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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武县水资源及其开发利用状况浅述
韩"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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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阜新市 #(!$ 年水资源公报*"对 #(!$ 年彰武县水资源及其开发利用状况进行了分析"为实现流

域水资源高效利用&有效保护水资源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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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地理

彰武县位于辽宁省西北部"科尔沁沙地南部& 北

部为科尔沁沙地的延伸区"与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的

库伦旗'科左后旗为邻"东与沈阳市的康平县'法库县

相邻"南与沈阳市新民市"西与阜蒙县相邻& 全境呈枫

叶形"东西长 RQ%'VC"南北宽 QTVC"地区总面积

$O#$%$&VC

#

& "

境内有大郑线铁路纵贯县境 OO%'VC$公路有国道

$(& 线纵贯南北"!(! 线横跨东西$高速公路有铁阜'沈

彰'彰武至通辽三条"缩短了彰武与周边大中城市的时

空距离$域内有其他等级公路 O$ 条"总里程 !!Q'VC$

实现了乡乡通油路"村村通公路的目标"村通油路率达

到了 'RP"形成了四通八达的公路网&

!%#"地形地貌

彰武县地形地貌特征是东'西两侧为堆积剥蚀低

山丘陵"海拔为 #(( U$((C"面积 !!&!%&!VC

#

"占全县

总面积的 $!%''P$北部由风积沙组成沙丘'沙垄"面积

TT&%!#VC

#

"占全县总面积的 #Q%&&P$中南部是狭长的

河谷冲击)洪积平原"地势比较平坦"地面坡降在

!S$(( U!S!(((" 是 松 辽 平 原 的 一 部 分" 面 积

!&RQ%R!VC

#

"占全县总面积的 &!%(OP& 总观全县是东

低山'西丘陵'北沙荒'中南平洼"地貌似簸箕状"大体

是.一山'二丘'三沙'四平洼/& 全县海拔最高为西部

的四堡子乡八棵树山 $!$%!C"最低为南部的西六家子乡

甘九村 'T%$C&

(*"(



!%$"河流水系

彰武县自西向东分布着绕阳河'柳河'养息牧河和

秀水河四大河流水系"均属于辽河流域& 境内总流域

面积 $O#$%$&VC

#

& 其中!流域面积大于 '(VC

#以上的

河流 #& 条"流域面积 !(( VC

#以上河流 !& 条& 这些河

流多受季节影响"具有多泥沙和冲淤'兑岸的特点& 彰

武县截至 #(!$ 年底全县总人口 &#%R 万"其中农村人

口 $&%T 万"城镇人口 Q%T 万& 总户数 !$%RR 万户"其中

农村 !(%O( 万户"城镇 $%#R 万户&

#(!$年彰武县地区生产总值 !$'(!Q& 万元& 其中

第一产业 O((#(' 万元"第二产业 $&TT'# 万元"第三产

业 &(((!Q 万元&

'%水文气象

彰武县地处季风大陆性气候区"多年平均降水量

&RR%'CC"多年平均蒸发量为 !Q&O%#CC"&)Q 月多年

平均蒸发量都在 #((CC以上"作物生育期蒸发量为

!$OOCC"占年蒸发量的 QO%&P& 多年平均气温为

Q%&^"Q 月最高"月平均气温为 #&%!^$! 月最低"月平

均气温为]!#%!^"作物生育期平均气温 #(%$^& 全

年平均日照时数为 #R##%O<"&)T月为作物生长期"日照

时数为 !'#!<& 秋冬两季多西北风"春夏多南风"年平均

风速 $%&CS?"最大风速为 #'%(CS?& 无霜期为!!# U#OO

天"多年平均无霜期为 !'#天"地面冻结始于 !(月上旬"

解冻在 $月下旬左右"最大冻土深度为 !%&RC&

$%河流水系与水利工程

彰武县境内流域面积大于 '(VC

#以上的河流有 !R

条"流域面积大于 !((VC

#以上的河流有 !' 条"流域面

积大于 !(((VC

#以上的河流有 # 条& 主要河流自西为

绕阳河'柳河'养息牧河和秀水河四个水系&

绕阳河发源于阜新市阜蒙县扎兰营子乡七家子

村"上游为低山丘陵区"植被条件较差"彰武县境内流

域面积 !(&TVC

#

"在两家子乡倒廷村进入新民市境内"

支流主要有苇塘河'押京河等&

柳河发源于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库伦旗扣河子镇

五星村"彰武县境内流域面积 !Q$TVC

#

"在西六家子镇

新屯子村进入新民市境内"支流主要有大清沟河'盘山

楼河'蛤蟆屯河等&

养息牧河发源于彰武县章古台镇邰家村"彰武县

境内流域面积 !&T'VC

#

"在东六家子镇陈坨子村进入

新民市境内"支流主要有头道河'三道河'地河等&

秀水河发源于彰武县章古台镇富源村"彰武县境

内流域面积 #T&VC

#

"在大四家子乡进入康平境内&

全县有中型水库 # 座"小#!%型水库 !R 座"小##%

型水库 #( 座"引水灌区工程 ' 处"蓄水塘坝 O( 座"机

电井 Q#T' 眼&

H%水资源概况

&%!"降水量分析

彰武县多年平均降水量为 &RR%'CC"年最大降水

量为 T(T%&CC"!TTR 年发生在后新秋镇$年最小降水

量为 !R$%!CC"!TR# 年发生在四堡子乡$丰枯年降水

量之比达 &%TQ 倍& 年降水量变差系数 )

,

值变化在

(%$( U(%#( 之间& 彰武县不同保证率水资源特征统

计见表 !&

表 +%彰武县不同保证率水资源特征统计

项""目 多年平均 '(P Q'P T'P

降雨量SCC &RR%' &QT%# &('%' $!#%O

地表水资源量S万C

$

!$$(! !(RQ$ R$QT &O&(

&%#"水资源开发利用现状分析

彰武县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为 &R&'T 万 C

$

"地表

水资源量为 !OO'O 万C

$

"地下水资源量为 $QO&$ 万C

$

"

地下水可开采量为 $(&O' 万 C

$

"现状年地下水开采量

为 TO&R 万C

$

"地下水利用率为 $O%(P"地下水开发利

用潜力较大& 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分析见表 #&

表 '% 水 资 源 开 发 利 用 程 度 分 析

地表水开发利用程度 浅层地下水开发利用程度 水资源总量开发程度

供水量S

万C

$

水资源量S

万C

$

开发率S

P

开采量S

万C

$

可开采量S

万C

$

开采率S

P

总供水量S

万C

$

水资源总量S

万C

$

开发率S

P

$($$ !OO'O !R%# TO&R $(&'O $!%Q !#OR! &R&'T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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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水工程与供水量

全县有中型水库 # 座"小#!%型水库 !R 座"小##%

型水库 #( 座"引水灌区工程 ' 处"蓄水塘坝 O( 座"机

电井 Q#T' 眼& 各类工程有效灌溉面积 '#%#Q 万亩"其

中水田面积 T%Q# 万亩"旱田灌溉面积 &#%'' 万亩& 全

年有效灌溉面积中利用地表水灌溉的 O%'! 万亩"利用

地下水的 &'%QO 万亩&

#(!$ 年彰武县总供水量 !#OR! 万C

$

"其中地表水

源供水 $($$ 万C

$

"占总供水量的 #$%TP$地下水源供

水 TO&R 万C

$

"占总供水量的 QO%!P& 在地表水源供

水中蓄水 #Q$( 万C

$

"占地表水源供水量的 T(%(P$引

水 $($ 万C

$

"占地表水源供水量的 !(%(P"见表 $&

表 $%'(+$ 年彰武县供水量统计 单位!万C

$

供水结构
地"表"水"源

蓄水 引水 小计
地下水源 总供水量

供水量 #Q$( $($%( $($$ TO&R !#OR!

&%&"用水量与用水结构

依据*阜新市 #(!$ 年水资源公报+"#(!$ 年彰武

县全县总用水量 !#OR! 万 C

$

"其中农田灌溉用水 RRQ(

万C

$

"占总用水量的 OT%TP$林牧渔畜用水 !TO'万C

$

"

占总用水量的 !'%'P$工业用水 RQR 万 C

$

"占总用水

量的 O%TP$城镇公共用水 !Q( 万 C

$

"占总用水量的

!%&P$居民生活用水 Q#R 万 C

$

"占总用水量的 '%QP$

生态环境用水 Q( 万C

$

"占总用水量的 (%OP& #(!$ 年

彰武县用水量统计见表 &&

表 H% '(+$ 年 彰 武 县 用 水 量 统 计

用水结构 农田灌溉 林牧渔畜 工业 城镇公共 居民生活 生态环境 总用水量

用水量S万C

$

RRQ( !TO' RQR !Q( Q#R Q( !#OR!

比例SP OT%T !'%' O%T !%& '%Q (%O !((

""在农业灌溉用水量 RRQ( 万 C

$中"水田用水 $Q!'

万C

$

"占 &!%TP$菜田用水量 Q&R 万 C

$

"占 R%&P$水

浇地用水量 &&(Q 万 C

$

"占 &T%QP& 在农业灌溉用水

量中地下水量为 'R$Q 万C

$

"占总用水的 O'%RP&

&%'"水资源开发利用潜力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地表水开发利用率为 !R%#P"开发利用程度不

高"但是彰武县 #(!$ 年地表水总量控制指标较低"仅

相当于地表水资源量 !(%#P"地表水已没有可利用潜

力& 地下水开发利用率为 $!%QP"地下水总量控制指

标占地下水可开采量的 'R%OP"地下水可利用潜力

较大&

=%保护和节约水资源的认识不够"节约用水意识

不强"珍惜水资源"保护水环境尚未形成风气&

>%农业灌溉水利用率低"高效节水灌溉比例小&

科学浇灌和节水浇灌技术推广力度不够"利用率不高"

节水灌溉设施的应用和实际发挥的效益不显著&

;%城市供水管路漏失率偏高& 据统计彰武县供

水管路输水损失率均在 #(P以上"超过了全国平均水

平"节水潜力较大&

I%结%语

彰武县.十二五/用水总量控制指标为 !%O$ 亿C

$

"

其中地表水用水量 (%!&亿C

$

"地下水用水量 !%&T亿C

$

"

彰武县 #(!$ 年实际用水总量 !%#OR! 亿 C

$

"其中地表

水用水量为 (%$($$亿C

$

"地下水用水量为 (%TO&R亿C

$

&

从彰武县 #(!$ 地下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分析可知"地

下水开采率在 $!%QP"尚有开发潜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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