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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皮山县水资源评价及规划研究
董志开

!新疆玛纳斯河流域管理局" 新疆 石河子"R$(((($

!摘"要""新疆皮山县在发展过程中"受特殊自然环境影响"水资源越来越稀缺"这严重影响了当地居民的生产&

生活% 本文针对新疆皮山县水资源分布以及利用情况展开评价"再结合皮山县的实际情况对其进行规划"不仅能

够提高水资源利用率"而且还会促进新疆皮山县经济持续发展%

!关键词""新疆皮山县水资源# 评价标准# 规划措施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志码# &%%%%文章编号# '(#)*(+$+$'(+,%(-*(((,*('

J727/8>D4.5/678872498>727@/09/634./.;:0/..3.E 3.K32D/.

F49.61 4?B3.A3/.E

Y*+,_</V./

#C7$G7%$5 H%$%+>7,#(I%+7$ J0'4*(7'." /474#67R$((((" )47$% %

&=268/>6! /̀?<.2 a1@2;A1E6/2G/.23/?.EE8D;8B FA?=8D/.02.;@>.082L/>12C82;/2 ;<8D1@>?81EB8L801=C82;" 9.;8>

>8?1@>D8?.>8/2D>8.?/230A?D.>D8" ;<8>8FA?8>/1@?0A.EE8D;/23;<8=>1B@D;/12 .2B 0/E81E01D.0>8?/B82;?I:2 ;<8=.=8>" 9.;8>

>8?1@>D8?B/?;>/F@;/12 .2B @;/0/H.;/12 D12B/;/12 /2 /̀?<.2 a1@2;A1E6/2G/.23.>88L.0@.;8BI5D;@.0E1@2B.;/12 1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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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山县位于新疆西南部地区"生态环境较差"日照

时间较长"干旱少雨"水资源严重不足"年降水量为

&T%RCC"蒸发量高达 #&T$%&CC"人畜饮水困难& 因

此"做好水资源规划"缓解皮山县饮水困难问题就成为

现阶段最重要的工作&

+%新疆皮山县水资源评价

!%!"水资源分区

皮山县水资源分区为!一级水资源区'二级水资源

区和三级水资源区$其中一级水资源区 # 个"二级水资

源区 $个"三级水资源区 & 个"总面积为 $T&O&%& VC

#,!-

&

通过对皮山县水资源分区的研究可以发现"该县分区

相对明显"且三级水资源区较多& 皮山县的水资源分

布情况与降水有直接关系"迎风坡的降水相对背风坡

明显"山区降水量大于平原降水量"所以"皮山县水资

源分区情况也存在一定差异"即迎风坡与山区降水量

大"背风坡与平原区降水量小&

!%#"水资源可利用量

通过对皮山县水资源的研究发现"该县水资源总

量为 #Q%Q# 亿 C

$

"地表水资源量为 #$%(& 亿 C

$

"余下

水资源为地下水,#-

& 在这些水资源中"可利用水资源

主要为地表水& 可利用水资源主要指在一定时期内"

('(



既可以为河道生态环境用水奠定基础"也可以在经济

与技术的作用下"为周边人们生产生活提供用水需求&

据统计"皮山县地表水资源可利用量高达 O%OQ 亿 C

$

&

在研究皮山县地下水资源的过程中发现"平原地区的

地下水具有良好的补给能力与排泄能力"是水资源存

储与埋藏最佳的地方"也是最适宜开采水资源之地"皮

山县可开采地下水资源量为 !%R$ 亿 C

$

"如果将这些

水资源开采出来"将有效缓解皮山县饮水压力"同时可

促进皮山县经济发展&

!%$"水资源质量

皮山县水资源质量整体状况较好"尤其是天然水

质较为优越"再加上受河流补给的影响"皮山县的水资

源质量明显强于波斯干河等河流水质"适宜作为饮用

水& 通过研究发现"皮山县水质受季节影响较大"特别

是水质的矿化度与硬度所受影响较为明显"在汛期时

两者在水中的含量较小"在汛期过后逐渐提升"最高时

期为冬季& 由于皮山县河流较多"所以不同河流的化

学类型也不相同"这样就直接影响到了水资源质量"但

该县水资源酸碱值基本处于为 Q%R UR%'"为弱碱水&

进一步细分后可以发现"皮山县水资源质量基本可以达

到国家所规定的
!

类与
"

类指标"这与该地区水体未经

过人为污染有直接关系& 可见"皮山县水质相对较好&

'%新疆皮山县水资源规划

#%!"规划原则

皮山县水资源规划"应按照下列原则进行!

/%坚持人本主义原则& 水资源规划的目的在于

为城乡居民生活用水提供保障"为人们创造良好的饮

水环境"确保生产生活用水充足"所以"在水资源规划

的过程中"一定要坚持人本主义原则"始终将人们的切

身利益放在首位"在水资源开发与规划的过程中要做

到适可而止"避免出现过度开发的情况"不能只看重眼

前利益"而是要将眼光放得长远些"为皮山县长久稳定

发展谋福利"这也是充分利用水资源"最大程度地减少

生态环境破坏的有效方式&

=%坚持保护发展原则& 水资源规划并不意味着

无限度开发"为促进皮山县长久稳定发展"一定要重视

区域发展与水资源保护"注重公平公正性"强化利益共

享"只有这样才能做好水资源开发与布局&

>%重视水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为更好地促进社

会发展"在水资源规划中"应加大水资源保护"防止水

资源在利用中出现不合理的情况"实现边开发边保护"

强化水资源利用能力&

#%#"规划标准

在水资源规划中设置两个目标!总体目标和具体

目标,$-

& 首先"从总体目标角度讲"在规划中"应全面

了解皮山县水资源开发与利用情况"以及找出存在的

问题"然后再联系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状况与生态环

境保护情况做好水资源保护"并结合实际情况提出有

利于水资源开发与保护的措施"制定科学有效的方法"

为日后水资源开发与利用奠定基础"同时促进皮山县

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共同增长& 其次"从具体目标角

度讲"可以设立三个目标"分别为总量控制目标'节水

目标以及保护目标& 在总量控制目标中将避免用水过

多作为重点"避免水资源浪费"可以以每 !( 年为界限做

好划分"在 #(#(年"用水总量不能超过 &%#'亿C

$

"后 !(

年用水量不能超过 &%$O 亿 C

$

& 只有做出这样的规划

才能避免出现水资源不足的情况& 在节水目标中"应

做到逐渐提升节水目标标准"为构建社会主义节约型

社会奠定基础& 如在 #(#( 年"万元工业的用水量应较

现在有所减少"水资源利用系数应控制在 (%O$ 左右"

!( 年后此类工业用水量再次减少& 只有这样才能合

理做好水资源规划"避免水资源浪费& 在水资源保护

目标中"应将确保水资源清洁'无污染放在首位"将减

少水资源总量作为重点"将城镇集中饮水达标率控制

在 !((P"确保水资源不受污染物的影响"如果发现故

意向河流排放污水等行为"一定要加大处罚力度"并取

消其营业资格& 对于向河流排放污水的个人也要处

罚"避免河水受污染"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河流水质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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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和生活水平能平稳发展& 有充足的时间和能力优

化结构"合理布局开发水资源"同时也能反馈促进城市

化的正常进行&

H%结%语

城市化的过快发展会威胁水资源"而水资源是否

合理开发利用也会制约城市化的进程"但同时两者之

间又能相互支撑"互利发展& 相互之间的响应及反馈

机理需要众多学者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本文根据我国

现阶段的发展状况"给出了几点合理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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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任务

为做好水资源规划"还要制定科学合理的规划任

务"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水资源规划设计合理& 在规划

过程中"首先应构建合适的用水模式"皮山县水资源十

分短缺"因此制定科学合理的水资源规划十分重要&

为促进皮山县经济正常发展"最大程度减少对水资源

的消耗"一定要结合实际情况控制水资源不合理的利

用"并结合实际情况做好水资源管理"防止水资源在短

期内被大量使用$同时也要加大对污染的控制"避免大

量污染物进入水流"影响水质& 其次"还要加大对供水

效率与效益的监管& 对于水资源利用来说"做好用水

定额管理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一定要结合实际情

况正确利用水资源"做好节水"并构建高效节水设施"

重视现有灌区的节水改造"逐渐构建其良好的设备设

施"强化水资源利用能力"重视技术保障与工程保障"

以此实现水资源应有价值"这也是做好水资源构建的

有效措施& 在利用水资源的过程中"节水方案要符合

新疆地区节水水平"避免出现水资源不足的情况"只有

这样才能促进水资源健康发展"增强水资源利用能力&

在皮山县水资源规划中"还要制定科学合理的水

资源配置方案"结合实际情况构建完善的水资源格局"

逐步强化水资源承载能力"尤其要加大对重要水源与

区域建设"重视水资源时空调控能力"避免部分地区出

现严重缺水的情况& 为这一目标的实现可以模仿南水

北调工程"针对缺水较为严重的地区"可以从水资源相

对丰富的地区调水"将水资源输送给该地区"这样就可

以有效缓解缺水地区的饮水难题& 因此"应重视水资

源规划任务的确定&

$%结%语

通过研究发现"新疆皮山县属于干旱少雨地区"但

水又是人们生产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要素"尽管皮山县

水资源相对匮乏"但并不意味着该地区没有可用水资

源& 经调查发现"皮山县可用水资源量较为可观"只要

合理规划与评价"可以供当地人们饮用& 基于此"本文

结合实际情况"分析与研究了皮山县水资源现状"并提

出了有利于水资源规划与评价的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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