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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生态河道规划设计的方法
张!捷

!扬州市水利局" 江苏 扬州!##$%%%#

!摘!要"!城市河道进行生态景观的规划和设计不仅可以使城市环境得以美化"而且可以提升河道的防洪排涝能

力$ 文章对槐泗河水环境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和评价"重点描述了河道生态修复和重建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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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在对城市河道进行治理时主要采用渠

道化&直线化&河岸混凝土化的治理模式#不重视河道

的生态功能#导致河道内外生物活动能力被阻隔#河道

生态环境恶化% 同时刚性护岸还对原有河水自然流向

造成了约束#当河流水量比较大时#破坏河道周边环

境#对河道系统的健康发展造成影响#所以设计集排

水&防洪&绿化&交通&文化&生态为一体的城市河道景

观环境是未来河道规划设计的重点%

$(工程概况

槐泗河原名槐子河#位于扬州市中心城区北侧#原

为上&下雷塘主弘道#此河西纳甘泉山以南来水#向东

排至京杭大运河#干流流经西湖&甘泉&槐泗&平山&城

北等乡镇#全长 "SY=#流域面积 T$J$Y=

#

#流域范围内

主要有小水库 P 座% 该河开挖于 "FTP0"FV# 年#灌溉

农田 IJS 万亩#同时承担防洪排涝任务#并且是两岸渔

民养殖鱼塘的水源% 一方面#随着城市开发#河道下垫

面的变化导致汇流加快#洪峰流量增加#原适应农田水

利的开挖标准已不能满足城市要求/另一方面#流域内

雨污水收集系统不完善#河道沿线截污&排污设施滞后

于开发建设#大量工业废水&生活污水直接排放河内#

导致河水水质不断下降#严重恶化了水生态环境%

#(水环境现状

按照环保部门水质监测#槐泗河水质连续 P 年

"#%""0#%"P 年$为劣
!

类水#水质达标率为 %#地表水

严重污染% #%"# 年入河污染总量现状 MAN排放

$J$$1U5#其中点源污染占 IT_#各类面源污染占 SI_%

槐泗河两岸有大小污水排放口 I% 多处/另外#部分支

流汇入槐泗河的水质较差% 通过排污口排入干河的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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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总量每天为 F%II1U5#见表 "%

表 $(现状点源入河污染统计

入河污染 污水排放U"1U5$ MANU"1U5$

环保在册直排企业 "%IV %JPI

F 处主要排污口 S"$% "J#P

其余小排放口 "VP$ %JIT

合计 F%II #J%P

!!槐泗河"邵伯湖口0甘泉杭家$作为该流域的骨

干水系&重要的通湖涧河#现状既无水污染控制工程#

也没有水污染应急措施% 同时槐泗河水体流动性差#

干河与支流的连通性差#河道岸线无隔离#岸坡杂乱%

流域水生态保护极为匮乏#致使水功能区达标率低下#

较大影响了区域水生态安全% 通过对槐泗河沿线 "#

个取样点连续 S 次采样分析#对照-地表水环境质量标

准."XbIVIV0#%%#$

+",

"

类水标准#污染负荷分布情

况见表 #%

表 #(污染负荷分布情况

区!!段
分!析!因!子

MAN EK EO

大官桥漫水闸上段 "TJ%%_ #VJ%%_ I#J%%_

漫水闸0濠田河口 S#J%%_ PSJ%%_ P$J%%_

濠田河口0邵伯湖口 #"J%%_ #SJ%%_ #IJ%%_

!!槐泗河大官桥漫水闸至大运河段水体水质整体处

于劣
!

类水平#尤其位于大官桥漫水闸下的中游城镇

段污染严重#槐泗河水质污染现状评价见表 I%

表 %( 槐 泗 河 水 质 污 染 现 状 评 价

分!析!因!子
采!样!分!析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

类水指数

标准值

受 污 染 程 度 A

"B

最大超标 最小超标 平均超标

高锰酸盐指数值"MAN

Q.

$U"=/U&$

IFJV$ IJI$ ""JF$ "% IJFF %JII "J#

MANU"=/U&$ #"$ #P F#J" I% TJ"T %JV IJ%T

总氮"EK$U"=/U&$ "TJTV "J## $JS% "J$ ""JV$ %JV" IJTP

总磷"EO$U"=/U&$ #JVV % %JF %JI FJS % IJ%%

叶绿素*U"

#

/U&$ PSJST "%J# #VJ"T "% PJST "J%# #JV#

!!注!A

"B

"

" 表示满足标准#A

"B

c" 表示该污染物超标%

%(生态河道规划设计

围绕扬州市水生态文明建设要求#以实现槐泗河

流域'防洪安全&排水顺畅&水质达标(基本功能为目

标#结合规划&建设&开发和管理并举的原则#通过采用

'堤防加固&清淤疏浚&水系沟通&控源截污&生态修

复(等综合整治措施"见图 "$#有计划分步骤地实施槐

泗河流域整治工程#提高区域防洪减灾能力#改善城市

水环境#使槐泗河流域水生态系统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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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槐泗河流域水环境治理工程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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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J"!河道截污设计

河道截污工程包括集中式污水处理工程&分散式

污水处理工程&生态疏浚工程&城镇面源污染控制工

程&农业面源污染控制工程&北山污水处理厂建设%

7J集中式污水处理工程% 槐泗河流域污水目前

由汤汪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远期纳入规划的北山污

水处理厂集中处理% 沿河截污!在槐泗河沿线两侧布

置直径 S%% dV%%==污水截流干管/在支流河道布置

直径 P%% dS%%==污水截流次干管#配套新建提升泵

站 I 座% 区域污水管网改造!针对道路进行污水管道

分流工程#完善雨污分流% 槐泗河流域开发建设区域

污水管网改造及完善% 雨水污染物末端去除!在槐泗

河雨水排放口设置初期雨水污染物末端去除与溢流污

水污染物末端去除装置+#,

%

BJ分散式污水处理工程% 在未规划污水管网的

区域#污水尚不能收集至排水管网% 拟在槐泗河主干

道周围乡镇设立小型污水处理站#约需建设 "% 个小型

污水处理工程%

2J生态疏浚工程% 对槐泗河流域河道底泥进行

生态疏浚#应用疏浚底泥余水处理技术和河道底泥原

位处理与控制技术#清淤量共计 PFJV 万=

I

%

=J城镇面源污染控制工程% 在新建小区及河道

"% d$%=范围内#构建低影响开发体系#工程技术拟采

用初期雨水弃流设施&雨水花坛&低势绿地&植被浅沟&

雨水生物塘&透水铺装等%

9J建设北山污水处理厂% 远期通过建设北山污

水处理厂#完善扬州市污水收集系统#提升污水收集

率#进一步完善槐泗河流域污水治理%

IJ#!河道景观的设计

河道设计中植被景观在维持河道生态环境方面具

有重要意义% 槐泗河干流全长 "SY=#支流河道总长

PIJSFY=#根据河道的属性&周边用地综合比较建设生

态岸坡% 对水库&塘坝进行库滨带建设 #%>=

#

#并利用

部分河滨池塘&洼地构建生态塘&湿地净化水质#规模

PJ$>=

#

% 在河道沿线建设滨河绿化隔离带#按照'春

花&夏荫&秋实&冬青(的原则开展设计#根据季节的不

同合理搭配植物#提升视觉上的冲击力% 在色彩设计

方面#以绿色为主要色调#大量使用绿期和花期比较长

的植物#色彩上做到丰富多样+I,

% 植物空间方面#对围

合空间进行充分利用#营造舒适&美观的空间环境% 平

面布置方面#要做到错落有致&疏密得当#河道旁边的

植物要按照乔灌搭配的原则进行布置#不仅可以营造

更好的河道景观#同时还可以扩大城市绿地面积#如图

# 所示% 在人行平台上部堤岸层次化的布置植物群

落#主要种植大叶黄杨&紫穗槐&碧桃&旱柳等植物#形

成桃红柳绿的景观效果% 堤岸行道树可以选择白蜡等

植物#平台下部护坡可以选用美人蕉&千屈菜等色彩丰

富且具有良好亲水效果的岸边植物% 河水中种植具有

良好去污效果且具观赏性的植物#例如金鱼藻&睡莲&

水葱&黄菖蒲等% 通过这些植物不仅可以去除泥沙和

河道水体中的有害物#还可以使河道和水体四周的环

境得到改善#减轻河水污染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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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河道护坡植物搭配 "单位!==$

IJI!河道岸堤设计

7J护岸% 护岸主要建于铺设层和堆岸的上部#是

河道周围生物和河道两栖动物的主要栖息地#在进行

护岸施工时为了保证河道自然环境得以恢复#要全部

使用当地土#施工要选择透水性较好的填料#填料上覆

盖土层后种植芦苇&草皮等植物%

BJ铺设层和堆岸% 铺设层和堆岸主要是为了避

免河道水流对护岸造成破坏% 选择多孔性预制砖&石

块&木头等材料进行施工#为河流生物提供产卵场地和

栖息地% 施工时根据河道的抗冲刷能力&坡度情况&水

流速度确定施工材料&铺设厚度和方法%

2J设计生态缓冲带% 生态缓冲带是实现陆地和

河道交互的植物带#可以有效避免河 $下转第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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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泥固化稳定化处理#实验结果表明#固化稳定化后的

底泥重金属离子浸出浓度大幅降低#浸出浓度可达到

地表
'

类水标准#达到了环境质量要求标准% 固化稳

定化重金属污染底泥 B)值小于 VJ%#偏中性% 改性土

可作为绿化营养土&建材用土等利用#拓宽了重金属染

污底泥的资源化利用途径#为有效地解决珠三角地区

底泥量大#污染重等问题#提供了可行的技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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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 页% 水对河岸产生的冲刷#过滤掉外界的

磷&氮等污染物#并为水生生物和鸟类提供栖息场所%

缓冲带在进行布置时#要尽可能选择河道和水系原有

的品种#尽量少用外来物种% 按照植物进化法进行搭

配#在河边种植乔木&灌木&草类等植物#为生物提供生

存栖息地%

IJP!设计河道平面形态

在设计河道平面形态时结合河道的自然形态#营

造蜿蜒曲折的河道形态% 可以将泥沙&巨石等堆放到

河道的两侧#构建出接近自然河道的凹岸和凸岸#使河

道平面呈弯曲状%

'(结(论

综上所述#槐泗河在未进行治理之前污染情况非

常严重#例如#在输入性污染物计算中#化学需氧量综

合排放量为 $J$$1U5#年综合排放量达 #%#S1% 经过综

合整治后#估算年削减化学需氧量约 "TTP1#控制入河

化学需氧量综合排放量 %JSF1U5#年综合排放量约为

#$#1#仅为 #%"# 年的 "#_#效果显著% 此外#对河道进

行治理后#减轻了槐泗河流域防洪压力&排涝压力#河

道行洪水位下降 T d$%;=#排涝水位降低 S%;=#为保

障工程区域及下游平原圩区防洪排涝安全创造了有利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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