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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杨河勘查区地下水资源评价
及保护对策分析

陈志惠
!阜康市水利管理总站上户沟水管所" 新疆 阜康!GI"L###

!摘!要"!本文以新疆和什托洛盖煤田白杨河勘查区为实例"介绍了该区域水文地质条件"并对地下水资源的水

量$水质进行评价"最后对该地区地下水资源保护提出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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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相关部门统计#新疆人均水资源量不足全国平

均水平的 "NI#很大一部分以冰川形式存在#且分布极

不均衡' 水资源作为生产生活的基本保障#开展地下

水资源评价工作对建设新疆)提高当地经济水平意义

重大+",

'

$&区域概况

新疆和什托洛盖煤田位于塔城地区东部)准噶尔

盆地西北边缘#蕴藏有百亿吨以上的煤炭)石油及天然

气等矿产资源#有.中国资源富集区/之美称#同时也

是.西电东输/的重要支撑点' 为加快当地工业化进

程#对煤田区的白杨河流域进行了水文地质勘查"占总

煤田面积的 I#M左右$#为后续建设水源地提供必要

的参考依据' 主要任务如下!

0D初步查明区域主要含水层分布及地下水转化

与运移规律'

DD在地表水资源评价基础上#采用地下水均衡法

和数值法计算区域平原区地下水资源量'

;D查明区域地下水资源开采潜力)允许开采量及

保护措施'

#&项目区地下水资源评价

白杨河勘查区总体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根据

地形特征可将勘查区分为河洼地"位于北部山间#占总

*%*



面积的 "IDHM$和河谷地 "位于中部#占总面积的 ELDHM$' 白杨河勘查区地形剖面图如图 "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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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白杨河勘查区地形剖面图

JD"!白杨河北洼地地下水评价

0D地下水赋存' 该区域山地和平原相互交错#平

原呈条带分布在山间洼地' 其中西北部山地气候潮

湿#地层节理发育#为地下水赋存提供了良好条件-南

部山地较为低矮#气候干燥)降水稀少#富水性差' 平

原区通过钻探及物探验证#在北部山前存在三个东西

向延伸的第四系砂砾石层沉降中心#厚度 "F# PJ"#<#

构成单一结构的潜水含水层+J,

' 按照含水岩组裂隙性

质划分#北洼地分为基岩裂隙水和第四系孔系潜水'

其中基岩裂隙水的中等水量区"单泉流量
!

#D" P"ZN;$

在赛米斯台山中西部#水量贫乏区"单泉流量[#D"ZN;$

在赛米斯台山东部一带' 第四系孔系潜水丰富区"单

井涌水量为 "### PL###<

I

N7$仅限于伊和陶力布拉克

一带#中等区"单井涌水量为 "## P"###<

I

N7$则分布

在北洼地大部分区域'

DD地下水循环' 通过同位素法分析#山区和山前

的降水及入渗补给了山间洼地#且在北洼地地下水系

统中#\]" 和 \]I 的地下水均不含I

%#说明年龄大于

H# 年' 北洼地内受断裂和隆起影响#大量的泉水出

露#除部分用于人畜饮用#其余被蒸发或侧向径流

排泄'

;D地下水动态特征' 北洼地区域内人烟稀少#地

下水埋深大且没有开采活动#其动态主要受气象水文

影响' 其中大部分地带受春融水影响#高水位期出现

在 E(L 月#水位变差不大"见图 J$#从变化幅度来看#

东部地带的补给量及补给周期要远大于西部带'

FD水质评价' 经新疆地矿局第一水文工程地质

2012�8� 2012�10� 2012�12� 2013�2� 2013�4� 2013�6� 2013�8�
184.00

183.50

183.00

182.50

182.00

��


�
�
�
/m

��������
� � � ���
���4.7��TK1�
���������

图 #&北洼地地下水水位动态变化曲线

大队试验测试中心测试分析#白杨河北洼地生活饮用

水水质各指标除个别异常外#其他指标均低于国家毒

理学评价标准#符合国家标准#部分指标见表 "

+I,

'

表 $&白杨河北洼地生活饮用水水质评价表$部分%

评价

项目

指标N

"<6NZ$

标准值N

"<6NZ$

检测值N

"<6NZ$

超标率

一般

指标

0% HDL PGDL FDHH #

硬度 EL# JG#DJ #

毒理学

指标

氯化物 JL# HLDI #

氟化物 "D# "DF F#M

&; #D#L #D##L #

%6 #D##" #D###" #

RC #D#L #D#" #

!!8D水量均衡结果分析' 水量均衡需计算区域内

地下水的总补给量和排泄量' 北洼地计算区补给项有

洪流入渗)井泉回归入渗)降雨入渗三类#排泄项有泉

水溢出)蒸发)侧向径流排泄三类' 通过计算!北洼地

计算区地下水总补给量为 JLEKD"E 万 <

I

N1#总排泄量

为 JL"FDK# 万 <

I

N1#动用储存量为零#统计误差

*&*



为 "DJLM'

JDJ!白杨河河谷地地下水评价

0D地下水赋存' 白杨河河谷地分为山区和平原#

其中山区面积 IHI"D"^<

J

"占 LFM$#平原区面积

JFEKDE^<

J

"占 EIM$' 山区西北侧的吾尔喀夏尔山山

势高峻#阻挡了西来的潮湿气流#就地形成丰富的降

水#补给形成基岩裂隙水-南侧的扎伊尔山地下存在张

性断裂面群#有利于地下水补给和赋存-东侧有不连续

山体#属丘陵山地#且气候干燥)降水稀少#对平原地区

地下水的补给意义不大' 平原区西部水系密布#对地

下水补给量较大-东部水系减少#多汇集于大河流' 北

部山前平原暴雨洪流对第四系的入渗补给#形成了丰

富的第四系松散岩类孔隙水'

DD地下水动态特征' 根据埋深不同#河谷地地下

水可分为深埋带"H# P"J#<$)中埋带"J# PL#<$和浅

埋带"小于 J#<$' 深埋带分布于北部山前#地下水富

水性好#渗透性强#明显受到附近河流渗漏补给' 在 J

月春融期间和 H(G 月形成高峰值#"# 月至次年 E 月为

地下水低水位期#呈明显.波动型/ "见图 I$' 中埋带

分布在布尔阔台冲洪积平原中部#第一个高水位期的

峰值出现在 J(I 月#峰值不高#第二个高水位峰值期

出现在 G("# 月' 浅埋带分布于莫合台)白杨河林场

一带#入渗补给相对较小#蒸发强烈#地下水一般在

F("# 月为低水位期#并随着干旱季节延长而缓慢

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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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河谷地深埋地下水动态曲线

;D水质评价' 通过对白杨河谷地布尔阔台)河

西)上游水源地地下水进行抽样检查#其各项指标均低

于标准限量#可以直接供生活饮用'

FD水量均衡结果分析' 白杨河谷地计算区补给

项包括河道潜流和渗漏)暴雨洪流入渗)水库渠道入

渗)田间入渗)降水入渗等九项' 排泄项包括机井开

采)泉水溢出)蒸发蒸腾三项' 根据该区域地下水均衡

结果得出总补给量为 JD"I 亿 <

I

N1#总排泄量为 JD"L

亿<

I

N1#基本平衡#统计误差为 "D"EM

+E,

'

,&项目区地下水资源保护对策

0D最大允许开采量' 综合考虑#矿区水源地适合

选在河西和布尔阔台' 通过利用解析法及数值模拟#

分析出河西水源地可布设 I# 眼供水井#按西南(东北

并排直线)垂直于洪积扇轴部布置#有利于地下水的开

采' 单井出水设计为 "H"DIG<

I

N.#允许开采量为

""DHJ万<

I

N7-布尔阔台水源地可布设 J# 眼供水井#

由西向东并排直线布置#单井出水设计为 "H"DJL<

I

N

.#允许开采量为 FDFE 万<

I

N7'

DD地下水资源开发和保护' 在煤炭开采活动中#

地下水资源必然受到影响#对其保护应从技术)经济)

行政和法律等方面实施#包括!对区域水资源进行统

一)合理调度-调整供水水源结构)实行分质供水-调整

产业结构)优化区域生产力布局-供排结合和跨流域调

配水资源-建立节水型社会经济结构体系-防止污染)

保护水质-进行地下水监测工作等+L,

'

.&结&语

优质达标的水资源是发展新疆地区的基础保障之

一#白杨河勘查区作为未来和什托洛盖煤田的重要水

源地#勘探其地下水资源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介绍了

该区域地下水赋存)动态)水质)水量均衡等情况#并给

出了水源地选取建议#可作为开发该区域煤炭资源的

重要参考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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