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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斯腾湖流域环境风险源识别
体系构建探究

孙志远
!新疆塔里木河流域巴音郭楞管理局博斯腾湖管理处" 新疆 库尔勒"P(!&&&$

!摘"要""#&!!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水资源管理的'三条红线("即)水资源开发利用控制红线#用水效率控制红

线#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红线& 在此背景下"塔里木河流域水利体制改革致使博斯腾湖水资源管理从地方直接管理

划归流域管理& 基于此"流域管理机构在管理水资源时就出现了新的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博斯腾湖流域环境风

险源识别体系的构建非常必要& 本文在了解博斯腾湖发展现状以及 #&!!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水资源管理背景的

情况下"阐述了流域环境风险源识别体系指标选取原则"再通过分析流域环境风险源风险度构建博斯腾湖流域环

境风险源识别指标体系"以此为流域环境风险源识别提供一套完整成熟的方法&

!关键词""博斯腾湖流域#环境风险源识别体系#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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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虽然我国大幅增加水利建设投入"水利保

障能力不断提高"但水利设施薄弱的局面没有根本改

变"依然是我国基础设施的明显短板& 随着 #&!! 年中

央一号文件的出台"把水利作为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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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领域"把农田水利作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

任务"把严格水资源管理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的战略举措"便成为改善我国当前水利发展现状"着眼

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部署.!/

& 在这一重大战

略部署下"位于新疆的博斯腾湖的水资源管理面临着

极大的挑战& 环保管理者为了更好地完成博斯腾湖的

水资源管理"必然需要识别博斯腾湖的风险来源)确认

博斯腾湖的风险发生条件)描述博斯腾湖的风险特征

并评价博斯腾湖的风险影响& 因此"构建博斯腾湖流

域环境风险源识别体系极为关键&

$&博斯腾湖流域环境风险源识别体系构建

的背景

""博斯腾湖是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最大的供水水

源"由于农业和工业等污染源排放超标以及生活污水

排放"使湖水水质逐渐恶化& 从 #& 世纪 P& 年代以来"

博斯腾湖已演变成微咸水湖& 水质的恶化"不仅影响

下游孔雀河流域的生产)生活用水"还导致湖内水生生

物减少"水生态系统退化& 受博斯腾湖源流来水量大

幅减少等因素影响"近年来博斯腾湖水位持续下降"孔

雀河下游断流 R&& 余 OB"流域生态环境和各族群众的

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威胁.#/

& 合理保护)开发博斯腾湖

流域水资源"实现用水总量控制与用水结构调整"是当

前亟待解决的严峻课题&

在经过大量调研和实地考察后"博斯腾湖流域应

立即自上而下进行河段划分"博斯腾湖开发利用区应

发展淡水养殖"保育博斯腾湖生态环境$博斯腾湖湖

区"要注意控制农田灌溉用水增加等方面造成入湖淡

水减少等问题$开都河作为博斯腾湖流域的源头"其水

质污染对整个流域影响巨大"应自上而下划分为中上

游保护区)保留区和下游开发利用区等.Q/

&

从上述博斯腾湖流域环境现状可以发现"它凸显

了我国水利的瓶颈& 我国粗放式的经济发展"促使其

在水资源)水环境领域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非常大"这

种状况下"不利于国家的经济发展以及其他方面的持

久发展& #&!! 年中央一号文件的部署"为水利建设指

明了方向"即!第一"着力抓好农村水利建设$第二"抓

紧防洪重点薄弱环节建设$第三"加强西南抗旱能力建

设$第四"继续推进重点工程建设"积极推进太湖)洞庭

湖)鄱阳湖综合治理$第五"强化水土保持生态建设和

水生态保护"加快实施敦煌水资源合理利用与生态保

护工程"加强以青海*三江源+)新疆内陆河流域)西藏

等地区为重点的生态自然修复.(/

& 依据上述措施"必

将从根本上扭转我国水利建设明显滞后的局面& 与此

同时"也将建成四大体系!一是防洪抗旱减灾体系$二

是水资源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体系$三是水资源保护

和河湖健康保障体系$四是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

体系& 基于这些体制的建设"水利工程良性运行机制

将基本形成& 而流域环境风险源识别体系构建则是建

立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中间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

个环节& 只有完善流域环境风险源识别与风险评价"

才能科学划分博斯腾湖流域风险源污染防控区"并对

其进行风险源预警"因而这对于博斯腾湖风险源的有

效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流域环境风险源识别体系指标选取原则

流域环境风险源识别体系的构建"除了要采用多

级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外"还要针对指标体系的选取进

行分析& 流域环境风险源识别体系中包含多个指标"

其指标类型可分为!

!

风险源自身指标$

"

周边环境指

标$

#

静态指标$

$

动态指标$

+

定性指标$

,

定量指

标.%/

& 同时"这些指标之间的联系和层次结构也非常

密切& 此外"流域环境风险源识别体系构建时"一般会

根据以下六项基本原则选取相对的指标!

第一项"遵循科学性原则"既能全面反映风险源的

影响又能符合博斯腾湖流域的实际情况&

第二项"遵循代表性原则"即能反映系统内部本质

属性"通过筛选出的流域风险源中表征其自身本质特

征的主要成分变量"较全面地描述系统的个性特征和

普遍特征&

,"%,



第三项"遵循整体性原则"构建过程中"在考虑各

层次之间关系的前提下"还要对系统整体目标和功能

进行考虑&

第四项"遵循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原则"即需要使用

可以量化的指标&

第五项"遵循动态指标与静态指标相结合原则"即

需要考虑指标体系的动态变化&

第六项"遵循可操作性原则"即需要保证资料的可

获得性和数据的可测量性&

,&博斯腾湖流域环境风险源识别指标体系

的构建

""博斯腾湖流域环境风险源辨识需要考虑三个主要

风险因素!一是环境风险源的驱动因素$二是风险源自

身特性因素$三是环境受体状态& 根据流域风险源识

别指标选取的基本原则"构建博斯腾湖流域环境风险

源识别指标体系"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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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斯腾湖流域环境风险源识别指标体系图

从上图中可见"博斯腾湖流域环境风险源识别指

标体系是按目标层)准则层和指标层的层次结构设计

的& 目标层主要反映的是博斯腾湖流域环境风险源综

合情况$准则层则表明其是从*驱动力-压力-状态+

的流域环境风险源识别系统模型角度来构建的"且由

此可见"博斯腾湖流域环境风险源识别系统的影响因

子涉及流域风险激励因子)风险源特性因子和流域环

境受体因子$指标层是系统的终极指标"只有分析博斯

腾湖环境风险源自身特性)风险度影响因素)周边环境

等因素才能得出筛选指标"用以描述系统状态与变化&

Q$!"流域风险激励因子

博斯腾湖流域环境风险源识别指标体系中的流域

风险激励因子作为整个体系的驱动力#权重!&$Q!Q%"

包含工业废水排放系数#权重!&$&P&%)企业规模#权

重!&$&'Q%)产值增长率#权重!&$&S&%以及工业总产

值#权重!&$&'&%& 工业废水排放系数"作为衡量经济

环境的一种宏观指标"对于预测经济发展对水环境影

响也有帮助"它是指每万元产值的废水排放量& 企业

规模"即按企业产品生产能力或生产经营能力用固定

资产进行的分类& 产值增长率"就是企业在一个生产

周期内产值的增长值与原值的比值& 工业总产值"即

以货币表现的工业企业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已出售或

可供出售的工业产品总量"它属于一种定量描述"能够

反映一定时间内工业生产的总规模和总水平& 这几项

指标都有相对应的分级标准可供参考应用&

Q$#"风险源特性因子

博斯腾湖流域环境风险源识别指标体系中的风险

源特性因子#权重!&$QR%%作为压力"包含工业废水排

放量 #权重!&$!QP %)污染物排放量 #b6)% #权重!

&$&(!%)污染物排放量#氨氮% #权重!&$&QR%)风险源

离河距离#权重!&$&#R%以及污水日处理能力#权重!

&$!#(%& 所谓的*工业废水排放量+"即报告期内经过

企业生产厂区全部排放口所排到企业外部的工业废水

总量"包括!

!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

"

外排直接冷

却水#不包括外排的间接冷却水%$

#

超标排放的矿井

地下水及厂区生活污水& 污染物排放量"则是污染源

排入环境#或其他设施%的某种污染物的数量& 风险

源离河距离"则是评估河流或湖泊的远近"借此判断风

险事故发生时是否能及时采取应急处理措施& 污水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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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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