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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山镇通济浜水土保持设计浅析
陈 婕"徐 啸"纪 媛

!无锡市水利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江苏 无锡"#!&(#$$

!摘"要""通济浜作为阳山镇主要镇区河道"目前河道淤积现象严重"水系萎缩"引排不畅"亟须采取水土保持措

施加以治理% 本文首先对通济浜水土保持设计的可行性进行论证"确立设计目标#其次"选取水土保持设计的关键

要素进行详细阐述"全面论述了通济浜水土保持设计中的关键点和创新点"可为类似工程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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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阳山镇地处江南水乡"南临太湖"北靠京杭大运

河"属太湖流域武澄锡区& 全镇总面积 $$VC

#

"下辖 !'

个行政村'# 个社区"常住人口 ' 万人& 全镇大小圩区

R 只"其中万亩以上联圩 $ 只"拥有排涝泵站#!# 以

上%OR 座"排涝流量 R#%(TC

$

S?#包括在建闸站%& 阳山

镇外围三面环水"西侧是锡溧运河和武进港"东侧是直

湖港"北侧有新渎港& 锡溧运河'武进港'直湖港是该

镇的主要排水通道"其中直湖港'武进港与太湖相通&

通济浜作为阳山镇主要的镇区河道"其地理位置

如下页图所示& 其中"陆育桥至陆苑桥段的河道流经

阳山镇镇区中心陆区苑& 随着阳山镇配套设施建设的

逐步完善"河道淤积愈加严重"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相对

滞后"景观视觉效果较差& 为改善河道现状"恢复河道

景观效果"亟须对通济浜进行水土保持治理"该次水土

保持设计中整治的河道为通济浜陆育桥)安居桥)陆

苑桥河段&

'%现况分析

阳山镇通济浜河道位于无锡市惠山区境内"河道

两岸植被资源丰富& 工程区内地面水土保持态势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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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济浜位置图

较好"除河岸出现多处局部坍塌现象造成一定程度的

水土流失外"其他地面基本无水土流失现象& 参照*土

壤侵蚀分级标准+#lX!T()#((Q%"项目区范围内土壤

平均侵蚀模数约为 #((;S# VC

#

(.%"属于微度水土流

失,!-

"流失形式为水蚀&

相比通济浜地面水土流失状况"其水系存在的问

题更为严重"亟待进行治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水系萎缩'引排不畅& 阳山镇发达的河网水系

为城乡取水'引排水'航运'灌溉'涵养水源和维持生态

平衡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随着城市化建设的迅速

发展"原有的天然水系遭到人为破坏"局部地区水面积

减少"水系萎缩并导致引排不畅"对地区防汛保安和生

态环境造成了很大的危害,#-

&

=%河道淤积'水质较差& 通济浜陆育桥至安居桥

段河道西侧为在建小区"东侧为阳山汽车站等$安居桥

至陆苑桥段河道两侧为陆区苑安置小区"现状地面标

高约 O%(C"河道宽度窄"水体流动缓慢"河床淤积速度

惊人"水不流则易腐"流不畅则易淤& 河床淤积"不仅

使得河道过水能力变差"影响当地引水'排水和蓄水"

还降低了水体自净能力"造成水体的二次污染加重,$-

&

>%岸貌差乱'生态失衡& 通济浜部分河岸上有垃

圾杂物堆放或乱搭乱建的违章建筑"河岸面貌既差又

乱& 河道的土质岸坡稳定性较差"一些岸坡局部塌陷"

导致河道淤塞,&-

& 既不利于防汛抢险"又封闭了视野

空间"不利于沿河绿化布景和河道生态功能的发挥&

$%可行性论证

$%!"必要性分析

水利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而河道则是水利的

动脉和网络"水必须通过河道的调蓄和引排"才能充分

发挥其作用& 城市中河道在防洪除涝和改善生态环境

等方面的作用无法替代& 通济浜作为阳山镇主要河

道"其河道岸貌与阳山镇.中国最美生态小城镇/目标

十分不符"因此"迫切需要对通济浜进行系统整治"全

面改善河道现状岸貌"使之集防洪'排涝'景观'生态于

一体,'-

&

阳山镇经济建设发展快速"土地利用特性发生变

化"城市化进一步加重了现有河道的行洪排涝负担"防

洪排涝要求进一步提高& 多年来通济浜河道淤积日趋

严重"河道工况变差"过水能力不断削弱"在一定程度

上促使地区防洪排涝矛盾加剧& 因此"必须对该地区

进行防洪排涝工程建设"加快河道水系的整治"确保防

洪排涝安全"以适应城市发展的需求&

$%#"水土流失预测

在工程建设中"虽然基本未改变通济浜总体环境

条件"但地貌不可避免要遭受一定程度破坏"造成局部

地表裸露"土质疏松"降低了地表土壤的抗蚀能力"对

水土资源产生一定的影响&

水土流失主要发生在工程建设期间"由于土方开

挖'弃土'填筑等"将破坏地表植被和扰动地表土层"在

自然重力和降雨情况下"容易发生水土流失& 工程施

工时可能扰动原地貌'破坏地表植被的范围包括护岸

基坑开挖'弃土'其他临时用地等&

$%$"设定目标

通济浜陆育桥至陆苑桥河段水土保持设计中"以

生态型护岸和沿河生态景观绿化工程建设为切入点"

以建设.水清'流畅'岸固'滩绿'景美/的生态景观型

河道为目标"通过河道生态景观工程建设"恢复'改善

河道生态环境& 具体的设计目标包括!

%

坚持清淤"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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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水体二次污染"增加河道过水和蓄水能力$

&

新建沿

河生态驳岸$

'

改善沿河环境&

H%水保设计

&%!"设计原则与防治范围

针对工程建设可能产生的水土流失问题"实行统

一规划"采用工程措施与植物措施相结合的方式"全面

开展水土保持综合治理"遏制生态环境的恶化"基本消

除由于工程建设产生的水土流失现象&

通济浜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主要为项目建设

区"即河道'施工道路'弃土区用地等& 该工程河道清

淤土方工程量大"影响区域广"可能产生的水土流失量

也较大"是实施水土保持的重点&

&%#"总体布局

水土保持设计防治措施的总体布局"以防治新增

水土流失和改善生态环境为主要目标& 将按规范要

求"根据工程建设特点"采取工程和植物等防护措施相

结合的方式"形成水土保持综合体系"减少水土流失现

象& 各分区水土保持措施具体如下!

/%河道防治分区!河坡#堤防迎水坡%采用工程措

施防护"工程措施主要为护坡或护岸&

=%弃土区防治分区!弃土场范围也是直接影响

区& 弃土区以整理维护为主"周边设排水沟"并通过及

时洒水和绿化来防扬尘& 工程完成后"弃土区要及时

平整土地"对原有的景观和绿化进行恢复$或按景观要

求进一步美化$部分可结合绿化开发经济林木"或可作

为城建用土之用&

>%施工用临时便道可结合碎石路面和及时洒水

来防扬尘$同时为防止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废渣弃土流

入河道"可利用施工围堰作为拦渣设施$拆除的建筑垃

圾需及时清运"并按规定运往市有关部门指定的填

埋场&

&%$"水土流失监测

结合工程管理和水土流失特点"需对工程主要水

土流失量等进行监测& 监测内容包括流失量'水土保

持措施效果等& 控制建筑物工程监测方法以定点观测

为主"河道堤防工程以流动观测为主& 监测时段主要

在工程建设期内& 水土保持监测由各工程业主单位委

托相应资质监测单位实施"做好记录'统计'分析'归档

工作&

水土流失监测点的设置应遵循以下原则!

%

具有

典型区域的代表性& 为了充分反映该区的水土流失和

水土保持特征"小区布设应选择代表性很强的典型区

域和地段"即设置区域的地貌类型与形态'土壤类型与

特性'植被类型与特征'土地利用与人为生产活动等均

是被监测区域具有代表性的典型地段&

&

小区或观测

场设置与监测内容要求相一致& 小区设置应能满足监

测的内容与要求"并要考虑监测内容中的极值状况"如

坡度和坡长的极大'极小值"极端降雨'植被盖度'各种

水土流失防治措施等"以使设置的小区涵盖和适应各

种情况&

&%&"防护措施

水土保持设计中常用的防护措施包括工程措施和

植物防护措施两种& 其中"工程措施主要有护坡或护

岸"主要是为了满足河坡挡洪及稳定'景观环境等需要

设置"在满足防洪等主要功能的前提下"也有效起到防

止水土流失作用$植物防护措施以植树种草为主"在满

足固土和防治水土流失的同时"与景观工程相结合"做

到既美化环境又防治水土流失&

根据该工程特点"固土防止水土流失主要采取植

物防护措施"辅以防洪等为主的工程护坡护岸措施"逐

步形成水土保持综合体系& 为保护河道安全和生态环

境"在护岸或护坡顶部以上的堤坡上"以种植草皮进行

护坡& 河道分不同部位组团绿化"主要以种植花草乔

木和草地为主"配以樟树'意杨'冬青树等进行防护&

I%结%语

阳山镇地处太湖流域武澄锡区"外围三面环水"锡

溧运河'武进港'直湖港是其主要排水通道& 而通济浜

作为阳山镇主要镇区河道"目前河道淤积现象严重"亟

须进行水土保持设计& 本文通过对通济浜水土流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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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分析"认定该项目区土壤属微度水土流失"形式

为水蚀"而水系萎缩'引排不畅'河道淤积'水质较

差'岸貌差乱'生态失衡等河道问题相对较为突出"

亟须治理&

本文首先通过必要性分析'水土流失预测'设定

目标三个方面对通济浜水土保持设计的可行性进行

论证"初步确立设计目标"为后期规划设计奠定基

础& 其次"选取水保设计中的设计原则与防治范围'

总体布局'水土流失监测'防护措施等关键要素进行

详细阐述"全面论述了通济浜水土保持设计中的关

键点和创新点"可为类似水土保持设计工程提供借

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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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比较"本期工程设计工业用水重复利用

率和单位发电取水量两项指标"在国内同行业中处于

较先进水平&

按照本期工程正式在编人员计算"人均生活综合

取水定额为 &#( XS#人(B%"包括饮用水'食堂'职工

宿舍'洗涤水'冲洗水'淋浴用水等& 根据国内电厂运

行机制"在电厂正常运行期间厂内临时工作人员可以

达到编内人员的数量"电厂内工作人员近 R(( 人"由此

计算人均用水定额应为 #!( XS#人(B%"略高于辽宁

省城镇居民生活定额 !'( XS#人(B%"如果按 !'( XS

#人(B%定额核算"生活每小时取水应为 'C

$

S<& 根据

北方气候特点"冷季生活退水应外排"核定后生活排水

量约 $%'C

$

S<"由此推算冷季全厂外排水量由 #(%#'C

$

S

<增加到 #$%Q'C

$

S<&

空调水应采用中水水源"这样热季再生水取水量

应为 !TR#%QC

$

S<"日最大取水量 &%QO 万C

$

S<&

H%结%语

综上所述"热季再生水取水量变更为 !TR#%QC

$

S<"

生活取水量变更为 'C

$

S<"冷季仍为 QT(%$OC

$

S<& 本

期工程生产日最大取水量为 &%QO 万 C

$

SB"全年生产

取水量为 !(&#%O( 万 C

$

$生活日最大取水量为

(%(!# 万C

$

SB"年取水量 &%$R 万 C

$

$工业备用水源按

日最大取水量 &%QO 万 C

$的 Q(P计算"备用量为 $%$

万C

$

SB"备用时间按 #(B计算"年备用取水量为 OO 万

C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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