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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南水北调

公路沿线周沙防沙、绿洲防护林体系建设、干旱

我国是世界上ｌ ３个贫水国家之一，特别是

荒漠区造林树种选择以及造林等一系列的防沙治

北方地区长期干旱缺水，而南方地区却有许多富

沙技术。

裕的水资源自自流入大海。南水北调工程全部建

防治十地沙化必须尊重科学，按自然法则办

成以后，每年的调水量相当于一条黄河的晕，可

事．否则将是欲速则不达。要把防止土地沙化科

以有效缓解北方地区水资源紧缺状况，对于恢复

学硎究纳入国家项目，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建立

和改善生态环境、支持两部大丌发具有重大意义。

国家防治土地沙化实验室。

水利部门经过５０年论证，形成了南水北调，东、

选掸台理的乔灌草比例，选择适宜的树种、草

中、西三条线调水方案。南水北调三条线将与长

种。要体现农林牧、防治用、生态与经济效益的科

江、淮河、黄河、海河相连，构成我国水资源“四横

学结合。要加大科学利用水资源的试验示范，

三纵、南北调配、东西互济”的总体格局。

推广节水灌溉新技术，开源节流，侏证生态用水的

东线工程从长江下游取水，每年调水帚是

需求。要完善沙化士监测网络体系，利用３ｓ等高

１８０亿Ｉｌｌ’。长江多年入海水最为９ ５６０亿１１１ ５，在

技术划治沙工程逃行追踪监测，披时、准确地掌

桔水年也有６ ０００亿ｍ’，调水量只占２％一３％，不

握防沙治沙工程进展与生态环境变化情况，准确

会剥长江口的生态环境造成大的影响。中线工程

评价工程建设和当地防治土地沙化效果。

从长江支流汉江取水，该线一年调水量可达２００

２植树造林

亿ｍ’。西线是从西藏地区的雅鲁藏布江及澜沧江
往甘肃和青海调水。这条线调水最可达２ ０００多

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是自然界功能

亿ｍ。；一旦调水成功，可以极大地改善西北地区

最完善的资源库、生物库、蓄水库、贮碳库、能源

的生态环境，并至少可以移民上亿人到西部去。

库．具有调节气候、涵养水源、保持水土、防风固

西线调水方案将采用地下挖涵道调水的方法，这

沙、改良土壤、减少污染等多种功能，对改善生态

样既安全又节省经费，比较稳妥。

环境，维护生态平衡，保护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
本环境”起着决定性的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西部地区地处内陆腹地。气候干旱，植被稀

４；ＴＮ治理
４．１三江源头

疏。水土流失，荒山沟壑纵横，戈壁沙漠连片。西

青藏高原，这块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地方，维

部地区生态环境遭人类活动破坏而致恶化已有上

系中华民族命脉的长江、黄河与流经东南亚６国的

千年历史，近几十年来生态恶化程度进一步加剧。

澜沧江都发源于这里。三江源地区素有“中华水

森林覆盖率持续下降，青海和新疆的森林覆盖率

塔”之美誉，据初步计算，长江总水量的２５％、黄

下降到仅剩２．５９％和１．６８％。草原退化速度加快，

河总水量的４９％和澜沧江总水量的１５％都来自这

草原退化面积占草场总面积的比例，青海为２０％，

一地区。近日考察发现，长江源头地区存在严重

新疆为４４％，宁夏高达９７％。水土流失加重，水土

沙化趋势，原本水革丰茂的牧场已大面积退化。

流失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比重，青海为４６９６，宁夏

长江上游的通天河水已浑浊如黄河水。黄河源头

为７ Ｌ％．陕北地区为７５％，陕北地区每年输入黄河

沙化严重．草场的草高由原来的４０～５０ｃｍ下降

的泥沙占黄河三门峡以上河段泥沙总量的５０％。

到不足１０ｃｍ，随处可见草皮脱落的景象。退化

土地沙化面积不断扩大，原先只发生在西北腹地

后的沙质土，特别适合各种鼠类生存。

的沙尘暴漫卷到东部地区。江河源头冰ＪＩｌ后退，

据统计，在三江源地区，退沙、沙化草地面

水量减少，近２０年来，流出青海境内的黄河水量

积已达ｌ ０００多万ｈａ，占到青海省可利用草地面

减少了２３．２％。

积的５３％。草地产草量明显下降，草原鼠害面积

冈此．西部地区应着力加快植被建设，对宜

５５０万ｈａ．，占可利用草场的２８％。

林荒山荒地沙造林绿化，加强草原草场建设。研

设立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是贯彻落实西部大开

究通合不同区域的植被恢复模式，宜乔则乔，宣灌

发战略的～个重大举措。该区总面积约３ｌ ６万

则灌，宦草则草。

ｋｍ。，人ＩＺＩ ２６．２万人，保护区按功能分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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泵与电机省级科技创ｊ新服务ｉ中 心ｊ。曩
浙江温岭市先导电机技术研究所
本所是专门从事电机、水泵产品开发与测试技术研究的高新技术企业，主要产品有：

一、水泵０ＡＤ、电机ｃＡＤ、水泵标准汇编
二、水泵综合性能测试系统（水泵生产许可证必需检测设备）
检测流量、转速、压力、吸力；电压、电流、功率因数、频率、效率、温升

三、水泵出厂试验系统
检测耐压、绝缘电阻、低压起动、空载电流、空载功率

四、测功机、定子测试台、可靠性测试系统
五、水泵生产许可证取证服务；３ｃ认证服务
地址：浙江温岭大厦１３层８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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