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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市曹妃甸区水资源开发利用
评价分析
李!利

!河北省唐山水文水资源勘测局" 河北 唐山!#L$####

!摘!要"!本文对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区的水资源量$供水$用水以及水资源开发利用情况进行了调查分析"研究

了本地区的水资源特点& 通过对曹妃甸区生活$工业$农业等用水情况的分析和研究"指出了水资源开发利用中存

在的问题"并提出了有效解决曹妃甸区未来水资源紧缺的合理化建议"目的是为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制定和完善

水环境保护措施"实现曹妃甸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关键词"!唐山曹妃甸区% 水资源% 开发利用% 评价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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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妃甸区基本情况

"H"!地理区划

唐山市曹妃甸区位于河北省南部渤海湾中心地

带#毗邻北京'天津两市#南至渤海北岸#北临滦南县#

西部与丰南区接壤#东部与乐亭县相连#距离唐山市

%#D?% 地理坐标为!北纬 $Of#NgI$hP$OfGNgG$h#东经

""%f"Gg"GhP""%fI$g"Lh#全区陆域总面积 "OI$HNGD?

G

#

海域面积约 G###D?

G

%

曹妃甸区原为唐山市唐海县#G#"G 年 N 月经国务

院批准撤销唐海县建立曹妃甸区% 按区域发展功能划

分为曹妃甸城区'曹妃甸工业区'南堡经济开发区和唐

山湾生态城四大板块%

)*")



"HG!自然概况

"HGH"!河流水系

曹妃甸区河流属于滦河及冀东沿海水系#区域内

自然河流自西向东依次为沙河'小戟门河"黑沿子排

干$'双龙河'小青龙河'溯河'小清河#均属于季节性河

流#承泄上游迁安市'滦县'乐亭县'滦南县'丰南区客

水及自产径流%

沙河发源于迁安市北大石岭沟#流域总面积

"JJGH#D?

G

.黑沿子排干与小戟门河为同一条河流#为

天然排沥河道#发源于滦南县#流域面积 GI#H#D?

G

.双

龙河发源于滦县茨榆柁#在曹妃甸区境内河长 $NH#D?#

流域面积 GJLH$D?

G

.小青龙河发源于滦县靳各庄#在

曹妃甸区境内河长 OH#D?#流域面积 G$HJLD?

G

.溯河发

源于滦县栗园村#在曹妃甸区内河长 ONH"D?#流域面

积 L#LHLD?

G

.小清河发源于滦南县#全长 J"H#D?#流域

面积 "#NH#D?

G /"0

%

"HGHG!水文气象

曹妃甸区属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型气候#年

平均气温 ""H%i#年平均降水量 JJGHN??#年最大降

水量 "##%H%??""OLI 年$#年最小降水量 G$#HG??

"G##G 年$#降水年内分配不均#L-% 月降水量占全年

降水量的 NGM% 年平均无霜期 G#J 天#年平均蒸发量

"##JHN??#年平均日照时数 GJO#HL-#最大冻土深度

#HL?#年平均风速 GHL?K1#盛行\V\风%

#(水环境现状

GH"!地表水水资源量

GH"H"!降水

降水是产生地表径流和补给地下水的主要来源#

降水量的大小及时空分布反映了一个地区的水资源状

况% 曹妃甸地区多年平均降水量 JJGHN??""OJL-

G#"I 年资料系列$#规律为北部地区多年平均降雨量

大于南部地区% 年降雨量 6

:

值变化范围为 #HGO P

#H$J#由北向南为递增趋势/G0

%

GH"HG!径流

曹妃甸区多年平均径流深 LG??""OJL-G#"I 年

资料系列$#保证率 J#M'NJM的径流深分别为 J#??

和 GL??% 年径流量空间分布趋势基本与年降水分布

一致#由北向南逐减% 这是由于径流除了受降水分布

不均的影响外#还要经过流域下垫面的调节#其地区分

布的变化是降水和流域下垫面综合作用的结果%

GH"H$!地表水资源量

9H自产地表水资源量% 曹妃甸区多年平均地表水

资源量为"#"NI万?

$

#保证率J#M'NJM'OJM的年份地

表水资源量分别为 %G#J 万?

$

'IGLL万?

$ 和 "$"$万?

$

%

BH入境水量% 按引水区域可分为曹妃甸城区引

水'南堡开发区引水和工业区引水% 其中曹妃甸城区

引滦河水#主要用途为农业用水#引水量随降雨情势变

化#降雨量增加#农业引水就会减少#入境水量会相应

减少.反之#入境水量会相应增加% 根据引水资料统

计#引水入境水量总体呈下降趋势#尤其是 "OO# 年代

末至 G###年代初入境水量较少#以后略有回升% "O%L年

入境水量最高为 $HL 亿 ?

$

#G##" 年最少为 #H% 亿 ?

$

#

G#"I 年入境水量为 GHI 亿?

$ /$0

%

南堡经济技术开发区农业灌溉用水主要来自沙河

和黑沿子排干% 沙河来水主要来自上游煤矿的矿井疏

干水和流域自产径流.黑沿子排干主要来自流域内沥

水#根据沙河和黑沿子排干多年平均引水量统计结果#

每年入境水量约为 "%## 万?

$

%

曹妃甸工业区引水主要为陡河水库水#G#"I 年实

际引水入境水量为 GJO# 万?

$

%

GH"HI!地下水资源量

南堡开发区和唐山湾生态城位于渤海滨海平原#

地势平坦低洼#地表以下 "#?之内为微咸水#"# P%J?

为第一咸水层#无浅层淡水可利用.曹妃甸工业区系人

工填海造地形成陆域#地下水也不具备开采条件#因此

区域内地下水资源"矿化度小于 G9K̀$主要分布在曹

妃甸城区片域内#底界深度一般小于 I#?#分布面积

JLHJD?

G

.其余地区均为矿化度大于 J9K̀的咸水区#水

质差'水量小#其下为深层承压淡水% 深层承压淡水是

目前曹妃甸区地下水的主要取水层位#其总补给量即

为彼处地下水资源的消耗量#因此只对限定水头地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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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的允许开采量进行分析评价#评价深度为第
!

含水

组底界""L#?以上$% 矿化度小于 G9K̀区地下水资源

量为 "##OH$ 万?

$

.矿化度大于 G9K̀地下水资源量不

再分析统计%

GH"HJ!水资源总量

曹妃甸区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为 ""#GLH# 万 ?

$

#

其中地表水资源总量 "#"NIH# 万 ?

$

#地下水资源量

%JGH# 万?

$

#见表 "%

表 $( 曹 妃 甸 区 水 资 源 总 量 成 果

分!!区 计算面积"陆域$KD?

G 地表水资源量K万?

$ 地下水资源量K万?

$ 水资源总量K万?

$

曹妃甸城区 N%NH# I%NOH# %JGH# JN$"H#

南堡开发区 $OIH# GII$H# - GII$H#

生态城 "J#H# O$#H# - O$#H#

工业区 $"#H# "OGGH# - "OGGH#

合!计 "LI"H# "#"NIH# %JGH# ""#GLH#

GH"HL!水资源可利用量

水资源可利用量的计算方法是!地表水资源可利

用量与浅层地下水资源可开采量相加#再扣除地表水

资源可利用量与地下水资源可开采量两者之间重复计

算量% 两者之间的重复计算量主要是平原区浅层地下

水的渠系泄漏和灌溉田间入渗补给量的开采利用部

分% 曹妃甸区 J#M'NJM保证率水资源可利用总量分

别为 $L""$H# 万?

$

'$IL%IH# 万?

$

% 地表水'地下水重

复计算量为 "O$H# 万 ?

$

% 曹妃甸区水资源可利用量

成果见表 G%

表 #( 曹 妃 甸 区 水 资 源 可 利 用 量 成 果

单位!万?

$

分!区
地表水资源可利用量

J#M NJM

浅层地下水资源

可开采量

地表'地下水重复

计算量

水资源可利用总量

J#M NJM

深层承压水资源

可开采量

曹妃甸城区 GGIIOH# G"GNJH# "#IJH# "O$H# G$$#"H# GG"GNH# "O$"H#

南堡开发区 IGNOH# IG""H# #H# #H# IGNOH# IG""H# $$H#

生态城 $$$H# "ILH# #H# #H# $$$H# "ILH# #H#

工业区 %G##H# %G##H# #H# #H# %G##H# %G##H# #H#

合!计 $JGL"H# $$%$GH# "#IJH# "O$H# $L""$H# $IL%IH# "OLIH#

%(曹妃甸区水资源开发利用现状

$H"!供水基础设施

曹妃甸区供水工程主要包括地表水'地下水供水

工程#现状微咸水'污水处理回用和海水利用供水工程

很少% 地表供水以提水'引水工程为主#地下水供水工

程以机电井为主#海水淡化工程目前仅有首钢京唐公

司海水淡化工程投入运行#日处理海水量为 J 万 2KA#

仅供首钢京唐公司自用%

9H地表水供水工程% 地表水供水工程分为蓄水

工程'引水工程和提水工程% 截至 G#"I 年底曹妃甸区

蓄水工程主要为小明湖"蓄水能力 $## 万?

$

$'曹妃湖

"蓄水能力 "J## 万 ?

$

$及落潮湾水库"蓄水能力 "I%#

万?

$

$.引水工程主要为滦河提水及陡河水库引水#河

湖引水闸 "J 座.提水工程主要为河湖取水泵站#共

"$J处%

BH地下水供水工程% 地下水供水工程是曹妃甸

城区'南堡开发区工业和生活的重要供水工程#截至

G#"I 年底曹妃甸区共有机电井 "LL$ 眼%

$HG!社会经济用水

G#"I 年#曹妃甸区总用水量 $%#I" 万 ?

$

K6#其中

农业灌溉用水最大#占比为 N"HO#M.其次为工业用水

)"")



占比 G#HO#M.城镇生活用水占比 GHI%M.农村生活用

水占比 "HGNM.渔业和养殖业用水占比 $H$"M.生态

用水占比 #H"IM%

$H$!用水水平及效率分析

G#"I 年#全区人均用水 "IL$H#?

$

K6#单位 QFR用

水量 "#$HL?

$

K万元#城镇生活用水指标 "JJH$ K̀"人)

A$#农村生活 "I"H$ K̀"人)A$#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

量 $IHL?

$

K万元#农田灌溉综合用水指标 NJNHO?

$

K亩%

曹妃甸区万元QFR用水量低于全国水平 "#O?

$

K万元#

但仍高于+唐山市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实

施方案,中曹妃甸区万元QFR用水量值 O$HG?

$

K万元#

与节水先进地区尚有一定的差距#尚有一定的节水潜

力% 曹妃甸区城镇生活用水指标 "JJH$ K̀"人)A$#高

于河北省城镇居民用水定额 J# P"I# K̀"人)A$#节水

与用水效率较差%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低于全国平均值 LN?

$

K万

元#分析原因是由于产业结构和产业政策调整淘汰了

一部分高耗水'高排污的造纸企业#保留了一部分节水

效率高'污水处理能力强的企业#所以节水效果显著%

'(曹妃甸区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分析

目前#曹妃甸灌区农业用水主要靠滦河引水.曹妃

甸城区和唐山湾生态城生产和生活主要是开采的深层

地下水.工业区'南堡开发区主要依靠陡河水库引水%

曹妃甸区现状年地下水开采量为 I%#" 万 ?

$

#地下水

开发利用程度为 "JOHLM#属于超采区%

唐山市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实施方

案确定曹妃甸区 G#"I 年用水总量控制目标为 $#"$G 万

?

$

#现状用水总量为 $%#I" 万 ?

$

#未达到控制目标要

求.地下水开采量控制目标为 NN#I 万 ?

$

#现状地下水

开采量为 I%#" 万?

$

#达到控制目标要求.万元工业增

加值用水量控制目标为 GJHO?

$

K万元#现状万元工业

增加值用水量为 $IHL?

$

K万元#未达到控制目标要求.

农田灌溉水利用系数控制目标为 #HJJG#现状农田灌溉

水利用系数为 #HJ#未达到控制目标要求%

/(曹妃甸区水资源特点

JH"!区域自产地表水量很少#分布极为不均#利

用率低

!!曹妃甸区境内的河流均为季节性河流#年际丰枯

变化大#连续枯水期时间较长#径流量很少.且这些河

流主要接纳上游污水#水质污染严重% 因此#区内河道

不具备向城市供水的条件%

JHG!区域浅层地下水主要为咸水

曹妃甸区处于燕山冲洪积平原的滨海区#咸水层

分布面积占 O#M以上#绝大部分地区浅层地下水目前

无法利用% 因此#区内生产和生活用水以开采深层地

下水为主#但深层地下水超采现象十分严重#区域已形

成多年地下水降落漏斗%

,(水资源开发利用存在的问题

LH"!自产水量少#区域性缺水严重

曹妃甸工业区原属海域#系人工填海造地形成陆

域#区内无河道径流% 生态城规划区内虽有溯河'小青

龙河等河流#但这些河流径流量很小#且主要是上游污

水#生态城地处咸水区和地下水降落漏斗区#因此可以

说是无水可用% 南堡开发区当地地表水较少#且南堡

盐场等大部分区域皆为咸水区#其生产生活主要依靠

开采深层地下水和引陡河水库水% 曹妃甸城区现状城

镇用水全部为深层地下水#且处于宁河---唐海地下

水降落漏斗区% 因此曹妃甸区内的各分区均严重

缺水%

LHG!供水水源单一#可靠性'安全性较差

曹妃甸区现状仅有引调水"滦河引水'陡河引水$

和深层地下水两种水源#其中引调地表水供水量占总

供水量的 %NM#深层地下水供水量占总供水量的

"$M% 经分析主要有以下几点!

9H地下水供水量偏大#超采严重% 近十年地下水

位平均下降速率为 "HJ$?K6#若不加以控制#势必造成

海水入侵'土壤盐渍化等环境危害% $下转第 IG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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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治理过程中#应及时开展污染底泥的开挖和清理工

作#借助现代机械设备强化施工期污泥清淤工作#避免

出现不必要的二次污染%

利用塑料泡沫'竹筒等建设人工浮桥#在人工浮桥

上种植大量水体净化植物#对城市水体中工业污染物

和生活污水中氮磷等富营养化物质具有较好的净化效

果.同时人工浮桥可以为鸟类提高良好的栖息场所#保

护生物的多样性#促进河道水体生态系统的完整性%

构建强大的水生动物群落#形成混凝土结构广泛应用

情况下的水生生物生活环境的保障机制#通过合理的

生物培养技术#合理确定浮游生物的种群和数量#遏制

藻类的过量繁殖#改善水质环境%

采用微生物技术#对河底淤泥中有机污染物'氮磷

等富营养元素和藻类进行降解#必要时可以借助挖掘

设备定期清理严重污染的底泥#形成有效的动物'植物

以及微生物的循环生态系统%

/(结(语

随着城市河道生态治理和环境保护意识的逐渐增

强#城市河道生态修复和整治技术的广泛应用是提高

城市地表水环境质量的必然选择#更是实现人与自然

和谐相处和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 城市河道治理和

开发过程中#对河道护岸和堤防'河岸植被'河道水质

等的治理#应推广应用生态治理技术#最大程度改善修

复河流生态系统#促进城市河道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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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H非常规水利用尚处于起步阶段#海水淡化工程

正在建设中#中水大部分处理后直接入海#未得到充分

利用%

;H对外调水源依赖性较大% 曹妃甸区现状用水

量大部分来自引滦'引陡等地表水#这些水量受上游控

制因素影响较大%

LH$!农业用水效率有待提高

曹妃甸区农业用水占总用水量 NJM以上#农田灌

溉综合用水指标偏高#达 NJNHO?

$

K亩% 现状渠系水利

用系数为 #HJN#渠道老化失修#渗漏严重#生产效率

低% 农艺技术和管理节水增产增效措施配套的建设不

到位#缺乏有效的节水灌溉市场机制%

综上分析#曹妃甸区水资源的特点决定了本区域

水资源十分短缺#社会经济发展与水资源承载能力之

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外调水和非常规水利用将是解决

曹妃甸区未来水资源紧缺最主要'最有效的途径% 本

文通过对曹妃甸区水资源数量和水资源开发利用状况

进行系统和全面的评价#可以为区域水资源的合理开

发'合理配置'高效利用'有效保护'综合治理和科学管

理提供可靠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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