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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阜康地下水资源动态变化
及可开采量分析

陈志惠
!阜康市水利管理总站上户沟水管所"新疆 阜康!%$"J###

!摘!要"!水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之一"但随着人类对地下矿产资源开采活动的日益增强"地下水资

源赋存条件遭到破坏"其可开采量在不断减少& 本文以新疆阜康地区为实例"通过对观测井数据进行分析"得出该

地区地下水埋深动态变化规律"并对其影响因子$可开采量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新疆阜康%地下水%动态变化%可开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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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位于我国西北内陆#其面积约

占我国总面积的 "KL% 经权威部门统计!在 G#"L 年#新

疆社会用水总量超过 L"# 亿 ?

G

#水资源开发利用率已

超过 NGM#严重超过了国际指定的关于干旱及半干旱

区水资源利用率不宜超过 L#M的警戒线% 作为西部

大开发的重要对象#新疆地区紧缺的水资源已成为制

约当地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重要因素%

$(项目区域概况

阜康市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北部昌吉回族自

治州境内#总面积 "H"N 万 D?

G

#人口 GG 万% 阜康市地

势自东南向西北缓慢倾斜#南部为山地#中部为平原#

北部为沙漠#属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年降雨量

G#J??

/"0

% 经地质勘查!阜康市境内石油储量高达 "J

亿2#煤炭 %I 亿2#石灰石 O### 万2#天然气 "J## 亿?

$

#

资源开采前景良好% 但随着地下矿产资源的不断开

采#必然造成该地区地下水系统遭到严重破坏/G0

%

#(阜康地区地下水埋深动态变化分析

结合阜康市境内的 GN 处观测井数据"阜康市地下

)'!)



水观测分布见图 "$#利用克里格制图法画出不同区域

地下水埋深变化情况"G##%-G#"I 年资料$% 根据已

探明的富水区域和人口聚集区#将阜康市分为山前倾

斜平原'冲洪扇缘溢出带'冲洪积细土平原三部分"不

考虑北部广大沙漠区$%

图 $(阜康市地下水观测井分布

GH"!山前倾斜平原区地下水埋深变化

山前倾斜平原区包括头工村'五工梁村'双河村沿

线以南的广阔平原% 该区域地下水补给以潜流'地表

水入渗为主% 该区有 N 处观测井#在此取这 N 处观测

井数据的平均值做统计% 山前倾斜平原区地下水埋深

变化见图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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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山前倾斜平原区地下水埋深变化

经地质勘测统计可知#该区域地下水埋深较大#平

均在 $#?以上% 从图 G 可知#随着时间的推移#地下水

埋深逐渐增大#平均下降速率达到 "H"I?K6#但下降速

率呈平缓趋势/$0

%

GHG!冲洪扇缘溢出带地下水埋深变化

冲洪扇缘溢出带包括稻香村'大庄子村'大泉'东

泉连线及以南范围#南北宽 IHJ#D?#东西向呈条带状

展开#该区域有 "" 处观测井#在此取这 "" 处观测井数

据的平均值做统计% 冲洪扇缘溢出带地下水埋深变化

见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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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冲洪扇缘溢出带地下水埋深变化

该区域地下水埋深相对于山前倾斜平原区较小#

平均 "J?左右% 总体来看该区域地下水埋深变化较

小#平均下降速率为 #HN"?K6%

GH$!冲洪积细土平原区地下水埋深变化

冲洪积细土平原区包括溢出带以北'沙漠区以南

的广大牧场区域#该区域有 O 处观测井#在此取这 O 处

观测井数据的平均值做统计% 冲洪积细土平原区地下

水埋深变化见图 I%

该区域地下水埋深相对最小#平均不到 J?#而且

该区域地下水埋深总体来看呈减小趋势#平均上涨速

率 #HG"?K6% 该区域观测井水位变化波动很大#考虑

原因是受外界补水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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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冲洪积细土平原区地下水埋深变化

%(阜康地区地下水变化的影响因素分析

阜康地区具有干旱区绿洲型特征#而本地区地下

水埋深变化影响因素较多#主要包括气象'地质'水文'

人类活动等#下面针对主要作用因素进行详细分析%

)(!)



$H"!降水影响

阜康市由南向北降水量逐步减少#其中南部山区

可达 JJ# PN##??#且存在较多冰川和积雪.而中北部

平原区降水较少#但蒸发强烈.北部沙漠降水更少% 阜

康市地下水资源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南部山区降水'冰

川融水#之后以地上和地下河形式流入中北部平原地

带#最后消失在北部沙漠地区% 因此#南部山区是重要

的地下水补给源头% G#"$ 年阜康地区地下水埋深空

间插值见图 J

/I0

%

图 /(#*$% 年阜康地区地下水埋深空间插值

$HG!蒸发影响

根据多元线性回归理论#可用式""$估算地下水

埋深<#从式""$中可知蒸发量 _J 也是重要因素% 阜

康市属干旱区#年蒸发量超过 "J##??#而地下水埋藏

越浅#其蒸发量越大% 相对来说冲洪积细土平原区的

蒸发量最大#这样就解释了为何在每年的 J-N 月该区

域地下水埋深会陡然增加#在此取 "# 处观测井数据的

平均值做统计#冲洪积细土平原区地下水埋深的季节

性变化见图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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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人类活动影响

人类活动对阜康地区这类绿洲型干旱区影响最为

明显% 由于阜康市年降水量远小于蒸发量#因此农业

用水主要取自于地下水和地表水% 随着本地经济开发

规模的扩大#人口和耕地也在不断扩展#这就对水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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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冲洪积细土平原区地下水埋深的季节性变化

需求逐步增加% 通过调研可知!G#"J 年阜康市地下水

用量分配中#仅农业灌溉就占到 %JM以上#可见在该

地区发展节水灌溉刻不容缓/J0

%

$HI!地表水补给影响

阜康市境内有 N 条河流发源于南部山区#多年来

其来水量稳中有增#但大量的上游水利工程改变了河

流走向和水量#虽然保证了地表灌溉用水#但地下水补

给渠道被严重破坏% 在人口聚集的平原区#其地下水

主要来源是地表水渗漏补给"径流'渠道'田间$#但该

地区蒸发量巨大#由于补给量小于开采量#因此大面积

平原区地下水水位逐年降低%

'(可开采量分析

采用典型流域开采模拟和可开采系数两种方法共

同估算阜康市地下水的可开采量% 综合两种方法#估

算出阜康市地下水可开采量为 "H# d"#%?

$

K6%

IH"!典型流域开采模拟法

典型流域开采模拟法主要应用地下水数值模型#

通过对阜康市三工河流域的地下水进行评价而得出的

办法#其所用到的公式为式"G$

/L0

#计算得阜康市地下

水可开采量 ? a%HN d"#

N

?

$

K6%

? H0J?*0"0

"

L"NM J0

G

L$%M$ "G$

式中!0---稳定 "天然$侧向补给量#取值 IH% d

"#

N

?

$

K6.

0

"

---引入流域地表总水量#取值 GHGN d

"#

%

?

$

K6.

0

G

---流域转化补给量#取值 "H#N d"#

%

?

$

K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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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模型评价

利用式"J$ P式"%$得到各评价方案的正负理想

解距离及贴近度见表 I%

表 '( 水 资 源 配 置 方 案 评 价

方 案 正理想解距离 负理想解距离 贴近度 排序

方案 " #H$G"I #H#I%G #H"$#I %

方案 G #HGOOI #H#%## #HG"#O N

方案 $ #HGJ%G #H"JGJ #H$N"$ L

方案 I #HGJ"G #H"%"% #HI"O% J

方案 J #H"NJ$ #HGI%J #HJ%LI I

方案 L #H"I%% #HGLN% #HLIG% $

方案 N #H#$%L #H$"#" #H%%O$ G

方案 % #H#$%$ #H$G"% #H%O$L "

!!根据表 I 评价结果可知#方案 % 的贴近度为

#H%O$L#为最优方案.方案 N 的贴近度为 #H%%O$#为次优

方案% 基于熵权CTR&(&法的水资源配置综合评价结果

为!方案 % n方案 N n方案 L n方案 J n方案 I n方案 $ n

方案 G n方案 "" n表示优于$% 该研究结果与吴征等/J0

的研究结果完全一致#表明本文所用方法科学可靠%

%(结(论

9H通过指标权重排序#在影响水资源配置评价的

各项指标中#污水回用量'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农业

用水有效利用率及城市供水管网漏失率为重要指标#

其权重分别为 #H"$#"'#H"$GG'#H"$G% 与 #H"$"N#对评

价结果影响大.工业缺水率'单方水工业产出'工业增

加值增长率和水利工程投资为边缘指标"即次要指

标$#对评价结果影响弱%

BH将熵权法和改进 CTR&(& 模型应用于水资源配

置方案评价#结果表明方案 % 为最优方案#方案 N 为次

优方案#这与其他方法的研究结果完全一致#实现了方

法对方法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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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HG!可开采系数法

阜康市开采条件较好#开采系数
#

取值 #HN#用公

式"$$计算#计算得\可采 a"H"N d"#

%

?

$

K6%

#

H\可采S\总补 "$$

/(结(语

阜康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造成其属缺水地区#地

下水资源集中在南部山区#且中部平原区的人口聚集

区用水量逐步扩大#导致用水矛盾逐步显现% 本文通

过数据统计对阜康市平原区地下水资源动态变化进行

了分析#大部分地区地下水位在逐步下降#并通过理论

公式估算出了可开采量% 综合来看#过多的人为改造

和活动打破了该地区地下水资源平衡系统#发展节水

灌溉'合理建设水利设施和开采地下水资源已成为当

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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