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綦江区南部三镇水资源开发
利用现状评价

陈!俊
!重庆市水利电力建筑勘测设计研究院" 重庆!I"EEH"#

!摘!要"!H"E" 年西南地区特大干旱"綦江区南部三镇缺水严重% 为保证綦江区南部三镇经济可持续发展"制定

该地区的供水规划极其必要% 本文介绍了綦江区南部三镇区域水资源情势"调查统计了已建水利工程供水现状"

分析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探讨水资源开发利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为科学制定区域城乡用水需求的供水规划提

供依据%

!关键词"!綦江区南部三镇& 水资源& 利用现状& 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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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0:/;39.9.46A609GH6.;/.4:;303O/;39.2;/;:29<>/;65

5629:57623.;856629:;8;9>.23.P3Q3/.= J32;537;

VadZT-.

"4%&#'M"#' C)2*-4&#/*-,)#=35&J*-4&#/2-1=2"&# N1-,*3)#? <*/"'# B#/2"212*# 4%&#'M"#' I"EEH"# 4%"#)$

&B2;5/7;! _1>13193+-40/+77-3319 ). _+-/0618/V0).*). H"E"@e03118+-/0 /+6.8). X),)*.4U)8/3)7/8-AA1319 A3+581>131

6*/1380+3/*41@&/)8>13;.17188*3;/+A+35-<*/16*/138-22<;2<*. A+3/01314)+. ). +3913/+1.8-318-8/*).*C<117+.+5)7

91>1<+251./+A/03118+-/0 /+6.8). X),)*.4U)8/3)7/@&. /012*213" 6*/13318+-37188)/-*/)+. +A/03118+-/0 /+6.8). X),)*.4

U)8/3)7/)8)./3+9-719@Y*/138-22<;8/*/-8+A7+.8/3-7/19 6*/137+.813>*.7;23+,17/8*31).>18/)4*/19 *.9 7+-./19@

U1>1<+251./*.9 -/)<)?*/)+. 9143118+A6*/13318+-3718*31*.*<;?19@\*). 23+C<158). 6*/13318+-371891>1<+251./*.9

-/)<)?*/)+. *319)87-8819" /0131C;23+>)9).431A131.71A+387)1./)A)7*<<;A+35-<*/).46*/138-22<;2<*. *C+-/314)+.*<-3C*.

/+6. 6*/137+.8-52/)+. 915*.9@

C61>9542! /03118+-/0 /+6.8). X),)*.4U)8/3)7/# 6*/13318+-3718# -/)<)?*/)+. 8/*/-8# 23+C<158

+%引%言

綦江区能源储量丰富#是重庆市的能源基地#其中

煤炭储量 EG 亿/#可开采量占重庆市的 $"N左右#是国

家规划的重点产煤区之一% 綦江区南部三镇#包括打

通&石壕和安稳镇#区内总土地面积 #HHL5

H

% 綦江区

的煤炭资源绝大多分布在南部三镇所在区域#按照綦

江区产业布局#煤化工将作为南部三镇的主要产业之

一#一大批与煤有关的企业也落户南部三镇#如安稳电

厂等% 但是#随着煤的不断开采#采空区范围日趋扩

大#现有部分工程的蓄水受到严重影响#新的水源工程

的布局受到明显制约% 从目前情况看#现有工程供水

量明显不足#局部河段水质较差#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

进步&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产业布局的优化调整#生

产&生活用水供需矛盾更加突出#已经成为制约当地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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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发展的瓶颈%

为保证綦江区南部三镇经济可持续发展#制定该

地区的供水规划极其必要% 供水规划主要针对綦江区

南部三镇出现的水资源供需问题以及近年来区域内供

水结构的变化&供水量快速增长和响水洞引水&茶树湾

水库工程即将建成投入运行等情况#对供水现状进行

了详细阐述#分析南部三镇主要河流承载能力和水环

境容量#统筹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需求#以满足广大城

乡人民群众生活需求和供水安全为目标#规划地区供

水工程布局和工程方案#制定出符合南部三镇流域特

点&满足地区城乡用水需求的供水规划#有效合理地利

用现有水资源#充分发挥工程的综合效益%

图 +%綦江区南部三镇河流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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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分析綦江区南部三镇区域水资源量和已建水

利工程现状#分析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及存在的主要

问题#为科学制定綦江区南部三镇供水规划提供依据%

'%研究区概况

HJE!研究区社会经济概况

研究区涉及綦江南部的打通镇&石壕镇和安稳镇#

总计辖区面积 #HHL5

H

#耕地面积 EGJ"H 万亩% 经统计#

现状年 H"EI 年#三镇常住总人口 EMJFG 万"户籍总人

口 EIJI 万$#其中城镇常住人口 E"JHG 万"城镇户籍人

口 $JM# 万$#城镇化率 GMJEN#农业人口 MJ$F 万% 规

划区现状工业以煤炭业和火电为主% 其中石壕镇以煤

炭开采业为主)打通镇以煤炭开采&煤炭洗选为主#兼

有小火电及建材&机械等一般工业)安稳镇以煤炭开采

和火电为主% H"EI 年#合计区域生产总值 #KJF 亿元#

第一产业生产总值 #JIH 亿元#第二产业生产总值 HMJ#

亿元"工业 HHJF 亿元#建筑业 IJ#$ 亿元$#第三产业生

产总值 KJHE 亿元% 全年税收 IIKF 万元#打通镇最高#

为 H"E$ 万元% 固定资产投资 HEJH 亿元#农村居民可

支配收入 E"FGK 元#其中打通镇最高#为 EEEFI 元% 城

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H#GH" 元#其中打通镇最高#为

HI$$F 元%

HJH!流域水系

綦江区南部三镇地处綦江区南部山区#地势南高

北低#河谷深切#境内主要河流綦江河支流羊渡河从贵

州省温水镇入綦江境内#自西南流向东北#横贯规划区

境#于赶水镇汇入綦江河)綦江河上源松坎河自规划区

东北安稳镇入境#流经规划区东北部边缘#纳入流经安

稳镇境内的左岸支流观音河#之后于赶水镇纳羊渡河

及藻渡河)另有习水河上游左岸支流黄家河从打通镇

南部流入贵州境内%

研究区境内水系涉及长江右岸支流綦江水系和赤

水河水系% 较大河流有綦江河上源松坎河#一级支流

羊渡河&观音河#二级支流双溪河以及赤水河二级支流

黄家河等%

研究区内主要河流涉及綦江水系和赤水河水系#

河流水系基本情况见图 E 和表 E%

表 +%綦江区南部三镇河流水系统计

河流

水系

一级

支流

二级

支流

三级

支流

全流域

集雨面

积QL5

H

规划区内

集雨面积Q

L5

H

河口年平

均流量Q

"5

#

Q8$

綦江 松坎河 E#F$ E"I H$J$

羊渡河 #FK EKI MJG#

双溪河 KIJK M" EJ$E

羊石河 HGJ$ HGJ$ "JIF

两岔河 GEJH #J$ "JFM

仙洞河 EHJI E"JK "JHI

观音河 EE" MG HJ"F

下河沟 E$JM E$JM "J#H

赤水河 习水河 黄家河 MGJ$ #IJ" EJII

$%水资源量分析计算

根据区域内各节点控制流域面积#依据邻近松坎

河流域内的松坎站径流统计成果#对各区域各河流主

要控制断面进行水资源分析计算'EBH#$(

#成果见表 H%

表 '% 各 区 域 水 资 源 量 计 算 成 果

断!!面 集雨面积QL5

H

4

,

径流成果Q万5

#

多年平均 5OHGN 5OG"N 5OMGN 5OFGN

松坎河入境 EHH" "JHH M#"KH KHF"F MEKGI $EIEI IF#MM

松坎河出境 E#$F "JHH KH""K F#"#I K"$#" $KFEI GGI"M

羊渡河入境 E"E "JHH $"G" $K$I GFIF G"KI I"KK

羊渡河出境 #I" "JHH H"#$M H#E"$ H""HG EMEEG E#M$E

双溪河河口 KIJK "JHH G"K" GM$# IFFI IH$F #I#H

羊石河河口 HGJ$ "JHH EG#I EMI" EG"K EHKF E"#$

两岔河河口 GEJH "JHH #"$M #IMF #"E$ HGMM H"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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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断!!面 集雨面积QL5

H

4

,

径流成果Q万5

#

多年平均 5OHGN 5OG"N 5OMGN 5OFGN

仙洞河河口 EHJI "JHH MI# KI# M#" $HI G"H

观音河河口 EE" "JHH $GKF MIMG $IMF GG#M IIGH

下河沟河口 E$JM "JHH E""" EE#G FKI KIE $M$

黄家河河口 MGJ$ "JHH IGHF GE#K IIG# #K"$ #"$"

黄家河出境 I"JG "JHH HIH$ HMGH H#KG H"#F E$#F

图 '%綦江区南部三镇水利工程现状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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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水资源分析成果可以看出#规划区域属于煤矿

采空区#多数地质属于喀斯特溶岩地区#工程地表水源

比较缺少#河流过境水资源量达到 E"JH 亿 5

#

#比较丰

富% 水资源量年际年内变化较大#汛期 $-F 月降水量

占全年的 M"N)时空分布不均#靠近江河区域用水较

为方便#煤矿采空区及喀斯特地区则用水困难%

-%已建水利工程现状

研究区内现有水库工程较少#现已建水库仅 M 座#

其中包括小"E$型水库 H 座#小"H$型水库 G 座% 水库

工程主要分布在规划区南部和东北部#其中打通镇境

内 E 座小"E$型水库梅家沟水库)石壕镇境内 # 座#有

红花二库小 "E$型水库和红花一库&中沟水库 H 座

小"H$型水库)安稳镇境内 # 座#有河坝水库&赵窝村

水库和崇河水库#均为小"H$型% 水库工程所在流域

涉及黄家河&羊渡河和观音河#其中习水河左岸支流黄

家河上已建有 # 座水库#包括梅家沟水库&红花一库和

红花二库)羊渡河右岸支流响水河上有中沟水库)观音

河支流上有河坝水库&赵窝村水库和崇河水库% 山坪

塘各镇均有分布#石壕镇境内数量最多#占总数的

IMN)其次为安稳镇#占总数的 #$N)打通镇境内山坪

塘数量不多% 引水工程安稳镇内分布处数最多#占总

数的 GGN)场镇或工矿企业引水工程水源主要引山泉

水% 提水工程各镇均有分布#场镇或工矿企业提水工

程取水点主要分布在羊渡河和松坎河干流上% 煤矿井

水集中分布在区域南部的石壕和打通镇% 綦江区南部

三镇水利工程分布和统计见图 H 和表 #%

表 $% 綦 江 区 南 部 三 镇 水 源 工 程 统 计

镇!!名 打通 石壕 安稳 合计

蓄水

工程

小"E$型水库Q座 E E H

小"H$型水库Q座 H # G

山坪塘Q口 #H FE $F EFH

蓄水池Q口 H# HK HI MG

蓄水工程数量Q处 G$ EHH F$ HMI

年可供水量Q万5

#

EM# HIH E"I GEF

引水

工程

数量Q处 HI EK GH FI

年可供水量Q万5

#

K$ IH H#H #$"

续表

镇!!名 打通 石壕 安稳 合计

提水

工程

数量Q处 M K # EK

年可供水量Q万5

#

EK GH" HI G$H

地下

水"煤

矿井$

数量Q处 E E H

年可供水量Q万5

#

EG I" GG

年总可供水量Q万5

#

HFH KII #$" EIF$

D%水资源开发利用现状分析

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是指当地水资源供应量与当

地水资源总量的比值#可通过地表水资源开发率"当地

地表水供应量Q当地地表水资源总量$来表示'HBI(

% 綦

江区南部三镇水资源开发率情况见表 I%

表 -%綦江区南部三镇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

河流水系
水资源量Q

万5

#

供水工程

可供水量Q

万5

#

开发利用率Q

N

备注

松坎河 KH""K HMM "J#I

羊渡河 H"#$M K"I #JFG

黄家河 HIH$ #$" EIJK

合计 E"IK"E EIIE EJ#M

!!由表 I 可以看出#规划区内各河流水资源开发利

用程度较低#黄家河流域集雨面积较小#水资源开发以

小型水库等蓄水工程为主#水资源开发利率为

EIJKN)羊渡河流域集雨面积占整个规划区范围的

GMN#水资源开发中蓄水工程较少#以干流提水和支流

引水为主#水资源开发利率仅 #JFIN)松坎河流域主

要位于规划区安稳镇境内#干流位于规划区东北边界#

主要为过境水#水资源利用以提水为主#支流建有几座

小型水库#但蓄水量不大#由于该流域水资源较丰#开

发程度不高#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率较低% 从规划区

整体水资源开发利用来看#规划区境内各流域的水资源

开发率不高#蓄水工程较少#总体开发利用率仅 EJ#MN%

)%水资源开发利用存在的问题

$JE!水资源开发程度不高#工程型缺水严重

南部三镇地势南高北低#河谷深切#喀斯特地层分

*&!*



布较广#区内虽河流过境水资源比较丰富#但蓄水水源

工程较少#且分布不均)现已建水库等蓄水工程均为小

型#可供水量较少#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需水量大#

但水资源利用程度不高#表现紧缺#远不能满足当地生

产&生活用水需要%

$JH!受煤矿采空区影响#水源工程蓄水难

由于多年采煤#煤矿采空区逐年加大#影响范围不

断扩大#部分地区已出现地下水疏干#局部溪河断流#

井泉枯竭现象#目前已发现有的水库受煤矿采空影响

而不能正常蓄水% 随着矿产资源的继续开采#现状多

座水库和河流提水水源将可能受到采空影响#在规划

年内出现供水量减少#甚至无水可供#同时#新增水库

水源工程坝址的选择也将受到采煤或地质条件的

制约%

$J#!蓄水水源与河流水质较差#严重影响饮水

安全

!!蓄水水源和河流提水水源水质虽均为
!

类水质#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类社会活动的加剧#特别是矿产

资源的开采#水源水质有逐步恶化的趋势#上述问题若

不能得到及时解决#将严重影响区域内饮水安全#因此

加强对水源和水环境的保护势在必行%

$JI!水厂处理设备较差#用水安全得不到保证

从规划区内已建水厂运行情况看#基本都能正常

运行#但部分供水工程水处理设备因运行年限长而存

在老化现象% 现已建水厂中#除打通水厂&白岩水厂&

石壕水厂和安稳水厂等几个主要供水范围为场镇的水

厂#其处理设备和处理工艺能够满足供水要求#其余各

村小型水厂和人饮工程处理设备较差#出厂水质得不

到保证#农村居民用水积极性不高'IBG(

%

,%结%论

研究区内虽河流过境水资源比较丰富#但蓄水水

源工程较少#可供水量较少且分布不均)加之受煤矿采

空区影响#已建水源工程蓄水条件较差#总体来说区域

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不高#而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

需水量大#远不能满足当地生产&生活用水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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