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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节水增粮行动"取用水合理性分析
及补偿措施建议

秦晓磊
!辽宁省沈阳水文局" 辽宁 沈阳!"######

!摘!要"!通过对凌海市节水增粮建设规模$取用水方案及取水合理性分析"其水资源开发利用通过采取管灌$膜

下滴灌等工程"可以提高项目区水土资源利用效率"从而达到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的目的& 本文并对取水的影响

与补偿措施提出合理化建议& 该项目的实施有利于提高农业综合生产力"保障粮食增产增收&

!关键词"!节水增量% 取用水% 合理性%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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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情况

凌海市共有灌溉面积 %%H$ 万亩#其中有效灌溉面

积为 N%HN" 万亩#包括水田灌溉面积 "%H#O 万亩"地表

水 "GHL$ 万亩#地下水 JHIL 万亩$#水浇地 L#HLG 万亩

"地下水 L#HLG 万亩$% 节水灌溉总面积为 "$HO 万亩#

占有效灌溉面积的 "NHNM% 除节水灌溉采用管灌'滴

灌和喷灌等节水灌溉方式外#其余全部为传统漫灌

方式%

凌海市&节水增粮行动(项目总灌溉面积 "JH%L 万

亩#其中改造面积 GH#L 万亩#新增面积 "$H% 万亩.灌

溉作物全部为玉米.灌溉方式采用滴灌和管灌#其中滴

灌面积为 % 万亩#管灌面积为 NH%L 万亩.取水水源全

部为地下水.项目总取水量为 """LHLL 万?

$

#新增取水

量为 %JOH"L 万?

$

% 该项目共分 I 年完成#建设时间为

G#"G-G#"J 年%

)#&)



项目分布在凌海市行政范围内的余积'大业'双

羊'新庄子'温滴楼'翠岩'沈家台'金城'谢屯'石山'三

台子'白台子'右卫 "$ 个乡镇#共涉及 N" 个行政村%

凌海市&节水增粮行动(项目灌溉面积占全市总

灌溉面积的 "#H%NM#项目实施后#使本市灌溉面积占

耕地总面积的百分数增加了 OHIJM#使本市节水灌溉

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百分数增加了 "#H%NM% 项目灌

溉作物为玉米#原种植作物也为玉米#项目灌溉作物与

原种植作物相同#土地利用情况没有改变%

#(建设规模及实施意见

凌海市&节水增粮行动(项目分别为滴灌和管灌

灌溉方式#总投资 "JILG 万元#其中中央财政投资

"$O"L 万元#地方财政配套 "JIL 万元%

凌海市&节水增粮行动(项目共分 I 年完成% G#"G

年规划实施 $ 万亩#新增地下水源井 OJ 眼#配备电源

OJ 处.G#"$ 年规划实施 I 万亩#新增地下水源井 "LL

眼#配备电源 "LL 处.G#"I 年规划实施 I 万亩#新增地

下水源井 "L# 眼#配备电源 "L# 处.G#"J 年规划实施

IH%L 万亩#新增地下水源井 NJ 眼#改造地下水源井 %N

眼#配备电源 "LG 处%

%(取用水方案

建设项目采用灌溉项目片区内或附近的地下取水

井进行灌溉#地下水用水泵从地下抽取后#通过干管'

支管'辅管'毛管"滴灌带$输送到灌溉地块#给作物供

水% 建设项目选取滴灌灌溉定额为 L#?

$

K亩#管灌灌

溉定额为 %"?

$

K亩#确定的总取水量为 """LHLL 万?

$

#

新增取水量为 %JOH"L 万 ?

$

% 根据+灌溉与排水工程

设计规范,"QSJ#G%%-"OOO$# 喷灌'微灌等在各类地

区'各类作物灌溉设计保证率为 %JM POJM# 由此确

定本项目供水保证率为 %JM%

本期项目实施需地下取水量 """LHLL 万 ?

$

"其中

新增 %JOH"L 万?

$

$#占地下水可开采量 $IL%# 万?

$ 的

$HGM%

依据+辽宁省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水资源配置规

划,#凌海市城区及开发区'重点镇及一般乡镇 G#"J 年

城镇生活'工业'三产'建筑业'生态等需水量为 I$$IH%

万?

$

"其中地下水 $LJN 万 ?

$

$.农村人口增长率为

#HGGM#农村生活用水定额为 "%?

$

K"人)年$.水浇地

灌溉定额为 "GJ?

$

K亩"不含本次节水增粮项目所含片

区$#水田灌溉定额为 ILJ?

$

K亩#其他经济作物灌溉定

额为 G$J?

$

K亩计#预测 G#"J 年农业灌溉用水量为

"NGJ" 万?

$

"其中地下水 NJ%I 万 ?

$

$#节水增粮项目

新增用水量为 %JOH"L 万 ?

$

"全部为地下水$#农村生

活用水 NN% 万?

$

"全部为地下水$#林牧渔业 OJO 万?

$

"全部为地下水$#以上合计规划年 G#"J 年需水量为

GHIG亿?

$

#小于 G#"J年用水总量控制指标 GHJG 亿?

$

#

地下水需水量 "H$% 亿 ?

$

#小于 G#"J 年用水总量控制

指标地下水 "HI# 亿 ?

$

#节水增粮行动项目新增用水

量 %JOH"L 万?

$ 与+辽宁省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水资

源配置规划,等相关规划不冲突#项目取用水规模

合理%

'(取用水的合理性及可靠性

IH"!取用水的合理性

根据凌海市水资源状况和开发利用现状#急需发

展节水灌溉技术#以达到节水的目的% 现有水源工程

条件也决定了采用取用地下水的水源方案% 综上#项

目取水合理%

节水增粮行动完成节水灌溉面积 "JH%L 万亩#项

目总需水 """LHLL 万 ?

$

#其中改造片区原用水量

GJNHJ 万?

$

#节水 O#HLI 万?

$

#结余水量 "LLH%L 万?

$

#

项目新增取水 %JOH"L 万?

$

%

IHG!取水水源的可靠性

根据凌海市的 O 个论证单元取水可靠性分析来

看#按保证率 %JM的典型年份#G#"J 年和 G#G# 年规划

年开采条件下#各论证单元通过动用地下水储存量可

以满足供水要求.通过连续枯水年供水分析看#凌海市

)$&)



的 O 个论证单元供水风险较低#其水文地质单元通过

动用地下水储存量补充供水#下个丰水年组的水量补

给可以恢复地下水储存量%

IH$!取水的影响与补偿措施建议

&节水增粮行动 ( 项目实施后#总取水量为

"""LHLL 万?

$

#新增取水量为 %JOH"L 万?

$

% 节水增粮

项目均采用提取地下水的水源方案#拟布井位置均临

近河道或耕地#没有住户和其他用水户#所以该建设项

目的取水对第三方影响轻微%

在项目工程实施后#取用水量没有超过地下水的

可开采量#典型年和连续枯水年在 %JM保证率前提

下#规划水平年 G#"J 年'G#G# 年的地下水开采量基本

在年补给量之内#在调整储备很少使用的情况下就能

满足项目的取水要求% 因此#该项目对地下水动态影

响不大#不会造成地下水位持续下降#也不会引起过度

开采等环境地质问题%

IHI!取水方案

凌海市&节水增粮行动(节水灌溉工程计划完成

节水灌溉面积 "JH%L 万亩#涵盖 O 个水文地质单元#$J

个片区% 项目取水水源全部取用地下水#需新增机电

井 IOL 眼#改造机电井 %N 眼%

依据现场踏勘和调查收集所获取论证区的水文地

质数据资料#对凌海市&节水增粮行动(项目总体实施

方案取水井单井出水量'开采井数量及井位位置进行

了复核% 认为新增机电井 IOL 眼'改造机电井 %N 眼的

单井出水量'开采井数量可以满足节水灌溉 "JH%L 万

亩的用水需求%

通过实地踏勘调查走访#位于改造片区的取水井

布设间距合适% 新增片区内的水源井位置应设在项目

区内水源较丰富地带或靠近河道一侧#间距应参照改

造井间距并大于抽水试验资料中相似取水井影响半径

的 G 倍以上#以减少井与井之间的相互影响%

IHJ!取水的可行性

凌海市&节水增粮行动(项目符合国家节水政策

要求#灌溉方式为管灌和滴灌#其灌溉定额分别为

%"?

$

K亩和 L#?

$

K亩#远远小于+辽宁省行业用水定额,

中的灌溉定额""GJ?

$

K亩$.项目条件具备'预测经济

效益明显'经济评价投入产出合理'环境评价有益'保

障措施得力'农民认同程度高'种植经验成熟#项目具

有可持续性#取水合理% 综上&节水增粮行动(项目在

取水能够得到保证的同时#也是可行的%

/(建(议

加强区域地下水量'水质动态监测#水行政主管部

门严格控制区域地下水开采% 建议按照国家及有关部

门规定对水源地取水井设立保护区警示标志#保证供

水安全% 凌海市地下各用水户要提高节水意识#加大

节水力度#提高用水效率#建设节水型社会% &节水增

粮行动(项目实施后#要加强灌区管理和监督#能够起

到&节水增粮&示范作用#以指导和带动地区节水灌溉

农业的发展% 节水灌溉项目建成后#要制订有关的管

理办法和各项规章制度#并认真执行% 加强节水灌溉

项目设施'设备的运行管理与维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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