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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克州水资源开发利用现状#问题
及对策研究
郑!勇I!O

!钟爱民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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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K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水利局"新疆 克州!NQ$O$"#

!摘!要"!本文介绍了克州现有水资源情况"以 L"I$ 年为现状年分析克州水资源开发情况"总结克州水资源开发

利用中采取的措施和存在的问题"并给出对策建议"以实现克州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保障克州社会经济可持续

发展%

!关键词"!水资源&开发利用&对策研究&克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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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简称克州$位于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西部"地处北纬 OJhQIiLNjTQIhQMiQIj(

东经 JOhL#i"$jTJNh$Mi"Lj之间"地跨天山山脉西南

部(帕米尔高原东部(昆仑山北坡和塔里木盆地西北

缘"M"P以上为山区"被称之为,万山之州-% 克州辖

O 县 I 市"即阿图什市(阿克陶县(阿合奇县和乌恰

县"江西省对口支援克州阿克陶县% 克州北部和西

部分别与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两国接壤"边

境线长达 IIM$F="东部与阿克苏地区相连"南部与喀

什地区毗邻"全州东西长约 $""F=(南北宽约 IQ"F="

面积 JKL$ 万 F=

L

% 属典型的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

多年平均降水量为 N" TL""=="多年平均蒸发量为

IQQM TOLIN==",荒漠绿洲(灌溉农业-是克州的显

著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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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州现有水资源情况

克州境内群山起伏(沟壑纵横"河流发育"为塔里

木河的主要产流区之一% 以出山口河流条数进行统计

计算"全州共有大小河流 $J条"其中年径流量在 I 亿=

O

以下的河流就有 QN 条"年径流量大于 I 亿 =

O 以上河

流共 M 条"分别是托什干河(布谷孜河(恰克玛克河(克

孜勒苏河(盖孜河(库山河(艾格牙孜河(乌鲁瓦提河和

叶尔羌河"属于阿克苏河(喀什噶尔河和叶尔羌河三

大水系% 境内河流年径流总量 NLKM"L 亿 =

O

"占全疆

地表水资源量的 MKQP% 克州平原区地下水资源总量

为 #KJ 亿=

O

"可开采量 OKLM 亿 =

O

"目前已开采 "K##

亿=

O 左右"开发潜力较大%

#&克州水资源开发情况

LKI!现状用水量

克州 L"I$ 年现状总用水量为 IIMJOI 万 =

O

"其中

工业用水量 I#LQ 万 =

O

"生活用水量 ON"M 万 =

O

"农业

用水量 IIQLMN 万=

O

% 克州 L"I$ 年各市县用水量见表

I%

表 $&克州 #($G 年各市县用水量统计

单位!万=

O

项目 阿图什 阿克陶 乌恰 阿合奇 合计

工业 JLM OOL QOJ IL# I#LQ

生活 IMIQ II"" Q#I OOQ ON"M

农业 O"QII QQIL$ L"NO$ INMLJ IIQLMN

合计 OO"$Q Q$$$J LIJOO IMONJ IIMJOI

!!注# 生活用水包括居民生活用水(第三产业用水及城市绿化

用水%

LKL!用水水平

LKLKI!综合用水水平

克州现状 L"I$ 年人均用水量为 L"II=

O

"万元工业

增加值用水量为 O"K"J=

O

% 与全疆人均用水量

LQQ#=

O

R人(全疆 L"I$ 年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

OOK$=

O

R万元#按 L"I" 年不变价计算$相比"克州现状

年国民经济平均用水水平较低%

LKLKL!农业用水水平

克州 L"I$ 年全州灌溉水利用系数为 "KQJ"低于全

疆 L"I$ 年灌溉水利用系数 "K$L% 在现状水利工程设

施和农业种植结构条件下"克州农业综合毛灌溉定额

为 NQ"KQQ=

O

R亩"与全疆 L"I$ 年农业综合毛灌溉定额

#LI=

O

R亩相比"克州农业综合灌溉用水水平低于全疆

平均水平%

LKLKO!工业用水水平

克州 L"I$年工业增加值为 O"K"$ 亿元#按 L"I" 年

不变价折算$"用水量为 M"OK#$ 万=

O

"万元工业增加值

用水量为 O"K"J=

O

R万元#按 L"I" 年不变价计算$"与全

疆 L"I$ 年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 OOK$=

O

R万元 #按

L"I" 年不变价计算$相比"克州现状年一般工业用水

水平较低%

LKLKQ!生活用水水平

L"I$年克州人均生活用水指标为 IQOK"MSR#人'>$)

其中城镇居民生活用水指标为 I#QKOSR#人'>$"乡村

居民生活用水指标为 IO#K#SR#人'>$)与南疆区城镇

居民生活用水定额 J" TN$SR#人'>$"农村居民生活

用水定额 #" TN"SR#人'>$相比"克州现状城乡居民

生活用水水平高于南疆区居民生活用水定额水平)与

全疆 L"I$ 年城乡居民生活用水指标 IINKLSR#人'>$

相比"克州城乡居民生活用水水平高于全疆平均水平%

LKO!地表水开发利用程度

根据*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水资源调查评

价+"克州地表水可利用量为 L"KNQ 亿 =

O

"现状地表水

用水量为 IIKO# 亿=

O

"地表水开发利用率为 $$KNQP"

开发利用程度很高% 克州 L"I$ 年各市县地表水开发

利用程度见表 L%

表 #&克州现状 #($G 年地表水开发利用程度一览表

行政区名称
地表水用

水量R亿=

O

地表水可利用

水量R亿=

O

开发利用率RP

阿图什市 LKNM QKOL ##KN$

乌恰县 LKLL $KNL ONKII

阿克陶县 QKOI JK$$ $JKIJ

阿合奇县 IKMQ OKIJ #IKLL

合!计 IIKO# L"KN$ $$KN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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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KQ!地下水开发利用程度

根据*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水资源调查评

价+"克州平原区浅层地下水的可开采量为 OKLM 亿=

O

"

现状开采量为 "K## 亿 =

O

"可利用量为 OKLM 亿 =

O

"地

下水开发利用率为 L"K"#P% 克州 L"I$ 年各市县地下

水开发利用程度见表 O%

表 %&克州现状 #($G 年地下水开发利用程度一览表

行政区名称
地下水开

采量R亿=

O

地下水可开

采量R亿=

O

开发利用率RP

阿图什市 "KQL IKNI LOK"L

乌恰县 " " "

阿克陶县 "KLQ IKLI IMKMN

阿合奇县 " "KLJ "

合!计 "K## OKLM L"K"#

%&克州水资源开发中采取的措施

OKI!克州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情况

;K蓄水工程!自克州成立以来"全州共建成大中

小型水库 I$ 座"其中大型 I 座(中型 O 座(小型 II 座"

设计总库容 JKN$ 亿 =

O

#其中 I 座大型(I 座中型为企

业投资新建水电站的调节水库$% 在建大型水库 L 座"

总库容 LQK$# 亿 =

O

)小型水库 L 座"总库容 "KIQJ

亿=

O

%

EK灌区工程!建成引水渠首#口$和半永久性引水

口 LJ 座"设计总引水流量 Q#KN=

O

R9)建成各类永久性

防洪坝 Q$KJF=)干(支(斗(农四级渠道总长 #$JOF="

其中已防渗 LL"LF="防渗率为 OOK$P"开挖排碱渠道

I$N#F="高效节水面积达到 IJ 万亩"灌溉水利用系数

为 "KQ#%

1K地下水工程!现有可利用机电井 J#$ 眼"其中农

用井 #OI 眼%

OKL!水资源规划实施水利工程情况

OKLKI!蓄水工程

克州共规划新建水库工程 N 座"分别为克孜河卡

拉贝利水库(库山河库尔干水库(恰克玛克河托帕水

库(托什干河奥依阿额孜水利枢纽工程(乌鲁瓦提河乌

鲁瓦提水库(乌瑞克河乔诺水库(且木干河阿合奇水

库(铁列克河上铁列克水库"总投资 I""K$ 亿元% 克州

规划蓄水工程情况见表 Q%

表 -& 克 州 规 划 蓄 水 工 程 情 况

序号 水库名称
所在区

四级区 行政区

兴利库容R

万=

O

水库任务 供水范围 主要用户 总投资R万元

I 卡拉贝利 克孜河 乌恰县 JM"" 防洪(灌溉 乌恰县 防洪(农业 I$O"""

L 托帕 恰克玛克河 阿图什市 L$IQ 灌溉 阿图什市(疏附县 农业 II""""

O 库尔干 库山河 阿克陶县 I"$"" 灌溉
阿克陶县(英吉

沙县(疏勒县
农业 LI""""

Q

奥依阿额孜

水利枢纽
托什干河 阿合奇县 $"""" 灌溉(防洪 喀什 农业 QL""""

$ 乌鲁瓦提水库 乌鲁瓦提河 乌恰县 QQ# 灌溉 乌恰县 农业 I$"""

# 乔诺水库 乌瑞克河 乌恰县 $NL 供水 阿图什市 工业 Q""""

J 铁列克水库 铁列克河 阿图什市 QMO 灌溉 阿图什市 农业 O""""

N 阿合奇水库 且木干河 乌恰县 $"O 灌溉 乌恰县 农业 LJ"""

!!克州现有的 I$ 座水库"大多为中小型平原水库"

多建设于 L" 世纪 $" 年代和 #" 年代"由于当年施工质

量和年久失修"带病运行多年"已经不能够发挥其作

用"达不到设计供水能力"近年来陆续对一些平原水库

进行了除险加固工作"近期还需进行除险加固的水库

有阿湖水库(托卡依水库(库木鲁克水库% 克州规划水

库工程除险加固情况见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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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G& 克 州 规 划 水 库 工 程 除 险 加 固 情 况

序号 水库名称
所在区

四级区 行政区

总库容R

万=

O

兴利库容R

万=

O

水库任务 供水范围 主要用户
总投资R

万元

I 阿湖水库 布谷孜河 阿图什市 Q""" L$"" 防洪(灌溉 阿图什市 防洪(农业灌溉 $"""

L 托卡依水库 布谷孜河 阿图什市 #""" OQN# 灌溉 阿图什市 农业灌溉 I#ON"

O 库木鲁克水库 恰克玛克河 阿图什市 I"" $" 灌溉 阿图什市 农业灌溉 J""

OKLKL!引调水工程

根据克州河流供水情况"共规划 N 处引调水工程"

分别是!乌瑞克河乔诺水库至克州工业园区调水工程(

阿湖水库至托格拉克水库引水工程(谢依提水库至阿

其布拉克引水工程(米拉斯库里水库至克州工业园区

引水工程(康苏至乌恰县引水工程(乌瑞克引水工程(

阿克引水工程(阿克陶县玉麦乡抗旱应急水源连通工

程"工程总投资 J"""" 万元%

OKLKO!灌区工程

;K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改造% 规划近期大型

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工程改善灌溉面积 $OKO 万

亩"完成防渗渠道长度干渠 NNF=(支渠 IMQKNF="渠系

配套建筑物 #"" 座"总投资 Q#O"" 万元% 规划中型灌

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工程改善灌溉面积 N#KN# 万

亩% 完成渠道长度干渠 OL$K"LMF="渠系配套建筑物

#JI 座"总投资 LIOQL 万元%

EK农田高效节水灌溉工程% 近期克州较现状新

增高效节水面积 #NKM 万亩"其中阿克陶县新增 OJKQ

万亩"乌恰县新增 QK# 万亩"阿图什市新增 LLKL 万亩"

阿合奇县新增 QKJ 万亩"总投资 $"$"" 万元% 远期克

州较近期新增高效节水面积 QKMO 万亩"其中阿克陶县

不增加"乌恰县不增加"阿图什市新增 IKIM 万亩"阿合

奇县新增 OKJQ 万亩"总投资 O#"" 万元%

OKLKQ!地下水工程

根据*克州用水总量控制方案+"克州地下水开采

量呈逐年递减趋势"规划水平年不需新增机井数量"只

需对现有机井配套% 规划近期对阿图什市 Q" 眼机井

进行维修改造"电路改造 L""F="安装智能计量设施

Q"" 套)对乌恰县 #" 眼机电井维修改造"电路改造

$"F="安装智能计量设施 #" 套)对阿合奇县 O" 眼机电

井维修改造"电路改造 O"F="安装智能计量设施O" 套)

对阿克陶县 $"" 眼机电井维修改造"电路改造 O""F="

安装智能计量设施 $"" 套% 估算投资 INL$" 万元%

-&克州水资源开发利用存在的问题

QKI!用水结构不合理"水资源利用经济效益低下

克州用水以农业用水为主"现状农业用水占克州

总用水的 M$P以上"用水结构优化推进缓慢"单方水

YAa产出偏低"导致水资源利用经济效益低下)水资源

配置方案和水权制度尚未建立"农田灌溉用水量居高

不下% 随着克州经济的发展"克州工业化和城市化的

大力推进与农业产业化的经营建设将存在较为突出的

供需水矛盾% 目前用水效益高(能大力带动地方经济

的工业用水比例偏低"工业发展增加用水得不到有效

的保证% 如何有效保障城市和工业用水问题已经成为

克州新时期水利工作的一项紧迫任务%

QKL!灌溉方式落后"城市用水水平不高"水资源

浪费严重

!!目前灌区的田间普遍仍然采用传统的大水漫灌方

式"田间灌水过量"漏水(跑水现象普遍"田间水的利用

率低% 此外"由于灌区范围和工程管理任务面广(线路

长"工程管理技术水平落后"灌区经营管理粗放"灌溉

技术相对落后"使得水资源未得到充分合理利用"部分

耕地只能采用非充分灌溉的方式"农业发展受到制约%

虽然近几年克州加大了高效节水面积的投入力度"但

限于克州大部分灌区连片耕地面积偏小(平整度差等

原因"高效节水面积推广困难重重"加之农户对高效节

水缺乏积极性和后期管护不到位等原因"已发展的滴

'*"'



灌面积很多都难以持续"又改回地面灌方式%

城市供水体系不完善"基础设施薄弱"城市建成区

管网覆盖率为 M$P"跑冒滴漏现象严重"节水型用水

器具普及率低)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为 $$P"高于全

国 $LP的平均水平%

QKO!灌溉配套设施差"工程老化失修严重

克州水利工程始建于 L" 世纪 $" 年代末 #" 年代

初"当时干渠衬砌方式主要为干砌卵石灌浆"斗(农两

级渠道基本为土渠% 近几年随着,天山杯-活动的连

年开展"灌区灌溉渠系得到不断的提高"灌区上游部分

因地形坡度较陡"渠道衬砌形式主要为干砌卵石或浆

砌石"下游部分灌区地形坡度较缓"渠道衬砌主要采用

预制混凝土板或者现浇混凝土板衬砌"虽然各级渠道

衬砌都有明显好转"但由于历史欠账较多"资金投入少

而分散"地方配套资金受财力限制"项目实施过程中投

入不足"灌区骨干工程老化失修(功能衰减的状况并未

得到根本扭转"致使田间工程不配套(渠系建筑物不配

套"灌溉用水无法定量控制"先进的灌溉技术推广程

度低%

QKQ!水资源管理水平较低

近年来克州在水管体制(机制改革等方面取得了

明显进展"但是流域管理与区域管理相结合的水资源

统一管理体制尚不完善"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尚未

落实到位"水价(水权(水市场等改革尚未全面推进"区

域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供用水缺乏统筹调配"仍

由各部门分割管理"未能形成水务一体化管理体制%

主要存在如下问题!

"

在机制建设方面"水资源产权不

明晰"市场机制不完善"水资源管理落后"用水效率和

用水效益较差)

#

在制度建设方面"围绕总量控制制定

定额管理(水资源论证与取水许可(水功能区划与排污

口设置三大主线的水资源管理制度体系尚不完善"以

法律(经济(行政手段促进节水的制度措施有待整合)

$

在人才培训上"专业技术人员比例较低"有待进一步

培训提高)

)

在水资源监测方面"现状用水(排水监测

工作薄弱"对水资源取(用(排全过程使用情况不能全

面掌握)

*

在科研方面"水资源规划(保护工作因资金

问题"目前尚未开展或开展深度不够"科研已远远不能

满足水资源管理工作的需要"更不能适应实时监测(管

理的需要%

QK$!水资源优化配置的格局尚未完全建立

克州水资源分布与经济社会发展格局不匹配"多

数河流缺少控制性工程"在国家大力支持下"骨干水利

工程相继建设"但对形成水资源优化配置格局起关键

作用的山区控制性水利工程尚未完成"主要有乌瑞克

河上的乔诺水库(恰克马克河上的托帕水库(托什干河

上的奥依阿额孜水利枢纽工程(且木干河上的且木干

水库(乌鲁瓦提河上的乌鲁瓦提水库等工程"这些工程

只有在规划年陆续建成后才能彻底地解决克州水资源

配置中的工程性缺水问题%

G&克州水资源开发利用建议

$KI!加强水利工程建设"提高供水能力

克州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匀"为提高供水能力"一

要加快推进阿尔塔什和卡拉贝利水利枢纽工程"康苏

和孔乌拉奇水库建设"完成奥依昂额孜水库(托帕(乔

诺(乌鲁瓦提(阿合奇(铁列克等水库前期工作"通过控

制性水利枢纽工程建设"提高水资源保障能力"提高枯

水季节的供水量)二要合理修建调水工程"从水量较丰

沛的地方调水到缺水地方"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程度"加

快实施规划的 N 处引调水工程%

$KL!节约用水"发展节水型产业体系

利用,世界水日-,中国水周-等重要节日"加强对

节约用水的宣传教育"改变,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

竭-的错误观念"提升节水意识)着重从农业节水上挖

潜"强化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工程建设"推

广滴灌(喷灌等高效节水技术"对年久失修的灌溉水利

设施进行维护"干(支渠等进行防渗处理"争取,十三

五-期间新增高效节水面积达到 O" 万亩"全州农业灌

溉水利用系数从 "KQ# 提高到 "K$I)工业用水上"更新

设备"改进生产工艺"提高水的重复 #下转第 I# 页$

'!"'

郑!勇等R新疆克州水资源开发利用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 !!!!!!



道进行资金运作"并实行严格的管理和充分透明的

监督%

-&结&语

随着北京市的高速发展"其水资源匮乏问题日益

突出"污水的排放也逐渐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实

现污水资源化利用"将其转化为可利用的再生#中$水

是解决矛盾的最佳选择% 近年来"国家加大对再生

#中$水的重视"在其政策上逐步地加强和完善"再生

#中$水行业已开始推向市场"被人们认知和接纳% 在

近来出台的,十三五-规划中"对北京市再生#中$水的

发展也做了明确的指示"利用三年时间"让全市再生

#中$水开发利用达到一个新的阶段"再生#中$水将进

一步缓解北京市的缺水问题"为北京市的社会经济发

展做出更大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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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LI 页$ 利用率)生活用水上"对城市供水管网

进行检查维护"严防管网发生输水跑漏现象%

$KO!强化水资源和水生态保护

全州全面推行河长制"加强对河流和湖泊的管理"

推进水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维护河流水质和绿洲生

态环境% 不断加强入河排污口管理"全面开展饮用水

水源地达标建设"大力推进水生态文明建设% 不断强

化水资源的优化配置(高效利用和水资源保护"推进水

生态文明建设%

$KQ!依法治水"加强管理

建立健全克州水资源管理中心和水政执法支队组

织机构体系"积极争取援疆省市和上级水利部门人才

支援"加强本地专业技术人才的培训"完善水资源监

测"加强对*水法+和*环境保护法+的执法检查"推进

水管体制(机制改革和水权水价改革"严格执行最严格

水资源管理制度"统筹调配区域(城乡和行业间供用

水"对水资源取(用(排全过程使用情况进行掌控%

*&结&论

新疆克州在水资源开发利用方面存在用水结构不

合理"水资源利用经济效益低下(灌溉方式落后"城市

用水水平不高"水资源浪费严重(灌溉配套设施差"工

程老化失修严重(水资源管理水平较低(水资源优化配

置的格局尚未完全建立等诸多问题"通过研究分析"提

出了加强水利工程建设"提高供水能力(节约用水"发

展节水型产业体系(强化水资源和水生态保护(依法治

水"加强管理等多方面的对策建议"以实现克州水资源

可持续利用"保障克州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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