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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水、长江水、水库地表水将在玉符河渗漏带回灌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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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冬春枯水季，都是济
南泉水持续喷涌面临的一道坎，
今年也不例外。记者从有关部门
了解到，目前卧虎山水库调水工
程长清泵站、文山泵站完成机组
联合调度试运行，已具备将黄河
水、长江水调到玉符河渗漏带回
灌补源的能力。这也预示着长江
水、黄河水即将与水库地表水一
道加入济南回灌补源保泉战。

济南市在保泉的道路已经走
了30年。据济南市水利局相关工
作人员介绍，2014年为大旱之年，
目前主要通过回灌补源、封井保
泉、水源置换等方式来保泉。

部分调水泵站完工

黄河水、长江水

即将加入济南保泉

济南水利局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今冬明春应该是保泉最危急的时
刻。因为回灌补源等工程的推高水位
效果有限，目前想实现泉水水位上升，
还是要依靠降水。

济南市水利部门正在实施卧虎山
水库调水工程。调水工程全线通水后
可引黄河水、长江水至卧虎山水库，改
变卧虎山水库“靠天喝水”的局面。管
道中间还预留分口，玉符河卧虎山水
库调水工程管道上还设置了出水口，
水经玉符河渗漏，保障泉群持续喷涌。

“目前，卧虎山水库调水工程长清
泵站、文山泵站完成机组联合调度试
运行。”工程目前已具备将黄河水、长
江水调到玉符河渗漏带回灌补源的能
力。据介绍，玉符河上游一段将打造成
回灌补源区。“卧虎山水库水、黄河水、
长江水将在这里汇集渗透为地下水。”

五库连通

统一调配水资源

济南市相关部门准备对南部山区
的重点渗漏带进行立法保护，并通过
五库连通等工程，发挥水系联通作用。

济南市水利部门今年还将加快五
库联通工程建设。“该工程目前已经开
工。”工程除了维修改造因损坏暂停使
用的卧虎山水库供水管道。同时，连通
卧虎山、锦绣川、兴隆、浆水泉、龙泉湖
5座水库。

据相关人员介绍，工程完工后，济
南市南部山区重要的5座水库可以相
连，向兴济河、全福河、大辛河补充生
态用水。长江水和黄河水到来后，也可
以通过连通工程到达这5座水库，而
后进入水厂及城区河道。

“可以实现5座水库的相连，缓解
济南市水资源紧张的局面，也可以优
化水资源配置，减少地下水开采，起到
保泉的作用，该工程还能补充生态用
水。”该工程将在今年12月前全面完工
并投入运行发挥效益。

渗漏带将穿“护身符”，

严禁开发建设

目前，济南泉水补给区内，24个
重点强渗漏带基本保留自然状态的只
有 14个。如涝坡—郑家窝铺强渗漏
带、河东—河西强渗漏带、侯家庄—义
和庄强渗漏带、玉符河强渗漏带等14
个强渗漏带植被覆盖较好，具有良好
的补给地下水的条件。

中井庄—下井庄强渗漏带等5个
强渗漏带已被城市建筑覆盖，或者城
市建筑正在施工，这些渗漏带地面硬
化，地表水很难补到地下。羊头峪、东
西八里洼、太平庄、双龙、石河岭等渗
漏带已被城市建设完全覆盖，丧失补
给能力。

据水利局研究，每平方公里强渗
漏带流域面积可补给地下水约18万
方。为保护渗漏带，“相关部门制定了

《南部山区重点渗漏带保护规划》了，
目前正上报规划部门审议，随后将会
出台文件，对重点渗漏带严格保护。”

本报记者 蒋龙龙

据济南市水利局相关工作人
员介绍，利用黄河水通过地下强渗
漏带补给地下水，是保护泉水的一
项重要工程措施。据该工作人员介
绍，强渗漏带是一种地质结构，可
以把地表水快速补充到地下，济南
每年保泉就是将水库水经过渗漏

带下渗补给地下水。“补源措施已
连续开展了很多年，每年春季在保
泉时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去年卧虎山水库自3月3日
起每天向玉符河补水10万吨。从
4月1日起，补水量增至每天30万
吨。如今卧虎山水库的蓄水量锐

减，在2900万吨左右。
去年锦绣川水库也首次加入

回灌补源。2014年3月18日，锦绣
川水库利用输水渠道，向泉泸-钱
家庄强渗漏带补水，每天向大涧沟
强渗漏带补水1万吨。锦绣川水库
还通过兴济河进行回灌补源。

“目前卧虎山水库还从放水洞
向下游的玉符河渗漏带补源5万
方，补给泉城地下水位。”济南市水
利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卧虎山水库
和锦绣川水库到目前为止补水量
达到5400万立方米，为历年最高，
几乎相当于45个大明湖的水量。

两大水库一年补源45个大明湖水量

因济南东部没有大型水厂，
济南东部众多大型工业企业只能
抽取地下水进行生产。每天仍要
开采13万方地下水，带来了诸多
的社会和环境问题，对泉水的持
续喷涌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济南市水利部门自2006年开
始实施东联供水工程，工程以现

有黄河水、明水泉水、地表水以及
未来南水北调的长江水作为水
源，通过管道向济南东部地区重
点企业提供可靠的工业生产原
水，置换出优质地下水供市区生
活及保泉需要。

近日，按照保泉工作安排，中
石化济南分公司已启动水源置换

配套工程建设，并将于2015年1月
底前实现厂区生产用地下水的零
提取，届时，年置换地下水将达到
260万立方米以上。为了最大限度
置换其生产用地下水，今年1月底，
炼油厂黄河水技改项目将完成，届
时可实现生产用水地下水零提取。
2015年底盛源化肥等5家自备井取

水单位如能按期搬迁，“每日可少
采0 .63万吨地下水，每年可减少地
下水开采230万立方米。”

目前已实现向济钢、黄台电
厂、光大能源、炼油厂四家企业供
水，如今已经解救了地下水1 . 2
亿多吨，几乎相当于100个大明湖
的水量。

实施东联供水，多企业“改喝”黄河水

为了节水保泉，水政监察部
门对政法学院等单位的10眼自
备井实施了封闭，仅政法学院自
备井每年可节省地下水50万立

方 米 。去 年 7 月 ，化 纤 小 区 的
3000户居民也用上了自来水，
告别了自备井。

据了解，自2001年以来，济

南市区共封闭深层自备井3 7 0
眼，3300余眼浅层井。“到现在为
止，平均下来，每年能解放地下
水上千万吨。”

据水利部门相关工作人员
介绍，水政监察部门每年还要对
拆除设备尚未填埋的自备井定
期检查，杜绝自备井重新启用。

去年封闭10眼自备井，化纤小区用上自来水

济南水政监察部门相关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水政监察部门
将会同城管执法、园林等部门及
各区水务局开展“冬春保泉”集
中整治行动，计划利用2个月的

时间，针对重点片区和行业，对
未经许可擅自取水的行为进行
集中整治。“希望市民遇到违法
取用地下水的行为，及时举报。”

该工作人员还告诉记者，水

利部门将坚决关停封闭公共供
水管网覆盖范围内已经具备用
水条件的企事业单位自备井，特
别是城中村或城乡接合部区域
内的自备井。

随着东区水厂的竣工投产，相
关部门将对公共供水覆盖范围内
用水单位进行排查，制定自来水改
接方案，“当自来水用水问题解决
后，水利部门将封闭自备井。”

严打违法取水，继续推进封闭自备井

济南市水利局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今年趵突泉没有进行回
灌补源，水位会下降得更快。”经
过多年的试验和运行，说明回灌
补源还是有效果的。

为了探明回灌补源和济南市
泉水水位的关系，济南市水利部
门进行了多次回灌补源试验。当
时，在南山的多处水源中投入一
种叫做钼酸铵的示踪物，而后在
四大泉群中寻到了这种物质的身

影。这种物质对人体无害，主要根
据其在水中的含量来判断地下水
流动态势。“整个试验在泉水喷涌
的1997年8月至12月完成。”

试验结果显示，市中区党家
街道的西渴马村地下水流携带的
钼酸铵在趵突泉水中出现最早。

“12小时后五龙潭水样中才出现
峰值。”在强渗漏带的玉符河进行
回灌补源的确可以推高趵突泉水
位，“回灌补源的努力没有白费。”

自2001年8月始，济南市水利
局进行了多次回灌补源的试验。
两次试验分别在2001年8月和
2002年3月举行，补水量分别为
800万吨和900万吨。“试验使市区
泉水水位短暂稳定或止降回升，
其中2002年3月为枯水期，效果尤
其明显，人工回灌直接引起的地
下水位上升值为0 . 25米。”

此后，2004年后，水利局又进
行多次回灌补源，“在枯水期可以

有效缓解泉水水位下降的趋势，
或是使泉水水位上升0 . 4米，保
持了泉水的喷涌。”

济南水利部门还将积极开展
保泉科学试验。目前《泉泸渗漏带
回灌补源试验》已经基本结束。明
年将扩大范围继续进行保泉相关
试验，开展系统性保泉专题研究，
进一步摸清影响泉水的因素和动
态变化规律，为保泉工作提供有
力的科学依据。

在在西西渴渴马马回回灌灌趵趵突突泉泉反反应应最最快快
经过多次试验，回灌补源地下水位可回升

古时的济南市民在喝水上是极
其方便和幸福的。没有自来水厂之
前，济南人便从井内打水，或只打浅
水井便可取用优质地下水。

1936年底，济南历史上第一个自
来水厂——— 趵突泉水厂建成。水厂以
趵突泉为水源地，日供水2 .2万吨，水

厂向城关和商埠区供水。1956年后，
水厂已经不能满足城市发展需要，相
关部门又在市区开凿了多处水源地，
如趵突泉水源地、文化路水源地。

这些水源地都在四大泉群周
边，都是直接抽取地下水。根据济南
市水利局和山东省地矿局801大队

的相关统计，1968年，地下水开采量
与泉水流量大体相当，被称为二者
的转换年。“当时每天采地下水17万
方，泉水流量为14 . 29万方。”在此
以前，泉水开采量小于泉水流量，因
此泉水喷涌一直很好，当时的市民
也能喝上地下水。

三十年保泉路济南依然在路上

为为保保泉泉市市民民改改喝喝黄黄河河水水
济南人保泉历史经过了四个阶段。1968年之前，泉城“喝泉”“观泉”两不误。1972年趵突泉开始

出现停喷。随后，济南市采取“采外补内”方针，在东郊西郊建设水源地。1986年后，济南市上马引黄
工程，济南人由喝地下水改为喝黄河水。2003年后，城区四大泉群实现长达11年的连年喷涌。

第一阶段：（1968年之前） 泉城“喝泉”“观泉”两不误

1968年后，省城的地下水开采
量越来越大。1972年，省城的地下
水开采为27 . 5万方/天，当时泉水
流量仅为15万方/天，当时趵突泉
出现了首次季节性断流。

1975年底，济南六大水厂全部
供水能力达到36万吨/天，而当时
泉水流量只为16万方/天，每天抽
的地下水为泉水流量的2倍多。

1975年以后，济南泉水年年枯

竭，一连喷涌达百年的泉景也不复存
在。1981年，济南大旱，降水量为384
毫米。泉水流量每天5万方左右，泉
水开采量却在38万方左右。当年的
趵突泉出现长时间停喷断流。

第二阶段：（1968年-1982年） 地下水越抽越多 趵突泉开始停喷

1981年“五一”期间，时任
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济南
视察工作，提出保护济南泉水，一
年至三年恢复泉群喷涌的要求。
当年5月，济南市政府紧急召开动
员大会，布置保泉工作。

根据当年山东师范大学教
授黄春海的“三碗水”理论，认为
城区、东郊、西郊为各自独立水
文地质单元，为恢复和保持“泉
城”特色，应该实行“采外补内”
的措施，停采济南市区的地下
水，在东郊和西郊建设水厂。

1981年济南市在东、西两郊开

辟新水源，郊区水源向市区供水，
同时陆续关闭市区大部分水源，

“西翼”主要建设了腊山水源地、峨
眉山水源地、大杨庄水源地；“东
翼”主要建设了白泉水源地、中李
庄水源地、工业北路水源地。

东、西两郊供水后，济南市
区水厂大部分关闭。1984年底，
供水总能力达到48 .5万吨/天。虽
然采取“采外补内”的措施，但是事
与愿违，济南的保泉工作未见成
效，济南泉水依然每年春季断流。
1988年1月至1990年8月，趵突泉停
喷长达32个月。

第三阶段：（1982至1988年）

在东西郊建水厂，采外补内

无法挽救趵突泉连年停喷

针对严峻的保泉形势，从
1982年初至1990年底，以山东省
地矿局801水文地质队为主，对
济南保泉供水进行了长期水文
地质勘探。勘探研究结论认为：
济南泉水断流主要是西郊、城
区、东郊开采地下水造成的，应
该在这三处停采地下水，实施

“引黄保泉”工程。
济南市于1986年底开始上

马引黄和卧虎山引水工程。1988
年12月，黄河水厂、南郊水厂相
继建成投产。自此，济南打破完
全依赖地下水资源的历史，市民
开始喝上黄河水。

1989年后，济南市召开保泉
会议。不少专家认为应该继续上
马引黄二期工程。1994年6月，济
南地下水位降至历史罕见的
23 . 3米，趵突泉出现停喷。供水
也遇到了很大难题，黄河断流造

成黄河水厂被迫停产85天。
面对严峻的供水和保泉形

势，济南于1998年启动引黄保泉
二期工程，建设鹊山水库和玉清
湖水库。黄河北的鹊山水库1999
年底建成蓄水，2000年4月正式供
水，设计供水量40万立方米/天，
保障了黄河水厂不间断供水。
2000年底，玉清湖水库建成通水，
库容4850万立方米。2001年7月，
与之配套的玉清水厂建成供水，
设计供水能力40万立方米/天。

据济南水务集团人员介绍，
“省城每天用水约75万方，两大
水库供给的水源占到9成以上。”
济南市逐步关停了市区内、东
郊、西郊的地下水源地，只作为
备用水源。从2007年以后，省城
的地下水开采量小于泉水流量。
济南城区泉群一连喷涌达11年
之久。

第四阶段：(1988年以后）

泉城开喝黄河水

泉水喷涌日渐稳定

本报记者 蒋龙龙

喷喷涌涌将将注注““强强心心剂剂””
卧虎山、锦绣川、兴隆、浆水泉、龙泉湖5座水库将连通

玉符河在向下游补水(资料片)。 本报记者 蒋龙龙 摄

▲执法部门打击私采地下水行为。(资料片)

趵突泉喷涌渐显平静。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琵琶泉只剩下微弱的水流。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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