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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谷地区域水资源开发利用
及其取水水源论证

韩文杰"韩继刚
!青海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 青海 西宁"R!(((!$

!摘"要""黄河谷地位于我国青海省东北部地区% 古往今来"该地区由于其良好的地位优势&广阔的区域&丰富宝

贵的水资源等自然条件"是人类居住生活&发展生产的不二之选% 但就目前状况来看"受到经济条件的制约"黄河

谷地这些优越的条件并未得到有效合理地开发利用% 本文结合青海省水资源分布状况以及黄河谷地区域水资源

特点"对该区域水资源开发利用及其取水水源做出了充分的论证"为加快黄河谷地水资源开发利用"使其早日摆脱

贫困并为青海省建设贡献力量提出了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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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与发展"各种自然资源

不断被消耗"石油'煤炭危机'水资源短缺等已经成为

威胁人类社会继续发展的重大问题& 因此"针对自然

资源严重短缺的现状"一方面需要在使用过程中尽可

能地节约资源"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合理充分地利用

现有资源"提高资源的利用率& 水资源是人类赖以生

存的重要资源"没有水就没有生命& 目前"世界各国都

已经形成了滴水贵如油的局面"这足以说明水资源的

匮乏& 但是就已有资源来看"虽然存在水资源短缺的

状况"但是更重要的是现有资源的利用率很低"亟待提

高& 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源的利

用率"用较少的资源发挥最大的潜能"并且把已有的但

(#"(



是没有被合理利用的水资源妥善开发"是解决水资源

问题的有效且关键的方法&

黄河"我国的母亲河"作为我国的第二大河"水资

源充沛"但是从目前来看"其资源未被合理有效地利用

起来& 青海省东北部的黄河谷地区域水资源丰富"但

是却没有给该地区带来更好的生活及生产发展"反而

该地区是青海省最贫困的地区之一"这也是我国经济

发展中的一大损失&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之下"充分

开发利用黄河谷地充沛的水资源"为青海省建设带来

新发展"为青海省百姓谋福利"为我国整体综合实力进

步做贡献"是亟待落实的&

+%黄河谷地区域水资源分布特点

黄河干流平均水资源总量为 !''%# 亿 C

$

"其中多

年平均地表水资源量为 !'&%T 亿 C

$

"数字可观"是人

类水资源的一大宝贵财富&

黄河谷地区域水资源虽然总量丰富"但是存在着

分布不均衡的问题"水资源的分布与青海省人口分布

以及土地等资源分布不协调"这种格局完全不利于经

济的发展进步& 除此之外"黄河谷地区域水资源的流

量不稳定"夏季水量最多"占全年总流量的一半甚至以

上"但是这部分水量多是洪水"难以被合理利用& 而往

往到春季耕种用水高峰时段"水流量却不到全年的 !S&"

这种水量与用水量总是难以相适应的状况"造成水资

源利用率不高"农业生产等重要活动无法正常展开"严

重影响社会生活和生产的进度&

综上所述"青海省黄河谷地区域水资源分布在空

间上和时间上都很不均衡"存在水量与用水量总是难

以相适应的突出问题&

'%黄河谷地区域水资源开发利用

#%!"水资源开发利用存在的主要问题

目前"黄河谷地区域水资源开发利用中突出存在

的问题是!开发利用的项目不够完善"各项工程不够系

统$现在使用的水利设施设备使用年代较长"不能充分

发挥作用"并且常用设备技术落后"难以满足开发需

要$工程不够紧凑"规模较小"成本高$水资源开发利用

工程设计不够完善"缺乏现代的管理系统和科学的管

理方式&

总体来说"水资源利用效率很低"已有的灌溉体系

不系统"不仅严重浪费水资源"而且成本极高"一般百

姓难以承受"从而导致耕种作业停滞不前&

#%#"水资源开发利用情况

/%供水量& 根据 *黄河水资源公报+"青海省

#((Q)#(!! 年总供水量为 !Q%#$ 亿 U#(%Q( 亿 C

$

"其

中地表水供水量为 !$%R& 亿 U!'%T' 亿 C

$

"占总供水

量的 QQ%!P UR(%$P& 青海省 #((Q)#(!! 年供水量

统计见表 !&

=%用水量& 根据 *黄河水资源公报+"青海省

#((Q)#(!! 年总用水量为 !Q%#$ 亿 U#(%Q( 亿 C

$

" 其

中农田灌溉用水量为 !!%'# 亿 U!#%&T 亿 C

$

"占总用

水量的 O(%$P UOO%!P& 青海省 #((Q)#(!! 年用水

量统计见表 #&

>%耗水量& 根据 *黄河水资源公报+"青海省

#((Q)#(!! 年总耗水量为 !#%(Q 亿 U!$%R# 亿 C

$

"其

中农田灌溉耗水量为 R%'! 亿 UT%TR 亿 C

$

"占总耗水

量的 Q(%'P UQ$%RP& 青海省 #((Q)#(!! 年耗水量

统计见表 $&

表 +%青海省 '((,''(++ 年供水量统计

年份
供水量S亿C

$

地表水源供水量 地下水源供水量 总供水量

#((Q !'%T' &%Q' #(%Q(

#((R !&%Q# $%RR !R%O(

#((T !$%R& $%$T !Q%#$

#(!( !&%'# $%O( !R%!#

#(!! !&%'' $%Q& !R%#T

表 '% 青 海 省 '((,''(++ 年 用 水 量 统 计

年份
用"水"量S亿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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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T #%(' &%(Q (%'( !%&! (%!R #(%Q(

#((R !!%T! !%R# #%'T (%&$ !%Q# (%!$ !R%O(

#((T !!%$T !%R! #%(( (%&& !%&' (%!& !Q%#$

#(!( !!%'# #%$& #%!T (%&R !%&' (%!& !R%!#

#(!! !!%QR !%T& #%#R (%'O !%&R (%#' !R%#T

($"(



表 $% 青 海 省 '((,''(++ 年 耗 水 量 统 计

年份
耗"水"量S亿C

$

农田灌溉 林牧渔畜 工"业 城镇公共 居民生活 生态环境 总耗水量

#((Q T%TR !%'' (%T$ (%!O !%!! (%(T !$%R#

#((R T%#! !%&Q (%Q! (%!O (%RT (%!( !#%'&

#((T R%'! !%Q! (%Q! (%!Q (%RQ (%!( !#%(Q

#(!( R%Q( !%&! (%Q& (%#& (%RQ (%!T !#%!'

#(!! T%#( !%&# (%'O (%&R (%'O (%!# !#%$&

$%黄河谷地区域取水水源论证

$%!"依据的资料和方法

本文中的数据均是根据相关标准要求以及条例规

定"选择合适的'正确的能够反映黄河谷地区域用水'

水源'水质'水量的水文站监测数据& 在符合相关规定

的水文站中选择贵德水文站和循化水文站& 经过长期

的调查分析和检测"所选取的两个水文站对实际情况

观测全面'彻底"资料记录完整'翔实"并且严格参照国

家规范"所得出的结论正确且符合实际状况"因此"本

文论证所依据的资料真实可信&

$%#"可供水量分析

可供水量计算的原则如下!

/%黄河干流水库的供水遵循公平'高效和可持续

利用的原则"既要考虑市场经济规律和资源配置准则"

又要顾及现有用水户权益"更要考虑流域和区域经济

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以促进水资源的高

效利用"提高水资源的承载能力"缓解水资源供需矛

盾"支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各支流取水口的供水应遵循的原则是在满足

生态需水要求的基础上"确保现状其他用水户供水"通

过对支流供水灌区的渠堤配套和节水改造"确定规划

水平年供给支沟灌区的可供水量&

$%$"取水口位置评价

所预留的放水口引水"其水源为水库库水"水量充

足"灌溉用水量所占比例很小"因此以尽可能大地发展

灌溉面积为原则& 四座水库预留的放水口高程除拉西

瓦南干引水口高于水库的设计死水位 #%(C外"其他均

低于水库的设计死水位"从放水洞过水能力上看能够

满足项目引水要求& 由于是先建水库和引水口"后建

灌区的干渠和配套渠系工程"因此"各灌区设计的干渠

引水线路和设计的受益区的灌溉面积"均是以水库引

水口高程以下控制的面积作为主要供水对象& 因此"

水库建设和设计的引水口位置"已经决定了项目区的

供水范围"取水口位置是合理可行的&

$%&"取水可靠性分析

农林灌溉是项目区土地整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农

林灌溉供水保证率为 Q'P"四座水库预留的放水口设

计过水能力远大于引水灌区的设计引水流量"从放水

口过水能力上看能够满足项目引水要求& 各水库均是

以发电为主的日调节水库"发电引水流量大于

!(((C

$

S?"而灌区设计的最大引水流量仅为 !!%OC

$

S?

#为拉西瓦南干渠引水口设计流量%"因此取水水源能

够满足项目引水要求& 此外"所取水的质量符合国家

检测标准&

H%结%语

黄河"我国的母亲河"作为我国的第二大河"水资

源充沛"但是水资源并没有得到充分合理地利用& 针

对我国目前的缺水状况"水资源合理有效利用势在必

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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