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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石水库生态环境问题及保护对策研究
卞京军

!辽宁省铁岭水文局&辽宁 铁岭!IIL"""#

!摘!要"!白石水库是大凌河流域最为关键的水库"对其河干的生态安全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随着我国的各个行

业高速发展"各种行业排放的污染物种类愈加增多"若是对污染物处理不及时"污染物随意排放"将进一步加重水

库及周边环境问题"尤其是作为水源地水库的水质更是备受关注% 白石水库周边的生物圈会在人类的干扰下遭到

破坏"这不仅仅会对水库本身造成危害"同时也会间接影响到其他生物圈% 本文主要针对人类的生产活动对水环

境产生的影响进行调查"对白石水库内水环境指标进行抽查检验$水域内生态环境调研以及水库周边生物圈结构

进行综合分析% 为了使白石水库能够更加安全$有效地发挥供水作用"保障供水安全"促进饮用水安全保障及构建

健康水域生态系统"在调研的基础上提出了白石水库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的对策与意见%

!关键词"!生态环境&保护对策&水质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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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库是人类改造自然的产物"通过利用技术手段

对各种材料加工形成一定形式的(能够阻挡水源的建

筑物.I/

% 水库的水体和水库内的各种生物以及周边生

物组成一个小范围的水库生态系统"该生态系统不仅

影响着其内部"同时也对周边的生态甚至是人类的生

产活动带来影响)杨蓉.L/通过对升钟水库的生态环境

进行调查"从水库污染治理及库区水环境管理等方面

入手"结合库区实际情况制定出污染控制和生态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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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改善水库及其库区生态环境%

杜红星.O/就水库环境生态的治理进行研究"总结

出水污染的特点以及相应的解决办法% 近年来"在经

济高速发展的节奏下"白石水库周边的工厂(居民区农

业种植区排污"使白石水库水体受到了污染"藻华现象

时有发生% 因此"为了保护好白石水库"就要对各种废

水进行治理"采取可行的(能有效缓解水库水体污染的

防治措施.QD$/

%

$&白石水库概况

IKI!地理位置

白石水库是大凌河流域上最为关键的控制性水

库"位于朝阳(阜新(锦州三个市区相接壤的地方"是一

座以防洪为主"灌溉(供水(发电为辅的水库% 同时进

行养殖(观光旅游等多角度的开发%

IKL!水文特征

水库坝长 $"" 多米"总容量可达 I#KQ$ 亿=

O

"可控

制流域面积 IKJ 万 F=

L

% 水库年均径流量 I$KJ 亿 =

O

"

径流量最大和最小分别为 O"KIJ 亿=

O 和 $KJL 亿=

O

%

IKO!气候特征

辽宁地区属温带大陆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为

$ TMn"白石水库地区的极端气温为 VQ"K$n和

Q"KOn% 辽宁西面沿海地区气温略高于东面内陆气

温"同一时间段内温度最高相差 LKIn%

IKQ!土地利用现状

林地占总面积的 #$KLIP"为 NQ$""QKL":=

L

)交通

运输用地面积占总面积的 "KJQP"为 NJ#JK$$:=

L

)草

地面积占总面积的 IKLJP"为 INJJ"K"J:=

L

)城镇村及

工矿用地面积占总面积的 LKN$P"为 QLQ$JKOO:=

L

)耕

地面积占总面积的 LOKMLP"为 IO"MIIK#I:=

L

)园地面

积占总面积的 IKIIP"为 IOO$LKJQ:=

L

)水域及水利设

施用地面积占总面积的 OK$OP"为 Q$""MKJ":=

L

)未利

用土地占总面积的 IKOJP"为 LLNJOKMI:=

L

%

#&水质状况

IMM$&L"I$ 年"对白石水库水质进行检测"对照

国家标准发现总氮和总磷超标#见图 I(图 L$"其余各

元素均符合要求"满足
.

类水质标准)L""$&L"I$ 年

营养状态显示为中营养状态% IMM$&L"I$ 年水质监

测发现水体内总氮浓度逐年递增"尤其是在 L""# 年之

后"上升速度增快" L"I$ 年浓度最高"已严重超标"必

须采取有效治理措施%

辽宁地区夏季多暴雨"且发生频率高"从而使得白

石水库库内水位变化迅猛"若是不加以控制"水库内的

水所形成的势能会破坏水库坝体"严重时会造成溃坝"

形成洪涝"导致下游严重受灾% 同时"强降雨会侵蚀地

表"使埋藏在土体内的污染物浮上来"随着雨水进入水

库内"造成每次强降雨都会引起水库水质变差"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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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G'#($G 年白石水库总氮浓度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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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G 年白石水库总磷浓度变化

氮元素和磷元素急剧增加% B̂ A(G/(Ga入库量分配

比例如图 O T图 $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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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G&!X入库量分配比例

%&白石水库生态安全问题

OKI!化肥农药的大量使用"水体污染严重

白石水库周边有很多村庄"存在着较多耕地"农耕

时每家每户均施用化肥(农药% 由于化肥农药存在较

强的挥发性"化肥不能充分发挥其全部功能"有效利用

率最高为 O"P"其余化学元素残留在土壤中(漂浮于

空气或流入水体中污染环境"流入水体的化学元素会

导致藻类等生物大量繁殖%

OKL!面源污染严重"污染源没有得到有效控制

白石水库周边的农村是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每

个村子都进行畜禽养殖"周边村落所有的畜禽每年

会产生约 Q" 万 6粪便"农村居民产生约 $" 万 6生活

垃圾% 村民没有形成环保意识"致使农畜产生的粪

便和居民生活垃圾没有进行妥善处治"随意倾倒在

农田间的河道内"每当雨水充足的时候"这些粪便和

生活垃圾会随着雨水进入到水库内"对水源水质造

成极大影响%

OKO!城镇化发展迅速"生活污水处理不善

白石水库周边的农村现已慢慢进行城镇化"生活

污水处理不仅不及时"还处理不彻底"造成这一现象的

主要原因是!各种设施不齐全"设备落后)排水管道不

齐全"污水随处排放)污水处理厂运行效率低"污水处

理不彻底就排放等%

根据统计资料和现场调查"对白石水库水体水质

产生影响的主要因素进行调研分析"白石水库水质污

染物的来源与该地区的降雨强度(农业活动及畜牧养

殖有着一定联系.#/

% 污染物流动形式如图 #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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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污染物流动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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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库环境生态治理与保护策略

QKI!合理规划"科学治理"保护生态环境

针对白石水库环境生态等安全问题要进行合理规

划"运用科学的方法和技术手段"做出有针对性的保护

及治理工作.JDN/

"主要包含以下 $ 点!

"

加强水库周边

生态系统的保护和建设"增加植被面积"保持生态系统

的完整性)

#

加大水库周边生态环境的保护"严禁破坏

生态环境的各项活动)

$

对水库周边的居民进行思想

教育"转换工作生活方式"减少农耕面积"扩大湿地面

积)

)

加强对水库周边工厂污水排放治理力度"减少污

染物排放量)

*

做出合理的经济发展计划"禁止各种破

坏自然资源的项目上马%

QKL!因地制宜"建设生物缓冲带"发挥生态与经

济作用

!!生物缓冲带是利用永久性植被拦截污染物或有害

物质的条状的受保护的土地"利用植物的根茎力量对

土体起到加固的作用"进而减少洪水对堤坝的破坏"同

时也可以有效阻止地表径流所带来的氮(磷等有机物

进入水库"是增强水环境污染防治效应的重要生态保

护措施% 生物缓冲带的建设和发展不仅可以进一步发

挥环境效益"而且还能美化水库"丰富水库周边生物多

样性% 但是生物缓冲带的建立不容易"对植物种类有

着非常严格的标准"不仅要充分考虑到当地的气候环

境"还要考虑到后期的经济效益% 因此"需要做出生物

缓冲带的详细计划"以免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

QKO!大力推广生态河堤技术"逐步改善生态环境

对水库进行建设或者改造的过程中要大力推广生

态河堤技术% 生态河堤具有廊道(缓冲带和植被护岸

等功能"不仅可以为防洪安全提供可靠保障"同时还是

一道人水相亲的风景线% 生态河堤以o保护和创造生

物良好的生存环境和自然景观o为前提"在考虑到一定

的强度(安全性和耐久性的同时"把河堤由过去的人工

混凝土建筑改造成为水体(土体和生物相互涵养"适合

生物生长的河堤% 在白石水库建造施工期间就充分考

虑了水库周围地区的生态环境"应用生态河堤技术"保

证了水库堤坝与周边生物相融合% 水库建成后"在对

水库流域内及下游的河道治理过程中仍然要大力推广

生态河堤治理技术"通过该治理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使

水库上下游流域的生态环境得到极大的改善"促进了

大凌河流域的经济迅猛发展%

G&结&语

我国已经把生态环境的治理和保护放在首要位

置"若是水库水源被严重污染"将带来严重的后果% 白

石水库是大凌河流域上最为关键的控制性水库"不仅

对河干的生态安全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更是对辽宁地

区的居民生活和经济发展有着直接影响% 通过对白石

水库周边地区进行走访调研"找出影响水库水质安全

的直接和间接因素"加大对水库及周边地区的管理和

保护"根据水库周边生态系统的现状做出与之相匹配

的对策"确保水库有效利用的同时也能少破坏甚至不

破坏周边生态环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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