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菏泽市赵王河和护城河治水保
生态对策探讨

朱万锋
%菏泽市南水北调工程建设管理局 & 山东 菏泽!"(*###'

"摘!要#!赵王河与护城河是菏泽城区两条非常重要的景观河道&由于河流水质污染治理一直不能令人满意&虽

然经常换水&但是水质得不到有效保持&管理体制不健全&资金缺乏&缺乏长远规划&专业!高素质管理人才少等问

题&导致赵王河与护城河水利风景区不能完全发挥其良好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 针对这些问题&本文通过分析赵

王河和护城河现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治水保生态的措施(

"关键词#!赵王河) 护城河) 治水保生态) 对策) 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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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是%城市绿肺&"赵王河和护城河是菏泽市城

区两条重要的景观河道# 赵王河和护城河两个河道因

为淤积严重'堤防缺失'沿线建筑物老化等诸多问题"

导致排涝行洪能力降低# 河道区域内工'农业生产发

展迅速"与其所承担的任务不适应"如果发生洪涝灾

害"其后果是致命的# 因此"菏泽市水利等相关部门加

大了对护城河和赵王河两水系的治理#

$(赵王河和护城河现状

"# 世纪 %# 年代后"赵王河河边陆续建起啤酒厂'

造纸厂'纺织厂"由于疏于治理"赵王河成了企业的排

污口"河流到了面目可憎'令人不堪忍受的地步# 那时

的赵王河"垃圾遍地'污水横流'臭气熏天'蚊蝇滋生是

人们最常用形容它的词# )菏泽市城市总体规划

+%%+



,"##+."#"#-*中提出"将菏泽市城区的绿地结构规

划为%三环'五带'九园&"其中就有赵王河绿化带和赵

王河公园# "##+ 年编制的)赵王河景观带详细规划*"

提出要理顺赵王河与城市结构的关系"增强赵王河对

周边用地的影响"规划形成新的城市发展轴"两大规划

开启了赵王河的改造之路# 自 "##* 年 " 月."#$# 年

" 月"菏泽市政府累计投资近 "* 亿元"写下了菏泽城

建史上最浓墨重彩的一笔"通过对河道及两岸进行治

理"逐步形成了以水为载体的赵王河水利风景区"并于

"#$$ 年实施%碧水工程&"对赵王河引水线路及赵王河

沿线实施全线截污"寻求赵王河水质改善的治本之策#

目前"赵王河水利风景区南起长江路"北至京九铁路"

南北纵横菏泽市中心城区"由天香公园'新天地公园'

立交桥南环岛'长城路音乐喷泉等景点组成"是菏泽中

心城区一道最亮丽的风景# 全长 &T'QH"总面积

+#"GH

"

"其中水面面积 $$(GH

"

#

#(赵王河和护城河水质存在问题以及水环

境污染原因分析

!!赵王河与护城河是贯穿菏泽市区的两大河流"水

质好坏直接影响居民的生活环境# 经过几年的施工治

理"赵王河'护城河已经成为城区最漂亮的两条风景

带# 但河流水质一直不能令人满意"虽然经常换水"但

换水后也不能保持良好的水质#

"T$!菏泽水资源短缺

菏泽市人口多"经济快速发展"水资源短缺"人均

占有水资源量 +%$ 立方米"不到全国平均数的 $-%"属

于严重缺水地区"水资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水资源短

缺制约经济发展# 缺水不仅影响工业'农业的发展"对

于社会和环境效益损失也非常大# 由于缺水"导致城

市河湖干涸断流'湿地逐渐消失'城市尘土飞扬'环境

进一步恶化"整个城区缺少生机和灵气# 黄河流量小'

引黄闸前引水渠淤积严重#

"T"!城市规划建设理念滞后

最近几年"在菏泽城市规划'建设的过程中"城市

建设更加注重城市经济功能的发挥"往往忽视了水环

境在内的城市环境美的开发# 为了满足菏泽城区大规

模改造与建设需要"把横贯市区的赵王河'洙水河'护

城河以及城区内的湖'坑塘被填埋"导致城市河网遭到

极度的破坏# 一旦遇到雨季"和平路'青年路'牡丹南

路'解放街就开始积水"给人们的生活及生产带来极大

的不方便

"T+!水污染恶化未有效遏制

导致赵王河水质不能长久干净的原因很多"排污

口向赵王河内排放污水是导致水质恶化的根原因# 菏

泽城区面积 *#QH

"

"常住人口 +& 万"按每人每天消耗

$(&Q>水量计算"每天产生生活污水 %T&' 万=# 也就是

说"有 $#^的生活污水"通过城西南的三角闸"提排进

入东鱼河北支"穿薛庄涵洞进入新万福河# 有 +#^的

生活污水"通过七里河'安兴河流入洙赵新河"经北城

韩堤口排灌站提排进入菏鄄路公路沟内# 有 %#^生

活污水"通过地下管道流入洙水河"最后流入洙赵新

河# 菏泽城区内外见不到清澈见底的大小河道"青年

湖虽然几经治理"但是仍然达不到理想状态"穿越城区

的双河沟被垃圾填满"一到夏日"臭气冲天"蚊蝇泛滥"

给居民生活和城市环境造成不良影响"带来不必要的

麻烦# 南护堤河位于赵王河上游"是赵王河惟一的引

水线路"其水质优劣直接影响市区赵王河的水质"我们

经常看到引进的河水还未流进赵王河就已经变黑# 另

外"由于洙水河经过的铁路下板涵高"每次赵王河换水

时水底的脏水无法全部换清"河水底部污泥多年没有

清理"还有一些腐烂的水生植物也没有清理"因此"对

赵王河与护城河进行换水清污十分必要#

%(赵王河和护城河生态治理措施

+T$!应急治理"建设湿地

污水处理可以体现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也是影

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最近几年"菏泽

市一方面在提高城市污水处理能力"另一方面加强污

水处理厂运营监管"在污水处理厂的出水口'进水口等

地方分别安装在线监测设施"一般可以进行 "*G 远程

监控运行情况# 截至目前"菏泽中科成污水处理厂日

+&%+



处理污水 ' 万="超过国家验收标准# 菏泽市水利局在

"#$" 年 $$ 月实施了赵王河应急治理工程"投资金额约

(## 多万元# 当时由于时间紧"任务繁重"要求高"市

区作业施工难度大# 但是水利部门坚持速度和质量同

等重要'建设和管理齐抓共管"尽力做到统筹安排'科

学调度"保证了各项工作'各个环节有序'有效'有力推

进# 通过加大提排洙水河'赵王河下游自流以及张集

沟'双河沟等自流"这样就可以最大限度地提排污水"

把冀鲁豫边区革命纪念馆以南水质较差的河水全部抽

排完"共排水 +%# 万H

+

# 在冀鲁豫边区革命纪念馆以

南的地段"动用机械设备 *## 台套"水泵 *## 台套"人

工 $### 余人"洙水河清淤 ")###H

+ 左右"清淤外运污

泥 ""###H

+ 左右# 通过对万福河东明城区到杨店闸'

赵王河引水线路'洙水河天香桥到京九铁路段污水口'

赵王河沿岸全面排查"共排查出 (+ 个污水口"做到全

部彻底封堵"依据污水的来源现状"研究出具体的实施

方案#

在赵王河下游"通过建设湿地"日净化中水 +T( 万

H

+

# 通过湿地净化污水"可以达到出水水质
!

类标准"

把湿地净化的水排到洙赵新河"可以用作工业用水"还

可以用作农田灌溉# 通过实施再提升工程"赵王河

"#$* 年种植了荷花 '### 株'睡莲 $T#+ 万株"补种芦

竹'菖蒲等水生植物 $T$* 万 H

"

"建筑人工岛 *# 余处"

从而完善了湿地承载功能"大大削减了河水中的污染

物质"美化了沿途居民的生活环境"提高了城区的防洪

能力"有力地促进了该地区的社会稳定"使经济'社会'

环境协调发展#

+T"!生物修复"科学换水

做好补换水"及时向赵王河补水'换水# 为修复赵

王河和护城河水生态环境"菏泽市水利局邀请全国著

名的水生态治理专家"通过实地考察"结合菏泽实际"

提出切实可行的两河治理方案# 其中"根据专家建议"

菏泽市水利局在 "#$" 年聘请北京某公司在赵王河投

放生物复合酶净化水质"投资 $## 多万元"治理效果非

常理想# 菏泽市水利局 "#$+ 年在赵王河投放 $%# 多

万尾鱼苗"在赵王河长江路到黄河路段'护城河全线种

植莲藕'蒲草'睡莲'芦苇等水生植物"用生物的方式净

化水质"投资 &# 多万元"从而修复了水生态"改善了水

环境#

坚持工农业用水'生态用水相结合# 菏泽市水利

局先后 * 次为赵王河和护城河补换水"共引送黄河水

'### 万H

+

# 通过污水泵抽排及三角闸泵站回抽赵王

河引水线路残留污水"同时开启三角闸'南关站'护城

河'韩堤口四座泵站"全力抽排护城河水# 另外"加大

引水线路截污力度"对引水线路重点排污口进行再次

排查封堵"防止污水进河#

赵王河和护城河两河补换水时间为 " 月 "% 日.

+ 月$) 日# " 月 "% 日"菏泽市水利局协调黄河部门开

启谢寨引黄闸"从东鱼河北支引水为城区供水"引水流

量 $)H

+

-<# + 月 " 日"已将杨店闸前蓄水至最高水位"

并开始往城区引水# 通过补换水为洙水河和赵王河下

游送水"以满足抗旱的需要# 引水前在三角闸和四中

桥处分别安装 ) 台抽水泵"将赵王河引水线路残留尾

水抽排干净"并清理沿河垃圾"防止对水体造成污染#

提前抽排完护城河水质较差的水"全面清理河底残留

垃圾"并为莲藕种植提供条件#

在补换水的过程中"通过加强水质监测"每天对代

庄闸'四中桥'天香桥三个节点处的氨氮和 UkZ两项

指标进行化验"并且及时观测水位高程"还可以通过橡

皮坝调节水位# 通过安排专人在代庄闸'银川闸'三角

闸'四中桥四个节点处清理漂浮物"可以防止漂浮物进

入赵王河影响水体景观#

+T+!加强管理"保持清洁

为了切实做好赵王河和护城河河面清洁工作"专

门制订了)赵王河和护城河水体保洁考核管理办法*#

菏泽市城市防汛办公室成立了考核组"具体负责对两

河水面的保洁工作进行考核评价# 菏泽市水利局也专

门成立了水生态文明管理办公室"具体负责两河补水

换水'保持水面保洁'治污截污'河道防汛'水情监测'

水政执法等相关的工作"并且对每项工作都进行了具

体细化"以加强督导'考核"一方面确保各项工作都落

到实处"另一方面加强对赵王河和 &下转第 %&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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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新疆孔雀河流域为研究区"以当地广泛种

植的棉花这种经济作物为研究对象"以当地普遍采用

的灌溉定额 *)##H

+

-GH

"为标准"利用 .mZ8/MV"Z软

件对不同地下水位下的棉花灌溉制度进行研究"结果

表明!

0T当地下水埋深为 $H时"地下水对土壤水的补

给较强"灌溉定额 *)##H

+

-GH

"偏大"此时土壤无效耗

水量增大"棉花根系始终处于高含水率状态"不利于根

系呼吸# 通过修正"得到此时适宜的灌溉定额为

+###H

+

-GH

"

#

AT当地下水埋深为 "H时"地下水对土壤水的补

给作用减弱"灌溉定额 *)##H

+

-GH

"较为适宜"通过对

现有灌溉制度优化"棉花受水分胁迫时间减少到 "C"

可以达到提高水分利用效率与实现棉花稳产的目的#

BT当地下水埋深为 +H时"地下水对土壤水已基

本无补给作用"灌溉定额 *)##H

+

-GH

"会造成棉花中度

的水分胁迫,累计 +(C-# 通过试算法"得到该地下水

位时的适宜灌溉定额为 )))#H

+

-GH

"

"水分胁迫时间累

计 $*C"较处理 + 减少 "+C#

;T本文中土壤含水率动态变化值为 .mZ8/MV"Z

软件模拟值"这种单纯的土壤根域水分调控模式还应

当与实际生产中作物生长性状'产量等评价指标相联

系"以使研究结果更具有可操作性与实际指导意

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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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充分灌溉制度优化/30,农业工程学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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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 页' 护城河的管理# 同时"在赵王河和护

城河的关键部位都安装了监测水位'水质等方面的设

备"定期观测河水的水位'化验河水的水质"通过建立

完整的数字化监测系统"全面提升科学管理水平#

另外"认真做好赵王河和护城河水草集中清理工

作# 在%牡丹花会&和%五一&前"两河水草大面积爆

发"及时安排割草船'冲锋舟等设备进行全天清理"并

且动用民工进行集中清理# 赵王河和护城河水面保

洁"实行物业化管理"可以进行全天候保洁# 通过对赵

王河与护城河中水草进行集中打捞"实现净化水体'保

证鱼类正常繁衍"进一步改善了两河水生态环境#

'(结(语

近年来"菏泽市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深入开

展)水污染防治法*的宣传教育# 通过采取严把环保

准入关口"加大老污染源监管和治理力度"大力实施城

市环境综合整治"加快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水污染

防治各项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情

况下"不仅环境污染得到了有效遏制"全市整体水环境

质量也有所改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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