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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对水资源开发利用的响应
及反馈机理分析

彭宝生
!山东临沂市园林局" 山东 临沂"#QO((($

!摘"要""通过分析城市化与水资源开发两者之间的响应及反馈"得出城市化会对水资源开发产生威胁&水资源

会对城市化进程产生制约以及两者直接互利支撑的机理"结合现阶段两者的发展情况"给出了几点合理建议"可促

进社会持续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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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化的脚步越来越快"我国也渐渐从一个

传统农业型社会向以工业#第二产业%和服务业#第三

产业%为主的非农现代化社会转变"#(!! 年 !# 月"我

国非农人口首次超过农业人口"标志着我国城市化首

次突破 '(P& 城市化的发展创造了大量的投资与消

费"是个资源集中消耗'污染集中排放的小型区域"其

中水资源的消耗与污染尤其突出"而且城市用水对供

水的保证率要求也较高"因此"城市化的扩大引起的水

资源问题备受关注"国内外众多学者都对这个问题进

行了研究&

鲍超等,!-研究了城市化与水资源开发利用相互间

的响应与反馈机理"并据此提出了调控模式与主要建

议$方德祥,#-就城市化对水文水资源的影响以及城市

化建设下对水文水资源防治措施进行了阐述$王玉芳

等,$-通过分析城市化对水文水资源的影响"探讨了解

决此类问题的办法"并对城市化水文水资源问题进行

了深入思考"提出了做好此项工作的想法和建议$李彦

彬等,&-利用 l l̀l软件对郑州 O( 年来城市化和居民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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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的多个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结果表明城市化水平

指数与城市居民用水综合指数之间呈线性关系"城市

化水平越高"居民用水量越大$杨雪梅等,'-以典型的西

北干旱内陆河石羊河流域为例"提出了水资源)城市

化复合系统耦合度计算模型"构建了耦合度评价指标

体系和各项评价因子分级标准"分析认为"石羊河流域

水资源承载力还有一定的潜力"并提出了我国西北干

旱地区水资源管理与调控的有关建议$刘金萍等,O-对

重庆市的水资源环境特征进行了分析"通过重庆市城

市化过程与水资源演变规律对两者之间的耦合关系进

行了深入剖析"指出了重庆水环境恶化的主要成因$黄

凤岗,Q-探讨了城市化过程中的水资源利用问题"并提

出了相关的水资源合理化利用及保护策略&

本文从城市化与水资源的开发利用的相互响应及

反馈机理出发"阐述了城市化的扩展对水资源开发的

威胁与水资源对城市化扩展的制约机理"为城市化与

水资源开发和谐相处提供了建议&

+%城市化对水资源开发的威胁机理

!%!"水资源用量的增加

城市化的不断扩展对城市人口赖以生存的水资源

和水环境影响也越来越显著& 城市的扩大导致城区人

口密度逐渐增大"道路及其他硬化不透水的面积增大"

使得雨水无法下渗"直接改变了当地的水资源循环"导

致地下水补给困难"水位逐年下降$其次"城市人口'经

济的快速增加"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均年用水量呈

增加的趋势"工业用水更是呈指数型增长"重复用水率

不高"导致水资源供需矛盾进一步加剧&

!%#"水文循环系统的影响

城市的热岛效应是指城市的平均温度比郊区更

高"这是由于城市是由大规模的钢筋混凝土的建筑物

组成"而这些材料的导热系数很高"造成城区的温度最

高"然后向四周逐步递减& 热岛效应对水文系统中水

汽的蒸发'空气的对流影响很大& 城市中大规模的建

构筑物会改变气流下垫面的属性"造成城区暴雨出现

频率增加"暴雨量较郊区更大"降雨年内分配呈平均

趋势&

城市化将大量地面硬化"修建了不透水的路面及

广场等"这就造成地表水下渗能力越来越弱& 城市地

下水补给困难"水位逐年降低"地下径流及土壤含水量

降低"蒸发量也逐年减小"同时"相对郊区"气流的下垫

面粗糙"风速减小"蒸发量也较郊区较小&

!%$"水资源的污染

城市是人口'工矿企业集中的地方"而大城市的选

址修建又多在靠近河流的区域"人类在享受工业文明

带来的好处时"大量的工业废水'医药等带有细菌的垃

圾'机动车轮胎与路面摩擦产生的橡胶'沥青等以及居

民生活污水未经彻底的处理就集中排放'掩埋"污染了

地下水体和地表径流& 这些污染的水体进入循环系

统"使得污染范围扩散"靠近城市的江河湖海形成了近

岸污染带"有的水体甚至频繁暴发蓝藻'赤潮等"这都

是污染物积累到一定程度的结果&

'%水资源开发对城市化的制约机理

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超过当地水环境所能承受的

范围后"会对城市化进程造成影响"产生不良后果"起

到约束作用&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深入"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越

来越高"而所在区域的供水能力是有限的"一旦开发程

度接近或超过这个限界"必定会引起一定程度的缺水"

而城市化的标志就是工业的发达程度"工业及服务业

的运行需要大量水资源"水资源的短缺会产生直接或

者间接的经济损失"限制城市化进程的规模和速度&

生活上不定期的缺水"对农民进城的积极性也会产生

一定程度的打击"减缓城市化的步伐"甚至严重的缺水

会导致城镇居民大量搬迁至农村"产生逆城市化&

水资源的污染也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另一问题& 水

资源的污染等于变相地减少了可利用水体的储量"同

时"污染水体可通过农副产品间接地影响人类的健康"

水污染的处理也需要消耗大量社会财富"影响城市经

济的可持续绿色发展&

城市中工业及服务业的大量用水挤占了农村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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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使得本就矛盾重重的城乡问题'工农问题雪上加

霜"阻碍城市化的步伐& 从长远看"水资源从农业转向

产出比更高的工业及服务业是大势所趋"但如何更好

地统筹安排水资源确实是一个科学精细的课题"需要

学者专门研究& 而现实中却是城市以更好的政策及资

金条件控制了该地区的水资源"并且大量工业废水及

居民污水也未经妥善处理便集中排放"将污水转嫁给

农村及农业"严重影响了农村的生产及生活& 与此同

时"农业的发展程度低"不能及时为工业提供充分的物

质基础和消费市场"反而制约了工业的发展"最终减缓

城市化的进程&

$%城市化与水资源互利机理

$%!"互利机理

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可以为城市化的发展提供强有

力的支撑"为城市化长期健康的发展奠定物质基础"而

城市文明的进步可以在水资源如何正确合理的调配开

发上给出理论及物质上的支撑"这样又可以强化水资

源对城市化进程的支撑"互利发展&

因此"在协调城市化与水资源开发利用的关系时"

要充分尊重两者之间的互动响应及反馈机理"选择城

市化结构'规模'功能'质量等作为调控因子"通过对人

口城市化'经济城市化'空间城市化'社会城市化子系

统以及生态用水'生活用水'农业用水'工业用水子系

统之间的双向和多向调控"促进供水'用水和管水的全

方位提高"并实现用水的零增长甚至负增长"减小城市

化对水资源开发的威胁"减轻水资源开发对城市化的

约束"加强对城市化的支撑"将互利作用发挥彻底&

$%#"合理建议

针对目前我国城市化发展迅捷"部分地区水资源

短缺'不均衡的现状"根据两者之间的互动响应与反馈

机理"给出如下合理建议&

$%#%!"节流发展

大力发展节水型城市& 生活用水上"宣传节水意

识"让广大居民养成节约用水的习惯$工农业用水上"

积极研发节水技术并普及"构建节水型的产业结构及

经济体系"有效遏制工农业用水的急剧增加$管理体制

上"建立水权'水市场理论为基础的水资源管理体系"

以经济手段为主进行管理"最终形成自律节水的发展

模式"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

$%#%#"污水资源化

目前我国的污水处理及循环利用效率还不高"应

加大处理力度& 在各个地区合理修建污水处理厂"对

生活及工业污水进行处理"得到的中水可回收利用"例

如可利用在中水清洗市政道路'喷洒花草等& 不得将

污水直接排放至河流或地下管网"以防污染水体"真正

做到污水资源化&

$%#%$"雨洪资源化

雨水是地下水及地表径流补充水量的重要方式"

是水循环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可考虑在房屋建筑的

附属结构中设置雨水收集装置"供日常的清洗或对水

质要求不高的其他途径"这样不仅减小了地表水的径

流"也方便了人们日常的生活& 集水技术的发展未来

肯定会成为解决水资源短缺的一个重要手段&

$%#%&"水利设施的发展

大力推进完善农村的水利基础设施"建立合理完

整的工农业用水转换机制& 通过对生产'生活用水结

构的优化"使得在水资源总量保持一定的情况下"两者

之间可在适宜时段相互转化"保障城市化进程发展的

同时"也能推进农村农业的顺利前行&

$%#%'"增大城市透水面积

地表水的下渗是水循环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城市

中大量钢筋混凝土的应用"导致了城区地表不透水面

积增大"严重影响了水文系统"使得城区本来因为过量

抽采而降低的地下水得不到补充"造成地面沉降"海水

倒灌等问题& 应在城区非主干路'停车场等可以利用

的地方植树种草"人行道铺设透水砖"增加城区地表的

透水面积"改善水循环系统&

$%#%O"适度的城市化

城市化虽然为社会带来了财富'机遇以及更好的

生活环境"但过度的城市化会适得其反& 要制定科学

合理的产业政策'人口政策以及土地政策"使得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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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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