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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武县水资源开发利用及保护措施
宋"鑫

!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河道管理站"辽宁 阜新"!#Q!&&$

!摘"要""本文介绍了彰武县在水资源开发利用及保护方面采取的有力措施"实现了水资源科学管理和可持续利

用"保障了工农业生产和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

!关键词""水资源#节水技术#保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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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开发利用情况及存在的问题

!$!"概况

彰武县位于辽宁省西北部"东连康平)法库两县"

南接新民市"西与阜蒙县相邻"北依内蒙古库伦旗和科

左后旗& 地势北高南低"东西丘陵"北部沙荒"中部和

南部平原"总面积 QR(!OB

#

& 下辖 P 镇 !R 乡"!P( 个行

政村)( 个街道办事处)!R 个社区"总人口 (# 万"其中

城镇人口 P 万&

全县属于季风大陆性气候"多年平均降雨量

(PP$%BB"多年平均蒸发量 !'P!BB"多年平均气温

'$!f"无霜期 !%# 天左右& 境内从西到东分布着绕阳

河)柳河)养息牧河和秀水河四大河流水系& 共建大)

中)小型水库 (% 座"其中省管大型水库 ! 座#闹德海水

库%"地方管理的中小型水库 (( 座#中型 # 座"小型水

库 (# 座%&

!$#"水资源分布状况

!$#$!"降水量及其时空分布

彰武县多年平均降水量为 (PP$%BB"雨量分布极

不均匀#年降水量变差系数2

;

值变化在 &$Q& [&$#& 之

间%"西部小于东部)北部小于南部" (-% 月降雨量约

占年降水量的 !!Z"R-S 月降雨量约占全年的 '%Z [

P&Z"'-P 月降雨量占全年降雨量的 %%Z&

!SSP 年新秋镇年最大降水量为 S&S$(BB$!SP# 年

发生在四堡子乡年最小降水量为 !PQ$!BB"丰枯年降

水量之比达 ($S' 倍&

!$#$#"地表水资源时空分布

彰武县地表水资源来源于降水量"主要来源于

,%!,



R-S 月的汛期暴雨洪水"受降雨影响地表水年际变化

较大"多年平均地表水资源量为 !QQ&! 万B

Q

&

!$#$Q"地下水资源时空分布

彰武县地下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匀"受地形)地

貌)地质等条件影响"东西部区域地下水资源条件较

差"北)中)南部平原区域地下水资源条件较好"地下水

资源较丰富&

近 #& 年来"地下水位下降严重地区达到 P [!#B"

连续干旱造成县域 #&R 个行政村)%'! 个自然屯的

!S$R 万人)!'$% 万头大牲畜饮水困难& 在最干旱的哈

尔套等地人们要去很远的地方挑水&

!$#$("水资源总量

根据水资源评价成果"彰武县多年平均水资源总

量为 ((RP& 万 B

Q

"产水系数为 &$#'"产水模数为

!#$Q 万B

Q

UOB

#

"人均水资源占有量 !&'(B

Q

"高于辽宁

省平均水平&

!$Q"用水情况

彰武县水资源总量 ((RP& 万 B

Q

"总用水量 !#R(P

万B

Q

"其中!灌溉用水占总用水量的 '%$#Z"为 S%&'

万B

Q

$生态用水占总用水量的 !R$!Z"为 #&QR 万 B

Q

$

工业用水占总用水量的 Q$(Z"为 (Q& 万 B

Q

$居民生活

用水占总用水量的 %$QZ"为 R'% 万B

Q

&

#&存在主要问题

在总的用水量中"农业灌溉用水量 S%&' 万 B

Q

"占

总用水量的 '%$#Z"其中!水田用水量 (S## 万 B

Q

"占

%!$PZ$菜田用水量 SQP$% 万 B

Q

"占 S$SZ& 农业用水

量大"主要原因如下&

#$!"水利工程老化

部分水利工程由于工程老化)年久失修"导致农业

用水量大"灌溉水利用率低"不能充分利用水资源&

#$#"缺少用水计量设施

农业灌溉利用水井开采地下水资源"没有 9b卡等

计量)观测地下水动态设施"不能准确掌握地下水资

源量&

#$Q"没有实现全面节水

现在大力发展高效节水农业灌溉工程"在很大程

度上改善了水环境"节约了水资源"扩大了灌溉面积"

但是以前的灌溉工程没有节水设施"还需要改造&

#$("节水意识不强

近几年干旱地区农民对农业灌溉达到稳产增收认

识提高了"但是靠天吃饭的意识依然存在& 抗旱时想

到灌溉设施"雨量充沛时不注意灌溉工程的管护和维

修"不能充分发挥水利工程的节水灌溉作用&

,&加强水资源保护措施

Q$!"严格执行取水许可制度

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等法律法规"严格执

行取水许可制度& 取水许可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水法(的核心"是水资源权属管理的体现"是国家赋予

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的重要职责"是对水资源实施统

一管理的一项重要制度"几乎包括了水资源管理工作

的全部内容& 彰武县工农业用水严格执行取水许可制

度& 根据'取水许可制度实施办法(和'辽宁省取水许

可制度实施细则(的要求"县水利局进一步完善取水许

可工作"取水许可工作在全县境内全面开展&

Q$#"做好水资源评价"合理开发水资源

彰武县水利局编制了'彰武县水资源开发利用现

状分析报告("并且完成了'彰武县水资源现状及远景

水资源平衡报告( '彰武沙丘前沿区地下水资源规律

研究水文地质勘探阶段成果("绘制了彰北沙丘前沿区

水文地质剖面图"为彰武县工农业开发项目做水资源

评价报告"提供了相关的水资源论证资料"满足了取水

用水需求"使水资源开发利用管理和保护同时进行&

Q$Q"实施水资源动态监测

实施水资源动态监测"采用典型监测小区)基本监

测点)对照监测点 Q 种类型进行监测& 监测区位的设

置和农业灌溉地块等相应 %下转第 %( 页&

,&!,



处理能力"即污水处理的效率"借此可制约企业产品

数量&

Q$Q"流域环境受体因子

博斯腾湖流域环境风险源识别指标体系中的流域

环境受体因子#权重!&$Q##%作为状态"包括贡献率

#权重!&$&%P%)水环境功能类别#权重!&$!QQ%以及污

水排放去向#权重!&$!Q!%& 其中"贡献率可反映各风

险源对湖泊水体的恶化状况& 作为风险事故发生时最

主要的风险承受载体"判断流域水体自身的水质状况"

可以反映水环境风险源危害程度& 照此"再依据'地表

水环境质量标准#,]QPQP-#&&#%(和该流域情况"找

出环境功能类别对应的水质类别"可判断水质& 污水

排放去向"即废水排放的各种去向"据此"可对排放地

进行分类&

F&结&语

综上所述"根据博斯腾湖流域风险源实际情况"通

过博斯腾湖流域环境风险源识别体系"环保管理者便

能够对博斯腾湖流域环境的风险来源进行识别"并能

够确认博斯腾湖流域环境风险发生条件)描述博斯腾

湖流域环境风险特征& 借此体系"风险管理就有了技

术支持和决策信息依据"如此"便能将可能会给流域带

来危害的风险因素识别筛选出来& 水资源管理便能够

以此制定风险应急措施与预警系统"做好水资源管理

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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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水地点相结合"应在每个论证单元最少布设一眼地

下水位监测井"定时监测地下水位"而不是脱离生产选

取地块"孤立地建立试验站进行科学监测"这样设置监

测区位可以及时对生产用水进行指导"收到较好的

效果&

Q$("加强灌区管理)完善用水制度

建议设立强有力的监管机构"建立健全灌区水务

管理制度"制定严格的目标和执行标准"严格按制度考

核管理"强化节水和水环境保护意识"使灌区用水集约

化)可持续化&

Q$%"大力推广高效灌溉节水技术

高效灌溉包括微润灌溉)微喷技术)滴灌技术"是

一种新的节水)节能的灌溉方式"通过减少灌水时土壤

表面蒸发"避免深层渗漏和地表径流"提高水)肥利用

率"以达到农业高效用水效果& 实践表明"高效灌溉大

棚每年每亩节水 #&&B

Q

"亩增收 #R&& 元以上$大田每年

每亩节水 !#&B

Q

"亩增收 %&& 元以上&

高效灌溉非常适合彰武县节水高效农业发展& 不

仅改变了传统的农业用水方式"节水效果明显"而且增

产增收"可广泛应用于大田)大棚)果树等灌溉"是一项

利国利民的创新性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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