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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塔西河灌区节水灌溉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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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塔西河灌区经过 24 年节水灌溉的实施推广,由最初 1994 年的 0.003 万 km 到 2017 年的 2.099 万 km。节水灌溉的逐

步实施不仅节约了水量,还为农业集约化生产带来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本文通过对塔西河灌区节水灌溉现状论述,浅析了
塔西河灌区节水灌溉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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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灌区属工程性引水,渠系建筑物极不配套,在农作物需水

隶属于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地理位置介于北纬 43°

高峰期,地表水紧缺,需提地下水补给,造成地下水超采。灌

30′～44°30′,东经 85°50′～86°32′。东距乌鲁木齐

区现有机井 190 眼,限定开采量为 1400 万 m3,据多年监测,

120km,西距石河子 30km,灌区平原区总土地面积 5.133 万

平均年提水量为 2300 万 m3,严重超出了额定限量。

km ,其中可耕地面积 3.6 万 km 。塔西河灌区灌溉水资源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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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情况, 该灌区农业节水不能只着眼于在田块

要以地表水为主,引取塔西河河水,不足部分由地下水补充。

上推广节水灌溉技术, 而应把流域的水资源合理分配及基

灌区农业种植历史悠久,早在四五十年代这里就开始屯田。

层单位水资源控制利用全面抓起来,制定规划,加强管理,逐

该区水利工程于 1963 年开始新建,50 多年来, 随着该区水

步实施。

利工程的不断建设与配套, 已形成了具有相当规模的农田

首先,流域水资源管理要按流域把地表水、地下水作为

水利灌溉工程网络,灌区主要建筑物有四座水库、三座渠首

一个整体,都管起来,统一调配,控制利用。地表水、地下水统

和 52.6km 输水干渠。承担两镇一乡两场的农田灌溉任务,

一调配利用,在农业上应当遵守以下几项原则。

建立农民用水户协会 33 个, 至 2017 年灌区已形成了有灌

1 灌区建设原则

溉面积 3 万 km2 的大型综合农业灌区。塔西河多年平均径

地表水源不能满足灌溉需要时, 在地质条件适合打井

流 2.32 亿 m , 多年平均引水量 1.48 亿 m , 灌区总用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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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亿 m3,平均灌溉定额 400 方 / 亩。

灌溉的地方实行井灌,引地下水补源。
渠系结构和灌水方式要因地制宜, 可以是防渗渠道引

随着塔西河石门子水库的建成使用后, 使塔西河灌区

水灌溉的常规方式, 也可以是利用水库蓄水和提水灌溉的

蓄水量增加,改变了以往“多水少用,多用少水”的状况；灌溉

方式。引地下水补地表水不足的灌区,引水渠道必须强调防

面积也随之增加,大力推动了该流域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渗,田间灌溉必须严格控制定额,提取井水灌溉的渠道必须

但同时,由于灌溉面积的增加,相应渠道防渗能力的加强,减

防渗,或用管道输水。

少了地表水向周边植被根系的外渗, 影响了流域周边的植

2 地表水控制利用原则

被覆盖,破坏了原有的生态平衡。实施节水灌溉,减少现有耕

分区进行水资源供需平衡分析, 在灌区作物需水高峰

地用水量,既可以继续增加耕地面积,促进区域社会经济的

期,地表水不能满足作物需水量的情况下,地下水能够满足

发展；又能够补给生态用水,保护流域周边植被,恢复生态平

灌溉需要(包括采取系列节水措施)的地方,不应分配地表水

衡；因此,事实证明节水灌溉是实现农业用水可持续发展的

灌溉。

最佳办法。

地表水在流域内的分配, 要有利于全流域社会经济的

该灌区农业用水存在着两种不合理情况：一是流域水
资源分配不合理,上游用水浪费,缺乏节制,下游缺水。石门
子渠首至红沙湾渠首属于前山带, 由于塔西河二期干渠不
能完全发挥效益,前山区六个自然村,只有 4 条斗渠,且渠道
破烂不堪,因土地比较分散,造成管理困难,水量损失大。按

均衡发展和生态环境的改善；上游用水必须以不给下游造
成损害为限。
地表水取用价格,按时令规定不同标准。鼓励来水少时
少用,来水多时多用。
3 地下水开发控制原则

照现有的草场和农田面积,前山带 0.067 万 km 土地只需引

地下水开发应保持在多年系列中采补基本平稳, 遇到

125 万 m3 水量,就可满足灌溉。而根据多年的监测表明,前

特殊干旱年和连续多年干旱,井的动水位最大降深,应控制

山区年引水量均在 370 万 m3 左右,在作物大量需水阶段（5

在现有多数抽水装置的总扬程允许范围之内；地下水开采

月至 9 月期间）从大河引水,水损约占大河来水的 35％。二

量不能满足灌溉需要时,要限制用水量,防止过量开采给社

是缺水地区掠夺性地开采地下水,缺乏可持续发展观念。由

会经济和生态环境造成的不应有的损失；开发地下水灌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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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要求保证率为百分之百。
深层地下水应严格限制开采量,已超采地区,其缺水量,
应通过调剂地表水及采用节水措施来解决。

土壤的灌水方法；尤其是近年来推广的膜上灌水方法,水从
膜孔上渗漏,湿润作物根部土壤,还兼有覆膜减少土壤蒸发
的作用,节水效果更好。第四,近几年灌区有采用自压滴灌的

开采地下水超出定额量应严格收取水资源费和资源水

方式,虽然不是特别成功,但因地制宜地采用在减少成本上

的同时,通过井电双控管理严控地下水超采区；可以参考累

还是比较明显。基于以上情况,可以认为,当资金、设备、动力

进加价制度对地下水开采进行管控, 采用按照超采区水资

和管理水平都具备时,应当采用首推喷滴灌技术,其他节水

源费应高于正常开采区, 开采深层水收费高于开采浅层水

为辅的方式；如果条件不具备时,还应当积极倡导推广传统

的办法管理。

的小畦灌、沟灌、以及近年发展起来的膜上灌等灌水技术。

其次,节水方法必须因地制宜,合理应用。

总之一定要因地制宜,不可“重洋轻土”或“唯洋是举”。

农业节水的基本意义在于提高农田单位用水量的农作

实施农业节水管理制度应当有明确的节水指标。节水

物产量和经济收入, 即提高农业用水的生产率或农业用水

指标应根据各灌区的水源条件、传统的灌溉方式和管理水

效率, 其途径是增加农作物产量和降低田间水分蒸腾蒸发

平等因素因地而异。

消耗。渠道和田间渗漏水量,会抬高地下水位,导致土壤次生

推广普及农业节水生产管理制度须做的工作有以下几

盐渍化和盐碱化,因此防止渠道和田间渗漏损失,是节水的

个方面。首先,农业节水需采用的技术措施,大部分是比较成

重要内容。

熟的常规技术, 无需花很多力量进行单项技术的试验研究,

农业节水技术分农业技术和水利技术；两类技术密切

但是如何把多项技术组合起来, 实现不同地区要达到的节

配合,可获得最佳效果。节水的农业技术包括：选育耐旱高

水指标,则是有待研究突破的新课题。第二,农业节水涉及到

产的优良品种,施用化学制剂增强作物抗逆性,增施有机肥

农民的生产活动；要转变农民传统的生产方式,必须做好宣

和土壤改良剂以改善土壤结构和减少土壤蒸发, 采取地膜

传教育和组织领导工作。为此,各级主管农业和水利的党政

和秸杆覆盖以减少土壤蒸发及抑制杂草生长和提高土壤温

机关和工作人员,均须树立新的观念和工作方式方法,以适

度,以及采取适时耕耙、镇压和中耕松土等保墒措施。节水

应形势需要。第三,全面实施农业节水,需要大量器材设备；

的水利技术包括：渠道防渗和管道输水；沟灌、隔沟灌、小畦

为此,必须做好技术、材料和设备的社会服务。

灌、膜上灌、喷灌、微喷灌和滴灌等先进灌水技术；改进灌溉

总之, 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必须遵循环境生态学原则,节

制度,减少灌水次数和灌溉定额,实施墒情测报,当土壤含水

水灌溉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在水资源开发利用中应

量接近最适含水量下限时灌水,避免灌水的盲目性。将上述

在以不影响生态平衡的前提下, 能够持续稳定地保证供水

节水技术进行筛选,组合成适应生产条件的节水模式,在生

为原则积极推广技术工作, 这不仅会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

产中实施,形成整套的生产管理制度。推广普及节水生产管

而且会使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齐头并进。由此可

理制度,开展宣传、教育和督促工作。

见本着“合理开发、治理保护”的原则进行的灌区节水工作

至于喷灌和滴灌技术。这两种灌水技术在工业化国家
推广较多, 与传统的土渠输水和地面漫灌的灌水方式相比,

会使塔西河灌区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在不断优化相互
协调中持续进行。

具有省水、增产、占地少、劳动生产率高并可与施肥、打药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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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节水效果显著；而传统的沟灌和隔沟灌,也是部分湿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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