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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流域水利枢纽工程的建设,在改变流域水资源配置发生变化的同时会导致河流下游地下水水
位发生变化,本文采用均衡法,以策勒水利枢纽为例,简单分析了由于水资源配置发生引起的地下水资源
量的变化,最终导致地下水水位变化对荒漠林草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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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勒河流域位于策勒县境内西南部,

表 1.1 河岸林草主要植物与地下水关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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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衡法分析地下水对荒漠林草的影响。

36.8mm,无大于10mm的次降雨量,极其微

区地下水位会有所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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