

$

#

可开采量 G$J# 万?

$

#地下水开采稳定#保证率高%

GH"HG!奎屯地下水水源

该水源含水层为粗颗粒的砾石地层#为强富水区%

本区地下水开发强度较大#主要用水单元为奎屯市'

"$"团'工八团'部队农场% 区内地下水补给主要是山前

地下水的侧渗补给#现状年地下水补给量 O$IO 万 ?

$

#

可开采量 N#O# 万?

$

#目前可开采潜力主要集中在 "$"

团 O 连和 "# 连片区#可开采量 JI# 万?

$

%

GHG!地表水水源

GHGH"!黄沟水库

黄沟水库位于拟建市区上游#设计库容 GI%" 万?

$

#

属于
#

等中型水库#引蓄奎屯河河水#控制下游黄沟灌

区 "GO 团'"$# 团 "G% 团南区 G# 余万亩耕地的灌溉用

水#同时还通过黄沟水库泄水渠向奎屯水库调水#灌溉

车排子灌区农田% 水库多年平均来水量为 G"NI" 万?

$

#

水量丰富#保证率高#水质经处理后可作为集中式供水

水源%

GHGHG!泉沟水库

泉沟水库位于第七师垦区天北新区#距奎屯市东

北约 "#D?#奎屯河以东 ND?#独克公路 ""D?以北的泉

水沟上游#是奎屯河上的一座平原注入式水库#主要引

蓄奎屯河河水和泉水沟泉水% 设计库容 I### 万 ?

$

#

属于
#

等中型水库#现状以农业灌溉为主#主要控制

"G% 团'"GO 团'"$# 团'"$" 团西区#控制灌溉面积 "#

万亩% 水库多年平均来水量为 "G### 万?

$

#水量丰富#

保证率高#水质经处理后可作为集中式供水水源%

%(水源方案比较

$H"!地下水水源方案

方案一!以达子庙水源地下水为取水水源

本供水方案工程布置!

%

取水工程!取水点位于达

子庙供水工程二期主干管网 "% [$O# 处% 在取水点新

建扬水泵站 " 座#G##?

$ 清水池 " 座% 泵站总流量为

LGJHL?

$

K-#单泵设计流量 $"#?

$

K-#扬程为 %#?的水

泵机组共 $ 台%

&

输水主管线工程!管线从新建泵站

向拟建市水厂输水#沿国道西侧布置#管线长度

"OHN#D?#采用单管布置#设计输水总流量 LGJHL?

$

K-%

'

水厂工程!位于规划的胡杨南路与 G"N 国道交叉处

南侧#水厂设计规模为 "I$##?

$

KA%

方案二!以奎屯水源地地下水为取水水源

本供水方案工程布置!

%

取水工程!在 "$" 团 O

连'"# 连西侧#靠近奎屯河东干渠旁打井 "# 眼#设计机

井取水流量 N#$H%?

$

K-#布置集水管网 NH$D?%

&

输水

主管线工程!管线沿国道西侧布置#总体为南北走向#

管线长度 GOD?#设计输水总流量 LGJHL?

$

K-%

'

水厂

工程!与方案一相同%

$HG!地表水水源方案

方案三!以黄沟水库库水为取水水源

本供水方案工程布置!

%

取水工程!新建取水口 "

座#在水库大坝迎水面坝坡死水位以上设置潜水泵安

装平台#布置两台潜水泵"一台工作一台备用$#沿坝

坡布置钢管#在坝顶新建配电控制室一间%

&

输水主

管线工程!管线沿 G"N 国道西侧布置#总体为南北走

向#管线长度 %H#D?#设计输水总流量 LGJHL?

$

K-%

'

水厂工程!与方案一位置相同#需建设 G 座F形滤池

处理地表水#处理工艺相对复杂%

方案四!以泉沟水库库水为取水水源

本供水方案工程布置!

%

取水工程!利用泉沟水库

为五五工业园区工业输水的供水管线#在管线 $# [JN#

处设置分水口#将泉沟水库的库水自流输送至拟建水

厂%

&

输水主管线工程!管线穿过奎北铁路'高速公路

和国道#进入拟建市水厂#管线长度 "#H#D?#设计输水

总流量 LGJHL?

$

K-%

'

水厂工程!与方案三相同%

$H$!水源的确定

根据前述地下水方案以及地表水方案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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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置#结合表 " 中各方案投资#应选择水源水量可

靠'水质合格'取水方便'便于管理的水源作为推荐

水源%

表 $(水源方案比选投资汇总

单位!万元

水源 名!!称
取水

工程

输水

管线
水厂 合计 备注

地下水

水源

方案一!达子庙地下水 GL# G"N# %JJ $G%J

推荐

方案

方案二! 奎屯地下水 NJL $"OJ %JJ I%#L !

地表水

水源

方案三!黄沟水库 IJ# %%" $JL# I%O" !

方案四!泉沟水库 IJ# ""#" $JL# J""" !

!!注!表中数据均为直接费%

由于拟建市规划人口数量较少#地表水水源处理

工艺相对复杂#投资高#本次不予推荐% 方案二的水源

距离市区较远#管线长#投资相对较高.而方案一的地

下水水质较好#供水保证率较高#工程安全可靠#工程

投资低% 结合第七师水源总体规划#建议以达子庙地

下水水源"即方案一$为推荐方案%

'(达子庙供水系统简介

达子庙饮水安全工程属于跨团供水工程#工程建

设分为五个部分!

%

水源井及水源地集水管网工程#主

要建设内容为新打水源井 "G 眼#集水分干管 NHLLD?#

集水主干管 IH#JD?%

&

达子庙水源地水厂工程#主要

建设内容为铺设厂区内管道 "H"%D?#容积为 G###?

$

的圆形钢筋混凝土结构清水池 I 座%

'

达子庙水厂至

"GJ 团及车排子首泵站输水主干管工程#输水主干管

两条% 第一条为水厂至车排子首泵站输水干管#南起

达子庙水源地水厂#北至位于 "G$ 团 $ 连的车排子供

水总站的首泵站#主要建设内容为铺设 +AN## 主管道

$OHOD?% 另一条为 "GJ 团输水主干管#南起达子庙水

源地水厂#北至 "GJ 团团部以北的番茄酱厂#主要建设

内容为铺设+AL## 主管道长度为 GND?#铺设分干管长

度为 "#H%D?%

(

车排子首泵站水厂工程#主要建设内

容为铺设厂区内管道 #HL%D?#容积为 G###?

$ 的圆形

钢筋混凝土结构清水池 G 座%

)

车排子首泵站水厂至

"GO 团输水主干管工程#主要建设内容为铺设 +AN##

主管道 GIHIJD?%

工程于 G#"G 年全部完工并发挥效益%

/(供需平衡及供水能力分析

JH"!供水总量分析

达子庙水源现状供水对象包括 "G$ 团'"GJ 团'"GL

团'"GN 团'"G% 团及 "GO 团#共计 L 个团场的人饮及部

分小工业用水#根据师供水总体规划#增加拟建市人饮

供水% 水量平衡计算结果详见表 G%

表 #(达子庙水源地供水水量平衡计算结果

单位!万?

$

项!!目
G#"J 年

"现状年$

G#G# 年 备!注

来水量 地下水 G$J# G$J# 达子庙水源地

用水量

团场

生活用水 G%I JO#

牲畜用水 I# "IL

工业用水 "%$ %%L

小计 J#N "LGG

拟建市 生活用水 # $G#

合计 J#N "OIG

包括 "G$ 团' "GJ

团'"GL 团'"GN 团'

"G% 团及 "GO 团共

计 L 个团场

满足人饮供水

!

余'缺水"正为余#负为缺$ "%I$ I#% !

!!从表 G 可看出#近期规划水平年 G#G# 年余水 I#%

万?

$

#供水总量可满足要求%

JHG!高峰期供水能力分析

现状达子庙水厂至 "GJ 团有两条干管#管径分别

为+AN## 和 +AL##"其中!+AL## 管道单供 "GJ 团及

其工业用水$% 本次涉及达子庙水源供水系统主要为

管径+AN## 的管道供水能力#供水线路为!达子庙水

源井-达子庙水厂-+AN## 主管道-车排子首泵站-

"GO 团-拟建市水厂""GO 团至拟建市管线需新建#其

他均为现状管道$%

9H达子庙水厂至车排子首泵站段#在自流情况

下#水厂及 +AN## 管道的最大供水能力为 "OJ#?

$

K-#

最大输水量为 "N#%HG 万 ?

$

K6.在加压 $#?情况下#水

)"!)



厂及+AN## 管道的最大供水能力为 GI##?

$

K-#最大输

水量为 G"#GHI 万?

$

K6#可满足 "G$ 团'"GL 团'"GN 团'

"G% 团'"GO 团以及拟建市人饮高峰用水需求%

BH车排子首泵站至 "GO 团段#在首泵站加压 IJ?

情况下#泵站及 +AN## 管道的最大供水能力为

"IL#?

$

K-#最大输水量为 "GN%HOL 万?

$

K6#高峰期管道

过流能力均可以满足 "GO 团及拟建市人饮及部分工业

用水需求%

经以上分析可知#达子庙现有供水系统的供水能

力完全能够满足供水对象高峰期供水需求%

,(结论与建议

LH"!结论

9H本文主要选择了四个水源作为水源方案参与

比选#按照第七师水源近期规划#结合工程投资#选择

达子庙水源作为推荐水源是可行的%

BH经分析#达子庙水源的供水总量及现有管网在

用水高峰期供水能力均能满足拟建市及各团场近期规

划人饮用水的需求%

LHG!建议

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人口的增加#区域地下

水水资源越来越紧缺#利用地表水资源作为拟建市城

市供水第二水源已是大势所趋#因此建议拟建市中'远

期可考虑采用水库库水'奎屯河中上游河水与现状地

下水水源联合调度供水#以满足城市人饮用水需求#并

提高城市供水保证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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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生态保护与修复关键技术和规范标准

需求

!!水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需要在实施技术上有创新

突破#已经成熟的技术很多#但仍然有很多需要创新的

技术%

我们已经完成了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评估标

准#但是仍然有很多专家提出了可以进一步修改的

意见%

从目前的需求看#我们需要以下方面的技术规范!

一是典型区域水域面积与土地面积的适宜比例及修复

要求.二是柔性建设"植物措施'半透水$的设计规范

与防洪安全要求的兼顾要求及标准.三是生态需水量

与总量控制要求相关性要求.四是多功能兼顾的水生

态系统构建基本要求'规范和标准.五是生态友好型材

料目录及标准.六是构建良性水生态系统的底泥清淤

标准及要求.七是湿地保护有关技术规范等%

.(结(语

以上介绍了水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及重要现实意

义'进展情况和取得的成效#以及近期工作中发现的问

题% 在生态文明建设的道路上需要大家集思广益#相

互交流#从理念到技术#都需要有创新和飞越#从而为

水生态文明建设#筑就美丽中国作出贡献%

!

)#!)

常志朋K新疆拟建胡杨河市人饮供水水源方案分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