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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水河子河干河子段河道生态
治理模式研究

李中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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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河道是水生态环境的重要载体"由于最初设计原因"致使河流的治理大都是以排水$防洪为首要任务"

往往忽略生态功能"河道的治理效果不理想% 为此"我国加大对河道的生态治理"生态治理理念正逐步受到重视%

我国在生态治理上还有很多不足"生态治理还没有形成新模式体系% 通过整理国内外河道生态治理方面的专业技

术"分析各个方法的优缺点"从而提出一种新的生态治理模式"并将该模式用于凉水河子河干河子段河道% 通过生

态治理之后"该河道的生态效益有显著提高%

!关键词"!河道& 生态& 治理模式& 治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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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是地球上最珍贵的)人与生物赖以生存的自然

资源#对人类文明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河流不仅

为人类提供生活资料#人们还可以对河流加以利用进行

灌溉)发电)航运)休闲等+",

' 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世

界各国的河流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干扰#尤其是工业

较为发达)人员较为集中的地区#河流治理迫在眉睫'

朱伟等+J,对我国农村河道治理提出 .亲自然河

道/的治理模式#该模式既能解决河道治理的模式问

题#也能明确河道治理的内涵#不但从目标上明确了水

质)生态的内涵#也体现了修复人水关系)人水和谐相

处的河道治理理念-朱丽向+I,则是对城市河道治理规

划问题进行探讨#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法#同时也证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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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治理好城市河道#就要保证在规划设计阶段以及实

施阶段都要根据具体情况来确定方案-黄海雷等+E,分

析了上海开展河道水环境综合治理的必要性#并提出

相应的治理政策建议-朱佳佳+L,通过当地的水文气象

特点#结合流域内人类活动对其影响#提出流域生态问

题的应对措施'

目前#生态河道的相关研究还不全面#生态河道相

关建设尚处于初期#整体缺乏系统的认识#人们对河流

生态的认识还仅限于河道周边种植植物#忽视了河道

内部物种与河道周围生物群落之间的联系+H,

' 河道的

生态建设不能只注重水量和水质#要将水)河岸)生物

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进行建设和恢复#这样才能有效

地保证河道治理的最终目的'

$&研究思路

研究的重点是建立一种新的生态河道治理模式'

该模式包含前期的设计理念#中期的施工技术以及后

期管理' 研究内容如图 " 所示#研究技术路线如图 J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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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研究内容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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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研究技术路线

#&生态河道治理模式研究

JD"!河道治理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河道治理主要任务还放在提高防洪能

力上面#缺少对河道周边环境因素的考虑#没有形成系

统的管理#致使河道治理效果一直不能提高+F,

' 治理

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

0D在河道治理初期#有的河道两岸没有有效的护

岸河堤#防洪能力不足#在长久的自然侵蚀的影响下#

河堤的破坏愈加严重#甚至没有保护河岸的作用'

DD由于环保意识不足#河岸两侧的植被严重缺

失#水土流失严重#泥沙涌到河内#造成河床抬高#长期

下来#河道的排水泄洪能力降低'

;D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大量的生活)工业废水处

理不彻底就排入河道#导致生态环境破坏#水质污染

严重'

FD在河道设计之初没有考虑全面#只是片面地开

发使用河道的功能#在后期的改造中#不仅仅是破坏了

河道整体性#改变了河流原来的形态#而且也破坏其平

衡性'

JDJ!影响河道生态系统因素

河道生态系统受到的影响不仅仅是自然界所带来

的#还有人类活动的多重影响#包括!因地形而造成河

道淤积-人们对水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人们没有充分

考虑环境污染对河道带来的影响'

JDI!治理原则

针对现有河道的治理#应在保证河道基本功能的

基础上#重视其生态功能' 河道的生态治理应尊重其

自然属性#以可持续发展作为指导思想#达到经济)环

境等多方面协调发展-同时还要保证河道周边的植物

合理配置#建立多样性的物种群落'

,&生态河道的建立

ID"!凉水河子干河子段基本资料

凉水河子流域内暴雨强度大)年内分配集中#大部

分暴雨集中在 F(G 月' 干河子段位于凉水河子中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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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水流向自西向东#地下水类型为第四系孔隙潜水#赋

存中砾砂)圆砾)卵石层中#与河水处地下水与地表水

连为一体' 该地所处地貌单元属凉水河子河床)漫滩

及阶地#岩性主要为圆砾#由于采砂等人为活动#造成

河床在各部位深浅不一#深度变化很大#沿线分布一定

数量的坑)塘#破坏了河道的天然结构' 表层圆砾抗冲

刷能力较差-各岩土层的地基承载力相对较高#抗沉降

变形能力较强' 该地堤基工程地质条件分类划为 U

类#工程地质条件较好'

IDJ!生态河道的施工技术研究

生态河道治理的施工内容包括河道线形)河道断

面)河道护岸)水体环境生物修复及河岸带植被布置等

方面#具体详情如图 I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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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生态河道治理的施工内容

IDI!生态河道施工技术

在河道生态治理方面有多种施工技术#每种技术

存在着各自的优缺点)适用于不同的环境下的河道的

局限性+G,

' 其中#在河道线形中自然曲折形的生态效

应好-虽然双层断面的河道断面的施工工艺较为复杂#

但是其安全性和亲水性要比其他几种河道断面要好-

在河道护岸的类型中#土工格栅结构和生态切块结构

生态效应较好#柔韧性好#虽然占地较多)施工复杂#但

是却符合生态河道施工的基本理念-生物修复技术是

新兴的#都可以达到生态概念#但是施工复杂)投资资

金高-在后期的河道整治)维护过程中往往会对原始的

植物分布造成破坏' 所以#在生态河道整治时尽量保

证原始面貌#若是植被破坏严重#可以进行人工规划'

IDE!生态河道管理

在任何施工项目中#管理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

尤其是在河道生态治理中#更不能忽视' 河道规划设

计)建设施工)维护等都需要系统而全面的管理#以达

到最佳的治理效果'

我国在河道治理方面经常忽视管理的重要性#导致

河堤防洪能力降低-随意违章)占用河道而影响河道的基

本功能-没能形成环保意识#河道挖沙造成河道两岸植被

破坏#影响防洪)航运等#植被破坏会加剧水土流失'

IDL!生态河道治理模式建立

根据生态河道的概念和治理时所需遵循的原则#

对河道生态治理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研究#结合我国河

道治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影响河道生态系统恢复的因

素#提出了一套综合河道生态治理模式#其结构组成如

下页图 E 所示'

.&结&语

本文在研究国内外河道生态治理方面技术进展的

基础上#结合我国河道治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影响因

素#提出了一套河道生态治理模式#并以凉水河子干河

子段河道生态治理工程为实例进行研究' 实践证明#

要治理好河道#做好生态河道治理#无论在规划设计阶

段#还是在实施阶段#甚至是后期的管理阶段#都必须

形成一个整体结构' 必须根据河道的具体情况#如河

道的流量)成灾的原因)损害程度等#进行具体分析#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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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生态河道治理模式结构

用合理的生态河道治理模式#适应可持续发展的河道

治理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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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李彬@国外流域开发经验对西江黄金水道开发战略的借鉴

意义+_,@经济研究参考#J#"""LI$!LG H̀#@

+H,!邹睿@城市水污染的现状及治理建议分析+_,@新材料装

饰#J#"E"""$!"E "̀G@

+F,!蔡守华#胡欣@河流健康的概念及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

+_,@水利水电科技进展#J##G#"G""$!JI J̀F@

+G,!裴军@城市环境污染的现状)原因及对策建议+_,@中国科

技论坛#J##K"J$!F" F̀J@

+K,!范宏喜@开启地下水监测新纪元(((聚焦国家地下水监测

工程建设+_,@水文地质工程地质#J#"L"J$!"H" "̀HJ@

+"#,!万峰#张庆华@城市供水水质监督机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研究+_,@环境科学与管理#J##G"F$!""H "̀"G@

*)$*

李中标N凉水河子河干河子段河道生态治理模式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