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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绵城市背景下城市防洪排涝
规划的方法

张!捷
!扬州市水利局" 江苏 扬州!JJL####

!摘!要"!随着我国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城市水文环境受到了比较大的破坏"当遇到强降雨天气时会增加城市

的洪涝灾害风险"城市防洪排涝工作难度也随之增加"而基于海绵城市背景下的城市防洪排涝规划可以显著提升

城市雨洪的容纳能力和排泄能力% 本文以扬州市城市规划为背景"对扬州市防洪排涝存在的安全隐患进行了分

析"然后结合扬州市规划要求制定了相应的防洪和治涝措施"取得了良好的治理效果%

!关键词"!海绵城市背景& 防洪排涝& 防洪规划& 治涝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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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扬州地处江苏省中部#长江北岸)江淮平原南端#

地理位置优越#水系发达' 随着扬州经济的高速发展

和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迅速推进#一方面城市对水安

全)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的要求愈来愈高-另一方面

在城市各项基础设施建设中#河道水面与坑塘水域被

占用的现象日趋突出#且因行政区划调整#对水系空间

管理能力更为薄弱#部分水系被堵塞)分割和灭失#严

重削弱了现有水工程的防洪除涝能力和水资源可持续

利用能力#水质型缺水)水生态恶化等造成的水危机已

成为扬州城市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制约因素+",

'

规划范围为原扬州市区#四至为!西至润扬河)龙

河)友谊河一线与仪征接壤#南临长江#北与高邮湖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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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界#东到邵伯湖)金湾河)芒稻河一线与江都区相连#

面积 "#JG^<

J

#为扬州市区及其行政代管范围' 其中

原市区中心城区"范围东至芒稻河一线#南至长江)夹

江一线#西至扬溧高速#北至扬溧高速)槐泗河一线#面

积约 IK#^<

J

$为本次规划重点'

#&规划概括

JD"!规划目的

建立与城市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相适应的水利基

础设施体系#促进城市水系综合功能的有效发挥#保障

城市防洪)供水)水生态和水环境安全#实现人水和谐)

环境优美#支撑扬州城市健康)协调和经济社会可持续

发展'

0D健全河网水系布局' 从现有河网水系的引排

能力着手#根据相关规划安排以及城市化)城市现代化

和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对扬州城市范围内的河道水系

进行规划和调整+J,

' 提出满足今后引排水需求的河网

布局方案#维持和稳定)健全和完善市区河道水系的完

整性#确保河道引排水的通畅'

DD完善防洪除涝体系' 在河网水系规划布局优

化调整以及市区现有水利设施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

防洪除涝工程布局及工程体系#提高防洪减灾能力#满

足城市发展要求'

;D促进地块开发和利用' 通过对水系的规划和

调整#将地区水系布局化复杂为简单#全面提高区内土

地利用价值#提高地块的开发和利用#促进城市的规划

和建设'

FD对河道进行综合整治' 把握扬州城市水环境

特色#通过对河道综合整治#恢复和改善沿河生态环

境#达到.水清)流畅)岸美)景美/的生态河道要求#创

造良好的水生态和水景观环境#确保河道资源的可持

续利用#满足地区可持续发展要求'

JDJ!规划意义

通过对城市水系布局的调整)河道等级的划分)功

能的定位)水面积的控制)水资源的保护)水环境的改

善)水景观的打造等措施#使城市水系达到.防洪安全)

排涝可靠)功能达标)引排通畅)人水和谐/的要求#实

现.水供给)水环境)水安全)水生态)水文化)水管理/

六位一体的水利发展模式' 着力打造宜居生态环境#

实现人水和谐的需要'

JDI!规划原则

此次城市水系规划要按照水域的自然形态和主体

功能进行保护或整治#充分发挥水系的生态调节)防洪

排涝)引排水和交通运输等综合功能#以改善人居环

境#提升城市品位#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实施中

要执行以下几个原则!

0D尊重水系的自然属性' 让人工化的城市水生

态系统重新参与到自然生态系统的循环过程中#按照

水域的自然形态修复生态水网' 从消除盲沟死水)沟

通水系)活化水体)利于城市排水和生态环境等目标出

发#恢复并稳定城市水系的自然生态功能+I,

'

DD坚持全面规划)统筹兼顾' 城市水系规划要服

从流域)区域水利规划#并与城市总体规划在发展布

局)发展目标)功能划分等方面保持一致#统筹考虑城

市水系的整体性)协调性)安全性和功能性#做到专业

规划与总体规划相吻合#同时又是总体规划的完善和

补充' 水系规划既要全面考虑防洪除涝)水资源配置

与供给)水环境治理与保护的各项水利目标#又要兼顾

水生态修复)交通航运)旅游景观以及其他专业规划的

要求' 同时妥善处理好流域与区域)城市与农村)开发

利用与保护)建设与管理)近期与远期的关系#充分发

挥水系综合效益'

;D坚持以人为本)人水和谐#充分发挥水利公共

服务的要求' 在充分考虑水资源和水环境承载能力基

础上#努力满足人们对水在使用过程中生产生活的物

质需要和亲水的心理需要#以及人对水环境观赏的视

觉要求和对水文化品赏的精神要求#充分挖掘扬州深

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将城市水景观建设和水文化有机

地融合'

FD坚持水利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 水利

建设要与经济社会发展)城市建设和环境建设相协调#

并适度超前' 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防洪减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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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提高区域防御洪涝灾害的能力#大力提升水利基

础设施服务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应考虑本地

区防洪排涝条件和水资源)水环境的承载能力#与土地

资源利用)生态环境建设)水资源配置的有机结合#合

理安排城市发展与产业布局#为大力促进经济社会与

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建设更高水平全面小康社会和

基本现代化提供支撑和保障'

8D坚持因地制宜)突出重点' 强调水系布局的总

体研究#突出骨干河道)重点区域的保护和治理-统筹

考虑城市水系的安全性)生态性)公共性)系统性和特

色化原则#在满足防洪排涝安全的前提下#以改善城市

水环境)水生态为重点#兼顾河道景观)航运及旅游休

闲等功能+E,

'

@D要资源配置最优化' 合理利用水利资源#通过

疏浚河道卡口)束窄段#打通.断头河/#增设引排泵站

和控制涵闸#恢复)完善城市水系#实现区域水资源及

水环境容量的优化配置#用较少的工程投资提高水安

全)水资源的保障能力#改善水环境#达到环境质量)生

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L,

'

,&现有防洪除涝的安全隐患

ID"!防洪问题

0D江)淮工程病险未除' 长江青山引河堤防)泗

源沟闸下港堤)瓜洲运河港堤和京杭运河港堤局部未

达标-沿线 FG 座小型建筑物存在防洪隐患-长江仪征

水道)六圩)嘶马弯道等坍段坍情时有发生' 淮河归江

河道部分堤防断面不足#堤身填筑质量差#堤后局部段

沟塘密布-近 F#M堤段为裸堤段-归江河道河床不稳

定#虽经多年抛护治理#仍有沙东)唐家院)羊尾巴)三

圩等约 H^<坍段需继续治理-防汛道路破损严重#不能

交圈'

DD区域防洪工程存在安全隐患' 丘陵区潘家河)

胥浦河上段)友谊河等主干河道行洪能力不足 "# 年一

遇#上游冲涧行水能力更是不足 L 年一遇标准-仪征丘

陵与平原的截洪系统"仪征沿山河$未全线贯通-江都

通南高沙土区与沿江圩区高低分框的反坎堤未达到设

防标准#部分居民密集区和城市洼地处于不设防状态#

遇洪倒灌#遇雨积涝-平原和圩区共用的龙河)乌塔沟)

仪扬河"新城镇(乌塔沟$段河道淤深)行洪断面和堤

防挡洪能力严重不足-潘家河涵过水能力不足#骨干行

水河道沿线建筑物老化严重#存在安全隐患-境内非在

册的库塘加固及水库下游溢洪出口束窄问题仍需

解决'

IDJ!除涝问题

0D区域除涝标准低#不适应沿江经济发展要求'

沿江圩区现状除涝标准为 L P"# 年一遇#与保障本区

经济发展的除涝标准有很大差距#且现有工程配套标

准偏低#河道淤塞#工程老化#拦河坝埂多#不能满足区

域排水要求+",

' 同时城市新区的水系)闸站布局和标

准也不适应城市经济发展需求'

DD受江潮顶托影响#未能彻底解决平原区除涝问

题' 扬州主城区已形成独立防洪圈#但内部排水平圩

不分#古运河既是平原区的自排出路#也是圩洼地区涝

水的承泄区#同时亦受外江潮位的顶托' 现状古运河

排水完全依靠自排#但如遇江淮高水位#主城区涝水将

滞留在古运河内#造成河道水位上涨#威胁沿线堤防安

全和影响平原区内部的排水' 江都通南高沙土区地面

高程在 EDF PHDL<#现状排水主要依靠通江口门自排

入江#但现状排水出路不足#整体排水能力仅为 L 年一

遇标准#且本区受长江潮位顶托影响#遇长江高潮位

时#排水将更为困难'

.&城市防洪排涝治理规划方法

ED"!构建可持续性雨洪排水系统

可持续性雨洪排水系统是一种将城市生态发展和

雨洪排放系统结合到一起的雨洪排水系统#通过对现

有排水系统的利用#来达到雨水净化)减少雨洪流量#

实现城市防洪和节水双赢的局面+H,

' 具体措施如下!

0D将河流系统和城市排水系统的衔接处处理好'

在城市排水系统中#雨洪排水系统是非常重要的组成

部分#排水系统中的水流最后都是要流入到行洪通道

和河流中' 城市径流有相当一部分是利用城市排水系

*$!*



统排出来的' 但是在进行规划时#由于河流水位上升

会减小排水系统的排水能力#会导致排水系统的排水

能力降低' 为了降低洪涝灾害的影响#需要做好河流

系统和排水系统的衔接工作#扩大渠道和管道的尺寸'

具体施工时#首先要对排水系统进行修建和改造#并将

河流)排水系统)行洪道的衔接工作做好-其次要对排

洪道)河渠等进行治理#并选取适当的位置作为滞洪

区' 为了进一步对径流进行控制#还需要修建保护区

池塘等'

DD对雨洪排水系统进行合理的布置' 如果排水

系统无法满足排水需求#多出的水漫到城市地表#产生

内涝' 因此可以将地表低洼区域)行水通道作为排水

系统的大系统#对于超标的洪水可以流入到储水池)分

洪道以及临时储洪公共区域#排水明沟和排水管道作

为排水系统的小系统#通过对大系统和小系统进行科

学的布置#可以顺利排出雨洪#避免雨水漫到地表上#

提升城市的防洪排涝能力'

;D构建自然雨洪排水系统' 人工排水系统存在

汇流速度加快)洪峰变大等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洪

水风险变大#而采用更接近自然的排水方法有助于使

城市对洪水的反应更加接近自然#此系统具有蓄水和

下渗的功能#使汇流时间得到延缓#减少洪峰流量' 在

进行排水系统施工时#要充分考虑水质问题和水流问

题#选用滞留洪池)入渗洼地)透水铺面)地表绿化)人

工湿地)蓄洪池等结构进行施工#构成具有持续性的雨

洪排水系统'

EDJ!在入渗设施中增设海绵体

随着现代化城市建设的不断开展#对自然水的正

常循环造成了影响#导致地面的透水率和下渗量变小#

地表径流量也会随之增加' 而对城市地表渗透性进行

改善#可以使城市洪水风险下降' 对于开发区在进行

规划建设时#需要提前将入渗设施规划好-对于老城区

需要进行改造#并设置海绵体#例如修建透水铺面)地

表植被化)修建生态调节池等'

EDI!合理布置环境缓冲区和城市湿地

通过建设城市湿地可以保证城市绿化率#降低暴

雨天气下城市径流量+F,

' 为了可以将湿地的排涝能力

和防洪能力充分发挥出来#需要在湿地以及湿地的四

周布置缓冲区#具体措施如下!

0D因地制宜做好绿化工作' 充分利用城市现有

条件#修建自然湿地)人工湿地#沿街修建草地)花园

等' 不仅可以降低雨径流#而且湿地还可以通过下渗

对地下水进行补充#降低城市二氧化碳水平'

DD建设绿色空间' 通过修建公园)滨水走廊)荫

道等绿色空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气候变化对城

市产生的影响#降低城市洪涝' 对于缓冲区域要种植

林荫带来涵养更多的雨水#降低城市排涝压力' 在湿

地建设过程中#要对市区湿地资源进行充分利用#避免

湿地区域有人类活动#并利用渠网系统对湿地进行连

接#根据城市的具体情况制定相应的种植计划' 需要

注意的是#在修建湿地连通渠道和湿地系统时#规划单

位要对选择规划土地的使用价值以及土地的所有权进

行考虑#保证规划的合理性' 规划时要以种植绿化为

主体#完成城市的规划建设'

EDE!修建排洪蓄洪设施

建设排洪和蓄洪设施可以有效降低洪峰流量#特

别是当蓄洪容积非常大时#可以将洪水流量控制在合

理的范围内' 实际建设过程中#可以尽可能多修建运

动场)公园绿地等多用途临时蓄洪设施' 一旦城市洪

水负荷过大时#可以将多余的径流引导到临时蓄洪场

所中#然后从临时蓄洪场所中排放到泄洪渠道)河道

等' 平时这些临时蓄洪场所可以作为城市居民休闲娱

乐或者其他用途的场地#遇到强降雨天气时#可以用于

蓄洪场所#降低城市洪涝灾害#保证城市安全'

EDL!做好城市防洪排涝工程措施

0D建设排水工程' 在汛期来临时#低洼地带或者

平缓地带会因为管道排水不流畅导致积水过多#容易

产生洪涝灾害' 为了满足排涝要求#需要建设排水

工程'

DD建设抽水站' 对于城市低洼地区的积水以及

城市内涝积水#如果无法利用城市排水道排出#需要根

据积水情况布置抽水泵站#将积水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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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捷N海绵城市背景下城市防洪排涝规划的方法!!! !!!!



表 .& 昆 山 市 第 一 季 度 浅 层 地 下 水 综 合 评 分

镇!名 巴城 周市 花桥 玉山 开发区 陆家 千灯 张浦 锦溪 周庄 淀山湖

1值 EDI" FDIK FD"F EDJG FDJI FD"H FDIJ FDJJ EDIF FDJL EDIJ

综合评价 较差 极差 较差 较差 极差 较差 极差 极差 较差 极差 较差

!!从表 E 不难看出#昆山市 J#"L 年第一季度 "" 个

镇中#巴城镇)花桥镇)玉山镇)陆家镇)锦溪镇和淀山

湖镇浅层地下水水质综合评价为较差-周市镇)开发

区)千灯镇)张浦镇)周庄镇地下水水质综合评价为极

差' 此外#"" 个镇的浅层地下水的总大肠菌群指标均

为
(

类'

.&结&论

综上所述#根据上述得到的监测数据可以得出#

"" 个镇浅层地下水水质综合评价为较差的有 H 项#极

差的有 L 项' 无综合评价良好以上的浅层井' 此外#

"" 个镇的浅层地下水总大肠菌群指标均为
(

类' 需

要控制污染#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地下水水质#防止地下

水污染和过量开采)人工回灌等引起的地下水质量恶

化#保护地下水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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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对城市内河道进行整治' 城市内河道在防洪

排涝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如果河道产生淤积#会直接

影响城市的排涝能力' 因此#需要做好城市河道的整

治工作#使雨洪可以从城市顺利排出#避免因泄洪不利

而产生洪灾'

G&结&论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城市化发展进程的逐步加

快#做好城市防洪排涝工作#维护城市水文生态环境

平衡已经成为促进城市发展的重要措施' 在进行城

市防洪排涝建设时#要结合城市的具体情况采取相

应的措施#确保城市防洪排涝规划建设可以和城市

发展协调)适应' 本文以扬州市为例#根据扬州市洪

涝灾害的基本特征#提出了扬州市防洪排涝的措施#

在促进扬州市海绵城市建设以及防洪)排涝规划方

面均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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