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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分析了西北水资源的特点, 就生态环境用水、生态环境治理以及植树造林与沙漠治理等

西部开发中的突出问题提出了一些认识。指出: 西北开发必须以水为度, 充分考虑区域水资源

的承载能力; 保护和改善西北地区生态环境的基本途径是偿还已被人类逐步夺占而本该属于自

然生态系统的那一部分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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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水为度 是西北地区开发的基本原则

西北地区年平均降水量很小( < 400mm) , 蒸发能力很大( > 1 200mm) , 水资源十分匮乏, 生

态环境异常脆弱且不断恶化。古代的楼兰文化和丝绸之路等历史上的辉煌, 说明我国西部曾经

有过很好的生态环境, 否则不可能孕育出如此灿烂的文明。但是对西北地区的过度开发, 打破

了局地的生态平衡, 结果是一个个绿洲沦为沙漠, 丝绸之路上一座座名城成了沙漠中的废墟。

尽管今天的西部开发不再以原始的农垦业为主, 而将转向能源、交通、高科技类型产业,

但这些产业的发展对水资源均有一个基本的需求, 对生态环境和水资源同样会造成越来越大的

压力。因此, 在西北部开发中, 应坚持 !以水为度∀ 的基本原则, 分析水资源的承载能力, 科

学确定水域使用功能的重点。

水资源承载能力指的是在一定流域或区域内, 其自身的水资源能够持续支撑经济和社会发

展规模, 并维系良好的生态系统的能力[ 1]。各地的经济发展要根据水资源状况去确定发展什

么、发展多大规模以及多快的发展速度, 要根据各区域的水资源承载能力明确哪些地区可以大

开发, 哪些地区只能中开发、小开发, 哪些地区则要保护起来 不开发 。

2 重视生态环境用水和加强生态环境治理

2 1 要充分考虑生态环境用水

生态环境建设是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 也是西北大开发中的重点建

设项目。生态环境建设包括水土保持、植树种草、荒漠化防治及生态环境保护等。生态环境建

设的主要任务包括: #保护和恢复内陆河下游的天然植被和生态环境; ∃ 水土保持及水保范围
之外的林草植被建设; % 维持河流水沙平衡及湿地、水域等生态环境的基流; &回补超采的地

下水等。所有这些活动的重要保障是生态环境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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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用水是指动物、植物能够保持正常生存状态以及保持水体自净能力所需要的水, 考虑

的是人和自然以及资源的关系。生态环境用水是区域水资源评价中一项重要的内容, 在水资源

的开发利用中必须充分考虑之。在用水方面, 首先要保证生态环境用水, 然后再分配农业用

水、工业用水、生活用水、社会用水及其他用水。在黑河流域分水方案中, 通过莺落峡(上中

游分界)的多年平均水量为 15 8亿m3, 通过正义峡(中下游分界)的水量为 9 5亿 m3, 而计算的

中下游地区生态用水量为 7 3亿m3, 占中下游地区总水量的 50%左右。

在西北地区开发中, 必须非常强调建立节水型农业、节水型工业和节水型社会, 把节水放

在了突出的位置。西北地区水资源极为紧缺, 但浪费现象十分严重, 农业灌溉用水占总用水量

的78% , 而渠系水利用系数一般仅 0 3~ 0 5, 节水潜力很大。因此在开发中, 采取严格的节

水措施是十分必要的, 也是正确的。但是, 目前这种传统的灌溉, 在产生过多蒸发损失的同

时, 还有一部分水补给了地下水和生态环境用水。过度地节水, 也可能带来一定程度上的水环

境方面的负作用。从可持续发展的理论讲, 在强调节水重要性的同时, 还要做好有关研究工

作: #研究制定节水政策和措施, 包括技术措施。譬如, 改变和改造灌溉制度和灌溉技术, 提

高灌溉用水系数, 推广应用地窖储水, 最大可能地减少蒸发蒸腾等无用耗水量。∃ 研究节约用
水与生态环境用水及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之间的关系。长期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传统的灌溉方

式, 在每一个流域或区域的水文循环和生态环境范围内已经达到了一种动态的自然平衡。过度

的节水, 将影响地下水位的下降, 影响地下水及土壤水的分布, 影响植物的水分吸收和生长,

从而可能影响区域的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 并可能加速沙漠化的发展, 引发其它的生态环境问

题。那么在不同的地区, 节水会不会影响地下水位下降? 地下水位下降多少会影响植物根系的

供水? 影响程度如何等问题均应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

人类为了自身的发展, 往往夺占原来属于自然生态系统的那部分水源, 从而破坏了生态环

境条件。生态环境一旦遭到破坏, 就很难恢复和重建, 尤其在生态环境十分脆弱的西北地区,

上述的历史教训是十分深刻的。在西北开发中的首要任务是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 其基本途径

是逐步偿还已被和正被人类夺占的而本该属于自然生态系统的那部分水源, 恢复其原来的生态

环境条件
[ 2]
。

西北五省区(陕、甘、青、宁、新)面积占全国的 32 2%, 水资源总量只占全国的 8%, 大部分

可利用水资源已被开发, 遇到中等干旱年份还缺水约 100亿 m3。这样大的缺水量, 仅靠节水

措施是难以解决的。按 1998年资料的分析结果, 西北五省区全年农业用水量 590亿 m3[ 3] , 目

前的灌溉水利用系数 0 45, 即使通过灌区改造和其它节水措施, 实现了节水规划的目标, 即

达到当前一些发达国家灌溉水利用系数 0 6的水平, 可节水约 88亿 m3, 仍小于中等干旱年份

的缺水量, 此外还将很大程度上挤占生态环境用水量, 生态环境还将继续恶化。对于西北地

区, 跨流域调水, 增加水源是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根本保障, 是实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

的最基本措施。

西北地区无论是丰枯年份, 还是丰枯季节, 水资源均十分紧缺, 因此西北调水具有持续性

补水的特点。根据这一特点, 一要有较充足的调节库容, 以提高供水的保证率; 二要研究和处

理好调入客水与当地水的关系。

2 2 西北地区生态环境治理要实行 跨越 的方式

西北地区的生态环境不断恶化, 主要表现在: 土地退化加剧, 水土流失和土地荒漠化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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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水生态平衡失调, 江河断流、湖泊萎缩、地下水位下降; 天然林比例、森林质量和生态功

能均呈下降趋势; 城市和工业集中区环境和河流污染严重。因此, 西部开发的首要任务是生态

环境的治理。

西部生态环境脆弱, 意味着在西部开发中若继续延续 先发展后治理 的老路, 将要付出

沉重的代价。因此, 要尽快根据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和实际情况, 制定西部开发的生态环境

政策。

传统的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是一对并存的矛盾。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的经济

∋ ∋ ∋ 环境关系表现为倒 U 型曲线, 称库兹涅夫曲线。我国的发展过程也不例外。这条曲线

表明: 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倒U 型曲线左支) , 污染是随着经济增长而加重的;到了后期,

由于经济实力的增强和人们环境意识的提高, 投入相当的资金开展大规模环境治理, 因此逐步

发展到在经济增长的同时环境质量也得到改善的阶段(倒 U型曲线右支)。中国现在并未摆脱

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的传统模式, 中国经济与环境关系仍在库兹涅夫曲线左支运行。但是, 考

虑到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的极度脆弱性, 西部的生态环境治理和经济发展要实行跨越的方式, 不

能重复我国东部地区或其他发达国家走过的老路。在西部的开发中, 要全面科学地规划, 进行

经济结构的优化和调整, 大力发展节水型、轻污染的工业和农业, 根据农业人口与产值比重高

的特点, 应有节制地发展第二产业, 大力促进一产向三产的转移, 有效控制排污总量。从开

发、建设的源头控制生态环境的破坏, 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3 正确看待植树造林与沙漠治理

3 1 植树造林对水资源的影响

植树造林、改造植被条件是西北部地区开发的生态环境建设的主要内容之一。森林植被对

水资源的影响可从下述几方面考虑:

( 1) 减少河川径流总量。森林植被对河川径流总量的影响取决于森林植被蒸发量与裸露地

蒸发量相对大小的关系。根据观测资料分析, 在湿润地区这种影响较小, 而在干旱半干旱地

区, 由于雨季截留量及深层根系可利用水量的增加, 从而加大了森林的蒸散发。根据英国水文

研究所的研究成果, 世界平均值是: 森林覆盖面积增加 10% , 年径流量减少 34mm[ 4]。

( 2) 对河川径流过程的调节作用。森林对降水的多层拦截涵蓄具有阻止或延缓地表径流的

产生, 增加壤中流和地下径流的补给等作用。这种对径流成分的调节, 在暴雨期间将削减洪峰

流量的大小, 推迟峰现时间, 有利于防洪。对于干旱半干旱的中小流域, 这种作用较显著。同

时增加枯季径流量, 提高了水资源的利用效率。

( 3) 减少土壤侵蚀及河道泥沙, 保护水质, 改善流域水环境。森林植被的增加, 将减弱暴

雨的滴蚀作用, 同时通过对水文过程的调节和土壤的改良, 减少流域坡面沟蚀作用, 因此能够

显著地减轻土壤侵蚀, 减少河川泥沙。据英国水文研究所的研究成果[ 2] , 足够密的森林与同等

地质和坡度地裸露区相比, 土壤侵蚀量可减少 90%左右。此外, 森林植被还具备过滤、吸收、

吸附各种营养元素和污染物质, 减少细菌数量, 保护和改善水质的作用。

植树造林对水资源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虽然由于蒸散发量的增加而减少径流总量(特别

是在干旱地区尤为显著) ,但是对大尺度的水文循环和生态环境将产生长期的有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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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沙漠治理一要因地制宜, 二要尊重自然规律

中国有八大沙漠, 其中 6个在西北地区。恢复生态植被是治理沙漠的重要措施。在治理过

程中, 要注意两方面的问题:

( 1) 要按照生物气候带的自然特征来恢复植被, 要根据降水量、蒸发量、土壤成分、酸碱

度、土壤含水量、地下水位及流域坡度等进行科学规划, 因地制宜, 宜草则草, 宜林则林。

( 2) 大沙漠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有其自然规律, 应尊重自然, 适应自然。中国科学

院沙漠研究所杨根生研究员在长期调查研究后指出, 大沙漠不宜人为地强行治理, 沙漠植被靠

自然恢复。在沙漠的边缘, 河流的下游及绿洲的周围, 则是防治的重点, 其主要防治工作是封

沙育草, 保护荒漠植被。这个观点笔者非常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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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the water resources issues for the development

in the Northwest China

HE Hui

( Bureau of Hydrology , Ministry of Water Resources , Beij ing 100053, China)

Abstract: Water plays a key role, and there are many water resources issues for the development in the

Northwest China In this art icl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n th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water resources in

the Northwest China, some aspects which are very important for the west development, regarding of the eco

logical environment and its management, tree planting and desert fathering and others were discussed Fi

nally, the writer pointed out that the west development depends fully on the available capacity of water re

sources in the regions, we have to return the water, which should be used for nat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

tal system but has been robbed by human, back to its original purpose, and water projects which transfer

water from one basin to another one are the ult imate way to solve the water shortage problem in the west Chi

na

Key words: Northwest China; ecological water usage; environmental water usage; the available capacity of

water resources; desert fath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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