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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拜城县防汛现状及对策
艾买尔·吐尔逊 百合提尼沙·托乎提
新疆阿克苏拜城县水利局
DOI:10.12238/hwr.v6i1.4174
[摘 要] 本文探究了拜城县防汛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分析了拜城县防汛工作存在的问题,并研究了拜城
县防汛工作应对对策,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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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ef Discussion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Countermeasures of Flood Prevention in
Baicheng County
Amal·Tursun Baihetinisha·Tohuti
Water Conservancy Bureau of Baicheng County, Aksu, Xinjiang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situation and tasks of flood prevention in Baicheng County,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flood prevention work in Baicheng County, and studies the countermeasures for flood
prevention work in Baicheng County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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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自然地理概况

喀普斯浪河、台勒维丘克河、卡拉苏河

月底至9月初的四个月之间,这四个月降

新疆阿克苏地区拜城县,位于天山

三条河流由北向南汇入木扎提河；木扎

水量占全年的56.6～67.3%。

山脉中段南麓、却勒塔格山北缘的山间

提河发源于喀尔勒克塔克山西段南坡,

截至目前,拜城县境内的五条河流

狭长带状盆地上；四周群山环抱,北依天

上游沿温宿与拜城边界自北向南流至

除两岸修建简易防洪稍石坝外,河道尚

山与伊犁州的昭苏、特克斯两县相邻,

拜城种羊场以西出山口处转为西东向,

未整治,年年设防,年年还要抗洪、抢险、

南隔却勒塔格山与阿克苏地区新和县为

向东横贯拜城盆地,流入克孜尔水库；县

救灾,无法抵御突发性大洪水,对暴雨形

界,东与库车县毗邻、西与温宿县接壤；

城东部的克孜尔河自北向南直接流入

成的山洪难以防范、极易成灾,洪灾的影

地理位置在东经80°37′～83°03′,

克孜尔水库,拜城县境内的上述5条河

响范围遍及全县各乡村,受洪水侵蚀的

北纬41°24′～42°51′之间,东西长

流在克孜尔水库汇集,水库以下称为渭

战线长度超过260km,需常年进行防洪除

197.5km, 南 北 宽116km, 县 域 总 面 积 约

干河。渭干河流经拜城、库车、新和、

险的险工险段有286处,总长104km,群众

19132km 。拜城县城距离乌鲁木齐市约

沙雅四县,最终消失于塔里木河北岸附

负担很重。1989至2021年,因洪水灾害造

860km、距离阿克苏市约160km。

近。详见表1。

成的经济损失高达74326.22亿元。严重

2

拜城县地处渭干河流域的源头区,

1.2历年洪水灾害情况

影响到拜城县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威胁

境内共有发源于天山南坡且相对独立的

拜城县河流水系多,河流发生洪水

到了当地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5条河流,自西向东的木扎提河为主流,

与气温和降雨的关系密切,一般发生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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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防洪工程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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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到2021年底,拜城县已累计修

由于资金相对短缺,每年灾后先是确定

达6万余亩,山区植被稀少,汇流速度大,

建各类防洪堤坝468.7km,其中永久性防

当年修复和次年防范的重点,对水毁防

对灌区保肥、保土、防止水土流失影响

洪堤坝长度为106.01km,占防洪工程总

洪工程部分进行维修、加固,及安排种草

很大,洪水所挟带的大量泥砂,还直接

长度的22.6％,主要分布在县城五条河

植树,依法禁止洪害区的乱采伐,保护自

影响了克孜尔水库的安全运行和使用

上,防洪能力为30～10年一遇；卵石压梢

然植被,确定洪水出路和范围,防止水土

寿命。

坝等临时防洪堤坝的长度为362.69km,

流失,保护基本农田。防洪资金不足不能

1.4.6缺山区控制性水库工程

占防洪工程总长度的77.4％,防洪标准

使已有防洪设施达到应有的防洪标准和

拜城县境内的五条河流目前均无山

低于5年一遇,但需年年维护。

防洪工程项目建设的滞后,使拜城县极

区控制性调蓄水库,根据地形和地质条

易成灾,民心不稳。

件以及对水资源综合利用要求,台勒维

为防治山洪灾害,在国家的帮助下
拜城县集资修建了部分过洪建筑物。拜
城县南北高、中间低,沿南北山麓扇缘灌

1.4.3现有防洪堤的防洪标准低、能

丘克河5～8月连续最大四个月的径流占
年径流的82%,年内分配极不均匀,丰枯

力差

区内有400多km输水干支渠、受山洪危

现状年卵石压梢坝、铅丝笼护岸等

比较大,洪水的来势猛,洪峰大,对县城

害。为保证农业生产用水,1992～2021

临时性防洪堤坝长度占拜城县已建全部

危害较大,目前由于投入严重不足,欠账

年29年来,全县发动群众集资投劳,在国

防洪堤坝长度的77.4%,临时性防洪堤坝

多,水利工程建设滞后,城区段年年遭受

家的资助下,在危害极为严重的山洪沟

存在工程简陋,需要每年维护、加高加宽

洪水危害,以建设苏杭水库的措施可极

上修建过洪渡槽16座,涵洞18座。

的问题,防洪标准低于5年一遇,在险工

大地改善中下游河段的防洪问题,特别

险段甚至需要重建,迫切需要将其改建

是城区段。卡拉苏河3～4月份春旱现象

为永久性堤防。

突出,同时洪水危害比较严重,为解决卡

为防止山洪侵蚀良田造成水土流失,
发动群众投工投劳在灌区边缘,修建截
洪水渠并进行种草植树。目前,沿灌区边
沿已修建大小截洪水渠13.5km、防洪灌

1.4.4桥梁等跨河交叉建筑物的过

苏河具备建设山区水库的地形、地质条

洪能力不足

木林带48.2km。

拉苏河春旱夏洪的突出问题,根据卡拉

拜城县和公路交通部门先后于1976

件,规划建设卡拉苏河上的卡拉苏水库

1.4防洪工程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1994年间兴建桥梁12座,有钢筋混凝

1.4.1防洪工程战线长、人民防洪负

土的拱桥、直桥,通过本次的复核计算,

1.4.7山洪沟缺少防洪工程措施

其中有部分桥梁的过洪能力不足,如台

拜城县目前对克台克吐尔山洪沟、

拜城县现有的防洪工程分散,防洪

勒维丘克河穿城区上的北大桥、东大桥

库鲁克阔勒山洪沟、铁热克厄肯、布依

标准低,河道山洪防范线长,一次暴雨过

和交通桥三座跨河大桥,其中前两座均

拉西亚沟、喀尔都克厄肯、亚满亚厄肯、

后全线受灾,且每年汛期洪水引发的灾

为三孔双曲拱桥,净跨度3×16共48m,断

琼库尔厄肯等山洪沟的防洪工程设施不

害对拜城县的社会经济造成很大的影

面偏小,缩窄了河床,也减小了河道安全

够完善,一遇暴雨,山洪暴发,严重影响

响。每年因防洪投入的人力、物力和财

泄洪能力,虽然北大桥已扩建1孔,但现

老虎台乡、温巴什乡、铁热克镇、亚吐

力大。据统计,2005～2021年拜城县平均

状过水能力为455m /s,达不到20年一遇

尔乡和黑英山乡的渠道等水利设施造成

每人投入防洪的资金为512元,占当年拜

洪水标准,东大桥现状过水能力仅

灾害,影响当地乡镇场人民正常的生活

担重

3

3

是十分必要的。

城县乡镇(包括农村和城镇)人均纯收入

390m /s,防洪标准为15年一遇,洪水来

和生产,需要在山洪沟范围内采取防洪

2990元的近17%,占受灾严重地区如黑英

时由于大量水中漂浮物的存在,不能及

工程措施加强对山洪的治理。

山乡人均纯收入1352元的40%,防洪已成

时通过桥孔,又降低了过水能力,形成壅

为拜城县农牧民的沉重负担,扰乱了拜

水、漫堤,对两岸居民造成很大威胁。目

目前非工程防洪措施的通讯设施不

城县人民的生产和生活秩序,影响了人

前这两座桥因基础沉陷,堤身已出现裂

全,点网讯情报告不通畅。洪水灾害往往

民正常的安居乐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

缝,均已成为危桥,计划拆除重建。因此

发生在久旱之后,对防洪失去了警惕,防

减慢了拜城县人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

新建桥梁一定要考虑防洪要求加长、加

备不及时,因此重视非工程性的防洪措

步伐。

高、增加过水断面,同时按河道整治要求,

施,加强通讯设施的检查和修复,及时报

拆除部分防洪护岸进行改建。

告点网讯情是有效防范洪灾的手段之

1.4.2防洪工程建设资金不足

1.4.5由洪水引发的水土流失现象

根据自治区党委、政府在全疆范围
内全面取消农村义务工文件精神,在取

严重

1.4.8非工程防洪措施不完善

一。特别是木扎提河常年有水,是拜城县
五条河中最具备条件采取植树种草等非

消农民义务工后,在农村水利公益事业

拜城县狭长盆地,河多流急,洪沟发

工程措施解决防洪问题的河流,但是由

方面真正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每年

育,夏季暴雨频繁,暴雨引发的山洪对土

于各种原因,目前该河上除了临时性的

只能县财政2-4百万元拨付防洪前线资

地的冲刷、侵蚀最大,水土流失严重。据

防洪堤坝工程外,基本未采取其它非工

金,拜城县防洪工程建设资金明显不足,

不完全统计,全县历年来水土流失面积

程措施,一旦出现暴雨洪水,造成洪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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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做好拜城县防汛工作的有效
对策

张贴宣传标语和派发宣传手册等形式提

施进行解决。防汛工作对农业发展和人

高工作人员的警惕性。此外,还可以通过

民生活安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此

2.1严格把关防洪建设工程基础设

防灾预警演练,检查是否有效落实防汛

相关的工作人员也负有极大的责任。只

工作,并锻炼工作人员在突发情况下的

有时刻对灾难保持警惕性,做好充足的

准备工作,增强警惕性。

准备,才能有效地减少洪灾带来的损失。

施的质量
政府除了对防洪建设工程项目进行
投资外,还要组成相关单位对市场上的

2.4加强基层防洪工程建设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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