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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市汾河流域生态修复规划思路
郭!涛!刘春艳

%太原市水利勘测设计院& 山西 太原!#+###"'

"摘!要#!本文从太原市汾河流域生态环境现状出发&分析了现状流域存在的主要问题&坚持j节水优先!空间均

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j的治理思路&分别提出工程完工 "#"# 年!达效 "#+# 年的治理目标&暨改善城市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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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河发源于山西省宁武县管涔山的雷鸣寺"经静

乐县后由娄烦县新庄村进入太原市"由西向东横跨娄

烦'古交'尖草坪等县区"于上兰村出山折向南"进入太

原盆地"纵贯太原市城区和清徐县"由清徐杨房乡韩武

村出境流向晋中# 太原市位于汾河的上中游段# 太原

市境内的汾河段全长为 $''T#QH"流域面积 %")+QH

"

"

占全市总面积的 '&T)^#

$(河流水系和地形地貌

太原市境内的汾河段全长 $''T#QH"其中上兰村以

上河流属汾河上游段长 $$"T)QH"上兰村至清徐县韩武

村为中游段长 ()T)QH# 其中汾河上游段河流绕行于山

峡之中"河道弯曲系数 $T&#"平均纵坡 *T#]"具有明显

的山区河流特点"最窄处河宽仅几十米"最宽处河宽百

余米# 汾河流经太原汇入众多支流"沿途汇聚 "#QH

"

以上一级支流 "% 条"其中流域面积大于 $###QH

"的支

流有 + 条"自上而下分别为岚河'杨兴河'潇河#

流域内地形较为复杂"以山地'丘陵为主"平原谷

地次之"东'西'北三面环山"东有舟山"是太行山的余

支"一般海拔 $"## _$)##H"主峰罕山 $)&$H"通称东

山(西有石千峰"马鞍山"老爷岭等"主峰庙前山

$'%)H"总称西山"一般海拔 $%##H左右"再有关帝山

"(')H'云顶山 "%)&T'H"皆为吕梁山的支脉(北有棋子

山"石岭关"一般海拔 $*##H左右"是汾河与滹沱河的

分水岭#

+&"+



#(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治理回顾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多次投入大量的人力财

力# 山西省水利厅曾多次全面治理"较大规模的治理

进行过四次#

第一次治汾工程历时 * 年多"即 $&%& 年 & 月至

$&(* 年 ) 月# 此次治理方针是%小型为主"配套为主"

社队自办为主&"实行全面规划'统筹兼顾'团结治水"

对汾河干流河道主要解决卡车'阻水问题# 太原段的

汾河干流从杨家堡至二坝 $)QH和二坝以下 'T#QH河

道进行了疏浚治理(上兰至杨家堡汾河城区段"采取各

厂矿企业分段承包固堤治理的办法"较大提高了太原

段堤防防洪标准#

第二次治理也历时 * 年"即 $&(( 年 % 月至 $&'$ 年

( 月"此次太原汾河段主要完成 "+QH的河道裁弯取

直'筑堤'护岸工程#

第三次治理历时 $ 年半"即 $&&' 年 $# 月."###

年 * 月"这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河道治理工程"对汾河

上兰至韩武 (%T#QH河段进行了全面的疏浚固堤治理#

治理工程按照高标准规划'高质量治理'高效益开发的

指导思想"把握疏浚'固堤'通路'绿化'开发相结合的

原则"注重河道治理与综合经济效益密切结合#

第四次汾河治理从 "##' 年之后开始"根据省委'

省政府提出的%坚持全面规划'突出重点的原则"充分

运用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大力开展生态修复工作#

今年重点推进母亲河汾河的修复工作&的要求"省水利

厅安排实施了%千里汾河清水复流工程&# 通过河道整

治疏浚'修建拦河潜坝'建设人工生态湿地'堤防整修

加固以及两岸生态防护林建设'引调客水等措施恢复

汾河河道自然景观"再现昔日%汾河流水哗啦啦&的秀

丽景色#

汾河太原城区段治理美化工程"位于汾河中游上

段的太原市区"工程分期建设完成"目前已形成总长

"#T)QH的景观长廊# 汾河公园的建成改变了汾河太

原主城区段杂草丛生'污水横流'垃圾遍布的状况"对

净化空气'消除水体污染'调节气温'增加空气湿度等

局部小气候产生了重要作用"并先后荣获中国人居范

例奖和联合国范例奖"极大地提高了太原的知名度和

社会地位#

一期工程于 $&&' 年动工兴建""### 年 $# 月建成

开放"一期工程对胜利桥至南内环桥之间 %QH的河道

进行了整治'美化#

二期工程在一期工程的基础上"向北延伸 "T*QH进

行湿地建设"向南延伸 (T%QH进行蓄水建设"二期工程

治理总长度 $#QH"治理总面积 *%" 万H

"

# 其中"湿地景

观 $"#万H

"

"蓄水面积 "")万H

"

"绿化面积 $$(万H

"

#

%(流域生态环境存在主要问题

汾河流域生态环境问题"既有历史生态变迁的因

素"又有经济社会高速发展造成的破坏和影响"当前的

主要表现!

0T地下水位下降# $&%)."##" 年 +' 年间"地下

水位总体上呈下降趋势# 在 $&'# 年以前"由于地下水

开采量不大"水位变化幅度比较平缓"还未形成降落漏

斗"各水文地质单元的地下水位变化幅度都比较小(

$&'# 年以后"由于各大水厂以及各工厂备用井大量开

采地下水"地下水位迅速下降"形成了以上兰为中心的

地下水降落漏斗# 由于深层地下水过量开采"致使深

层水降落漏斗的深度和范围不断扩大'深层水位普遍

降低"破坏了区内水文地质条件的自然特征"也使深'

浅水含水组间的水力联系发生了根本改变"浅层含水

层的部分地段地下水近于疏干状态"中上部含水层含

水量也普遍接近于枯竭状态# "##+ 年引黄供水后"太

原市实施关井压采措施"盆地孔隙水位开始逐步回升"

回升幅度明显#

AT地表径流不断减少# 地下水位下降后"泉水出

流量剧减"降雨产流也急剧衰减"两者共同作用造成地

表径流量大幅减少# 依据太原市现有 )' 年的降水及

水文资料"$&)%."#$+ 年平均降雨量为 *(%HH"平均

地表径流量为 $T' 亿 H

+

"其中!$&)%.$&(& 年平均降

雨量为 *'#HH"平均地表径流量为 "T& 亿 H

+

($&'#.

"### 年平均降雨量 *+"HH"平均地表径流量为 $T*

亿 H

+

("##$."#$+ 年平均降水量 )$(HH"平均地表径

流量为 $T" 亿H

+

# 地表径流量的减少即有降雨因素"

也有地表产流条件变化的因素#

BT植被覆盖率低"水土流失严重# 截至 "#$*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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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太原市森林覆盖率仅为 ""T''^'略高于全国

"$T%+^覆盖率"但仍远低于世界 +$^的平均水平"人

均森林面积仅为世界的 $-*# 全市水土流失面积

$'((QH

"

"占国土面积的 "%T'%^# 水土流失严重主要

是历史原因造成的植被覆盖度低导致的(在城市周边"

则主要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开

发建设活动"如开挖地表'破坏植被'弃土弃渣等导致#

;T盆地平川区水域面积不断萎缩# 汾河太原段

干流河道占地面积约 )%QH

"

,境内全长 $''QH"均宽

+##H计算-"各级支流占地面积约 )#QH

"

,各级支流总

长约 $"##QH"均宽 *#H计算-# 水域减少的主要原因

是从 "# 世纪 (# 年代开始治理汾河"因受当时治河理

念的影响"在治理中将防洪保安和河滩地开发利用放

在首要位置"汾河干流通过裁弯取直和河道渠化空出

大量河道滩涂'水域进行城市开发建设"对汾河太原段

生态造成极大影响!

%

严重减弱了河流的蓄滞能力"降

低了河流对地下水的补给功能(

&

水域面积不断减少"

致使河流净化水质功能严重不足#

8T河流污染没有明显改善# 汾河城区段东西山

各支流"都属于季节性排洪'排涝渠道"主要是用来排

泄山洪和排除雨水"非雨季时基本上断流"无稀释能

力# 除已治理的部分河段外"大部分变为纳污渠道"成

为汾河太原段主要污染源之一#

'(规划指导思想和规划原则

规划指导思想!坚持%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

理'两手发力&的治理思路"以生态文明建设为核心"统

筹山林田湖系统治理"节水优先"标本兼治"部门联动"

多措并举"努力从源头上扭转汾河流域生态环境恶化

的趋势"增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为实现生态文明和经

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规划原则!

%

坚持节水优先"协调发展(

&

坚持因

地制宜"自然修复"维护流域生态的多样性(

'

坚持多

策并举"统筹兼顾(

(

坚持政府主导"部门联动"社会参

与"形成生态修复的合力#

D(规划范围和规划水平年

规划范围!太原市汾河流域范围"面积 %")+QH

"

#

规划水平年!现状水平年为 "#$" 年"规划水平年

近期为 "#"# 年"远期为 "#+# 年#

,(规划目标和总体布局

%T$!总体布局

%T$T$!合理调整土地用途"优化土地资源利用结构

在全市范围内增加林地'水地'水域面积"减少旱

地面积"对 ")c以上坡地退耕还林还草"减少荒山'荒

沟'荒丘等%四荒&面积"将部分占用的河滩地改为蓄

水湿地"增加水域面积#

%T$T"!建立河源和泉源保护区"恢复植被"涵养

水源

!!对汾河水库'云顶山及凌井沟自然保护区采取封

山育林"在核心区内严格限制人类活动"恢复自然植

被# 对太原城区段汾河 & 大支流源头开展水土保持治

理"形成高郁闭度和较高森林覆盖率的水源涵养区#

在沟道内建设淤地坝为主的水土保持工程"减少水土

流失"改善农业生产条件# 通过移民搬迁'低效林改

造'人工增雨等非工程措施"促进流域生态自然修复#

%T$T+!优化配置水资源"控制地下水开采"恢复岩

溶大泉

!!在全市范围内科学配置地表水'地下水'再生水和

引黄水等多种水资源"建立对水资源统一管理'用水总

量控制与定额管理相结合的水资源管理体制"以农业

节水为重点"大力发展高效节水灌溉面积"统筹工业'

生活节水"通过调整产业结构'技术改造升级'推广节

水器具等措施"严格控制用水增量# 在晋祠泉域重点

保护区关停煤矿"加大地下水关井压采力度"实现地下

水位回升和晋祠泉'兰村泉复流#

%T$T*!恢复水域"重建水系"充分利用洪水资源

结合全省汾河干流生态修复工程建设"在太原市

域范围内汾河干流段建闸蓄水"形成生态水域# 在汾

河古交段 %T+QH河道内建设溢流潜坝 % 座'钢坝闸 +

座"形成 #T)$QH

"的蓄水水面# 在汾河城区段蓄水工

程末端进行汾河三期工程治理"建设 + 座壅水建筑物"

形成长 $"QH'+T'QH

"的蓄水水面# 在清徐段 "#T)QH

范围内进行主槽蓄水和湿地建设"形成堤内 )T&#QH

"

+("+



的蓄水面积和堤外 &T#)QH

"的蓄滞洪区#

在市区范围内 & 大支流上因地制宜地建设调蓄水

工程"进行太榆退水渠改建工程'晋阳湖综合治理工

程'各县支流综合治理工程"合理调度洪水'调节径流#

%T$T)!控制污水排放"加强污染防治"实现污水资

源化

!!在太原市城区实施 & 河治理"建设污水收集管网"

建设晋阳污水处理厂及侯家寨污水处理厂"实现污水

收集'处理'回用'排放各环节良性运行# 结合生态清

洁小流域建设"实施水资源保护'面源污染防治'农村

垃圾及污水处理等综合治理措施"使农村人居环境得

到显著改善#

%T"!规划目标

%T"T$!总体目标

总体目标!以市域自然条件为基础"以汾河流域生

态修复为契机"坚持修复与保护'当前与长远兼顾原

则"突出重点"依法治理"有效遏制流域内生态环境恶

化趋势# 大力建设区域性蓄水'拦洪设施"对流域内地

表水'中水'矿井水等水资源合理调度"保护地下水系"

恢复岩溶大泉"建立河源和泉源保护区"扎实推进生态

建设工程"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打造青山碧水的山水新

太原#

%T"T"!具体目标

规划工程 "#$) 年启动""#$%."#"# 年实现目标!

0T汾河干流太原段调控工程全部建成"干流两侧

调蓄水工程基本建成"新增水域面积 $'QH

"

"大幅度增

加地下水补给#

AT完善主城区内现有河道'水系'排退水渠等"重

点完成太原市区内的汾河 & 大支流生态建设"太榆退

水渠改造'晋阳湖改造工程"形成点线结合的水系

网络#

BT通过实施产业结构调整'关井压采'泉域重点

保护区内煤矿禁止开采'水环境综合整治等措施"到

"#"# 年"使晋祠泉域'兰村泉域水位逐渐回升"其中!

晋泉水位回升 (T+&H"自然复流(兰村水位回升

(T##H"盆地孔隙水实现采补平衡"地下水进入涵养水

源状态"水位继续回升#

;T森林覆盖率,含源头保护区-达到 +#^以上"

高效节水灌溉面积达到 '# 万亩#

工程于 "#"# 年全面完工后"通过 $# 年的自然修

复"至 "#+# 年达到生态和环境目标!

0T高郁闭度森林面积大幅提高"森林覆盖率达

到 ++^#

AT汾河水质有根本性的改变"河流'湖库水质达

到各水功能区划的规定标准# 汾河水库至兰村段水质

保持地表
!

类水标准"兰村以下河段水质恢复到地表

"

类水标准# 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 '%^#

BT城镇生活及工业污水处理率达到 $##^"全部

达标排放(农村垃圾实现全部处理#

;T沿汾河建成适合人类居住生活的%美丽乡村&

宜居带#

至 "#+# 年达到水系目标!

0T重现大河风光"全市流域内地表水年径流量达

到 "T' 亿H

+

"水资源总量达到 )T) 亿 H

+

"基本恢复到

"# 世纪 )# _%# 年代的水平#

AT太原盆地区孔隙水地下水位上升至距地表 ) _

$)H"兰村泉自然复流"晋祠泉自然出流量达到 #T+ _

#T)H

+

-<以上"以山涧水为主体的小泉大面积恢复#

BT用水总量控制在 $#T*( 亿 H

+以内"地下水开采

量控制在 "T% 亿H

+以内"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结(语

太原市汾河流域生态修复是一项生态化'流域性'

系统性的综合工程# 生态系统的自然修复与保护是主

线"%增水'添绿'节水'治污&是手段"治理内容涉及

土'水'林'城'环保'煤炭等多个领域# 生态修复将是

一项公益性'基础性和长期性的任务# 通过 ) 年建设'

$# 年自然修复"将用 $) 年左右的时间实施这项规划"

在流域内重现山水相依'林泉相伴'河湖相映'溪水长

流'湖光山色的田园风光"使汾河水系重现河畅泉涌'

碧波荡漾'鱼鸟翱翔的大河风光"将汾河建设成为三晋

腹地植被葱郁'水流清澈的%生态长廊&'适宜人类生

活的%宜居长廊&和经济发展的%富民长廊&#

#

+)"+

郭!涛等-太原市汾河流域生态修复规划思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