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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尔臣河流域平原区地下水流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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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地下水流场的变化主要受地表水补给、人工开采及构造运动等综合影响,随着农业的不断发展,
渠系灌溉引地表水量逐年增大,地下水开采量也不断增大,地下水流场也随之发生变化,从而引起相应的
环境地质问题。本文通过对车尔臣河流域平原区地下水流场进行研究,分析地下水补径排关系以及河流
两岸植被生长条件,为车尔臣河流域地下水开发利用与及环境保护提供技术依据。
[关键词] 地下水流场；潜水；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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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在河水渠水入渗补给条件下,形成该

(3)地下水的总体流向与河流走向一致,

新疆且末县车尔臣河发源于昆仑山

冲积平原地下水。洪积砾质平原区,分布

径流强度由上游至下游递减。(4)地下水

东段和西阿尔金山,全长813km,是阿尔

着结构单一的潜水含水层,冲积洪积细

主要分布在沿车尔臣河两岸灌区内,近

金山北麓最大的河流。新疆且末县车尔

土平原区分布着泉水、承压水多层结构

河地区地下水埋深较浅为1～3m,远离河

臣河发源于昆仑山东段和西阿尔金山,

含水层,河谷地带的冲积细土平原区,也

岸的荒漠地区埋深较大,一般大于3m。(5)

全长813km,是阿尔金山北麓最大的河流,

分布有潜水、承压水多层结构造含水层。

地下水的排泄以面状蒸发、蒸腾为主,

上游位于中高山区,中游位于山前冲洪

山前冲积平原区为全流域范围地下水的

其次是侧向补入河道及侧向流出。

积扇砾质平原和冲洪积平原,下游为荒

径流、排泄区。除车尔臣河地表径流有

区内地下水补、径、排条件符合冲

漠平原,最终注入台特玛湖。地形南高北

长距离排泄外,其它河流出山口进入戈

洪积平原下游细土带的一般规律,即以

低,西高东低。从地貌上看,车尔臣河右

壁平原后,河水急剧渗漏大量补给山前

垂向转化为主要补给、以垂直蒸发为主

岸植被茂盛,植被带宽25km左右,土壤盐

平原地下水。车尔臣河对山前平原区冲

要排泄方式。

碱化严重,左岸植被发育带宽3km左右,

积层地下水的补给形式,以河流两侧侧

2 各河段地下水流场流场分析

北侧均为沙漠。

向渗漏补给为主,此外,尚有降水及灌溉

通过调查分析,根据流域内地下水

车尔臣河流域平原区内具有构造控
水意义的活动性区域构造有：⑴车尔臣
河隐伏断裂,该断裂位于工作区北部,控

的渗入补给。
地下水补给、径流、排泄的基本特
征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流场的变化,将流域分为4段进行分别
论述。
2.1龙口至县城段

制了车尔臣河方向,南东盘上升,使原本

(1)区内地下水主要由上游山前倾

革命大渠龙口至县城段河谷长约

南北流向的河流东折,断裂错断了新近

斜戈壁砾石带平原河道渗漏地表水转化

13km,地形坡度相对上游变缓,龙口处海

系及更新统地层,地貌上形成陡坎；⑵矛

侧向补给而成,其次是项目区农业灌溉

拔高程为1330m,至县城处海拔高程为

头山断裂,该断裂位于工作区南部,为下

入渗补给。地下水由此孕育了车尔臣河

1250m左右,地形坡度为6‰左右。该段河

更新世活动断裂,切穿了新近系、下更新

两岸的草场、胡杨林、湿地等广大绿洲。

谷由上游的狭窄逐渐过渡到宽散,该段

统地层,并使洪积扇直线错开。

(2)在项目区南部,即出山口至琼库勒乡

河谷与两岸海拔几乎平行,洪水季节,车

1 水文地质条件

欧吐拉艾日克村一带,车尔臣河与地下

尔臣河来水量较大,洪水直接威胁到两

车尔臣河流域平原区大体可分三个

水的关系是以河水补给地下水为主；项

岸生态及村庄、耕地,近些年为确保两岸

区：洪积砾质平原区、冲洪积细土平原

目区灌区中下部,即琼库勒乡欧吐拉艾

生态及村庄耕地安全,该段河谷两岸大

区、车尔臣河谷冲积平原区。山麓地带

日克村至塔体让大桥一带,车尔臣河与

修防洪堤,防洪堤高度一般在5m以上,由

分布有高数十米至百米的中新生代隆

地下水的关系是以两岸地下水补给河水

于上游缺少控制性水利枢纽工程,在遇

起。往北是数百米至千米深的山前断陷

为主；项目区下游,即塔体让大桥以下河

到特大洪水时两岸防洪堤经常有被冲坏

带。基底南倾,沉积了巨厚的早更新世的

谷段,车尔臣河与地下水的关系是右岸

现象；车尔臣河在革命大渠龙口以下,

西域砾岩及中晚更新世的冲洪积碎屑物

地下水补给河水,左岸河水补给地下水。

地层岩性由上游的大颗粒砂卵砾石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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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为细颗粒的砂砾石、粗砂、中粗砂

该 段 地 势较平坦,海拔高度由大桥处

于6m。由于该段河谷右岸为阿尔金山山

等地层。龙口处地表砂砾石含少量的洪

1230m至入湖口处为860m左右,地形坡度

前地下水溢出带,因此TK54号探坑上游

积土层,根据钻孔ZK8揭露,在龙口以下

为为2‰左右,河流流向由原来的南北向

地下水与河水补排关系为：右岸地下水

8.6km处地表粉土层厚度达到4.2m,且向

改为由西向东北向。该段为车尔臣河非

补给河水,右岸地下水主要来自于阿尔

下游逐渐增厚。在龙口处两岸开始零星

农业区,河谷内植被较发育,主要发育植

金山山前侧渗,地下水经山前砾质平原

发育植被,到下游县城处两岸植被及耕

被为芦苇,河谷两岸绿洲沿河谷呈条带

径流至车尔臣河河道处,一部分以泉水

地发育较多；两岸地下水类型主要为单

状分布,上游河谷两岸植被较茂盛,向下

形式出露于车尔臣河河道,这部分地下

一结构的潜水,地下水埋深由龙口处大

游逐渐稀疏,两岸绿洲由上游平均8km宽

水流入河道沿车尔臣河向下游流动,另

于50m到县城处为3～6m。河水与地下水

到中游缩窄至平均4km宽,到下游只有

一部分地下水继续向北径流消失于北部

补排关系为：龙口至县城以南约2km为河

700m左右,主要是因为上游河水相对较

沙漠当中；左岸在塔体让大桥上游约5km

水补给两岸地下水,县城以南2km向下游

大,河谷较宽,向下游河水流量减小,河

处河水与地下水补排关系由地下水补给

至县城段由于河谷地势较两岸低,以及

谷逐渐变窄。上游河谷一般平均宽约2km

河水过渡为河水补给左岸地下水,主要

两岸灌区引水,使得两岸地下水水位高

左 右 , 下 游 TK54 号 探 坑 以 下 河 谷 仅 宽

是由于塔体让大桥上游5km向下游为且

于河道水位,地下水与河水补排关系逐

400m左右。两岸植被发育状况为右岸植

末县农业灌区边界,耕地减少,灌溉引水

渐过渡为为两岸地下水补给河水。

被带较宽,主要是因为右岸位于阿尔金

量减少,地下水埋深相对上游加大。

2.2县城至塔体让大桥段

山山前地下水溢出带,地下水埋深较浅,

TK54号探坑以下由于河道地势高于

县城至塔体让大桥段河谷平均宽度

植被生长茂盛,主要植被为芦苇；左岸植

阿尔金山山前地下水溢出带,所以TK54

在400m左右,两岸地势平坦开阔,县城处

被带较窄,主要是因为左岸北部为塔克

号探坑以下地下水与河水补排关系主要

海拔1250m左右,至下游约40km塔体让大

拉玛干沙漠,河水补给左岸地下水,远离

为河水补给两岸地下水。

桥处海拔1230m左右,地形坡度教小,约

河道处地下水埋深较深,无植被生长,地

3 结论

为0.5‰,该段为且末县主要农业生产区,

表被沙漠覆盖,仅在左岸靠近河床处发

车尔臣河流域地下水流场受地表灌

河谷两岸大部分为农田,渠系交错,植被

育耐旱植被,有红柳、梭梭、胡杨等。左

溉引水补给、人工开采及构造运动等综

较发育,河谷内植被茂盛,主要发育植被

岸植被上游较茂盛,下游较稀疏,上游植

合影响,主要表现为：河水补给两岸地下

为芦苇。县城处河道右岸为风积沙漠地

被带宽一般500m左右,靠近河床处植被

水(龙口至县城段)—两岸地下水补给河

带,近些年通过成立河东治沙站引用地

较茂盛,远离河床地带植被较稀疏,远离

水(县城至塔体让大桥段)—左岸河水补

表水等措施,右岸沙漠得到很好的治理；

河床500m几乎被沙漠所覆盖,只零星发

给地下水、右岸地下水补给河水(塔体让

第二分水枢纽以下两岸绿洲范围宽阔,

育胡杨等耐旱植被；左岸下游植被较稀

大桥段至TK54号探坑段)—河水补给两

绿洲南北宽24km左右,植被茂盛,农田交

疏,一般只在靠近河道200m范围内有耐

岸地下水(TK54号探坑至入湖口段)。

错。根据本次勘探孔揭露该段河谷两岸

旱植被生长,下游河道左岸大部分被塔

通过对地下水流场及与地表水补排

地层岩性,钻孔深度为20m,地层岩性主

克拉玛干沙漠所包围,植被发育稀少。河

关系分析,查明车尔臣河两岸的草场、胡

要为：地表3～5m为粉土层,其下主要为

谷右岸主要发育的植被有芦苇,胡杨等,

杨林、湿地等分布规律及原因,为车尔臣

粉细砂夹细砂、中砂层。另外根据搜集

右岸植被带宽一般在4km左右,植被较左

河流域地下水开发利用与及环境保护提

已有钻孔资料,该地层厚度一般大于50m,

岸茂盛,河床内主要发育植被为芦苇；塔

供技术依据。

其下为颗粒较粗的砂砾石层；该段河谷

体让大桥向下游90km河床内由人工开发

两岸地下水类型为单一潜水和多层结构

湿地,共建造第一到第六六个芦苇厂；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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