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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德市水资源供需平衡及演变
情势分析
张向宇

!河北省承德水文水资源勘测局" 河北 承德!$TL$$$#

!摘!要"!本文阐述了国内外水资源演变的研究现状"强调了水资源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供需平衡关系$ 以承

德市水资源供需平衡分析为例"通过系统分区平衡计算%分层次逐级汇总协调方法"综合考虑社会%经济%环境和资

源的相互关系"分析不同发展时期的水资源供需状况$ 同时"对各水平年水资源开发利用演变情势进行分析$ 结

果表明"承德市水资源是紧缺的"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与措施"来提高水资源开发利用率"以保障社会经济的可持续

发展和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关键词"!水资源& 供需平衡& 演变情势& 承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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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是社会经济发展中不可缺少的一种宝贵资

源( 在我国北方#水资源已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

制约因素( 一方面#社会经济发展需要有水资源作为

支撑/另一方面#社会经济发展又对水资源系统产生了

压力( 同时#社会经济系统与水资源***生态环境系

统之间具有相互联系&互相制约&相互促进的复杂关

系#水资源科学管理与保护又需要社会经济发展提供

保证(

由于自然环境的变化与人类活动的参与#在全球

气候条件变化下#加速了水循环模式与水资源开发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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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的变化#致使水资源规律发生根本的改变( 水资源

规律的变化引发了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等相关问

题#同时也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因此#研究水资源

的供需平衡与演变情势规律#可以科学地探索水资源

的开发模式与合理优化配置0#1

(

$(国内外研究现状

在国外#水资源研究主要是界定于气候条件下&耦

合生态环境及统计分析演变规律来进行模型研究(

如#/*7B+08'G+98*.1

0J1将模型用于加拿大的北极地

区#发现水资源对气候变化较土地利用变化敏感/

b,28+*. (

0K1将耦合的生态模型的水文模型应用于小尺

度流域//+3P HE,?0等0R1应用简单的降水与潜在蒸

发的关系并与生态水文模型结合辨别气候变化与人类

活动对水资源演变的影响( 由此可以看出#国外研究

主要是将演变模型的优势用于水资源规律的演变

研究(

在国内#主要的研究是流域水资源演变规律和趋

势&水资源演变驱动因子分析两个主要分方向( 如#王

苓如等0"1采用增量情景设置方法#分析气候变化情景

下洪泽湖以上流域水资源的演变趋势/仇亚琴等0T1以

三川河流域为例#定量分析了降水&人工取用水以及下

垫面条件这三个主要驱动因子对流域水资源演变的影

响/王启优0L1利用 R# 个水资源代表站自建站以来的原

始观测序列来分析甘肃省地表水资源的变化规律以及

对其演变趋势进行超长期预测( 国内的研究主要是从

单一水资源的变化规律逐渐向复杂条件下水资源模型

优化的演变规律方向研究(

#(研究区概况

承德市位于河北省东北部#燕山山脉东段长城北

侧#东经 ##"c"RdV##OcJ$d#北纬 R$c#JdVRJcR$d(

J$#" 年常住人口 K"KQ$# 万#全年实现生产总值

#K"MQT 亿元#比上年增长 "Q"S

0M1

( 三次产业比重由

上年的 #"QLe"JQOeK#QR 调整为 #TQMe"#Q#eKJQ#(

承德市境内气候属于温带向暖湿带过渡#半干旱半

湿润大陆季风型山地气候#冬长寒冷干燥少雪#夏短炎

热多降雨#春季干旱少雨( 全市温度由北往南递增#多

年平均气温为 LQ"f( 夏季受大陆低气压和副热带高

压控制#湿润的气候为本区高山抬升形成降水#多年平

均降水深 "KKQ#??#降水总量为 J#JQJ$LM 亿?

K

# 总趋

势由北向南逐步递增( 境内主要有滦河&潮河&辽河&

大凌河四大水系#年产水量 KLQT 亿 ?

K

#是京津唐的重

要供水水源地(

%(研究方法分析

未来水资源的供需状况既是历史与现状发展趋势

的合理外延#也是人口增长&经济发展&科技水平提高

和水资源开发利用等相互作用的动态变化结果( 在本

次水资源供需分析中#采用大系统分解与协调的理论

与方法#将整个系统分成市&县&流域及流域三级区&计

算分区四个层次#综合考虑水资源与社会&经济&环境

之间的相互影响与相互制约的关系#各分区间的非均

衡增长和层次间的相互联系与制约等特点( 通过建立

水资源供需分析模型#按照整个系统规划与管理运行

的目标进行协调与计算分析(

计算单元供需分析#根据用户需水要求#考虑供需

关系的互相影响#逐时段分析计算( 供需成果在流域

三级区基础上进行平衡协调#全市成果按流域片和行

政区进行综合汇总分析和协调(

'(水资源供需平衡分析

RQ#!水资源基本供需平衡分析

水资源供需分析#是以系统分析的理论与方法#综

合考虑社会&经济&环境和资源的相互关系#分析不同

发展时期&各规划方案的水资源供需状况( 在此基础

上#综合评价各方案对社会&经济和环境发展的作用与

影响#规划工程的必要性及合理性#为制定水资源中长

期供求计划及有关对策措施提供依据(

基本供需方案为中等节水方案#是在不考虑地表

水蓄水工程增加的情况下的供水方案( 用 J$$$ 年基

准年用水量#以及 J$#$ 年&J$J$ 年&J$K$ 年规划用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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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分别作用于 #O"T*J$$$ 年水资源系列上#逐月求出

各分区的可供水量和缺水量#得到各用水水平年情况

下#逐个分区长系列的水量供需分析成果#见下表(

规划水平年基本供需方案各流域供需分析

流域 水平年
需水量N

万?

K

供水量N

万?

K

缺水量N

万?

K

缺水率N

S

水资源

开发利用

率NS

滦河

流域

J$$$ 基准 M"JJJ M$$M" "#KL TQ$ JMQ#

J$#$ ##OLL# #$TKJO #KRRJ ##QJ KLQK

J$J$ #RJOK" #JJ#"$ J$LM" #RQ" RJQO

J$K$ #T$""$ #KKJKM JLK#J #LQ$ RTQM

潮白蓟

运河

流域

J$$$ 基准 ##$MM #$O"$ #KM #QJ #"Q"

J$#$ #RJOR #KTLJ TJJ RQR #OQR

J$J$ #LK$T #T#MT ##J$ TQ" JKQ$

J$K$ #OJLJ #LMRT #RJT LQR J"QK

辽河

流域

J$$$ 基准 O"RJ M#JJ #RJ$ #RQO K$Q$

J$#$ #R#"M #$TTO KRMO JRQT KOQ"

J$J$ #TK#T ##MLK RRRK JLQJ RKQO

J$K$ #L#"R #JKLO RLL" JLQM R"QM

全区

J$$$ 基准 #$"M"K OO#"M TTO" TQK J"QO

J$#$ #RMJJR #K$TL$ #L""R ##QM KRQJ

J$J$ #LT""L #"$J#$ JTKRL #RQO KOQK

J$K$ #OTOLT #TKRTK KK"#K #LQ$ RJQM

!!经调研得知#缺水主要是由水资源年内分配不均

匀#部分月份水量较小#不能满足用水量的要求造成

的( 为了更好地研究各区域的缺水情况#以便采取不

同的措施#逐步达到供需平衡( 将各分区长系列的供

需分析成果按缺水量从小到大进行排序#分别求得各

个分区&各个水平年不同频率的缺水量及可供水量(

全市在 J$$$ 年基准水平年用水情况下#多年平均可供

水量为 OO#"M 万?

K

#缺水量为 TTO" 万 ?

K

( 到 J$K$ 年

用水水平时#多年平均用水量增大到 #OTOLT 万 ?

K

#可

供水量为 #TKRTK 万?

K

#缺水量为 KK"#K 万?

K

( 可见#

在不考虑地表水蓄水工程增加的情况下#可供水量不

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

RQJ!水资源产业结构调整后供需平衡分析

从规划的角度考虑#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再经各分

区供需分析调算#得出基本平衡方案的供需分析结果#

见图 # V图 R(

图 $(滦河流域需水量与供水量对照

图 #(辽河流域需水量与供水量对照

图 %(潮白蓟运流域需水量与供水量对照

图 '(全区总计需水量与供水量对照

通过供需措施和产业调整#承德市多年平均水资

源量"包括入境量$为 KMQJ 亿?

K

#规划到 J$K$ 年用水

水平上#多年平均需水量为 #LQ"M 亿 ?

K

#可供水量为

.&!.



#LQJJ 亿?

K

#总净消耗量为 ##QLR 亿 ?

K

( 水资源净消

耗率为 K$QLS#水资源开发利用率为 R"Q$S#缺水量

$QKT 亿?

K

#占总需水量的 JQ$S( 潮白蓟运河流域由

于水量丰富#县城较少#水资源开发利用率为 JTQKS(

滦河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率为 ROQTS( 辽河流域的

水资源开发利用率为 R"QOS( 各流域多年平均的水

资源净消耗率控制在 #NK 以内#水资源开发利用率控制

在 #NJ以内( 且上述各河缺水主要表现为农业缺水#在

大部分的年份中#农业有一部分缺水是可以承受的#所

以此供需分析是一个全区水量供需基本平衡的方案(

G(未来水资源演变情势分析

为了对承德市今后水资源开发利用情况有所认

识#并在不同阶段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以保障社会经

济的可持续发展和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有必要对各

水平年水资源开发利用演变情势进行分析(

在对水资源进行了综合分析的基础上#规划未来

水平的用水水平#并假设 #O"T*J$$$ 年发生的天然来

水量在未来重演的情况下#合理调整承德市产业结构#

大力开展节约用水措施#增加必要的蓄水工程 "到

J$K$ 年#全区共需有效蓄水工程 JKQK 亿 ?

K

$#并保证

各用水户做到达标排放#排放后的水经河流自净后不

影响下游正常使用的情况下#经计算机程序严格按从

上游到下游的顺序进行演算#得出全市各计算分区&各

用水水平年长系列的出境水量站水资源量比例见

图 "#水资源开发利用情况见图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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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G(出境水量占水资源量比例

多年平均情况下#从三个大的流域来讲#未来水平

年各流域均有 T"S VM"S的资源量出境( 从各个河

流来看#未来水平年出境量为 "$S VOTS#既满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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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水资源开发利用率

本流域或河流的生态环境用水要求#又在一定程度上

满足了下游的用水要求( 但是总的来说#出境量呈递

减趋势#在未来水平年#仍需要有效地挖掘节水潜力#

抑制需求(

多年平均情况下#J$#$ 年&J$J$ 年和 J$K$ 年水平

年全市水资源开发利用率分别为 KRQ$S&R$QJS&

R"Q$S( 从各个河流来看#水资源开发利用率高于

R$S的河流有闪电河&伊逊河&兴洲河&武烈河&老牛

河&瀑河和辽河南#其中武烈河 J$K$ 年水资源开发利

用率将高达 L$Q#S( 与全国水资源开发利用率 #MS

相比#承德市的水资源开发利用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且呈递增趋势( 在未来水平年#仍需要有针对性地调

整产业结构#加大农业节水灌溉投资力度#限制高耗水

工业的发展等(

作为京津水源地上游地区#有必要在预测的基础

上#对潘家口水库以及密云水库在各水平年的入库量

进行统计( 潘家口水库以上#J$#$ 年&J$J$ 年&J$K$ 年

水平年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 "包括入境量$分别为

J"JL$K 万 ?

K

&J"JL#O 万 ?

K

&J"JT"O 万 ?

K

#出境水量

"即入库量 $ 分别为 #TLOTJ 万 ?

K

& #"RR#$ 万 ?

K

&

#RK$RR 万?

K

#分别占水资源总量的 TTQ"S&T#Q#S&

"TQTS( 出境水量呈下降趋势# J$$$*J$#$ 年年均递

减率为 #Q$"S#J$#$*J$J$ 年年均递率为 $QMRS#

J$J$*J$K$ 年年均递率为 $QLTS( 密云水库以上多

年平均水资源总量为 "KTML 万 ?

K

#J$#$ 年&J$J$ 年&

J$K$ 年水平年出境水量 "即入库量$分别为 RR#$M

万?

K

&RJKJ$ 万 ?

K

&R###L 万 ?

K

#分别占水资源总量的

MJQJ"S& LMQMS& LTQTS# 出境水量呈下降趋势(

J$$$*J$#$ 年年均递率为 #Q#S# %下转第 JJ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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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型 农 村 污 水 处 理 技 术 的 可 行 性 分 析 表

对比项目 G]系统 /bG

改进生态

塘处理

湿地

处理

一体化'N[

处理

传统地

埋式

生物转

盘处理

分散处

理模式

出水水质 一级' 一级' 一级' 一级' 一级' 二级标准 一级b 大部分到一级

运行稳定性 不稳定 稳定 稳定 不稳定 稳定 较不稳定 较稳定 较不稳定

投资运行费用 低 高 高 低 高 低 较低 较低

占地 大 小 较小 大 小 小 较小 较大

是否模块化 否 是 否 否 是 否 是 否

启动速度 短 短 较长 长 较长 较长 较长 大部分较长

经济发达程度 不发达 发达 都可以 不发达 发达 不发达 都可以 较不发达

'(建议与对策

从政府层面看#政府应该加大对农村污水处理的

投资#同时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形成完整&清晰&合理

的治理责任体系/从个人层面看#村民对水环境的保护

至关重要#要加强环保理念的宣传#增强村民的环保意

识/从技术层面看#农村污水处理技术应根据农村具体

条件以及相应政策要求#因地制宜选用适合的处理技

术( 从这些方面出发#推动农村污水治理工作快速&高

效&有序进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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