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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应开发“地下水库”

一提到供水，特别是规
模供水，多数人想到地表水
库水。而在海南还有很多的

“地下水库”，也可做规模供
水水源。

海南岛沿海砂堤砂和河
口三角洲的浅层地下水库，
可以做规模供水水源地。只
要进行科学的勘查评价和论
证，制定科学的采补平衡开
采保护规划，做到既开采又
加强管理，是不会产生人们
担心的海水入侵、地面沉降
环境地质问题的。

特别是琼北承压水盆地
是巨大的地下水库，面积 3
千多平方公里，仅在海口地
区蕴藏丰富的地热水、矿泉
水、苏打水资源。海口是名
副其实的“中国矿泉之都”。

海南岛沿海有较大供水
价值的砂堤砂地区有：文昌
东北部铺前、锦山砂堤砂地
区；万宁和乐英豪半岛砂堤
区；乐东莺歌海砂地区；东方
感城河口砂地区；昌江昌化
镇北部砂地区和南部昌化江
一级阶地河漫滩区。这些地
方都是可以每天获取万立方
米以上供水能力的水源区，
应当进行有效的开发利用。

以昌江昌化镇的供水为
例，北部棋子湾旅游区用水，
可以取棋子湾到砂地村的砂
地水解决；南部昌城用水，可
以取旧县村到杨柳村一级阶
地及河漫滩水解决。

而开发地下水库的水，
至少具有三大优越性：一、可
以就地取材，减少远距离输
水的工程量，减少输水工程
的用地面积，大大降低工程
造价和工程费用；二、由于地
下水经过含水层的天然过
滤，特别在沿海的砂堤砂地
区是防护林带，水质未受污
染，不做水处理就可饮用，这
不但可以降低水价，还可避
开因水处理的余氯对人体健
康的影响；三、沿海浅层砂堤
砂地的地下水，以及河口三
角洲的河口入前地段阶地及
河漫滩地下水，人们不用，它
照样流入海中，利用则可节
约水资源，特别是在缺水的
地区更有意义。 【李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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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岛不但河流众多，拥有丰沛
的地表水资源，也有肉眼看不见的地
下水资源，一些地区甚至汇聚成了“地
下水库”。

“地下水库”有人工和天然之分，
海南岛没有人工的“地下水库”，却在
琼北的海口、澄迈、临高和儋州，东部
的文昌、万宁，西南的昌江、东方和乐
东等地，被勘探到天然的“地下水库”。

海口：全岛最大地下水库

每一次从飞机上俯瞰海口，看到
郁郁葱葱的羊山大地，遥望纵横交错
的大小河流，就不难理解美丽的椰城
为何一年四季都如此温润、怡人。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在海口的地
下，蕴藏着丰富的水资源——浅层淡水、
矿泉水、温泉水，地质专家认为，如果将
海口看做“矿泉之都”，一点都不为过。

让我们先大体上了解海南岛的地质
构造：以“文教（文昌）—王五（儋州）深大
断裂带”为界，北部为玄武岩（火山岩）地
质地貌为主，断裂带以南主要是花岗岩
地貌，占去海南岛面积的绝大多数。

来自海南省地矿部门的资料显
示：整个琼北地区（指文教—王五断裂
带以北4000平方公里的地区），多年
平均降水量为1880毫米，地下水平均
每天的天然补给量为854万立方米，
每天的可采量为40万立方米，是一个
巨大的地下水库。

资深水文地质专家李福告诉记
者，海口全市和澄迈、临高、儋州北部
的玄武岩地区，目前储藏了较为丰富
的淡水资源，形成地下水库的面积超
过3000平方公里（海口2300平方公
里，多数地区有地下水库），这些地下
水有8层之多，而且种类繁多。

据《海南岛1：20万区域水文地质
普查报告》，海口市的地下水由浅层的
潜水层（几十米深）和深层的七层承压
水（每层约100米深）组成，日常饮用开
采的是潜水层和第一、二、三层承压水，

第四、五、六、七层承压水不能饮用。
“潜水层和第一、二、三层水可供

人们饮用，其中第一、二、三层水是富
含锶、钙、钾、溴、偏硅酸等大量有益于
人体健康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的矿泉
水。”李福解说道，“在海口市区，通过
钻打500米至800米的深井，可抽取
到40摄氏度至50摄氏度的第四、五、
六、七层承压水，也就是俗称的‘温
泉’，水中富含锶、钙、钾、溴、偏硅酸等
有益于人体的微量元素，浸泡或沐浴
皆可消除疲劳，舒缓身心，已被鉴定为

‘偏硅酸型医疗热矿水’。”
李福认为，海口拥有如此丰富的

矿泉、温泉资源，完全可以向国家有关
认证机构，申报“矿泉之都”的称号。

干旱缺水之地的祝福

如果说海口是个特例的话，海南
岛沿海一些干旱缺少的城镇，其地下
也蕴藏着丰富的淡水资源，更是出人
意表之外。

昌江黎族自治县昌化镇境内的棋
子湾，东倚昌化岭，南毗昌化渔港，西
连北部湾，北接海尾镇沙渔塘港，整个
海岸线绵延约5公里，“棋子湾”因其
有许多天然形成的状似围棋棋子的鹅
卵石而得名。“棋子”可以说是棋子湾
最独特的海石景观，这在海南岛也是
绝无仅有的。而鲜为人知的是，在相
对干旱少雨的昌江沿海地区，棋子湾
的沙地里却蕴藏着一座“地下水库”。

在昌化岭下有个苗圃场，工人们
就地挖池，由于该处地势较低，池子挖
到一米多深，就获得清澈甘甜的淡水，
苗圃工人的生活用水和生产用水均来
源于此。

与海南日报记者实地踏访后，李
福说，海边的沙地本身就有涵养水源
的功能，尽管棋子湾一带的绿化相对
其它地方来说不算理想，但来自大气
的降水也没有河流承接，于是雨水便
直接渗透到沙地里，形成潜流或者储

藏起来，是一个天然的“地下水库”。
同属海南岛的西南边陲，东方市

的感城镇和乐东黎族自治县的莺歌海
镇，当地的沿海砂地之下，也深藏着可
采量不低的“地下水库”。

西部相对干旱缺水似乎在情理之
中，可是，在温润多雨的海南岛东部，
也有地表水供应不足的区域。像万宁
市和乐镇“小海”北部的英豪半岛，当
地的15个自然村人口约1万人，却有
近7成人口长期用不上自来水。

记者到该半岛的多德村采访时，
却发现家家户户都有自己的水井，地
势较高的地方钻打3米便可出水，地
势较低处则只有1米左右，而且井水纯
清甘甜。英豪半岛的地下水经万宁水质
检测部门的化验，适宜日常饮用。

而据李福自费取样检测，英豪半
岛的地下水偏硅酸含量为26毫克／
每升，高于国家命名标准的25毫克／
每升；此外，矿泉水中还含有锶和硒等
多种微量元素。

“英豪半岛的矿泉水矿化度很低，非
常适宜高血压人群饮用。”李福说。“半岛
地质结构多为沙层，大气降水一般都直
接渗透到地下储存起来，也是一个天然
的‘地下水库’，地下水含量极其丰富，且
受厚实和细腻的沙层影响，使其成为质
量比较优良的偏硅酸型矿泉水。”

虽然英豪半岛呈带状，南北走向，
东临南海，西傍万宁小海，岛上居民以
海洋捕捞和养殖为主业，但在高龙村
和新龙村靠近海边的农田里，记者注
意到那里的土壤呈深黑色，且在没有
任何水利灌溉设施的条件下，田里积
水不少，村民告诉记者，一般情况下他
们的农田都不缺水，庄稼长势良好。
原来，沿海的低洼处是半岛地下水的
排泄地带，使得农田长年不会干涸。

此外，《海南岛1：20万区域水文
地质普查报告》显示：在海南岛东北部
的文昌铺前、锦山二镇延绵约20公
里、约94平方公里的沿海砂地之下，

也蕴含了更为丰沛的地下水。

水是生命之
源。淡水资源对
于人类的生产生
活尤为重要。

海南日报海
南周刊本期推出

“地下水库”的报
道，希望能够引起
有关专家学者、管
理人员、工程技术
人员的关注，进行
讨论，如地下水库
的供水优越性？
哪些地下水库可
以解决镇一级的
供水，特别是尚未
解决供水问题的
乡村？以达到科
学普及和合理利
用的目的，以提高
地下水库资源开
发利用的社会效
益和经济效益。

——编者按

海南“地下水库”：

看不见的淡水资源
文\海南日报记者 陈耿

行政地区 水源区地貌 底部地质结构 面积（km2） 可采水量（万m3/d） 供水区域

文昌东北部 砂堤砂地 花岗岩基底 94 10.7 铺前、锦山地区
万宁英豪半岛 砂堤 花岗岩基底 16 2.4 和乐、港北地区
乐东莺歌海 砂地 第三系咸水层 40 3.1 莺歌海镇
东方感城镇 河口砂地 第三系地层 94 7.1 感城镇
昌江昌化镇 河口砂地 花岗岩基底 16 2.3 昌化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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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砂堤砂地地下水库供水区域表（数据提供：李福 制表：许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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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万宁小海
和南海之间的英豪
半岛，蕴藏着丰富
的地下淡水资源
——“地下水库”。

文昌铺前、锦山沿海砂地
之下，也蕴藏着“地下水库”。

海南日报记者 李英挺 摄

昌江棋子湾沙滩地带，蕴藏着丰富的地下淡水资源。 海南日报记者 苏晓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