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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直线河道景观规划设计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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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生态文明建设广泛深入开展的环境下"如何通过合理措施"消减直线河道存在的景观与生态问题是

当前很多地方都在深入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本文以对相关案例的研究和本单位实践经验出发"探索提出了直线河

道景观共性特征%景观建设原则与要点"介绍了本单位实践开展情况"并对当前直线河道景观规划设计工作进行了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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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线河道"或局部直线河段$广泛存在于防洪排

涝河道&供排水通道&航道工程建设中#涉及水利&交

通&市政&城建&环保等诸多领域#发挥着重要的水资源

配置&排洪除涝&交通组织&水系连通作用#同时也要看

到#直线型河道也普遍存在着景观条件较差&水生态环

境失衡的问题#但是将直线河道恢复为自然曲折的河

道线型在当前显然是不现实的#笔者认为如何从修补

矫正的角度应对存在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所以本文侧重于尝试探讨如何通过工程与管理措

施#消减已有直线型河道在景观&生态方面存在的不

利因素(

$(直线河道景观共性特征

#Q#!线性形象主体

直线河道凭借其输水效率高&占地小&施工与管理

技术经验成熟等优势在保证水体流动&行洪排涝方面

发挥着重要作用#再加上很多地方工程用地紧张&施工

周期短等方面的原因#直线河道选型在实际工作中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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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比较普遍#不论观赏者角度如何#硬直&通透&缺乏变

化是其主要视觉印象(

#QJ!景观空间受限

直线河道内水位与引调水目标相关#通过控制枢

纽的调度#呈现出相对规律的水位与流量特征#有的直

线河道水位变化剧烈且频繁#堤外空间没有改造的价

值/有的直线河道流速快#流量大#不宜水生作物的生

长/有的直线河道堤顶紧靠城市交通道路或建筑设施#

没有空间进行景观与游憩空间提升建设(

#QK!护岸形式单调

直线河道多为引排水功能而设计#为满足结构安

全要求#硬质不透水材料护坡在很多地方仍占据主导

地位#严重影响河道景观质量#不利于水生动植物生存

和生物多样性#最终也会一定程度地影响水生态环境(

近年来#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各地愈加重视滨水景观

空间的营造#更加侧重于与周边环境的协调性#所以在

适当的水文条件下#各种类型的柔性结构建材在护岸

工程中得到充分应用并取得良好成效(

#QR!沿线环境复杂

在我国很多地区#跨流域&跨行政区的长距离直线

河道非常普遍#河道沿线分布有大量的路桥&水闸&管

道设施&电力通信设施&农林用地&城镇建设用地等#呈

现出不同的用地特征和景观特征#具有丰富的景观

组合(

#(直线河道景观规划设计原则

JQ#!消减硬直单调的共性景观特征

针对直线河道过于统一的景观特点#应思考如何

打破统一#追求整体协调&局部灵动的景观格局#统筹

考虑景观空间组织和游憩心理需要#利用堤内外&左右

岸空间合理布设景观设施#在宜林宜草区域开展植物

造景#在充分论证的情况下对硬直护岸进行生态化改

造#通过综合性措施达到较好的景观效果(

JQJ!各项措施应与河道所处环境相协调

直线河道景观建设各项措施的研究制定#要充分

研读城乡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对河道流经地块明确的

要求和指标#要与河道所处区域城乡环境相协调#并与

河道周边地块主体功能深度融合#具体体现在游憩空

间设置&树种选择&建材选择&文娱设施设计建造等

方面(

JQK!注重工程及游人安全

各项措施制定与实施均不能破坏护岸&堤防结构

安全#不得影响河道功能的正常发挥/亲水设施设置要

考虑游人安全/堤顶&戗台做道路应充分论证#严格履

行报批程序/堤防坡面上禁止种植高杆植物或根系发

达的植物(

JQR!强化河道日常管理工作

日常管理水平对河道景观会产生重要影响#应严

格控制污染物排放总量#采取截污&减污&雨污分流&水

体置换&河道清淤&水面保洁等改善河网水质的工程措

施和非工程措施#维持或改善水质和感观面貌(

%(直线河道景观规划设计要点

KQ#!探索改造利用堤外空间

直线河道尤其是流经城区的直线河道应充分考虑

堤外空间改造利用的可行性#河道滩地和堤外构筑物

是其重点( 河道滩地可在充分考虑防冲刷&易清理&湿

地景观&对行洪断面不影响或微影响等前提下进行合

理设计#在非汛期成为游人游憩的场所/堤外构筑物主

要是通过结构处理#形成向河道适当延伸的景观空间#

在占据原河道空间极其微小的前提下#创造良好的亲

水景观视线#提升河道景观水平(

KQJ!护岸工程生态化设计

河流的水陆交错带是水域中植物生长地带#是动

物的觅食&栖息&产卵和避难所#也是陆生&水生动植物

的过渡区( 因此#护岸工程的设计应从强调人与自然

和谐相处的要求出发#采用与周围自然景观协调的结

构形式#在满足工程安全的前提下#确保护岸&生态&景

观的多样性(

KQK!提升河道绿化水平

绿化措施是改善直线河道景观的重要手段#在左

右岸宜林宜草区域应广泛开展植被种植#树种选择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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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本土树种为主#并尽量考虑季相变化和种植层次#满

足水土保持&降解污染&便于管护&改善环境的综合要

求#有条件的城区河道绿化可以考虑结合城市绿道建

设进行园林式设计#增加城市绿地面积#为居民提供休

闲场所#美化城市环境(

KQR!融入滨水地块整体发展

滨水空间具有重要的景观和游憩功能#考虑直线

河道景观建设应具有良好的大局观#要着眼工程管理

范围周边整体环境和发展定位#切忌只考虑实际管理

范围#搞割裂式开发建设#与周边资源本底条件背道而

驰#破坏景观连续性(

KQ"!打造精品节点和游览路线

要利用好河道的线性特征#配合道路设施起到良

好的串联&呼应作用#有选择性地对一些重要控制枢

纽&排灌站&桥梁进行环境美化或者景观提升#特别是

要深入挖掘当地文化元素#具象为景观主题&景观设施

等/要统筹考虑游览与正常交通的关系#设计好机动车

线路&电瓶车或自行车线路&游船线路&步行线路以及

停车场布置#组织游人合理游览(

KQT!以管理手段保护河道景观

做好河道各项工程及附属设施环境卫生保洁&确

保沿线无垃圾和杂物#制止各类在工程管理范围的水

事违章违法活动/加强对河道水面日常巡查#发现水面

有漂浮物及时组织打捞清理/对沿岸居民垃圾堆放&生

产生活污水排放情况进行管理监控/考虑河道生态流

量问题#合理设置水体置换周期/应与市政&环保等部

门建立长效合作机制同抓共管(

'(江苏省扬州市润扬河景观规划设计实践

RQ#!工程概况

润扬河工程位于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和开发区交

界处#是为解决扬州地区山洪出路和扬州城市防洪问

题而兴建的大型分洪道工程( 润扬河北接仪扬河#南

通长江#全长 MQJRP?#排水入江能力为 JT$?

K

N1#河道

行洪能力 J$ 年一遇#堤防挡洪标准 "$ 年一遇( 建设

工程主要由润扬河河道&润扬河闸&仪扬河闸&沿线跨

河桥梁和水系影响工程组成( 润扬河工程为仪邗区域

增加了 JT$ VKT$?

K

N1的排洪出路#改善了周边地区的

生产&生态及生活环境#实现了扬州城市防洪包围圈全

面封闭#对完善扬州城市防洪体系&提高防洪排涝能力

具有重要意义(

RQJ!主要思路

润扬河为新建人工河流#河道顺直#缺乏变化#河

道工程与周边环境缺乏缓冲#局部景观条件比较生涩

突兀( 因此润扬河景观规划设计思路主要考虑符合沿

线环境的协调和重要节点的打造#以%香堤花海'作为

规划主题#构建以大地景观为骨架#护坡美化为重点#

项目设置为支撑#文化传承为亮点#辐射润扬河东西岸

现有乡镇#建设具有休闲观光&娱乐健身&科普教育&文

化体验等复合功能的河道滨水空间(

RQK!主要规划建设措施

RQKQ#!突出重要节点建设

将沿润扬河分布的 M 座引排泵站以%一站一景'为

原则进行景观提升改造#并结合扬州运河文化与治水

历程中涌现的重要人物与重大事件#按照时间序列排

布单座泵站的景观主题#例如!东岸徐庄引排站改名邗

江站#在景观设计中体现夫差开邗沟#运河水系的变迁

等要素/王庄引排站改名济运站#站区景区设计体现乌

塔沟流域五塘济运的历史/军桥西排涝站改名保漕站#

重点体现漕运文化#并重点挖掘扬州历代为保漕运兼

治水发生的历史事件( 润扬河入长江位置现有大片林

草地#利用这一良好的现实条件#开展观光设施建设#

并以植物配置与生物手段开展引鸟工程#增植一些花

果能诱鸟类的大小乔木#通过合理的木栈道引导和观

鸟台设置#可以近距离观赏&聆听鸟类活动(

RQKQJ!强化植被景观打造

在植被景观打造方面#重点考虑堤内护坡绿化景

观营造#以常绿树种为骨架#充分考虑韵律与变化#以

润扬河工程上的四座公路桥为分隔界线#通过合理的

植物配置#将润扬河护坡绿化形式分别重点侧重于体

现春&夏&秋&冬四季季相景观#使护坡景观在统一中又

富含变化#有利于消减硬直&单一的河道景观#提升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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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景区品味( 展现桃李争春&绿荫护夏&枫叶染秋&红

梅暖冬的美好风光(

RQKQK!引导周边协同发展

在润扬河景观规划设计工作中#充分考虑了工程

管理范围与景观建设需求之间的关系#规划认为必须

引导当地农业转型升级#通过种植方式调整和旅游项

目设置#提高当地村民种植收入和综合经营收入#同时

为景区发展提供必要的建设空间和游客承载空间( 因

此规划要求河道周边村镇改变传统种植模式#选取大

面积区域种植具有强烈色彩对比的花卉#并充分考虑

植物色彩季相因素合理配置树种#植物品种可选择适

宜营造大地景观并具有一定经济价值的品种#如!油菜

花&向日葵&薰衣草&波斯菊&醉蝶花等#体现极富视觉

冲击力的景观基底条件( 并在有一定基础的地方设置

瓜果飘香园&田园农趣&垂钓园&特色养殖园&观光园艺

苗圃&水趣园&健身园&老年社区等主题园区(

G(结(语

直线河道景观规划设计工作近年来在很多地方进

行了研究与实践#虽然属于通过后天努力弥补先天不

足#仍然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工程景观大为改善( 更值

得注意的是#广大的水利规划&建设&管理人员也逐步

认识到景观效应&生态效应对于水利工程的重要性#在

工作中努力寻找景观与功能的结合#生态&便民&亲水&

景观&环境等因素将越来越多地体现在直线河道工程

建设&管理过程中( 同时也要看到#直线河道建设如要

取得最佳的景观与生态效果#还是要尽可能地与主体

工程规划设计同步进行#在调研构思上花足工夫#在项

目设计上动足脑筋#在土地征用上留足空间#在资金筹

措上做足准备#此外#对于流经城市的直线河道#在城

市修补&生态修复"双修$理念的引导下#具有广阔的

改造和提升空间#要强化水利设计规范与城市环境&城

市工作各项要求的融合#只有消除行业壁垒#构建共通

语境#不断深化实践探索#才能使直线河道景观尽量协

调&优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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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黟县宏村!奇墅湖水利风景区

!!景区位于安徽省黄山市黟县宏村镇#依托宏村左

村街水系&葵山溪和东方红水库而建#景区规划面积

#$QKP?

J

#其中水域面积 JQJP?

J

#属于自然河湖型水利

风景区(

景区以水域和相关水利工程设施为载体#以水资

源保护&生态休闲和水文化传播为核心#结合现有徽派

文化&清明建筑等优势资源#呈现%原生态的山水风

貌&皖南山区的田园风光&古村落的人工水系&古徽州

的乡村风情'( 东方红水库"即奇墅湖$的兴建#进一

步完善了水利工程设施#提升了区域的防洪保障水平

和水资源供给能力#实现了古代水系和现代水利工程

的有机融合#使景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进一步加快( 景

区现为世界文化遗产&国家 "'级旅游景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