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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泉沟水库水污染防治措施分析
张亦冰!高宗昌

%新疆兵团勘测设计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新疆 石河子!'O"###&

!摘!要"!大泉沟水库承担灌溉"旅游"养殖等任务!是新疆重点水质监测的水库之一!现状水质不能达标# 本文

在大泉沟水库水质分析"污染源调查的基础上!查找水污染的主要因素和原因!针对性地提出一系列防治措施!供

有关单位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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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库概况

大泉沟水库位于新疆石河子市以北 $'@8"于 $L&'

年建成蓄水"与 "# 世纪 K# 年代建成的夹河子水库%蘑

菇湖水库共同组成玛纳斯河西岸水库群"一起调节玛

纳斯河灌区的 $"# 万亩农田灌溉用水( $L'& 年"石河

子市政府命名该库为#北湖公园$" "##$ 年成为国家

级水利风景区" 主要开展以水体为中心的垂钓%泛舟%

游泳等旅游活动(

大泉沟水库总库容N###万8

O

"年供水量$M#亿8

O

"

引蓄水源来自两个方面!

#库区上游的泉水%春季融冰

水和机井抽水,

$玛纳斯河的洪水( 大泉沟地处天山

北麓冲积扇的泉水溢出带"玛纳斯河西岸"而水库名称

亦因所在地原为一片洼地沟壑"沟内有一泉眼群而得

名( "###年以后"由于地下水超采"泉水逐年减少"仅冬

季还有部分出溢"调蓄水量以玛纳斯河水为主(

大泉沟水库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污染防治工

作方案'中全区 O" 座重点监测湖库中的其中一座"水

质目标达到(类(

"%水质现状

大泉沟水库布设了 & 个监测点位"分别是在进水

区%出水区%中心区%浅水区%岸边区"在丰水期%枯水期

各进行一次水质监测( 根据 "#$$-"#$K 年的水质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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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水质分析项目主要有!<Y%高锰酸盐指数%生化需

氧量%氨氮%溶解氧%汞%铅%挥发酚%总磷%化学需氧量%

石油类等 "" 项( 大泉沟水库水质有四项指标超出其

水质目标(类标准"为总磷浓度 )JU*%总氮浓度

)JX*%化学需氧量)19b*和 &A 生化需氧量)(9b

&

*"

其中"JU是首要污染物"其他水质监测指标均达到&地

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S(O'O'-"##"*

(类标准( 主

要超标指标见下表"变化趋势见下图(

大泉沟水库主要超标指标分析表

项!!目
检 测 值 Q)8-QH* 标 准 值 Q)8-QH*

"#$$ 年 "#$" 年 "#$O 年 "#$N 年 "#$& 年 "#$K 年 &类 '类 (类 "类 !类

JU

平均值 #M#& #M#LK #M#&' #M#' #M#N #M#& #M#$ #M#"& #M#& #M$ #M"

最大值 #M#'N #MON& #M#LK #M$& #M$& #M#% ! ! ! ! !

JX

平均值 #M'N #M&N #ML& #M'N #MKN #M%$ #M" #M& $ $M& "

最大值 #M'N $M$$ OMKL $MN" $M#K #M%& ! ! ! ! !

19b

平均值 "# $' $' $' $K $K $& $& "# O# N#

最大值 "N ON "K "% "$ O$ ! ! ! ! !

(9b

&

平均值 $M& N "M' "MK $M' $M' O O N K $#

最大值 OMO %M$ NM' NM' NM" "M" ! ! ! ! !

大泉沟水库主要超标指标变化趋势图

!!分析表 $ 可知""#$$-"#$K 年 & 年期间" 总氮%总

磷%19b%(9b

&

变化不大"主要是因为这几年污水排放

量及污染源的种类基本没有大的变化(

+%污染源调查及分析

通过对大泉沟水库水域及上游进水口调查"点源

污染%面源污染和内源污染都存在"主要污染因素有以

下几个方面!

:M畜禽养殖业污水( 水库上游有信隆牧业%西部

牧业%花窝子村养猪场三处规模养殖场"养殖牛%猪

%N## 头"两处有简易废水处理池"一处直接将污水排

入水库"畜禽养殖业年污水排放量 "&MN 万8

O

(

DM生活污水( 水库周边有花窝子村%泉沿村和湖

中村 O个村"人口 K$&人"经调查当地农村居民生活用水

+#$+

张亦冰等Q大泉沟水库水污染防治措施分析! !!!!!!



定额取 '#HQ)人+A*"污水排放系数按照 #ML 考虑"则这

三个村年均生活污水排放量约 $MK万8

O

"这些生活污水

没有经过任何处理直接排入水库"对水质造成污染(

<M水产养殖业污水( 水库周边共有 $" 处鱼塘"养

殖水面 $%&K 亩"年产量约为 '%'7( 年排水量约为 O&M$

万8

O

"鱼类的粪便和投放的饲料未被消化而产生的污

染随排水进入水库(

FM农业污染( 大泉沟水库南侧约 " 万亩的农田"

春季冰雪融化后或随田间排水将农田内残留的农药%

化肥%盐分等污染物坡面入渗进入大泉沟水库"对水质

造成污染(

大泉沟水库有水产养殖任务"每年投放饲料约

"M"& 万7"未被消化的饲料和鱼类的粪便也将产生水

体污染(

畜禽养殖业污水和大部分的生活污水%水产养殖

业废水通过南岸公排%小泉沟东排干%西部牧业排水

渠%信隆牧业直排口 N 处集中排污口进入大泉沟水库"

农田排水则以面流散渗的形式进入水库( 经过对这 N

个断面进行水质采样%检测%分析"其水质均为劣!类"

总磷和总氮的污染负荷占总污染负荷的 '#P( 西部

牧业排水渠和信隆牧业直排口污染负荷比分别是

ONP和 "'P"是造成大泉沟水库污染最主要的原因(

G%防治措施

NM$!污染物源头控制

大泉沟水库的主要污染源是集中排入的畜禽养殖

业废水"从源头控制其排入是水库水污染防治的首要

环节( 可采取如下措施!

#养殖场内修建氧化塘及蓄

水池"采取冬储夏灌的方式"夏天利用氧化塘处理后的

水进行绿化灌溉及浇灌周边农田"冬天将污水储存于

蓄水池内"来年夏季使用,

$修建集中排污管线"将多

余的污水收集后输送至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达标后

作为中水回用( 严格限制 N 个主要排污口的污水进入

大泉沟水库"畜禽养殖场应按照&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

放标准')S($'&LK-"##$*进行污水达标排放(

NM"!库区上游湿地建设

NM"M$!生态滤池

生态滤池由砂石过滤和水生植被两部分构成"属

于自然生物处理技术的一种"在面源汇集%截留净化等

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可调蓄水量"收集污水"降低面源

污染对水库的影响(

针对非集中排入水库的水产养殖排水和生活污

水"在大泉沟水库西侧"鱼塘与水库之间设置生态滤

池"采用天然的级配滤料或混合戈壁料构成透水层"表

层种植蒲草%黄菖蒲等水生植物"污水经生态滤池下

渗%过滤%净化后再进入水库水体(

NM"M"!库滨湿地建设

湿地是介于陆地和水体之间的过渡带"人工湿地

是一种新型污水处理和水环境修复技术"为由土壤或

人工填料)如碎石等*和生长在其上的水生植物所组

成的独特的土壤-植物-微生物-动物生态系统( 其

中生长着许多挺水%浮水和沉水植物"这些植物能够在

其组织中吸附金属及一些有害物质"很多植物还能参

与解毒过程"对污染物质进行吸收%代谢%分解"实现水

体净化"因此湿地常常被称作#地球之肾$ #天然污水

处理器$(

大泉沟水库南侧常年水深小于 "8的区域面积约

&@8

"

"可以建成库滨湿地"水生植物选择应具有良好的

净水效果%较强的耐污能力%易于收获和有较高的利用

价值的水生植物(

浮水植物茎叶或叶状体漂浮于水面"根系悬垂于

水中"叶面直接从大气中吸收9

"

%19

"

"通过根%茎输送

到根部"释放于水中"从水库水中吸取营养物质( 宜种

植在水深 #MN $̂M&8区域"一般选择睡莲%萍蓬草%浮

萍%凤眼莲等"其中凤眼莲俗称水葫芦"耐污性较强"去

污能力也强"种植在有机污染负荷较高的区域内"即大

泉沟水库污水入库口范围(

沉水植物根扎于水下泥土之中"全株沉没于水面

之下( 沉水植物在光照透射不到的区域不能生长"因

此"只能水深较小及有机负荷较低的区域种植( 此外"

沉水植物多为鱼类和鸭%鹅等水禽的良好饲料"可种植

在现有天鹅活动频繁水域"或在种植沉水植物的区域

内放养水禽动物"建立良好的生态系统( 大泉沟水库

可选用的沉水植物有狐尾藻%菹草等(

挺水植物的根生长于底泥中"叶%茎则挺出水面(

+$$+



目前"大泉沟水库最常见的挺水植物是芦苇%蒲草%水

葱等( 芦苇和香蒲植株高大"对水位的变化适应强"且

根系发达"好成活( 芦苇用途广泛"是纸浆和人造纤维

的原料"地下茎可供药用( 近年来"库周小面积种植的

荷花%黄菖蒲等观赏性强的挺水植物长势很好"虽然其

净化水质效果不如芦苇%蒲草等"但是"可以营造美丽

的生态景观"在合适的区域搭配种植(

NM"MO!生态浮床

生态浮床技术是以可漂浮材料为基质或载体"将

高等水生植物或陆生植物栽植到富营养化水体中"通

过植物的根系吸收或吸附作用"削减水体中的氮%磷及

有机污染物质"从而净化水质的生物防治法( #生物浮

岛$#人工生态浮床$#生态浮床$ #人工浮岛$ #浮床无

土栽培$等均为此原理(

大泉沟水库建设生态浮床净水的同时可为候鸟提

供更多的栖息场地"但因其造价较高"可以选择性

采用(

NMO!农业面源污染治理

NMOM$!生态沟渠

对于农田排水污染源"一方面应加大节水力度"加

强测土配方"降低农业化肥%农药的使用"增加有机肥

料的使用"减少面源污染,另一方面垂直农田排水径流

方向设拦截型生态沟渠"利用生态拦截技术拦蓄排水"

增加排水从农田至水库的运输时间"通过生态沟渠内

种植的植物及#根区$)植物根系及根系附近的微生物

形成的微环境*的共同作用"能够降解农田排水中的

氮%磷等营养物质(

排水沟横断面采用宽浅式梯形断面"深度不宜太

深"一般为 #M&8左右"边坡根据土质情况确定"一般为

$g"左右"沟渠中可以设置透水坝%拦截坝等辅助性工

程设施"控制流速"拦截污染物(

由于水生植物死亡后沉积水底会腐烂"向水体释

放有机物质和氮磷元素"造成二次污染"因此沟渠的水

生植物要定期收获%处置%利用( 若沟底淤积物超过

$#:8或杂草丛生"严重影响水流的区段"需及时清淤"

保证沟渠的容量和水生植物的正常生长(

NMOM"!水源涵养林

在大泉沟水库周边营造水源涵养林( 水源涵养林

可以通过对周边入库水体中的污染物进行转移和降

解"使水体得到净化"同时构筑水库水体与外界隔离的

生态保护屏障( 目前水库下游西侧%北侧和东侧均建

有防护林"进行补植%更新即可( 在水库上游即农田排

水方向种植 &#8宽的水源涵养林"树种选择本土的柳

树%沙枣%新疆杨树%红柳等(

NMN!库区内源污染处理

合理控制水产养殖规模"科学养殖方式"提高饵料

利用率"减少水体的污染程度"是水库内源污染的第

一步(

大泉沟水库库区内源污染的产生主要包括水下沉

积物)底泥*的污染释放和水产养殖产生的污染物排

放( 因其水面面积大"曝气增氧技术布设大量曝气设

备"投资大"影响大泉沟水库政策旅游运营"且易产生

噪声%臭气等"对水生态环境造成二次污染( 又因为大

泉沟水库库水和人体直接接触"不适合采用化学治理

的方法"因此"水污染防治以预防为主"并在玛纳斯河

汛期加大引洪量"增加新鲜水的补充(

$%结论与建议

大泉沟水库水污染既包括点源污染%面源污染"又

包括水库内源污染( 污染因素既有畜禽养殖%水产养

殖又有生活污水"因此"大泉沟水库水污染防治需采用

综合治理的方法(

水污染防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源头治理是

根本"结合大泉沟水库的旅游%养殖功能"针对污染源

分析"本文提出以污染物源头控制和生态措施为主的建

议( 同时"还应加大政府机构的管理和保护力度"提高

群众的环保意识"构建全民参与的水污染防治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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