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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市城区实施现代水网建设的探讨
岳海涛

!滨州市海河管理局"山东 滨州"#%RR!R$

!摘"要""滨州市城区现有的防洪排涝%引黄供水和蓄水调水 Q 大水系工程是在几十年间陆续建成的"由于初建

时缺乏高标准的综合规划"存在着布局欠完整%分布不均衡"工程标准低%淤积重"模式传统单一%生态防护欠缺"水

生态环境脆弱%水体污染严重"水系间缺乏有机联系%综合效益不能充分发挥等问题& 本文通过分析建设现代水网

的必要性"提出了实施水系改造和建设水资源保障%防洪减灾%水生态修复%水景观等城市现代水网的建议&

!关键词""滨州市城区#水系改造#水网建设#措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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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滨州市中心城区位于黄河下游左岸"面积

!R'OB

#

"现有的防洪排涝)引黄供水和蓄水调水 Q 大水

系工程存在着布局欠合理)工程标准低)生态防护缺

乏)水质污染严重等问题"已不适应城市防洪)雨洪资

源利用)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应以科

学发展观为指导"进行水系改造"实施城市现代水网

建设&

$&城区水系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水系现状

!$!$!"防洪排涝水系

滨州市城区的防洪排涝水系包括南环城河)北环

城河)西环城河)东环城河)新立河)秦台河)北新开河

和南新开河& 南环城河是由原朝阳河和秦台河上段改

,',



建而成"长 #!$!&OB$北环城河是利用 ##& 国道的取土

沟建成"长 !($(&OB$西环城河由原西沙河改建而成"

长 !Q$&!OB$东环城河由原朝阳河改建而成"长

R$R'OB$新立河系 !S'% 年开挖"起自城区南狮子刘村"

北至滨北镇坡杜村入潮河"全长 Q&$SOB"其中城区段

长 !Q$&OB$秦台河系 !SR% 年开挖"起自城区南李口

村"北至滨北镇坡杜村东入潮河"全长 QQOB"其中城区

段长 !&$(OB$北新开河城区段长 ($ROB$南新开河城

区段长 #$&OB& 城区防洪排涝河道总长 P%$!POB&

!$!$#"引黄供水水系

滨州市城区南临黄河北堤"黄河自西而东流经市

区南部"城区有张肖堂和兰家两处引黄供水工程& 张

肖堂引黄工程始建于 !S%R 年"设计控制面积 # 万 ;B

#

"

流经城区的东干渠长 !S$P!OB)西干渠长 !%$QOB$兰

家引黄工程始建于 !S'# 年"设计控制面积 'S$%OB

#

"流

经城区的总干渠)二干渠和三干渠总长 Q$(OB& 城区

引黄干渠总长 QP$%!OB&

!$!$Q"蓄水调水工程

城区有调蓄水库 ( 座"湖泊#池塘%RQ 处& 中海水

库位于城区西部"占地 #&&;B

#

"设计库容 %&& 万 B

Q

$北

海水 库 位 于 城 区 北 部" 占 地 RR;B

#

" 设 计 库 容

!%& 万B

Q

$南海水库位于城区南部"占地 Q&&;B

#

"设计

库容 !&&& 万B

Q

"年调节蓄水 #R&& 万 B

Q

$工农水库位

于城区东南部"设计库容 P& 万 B

Q

& 城区内的湖泊系

由城市建设过程中形成的坑塘和洼地整修而成"共 RQ

座"其中蓄水 ! 万 [Q& 万 B

Q者 %R 座)蓄水 Q& 万 [

%& 万B

Q者 ( 座)蓄水 %& 万B

Q以上者 Q 座"合计蓄水量

!!'& 万B

Q

&

!$#"水系存在的问题

!$#$!"城区水系布局欠完整"分布不均衡

由于建设占地)堆放垃圾等原因"城区原有的许多

沟渠)坑塘)湿地等水域被填埋)侵占或覆盖"( 条环城

河也均分布在城郊"现城区内仅有的新立河)张肖堂干

渠也因标准低"不能满足防洪排涝需要& 老城区渤海

一路至渤海九路间无河渠分布"汛期排水困难"雨洪滞

留时间长"非汛期地表水缺乏&

!$#$#"河渠工程标准低"淤积重"泄水能力小

新立河)张肖堂干渠建成年代久远"限于当时的条

件"设计排涝标准为 % 年一遇"防洪标准为 !& 年一遇"

此后的历次整治也多是修修补补"泄水能力并未得到

改善$( 条环城河是利用旧排水沟改建而成"有些河段

尚未贯通"缺乏必要的枢纽工程"排水功能未能发挥$

特别是近几年河渠淤积加重"疏浚不及时"导致河渠泄

水能力衰减&

!$#$Q"水系建设模式单一"生态防护欠缺

现状河渠建设模式主要是以防洪和供水为主"岸

坡的防护基本以修筑硬质护岸的做法"破坏了河道原

有的自然流态和水生态系统"对河道的自我调节功能

造成了不利影响& 水系廊道作为城市重要的生态廊道

之一"生态防护也较缺乏"张肖堂干渠两侧的生态防护

林带稀少"树种结构单一"远未达到生态廊道多样性的

要求&

!$#$("水系间缺乏有机联系

现状河渠缺少必要的枢纽建筑物与连通工程"工

程单元相对独立"河)渠)库未成网络"水资源调配)洪

水调度)水生态三网未能融合"水系之间缺乏有机联

系"综合效益不能充分发挥&

!$#$%"水生态环境脆弱"水污染依然严重

工业点污染源依然存在"林果)蔬菜基地的面源污

染缺乏有效控制"排水管网雨污混流尚未根治"污染水

质尚未达标"水环境质量仍处于不稳定状态"淤泥和污

水大量存在"河渠自净能力大幅度下降"水生物种生存

面临严重威胁&

#&城市现代水网建设的必要性

#$!"城市现代水网建设是城市防洪的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滨州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规模迅

速扩大& 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打破了原有的生态环境平

衡"天然的洪水通道被破坏"原来的湿地)绿地)林地被

水泥地所替代"不透水面积增加"使得城区雨水汇聚速

度加快"城市内涝的频率增高"加之市区的排水河道标

准低"淤积重"且互不连通"独立运行"如日降雨 !&&BB

时"多处路段即会积水深 &$Q [&$RB"交通受阻"企业被

淹"商店关门"学校停课"严重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和居民

生活& 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工业企业的增加和人

,(,



口的高度密集"今后的洪水威胁将会越来越大& 建设城

市现代水网"将城中河)环城河)水库)湖泊等水系相互

连通"形成联合运用的格局"可有效地提高城市防洪能

力"减轻灾害损失"为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提供安全保障&

#$#"城市现代水网建设是滨州城市总体发展的

需要

""经历多年的建设和积累"水已经成为滨州城市规

划布局的重要元素& 现在"新的城市总体规划已确定

的城市水网建设目标是!建造大水系"营造水景观"提

升水功能"突出亲水性"实现以水兴产业)以水助城建)

以水润文化)以水惠民生"通过打造*四环五海)生态滨

州+的城市品牌"建设绿色)开放)充满活力)协调发展

的新滨州& 因此城市现代水网建设是城市总体发展的

需要"是维系城市健康发展的重要元素"是美化城市景

观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Q"城市现代水网建设是水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

滨州北濒渤海"地势低洼"是鲁北诸水入海走廊"

洪涝灾害频繁发生"生态环境脆弱& 尽管新中国成立

后一直持续不断地开展水利建设"但由于受发展观念)

技术条件和经济基础薄弱等因素的制约"水生态建设

仍存在许多薄弱环节"城市水环境功能的达标率不高"

水体不够生态& 因此"滨洲市委)市政府决心以全国水

生态文明城市创建为契机"大力推进水生态体系建设"

通过严格水资源管理"优化资源配置"塑造体系完整)

环境优美的城市水生态&

#$("城市现代水网建设是实现雨洪资源有效利

用的需要

""一方面"滨州市水资源匮乏"人均占有仅 #'&B

Q

"

水*瓶颈+严重制约经济社会发展$另一方面"又存在

雨洪资源白白浪费的现象& 因此"今后必须在利用常

规水资源的基础上"逐步加快非常规水资源的开发利

用& 实施城市现代化水网建设"可以充分利用河渠)水

库)湖泊等水工程收集)蓄贮)利用雨洪资源"以增加水

资源总量和涵养地下水"缓解当地水资源供需矛盾&

#$%"城市现代水网建设是保障经济社会持续发

展的需要

""滨州市位于环渤海经济带的中心和济南都市圈)山

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交汇处"也是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

经济区开发建设的主战场"是国家和山东省重大战略的

实施载体& 水利作为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设施"传

统的发展模式)相对孤立的水工程建设措施已无法满足

经济社会快速增长的需要& 实施城市现代水网建设"实

现多种水资源的优化配置"全面提升水利支撑能力"是

以水利发展改革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R"城市现代水网建设是*兴水利服务三农+的

需要

""流经市区的张肖堂干渠是张肖堂引黄灌区的主要

供水工程"担负着为城外 # 万 ;B

#农田灌溉供水的重

任& 由于近几年干渠淤积严重"过水断面缩小"供水量

减少"灌溉功能明显弱化"导致灌区灌溉保证率降低"

造成农业减产)农民减收& 实施城市现代水网建设"对

张肖堂干渠进行综合治理"恢复原设计供水指标"是提

升张肖堂引黄灌区灌溉功能的需要"是服务农业)农

村)农民的需要&

,&城市现代水网建设的主要措施

滨州城市现代水网建设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把水资源永续利用作为根本职责"把保障水安全作为

根本任务"把水生态文明建设作为重点"努力建设水资

源保障)防洪减灾)水系生态和水景观 ( 大体系&

Q$!"着眼于满足城市发展的需水要求"建设水资

源保障体系

""一方面"滨州市水资源匮乏"人均占有当地可利用

水资源量 #'&B

Q

$另一方面"由于节水意识不强"仍存

在着严重的结构型)生产型和消费型浪费& 科学开发)

合理应用水资源是现代水网建设的首要任务"采取的

措施应是建好地下水开发利用网络)引黄供水网络)雨

洪资源收贮网络和污水收集与中水回用网络&

城区南临黄河"黄河河床高出市区地面 P [!&B"

受黄河侧渗的影响"地下水相对丰沛"埋深较浅#埋深

! [#B%"开发利用方便"而现在由于引黄供水比较便

利"地下水很少被开发利用& 现代水网建设中应根据

地下水分布和地质情况"划分开发分区"适度开发利用

地下水"特别是火电)印染)化工等用水大户"应优先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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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下水"不足部分由黄河水补充&

黄河是滨州城区的主要水源"通过张肖堂干渠年

引水 !$&Q 亿[!$%Q 亿B

Q

& 由于现状引黄供水体系不

完备"仅有一小部分用于居民饮水和生态用水"大部分

黄河水则是匆匆的过客"流到了城外& 市区引黄供水

体系应以黄河为龙头"以张肖堂东)西两条干渠为动

脉"增建支渠)毛渠"让引黄供水网络像人的动脉一样"

遍布全城"形成完整的体系&

现在"市区特别是老城区水泥路纵横"水泥建筑物

林立"大部分地面被水泥混凝土硬化"俨然是一座*水

泥城+"雨后的径流得不到有效利用而白白地排入大海"

其根本原因是由于缺少雨洪资源拦蓄设施所致& 为增

加雨洪资源的利用"城市现代水网建设应将收贮)利用

雨洪资源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充分利用现有的河渠)水

库和湖泊收贮雨洪"配套完善收集)汇流和利用工程&

市区虽已建成污水处理厂多处"但由于污水收集

和中水利用设施不健全"现仍有大量污水直接排泄入

河"既污染了环境"又浪费了大量水资源& 城市现代水

网建设应健全污水收集和中水利用网络"增加中水的

使用量&

Q$#"着眼于城市防洪功能的需要"建设防洪减灾

体系

""城区地势低洼"汇水多"滞留时间长"日降水

!&&BB时"多处地段即积水深 &$Q [&$RB"出现*平地

成海)马路成河)汽车潜水)广场捕鱼+的景象& 实施城

市现代水网建设过程中"要规划建设防洪排涝工程体

系"全面提升城市减灾能力&

0$疏浚拓挖河道)湖泊)水库"扩大泄水和滞洪能

力"针对目前淤积严重)泄水不畅的情况清淤疏浚西环

河中下段 S$SOB)东环河城区段 R$R'OB)北环河

!($(OB)南环河 'OB)新立河城区段 !QOB"恢复河道的

泄水能力& 扩大拓挖南环河 %$''OB)北新开河

Q$&OB& 对南海)中海和工农 Q 座水库进行清淤"扩大

滞洪能力&

C$新开挖南环河东段 !$#(OB"使南环河全线贯

通& 新开挖南新开河 #$#OB"将新立河和秦台河连通&

沿黄河路开挖 # 条东西向的排水河"将城区所有排水

河沟横向连通"形成联合泄洪格局&

1$为充分利用太阳湖)彩虹湖等 RQ 处人工湖泊蓄

滞洪水"实施湖与湖)湖与库)湖与河)湖与渠的连通工

程"扩大蓄滞洪能力&

6$逐步实施雨污分流改造"使雨水)污水各行其

道"避免排污挤占泄洪河道#管道%& 在城区北部增建

新立河)秦台河)东环河)西环河)张肖堂干渠排水泵

站"加快城区排水速度"缩小雨洪滞留时间&

Q$Q"着眼于改善城市水环境"建设水生态体系

实施现代水网建设"除满足防洪)蓄水)供水的目

标外"还要将河渠)水库)湖泊等水工程作为改善城市

环境质量)美化城市的重要载体"注重保护自然生态"

通过水土保持)流域治理)回灌补源)水系连通)生态防

护)湿地净化等综合措施"遏制河道断流)水域干枯)地

下漏斗)水体污染)生物断链等水生态恶化趋势"为实

现永续发展奠定坚实的水生态基础& 采取的主要措施

是!

!

扩大城市水面"精心打造四环河)中海水库和 RQ

座湖泊等城市水生态品牌工程"持续不断地调水补水"

增加水环境容量$

"

利用生态护岸等技术对河流)湖泊

等生态系统进行修复"增建城市生态湿地"提高水体净

化能力$

#

加强污水处理"配套建设污水收集管网"实

行全封闭运行"避免污水入河$

$

对污水处理厂升级改

造"提高集中处理率&

Q$("着眼于提升城市品位和形象"建设优良的水

景观体系

""历史形成的河流)湖泊等水系是城市的灵魂"蕴含

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 因此"要把人水相依)和谐共生

的理念"贯穿于城市现代水网建设的全过程"设计和建

设结构合理)功能高效)景观和生态并重的水景观"着

力打造*四环五海+和中海)新立河等国家级水利风景

区等精品工程"在河渠两侧)库湖周边营造绿化带和水

景观带& 对河渠护坡要尽量维持其自然形态"不采用

硬质护岸人工雕琢自然"使水域的自然特征消失&

水景观体系建设要尽量做到节水)环保)生态"既符

合可持续发展战略"又满足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的

需求&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