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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水北调东线淮安段里运河输水水质
风险控制机制研究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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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南水北调东线工程实施后"自 L"IO 年正式通水"近 Q 年的运行"目前已为山东调水近 IM 亿=

O

"工程始

终处于安全稳定状态"输水干线水质按规定稳定达到地表水
+

类标准"IO 个设区市的规划供水范围目标全部实现%

但淮安段里运河穿越城区"河道沿线情况复杂"存在水质污染的风险% 本文旨在通过对里运河沿线风险源进行分

析研究"并对各风险源提出相应的可能解决方案"以保证调水水质稳定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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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起点位于江苏扬州江都抽

水站"经江苏淮安(宿迁(徐州向北至山东等地% 其中"

淮安段里运河穿越主城区"长 LJKJF="属南水北调东

线工程第二个梯级输水河道"具有防洪排涝(灌溉输

水(航运旅游等综合功能% 河道沿线建有中石化的石

桥油库一座"码头数十座(桥梁二十余座"堤顶兼有交

通功能%

L""J 年以来"淮安市实施了截污导流(城市污水

处理(流域综合整治(工业综合治理等一系列的清水廊

道工程"有效保障了淮安段调水干线水质% 但因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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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调调水时间长(距离远"长期运行过程中可能存在突

发性水环境风险"如船舶溢油事件"有毒(有害物质的

车船运输事故等% 需要考虑一系列的工程和非工程措

施"对风险源进行控制管理"及时应对"保障南水北调

东线运行安全%

$&风险源分析

IKI!突发性水环境污染

水环境污染具有发生的突然性(影响的严重性(处

理的艰巨性等特征"一般是由自然或人为因素引起的(

对环境造成突然性影响的事故% 根据污染物的性质及

经常发生的方式"突发性水环境污染事故可分为!溢油

事故"有毒化学品的泄漏(爆炸(扩散污染事故"非正常

排放的废水造成的污染事故等% 船舶溢油事故"主要

风险来源是里运河区间内油库(码头(船舶等事故引起

的污染物排放)有毒化学品泄漏事故"主要是运输车辆

在输水线路上的交通桥梁"以及堤顶公路发生事故"引

起有毒化学品泄漏进入输水干渠中)非正常排放的污

废水造成的污染事故"主要是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

运行事故(个别企业偷排污水等导致污水排入输水

河道%

IKL!污水处理厂尾水

污水处理在长期运行和管理中可能会出现突发性

事故"造成污水处理厂尾水排放不达标"对清安河水体

产生一定的环境风险"影响导流工程沿线的水质达标"

造成环境恶化和社会不稳定风险%

IKO!城市径流污染

近年来"淮安城市化迅速发展"城市地表不透水

面积较大"导致降雨后迅速形成径流"冲刷并挟带地

表污染物形成城市径流污染"汇入城市内部沟河%

两淮段里运河穿越城区"承担着一定的城市排涝任

务"沿线有十几座排涝泵站"排涝过程中"尤其是长

期干旱后的初期排涝时"城市降雨径流污染物较多"

成为影响里运河调水水质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风险因

素% 为此需要寻求一定的技术措施"对此类城市径

流污染进行控制%

IKQ!重点码头

据统计"里运河沿线共有码头约 I"" 处"占据沿线

河岸长约 IOKMF="货场面积约 OQKN 万 =

L

"涉及单位

M" 余家% 这些码头货场多为新中国成立后六七十年

代沿线所在单位修建"缺乏统一规划"标准不一"设施

老化"普遍存在小(散(乱问题"不利于管理控制"存在

污染里运河水质(影响生态环境的风险%

#&解决方案

LKI!建闸控制

淮安城区段里运河上下游均与大运河交汇"任一

河道发生水污染事件必将影响另一条河道的水质"为

降低调水线路发生突发性水污染事故污染河道的概

率"项目组提出在里运河两端兴建节制闸方案"对区间

突发性水污染风险进行控制"并与城市防洪及水环境

建设相结合% 根据城市防洪及水环境建设需要"在北

门桥附近建设北门桥控制工程"在淮安区人民桥以南

IF=处附近建设堂子巷控制工程"两闸相距 I#KNF=%

工程位置如图 I 所示%

北门桥控制工程为一座闸桥结合建筑物"节制闸

为一孔"宽 O"="闸上交通桥宽 L$=% 堂子巷控制工程

为闸站桥三结合建筑物"包含一座孔径 O"=的节制闸"

流量为 J"=

O

R9的泵站和桥宽 OQ=的交通桥% 双闸结

合既可满足防洪排涝(生态补水(城市景观和水运交通

等要求"又能满足控制区间突发性水污染风险的需要"

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工程的综合效益% 工程建成后"如

区间内发生突发性水污染事件"即可迅速关闭两闸"切

断污染源向调水干线扩散"为控制和处理污染物创造

了条件"赢得了时间%

由于是南水北调东线调水干线"平时两座控制闸

闸门均为开启状态"只有在发生以上突发性水污染或

需要补水及排涝时关闭%

当双闸区间内有突发性水污染事件发生时"可关

闭两闸闸门"对污染物进行生化处理"也可通过泵站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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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里运河控制工程平面位置示意图

内部河道调水入淮河入海水道南泓%

在苏北灌溉总渠行洪期间"当里运河水位超过

I"K"="并预报有继续加大行洪的要求时"关闭双闸闸

门"拒洪水于城外)当同时遭遇外洪内涝时"关闭双闸闸

门"同时开启泵站排涝"降低区间水位以利城市排涝%

当发生严重干旱(区间水位低于历史最低水位时"关闭

闸门"开启泵站向封闭区间里运河补水"以满足水生态

和水环境需要%

LKL!完善管网收集系统"逐步实施雨污分流及污

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

!!市政管网建设要跟上城市化步伐"逐步实施雨污分

流改造"污水接入管网送至污水处理厂处理后排放入清

安河% 逐步实施污水处理厂改扩建项目增加处理能力"

同时进行提标改造"尾水深度处理"采用具有脱氮功能

的处理工艺"达到一级.排放标准% 提高应对进水水质

变动的能力"及时对污水处理内部工艺参数进行相应调

整"尽量使出水水质达标排放"减少污水对环境造成的

影响"从而减小出水的环境风险%

LKO!清安河沿线建设补水闸站"尾部出口建设生

物&生态处理工程

!!在清安河上(中(下段分别建设运河泵站(西小闸泵

站(东风泵站等排水换水设施"汛期排涝"一旦发生污水

处理厂尾水严重超标时"利用里运河水体及水位对清安

河及其支流进行补水活水"改善水质"达到水功能区对

水质的要求% 为进一步提升清河出口进入淮河入海水

道的水质"应在清安河尾部约 IF=

L 范围建设生物&生

态处理工程"达到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水质要求%

LKQ!径流控制

;K初期径流控制% 充分利用城区水系特点"通

过工程调度对此类风险进行转移控制% 当预报有较

大降雨时"应开启排涝涵闸闸门预降城区河道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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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预降水位 "KO T"K#="对于城市初期径流"应利

用水系及控制工程合理调度"排入下游地区进入淮

河入海水道南泓%

EK后期径流控制% 在降雨后期"城市即将发生内

涝时"应首先开启清安河下游清安河泵站向入海水道

进行抽排"同时加强水质(水量监测"满足排放水质要

求后"才能开启沿线泵站向里运河排涝%

LK$!整合撤并零散码头"实施港口码头污染防治

技术改造

!!按照科学规划(合理布局的建设要求"对南水北调

东线里运河岸线码头资源进行撤并整合(搬迁改造"拆

除一批规模较小(污染重的码头作业点共 MI 处% 沿线

仅保留淮阴电厂(电化厂(热电厂(磷肥厂等 I" 家码

头"加强管理控制% 新建淮阴新港(东港公用码头"以

满足城市建设需要%

对撤并后的沿线港口码头进行生态处理"主要是

拆除起吊设备(码头工作面(置换土壤"进行生态绿化

处理等%

对保留的沿线港口码头进行污染防治!

"

对港口

码头的生产生活污水采用排水沟(沉淀池等方式进行

收集处理"杜绝污水直接排入运河)

#

对港口码头堆场

采用高压洒水喷枪降尘"并设置配套高压给水泵房和

管网)

$

在港口码头前沿设置护轮坎 #挡水混凝土

坎$"避免码头冲洗水或降雨时污水直流排河"造成河

道污染%

%&建&议

OKI!成立专门运行调度机构

淮安市截污导流工程建成投入运行后"按照政府

机构职能部门职责"截污导流工程管网(污水提升泵站

属建设部门管理"水质监测工作由市环保部门负责"河

道及涵闸属水利部门管理"不增加新的管理机构和人

员% 管理运行机构职责见图 L%

具体管理部门及职责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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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管理运行机构职责示意图

市给排水监督管理处负责截污导流工程污水管网

和提升泵站的调度运行(管理(检测(维修(养护和应急

处理等%

市环境监测站负责南水北调截污导流工程重要节

点水质监管工作%

市中里运河管理处负责南水北调输水河道大运河

及里运河调度运行(管理(排水口门监管(违章查处(工

程维修养护)尾水导流河道清安河(穿运涵洞分属清

浦(淮安区水利部门管理%

OKL!科学运行调度管理

南水北调截污导流工程管网和污水提升泵站工程

并入市污水管网系统"由建设部门进行日常管理% 调度

指令由市给排水监督管理处根据运行调度方案发布到

具体站点"调度管理污水提升泵站和污水处理厂运行%

市环境监测站对各污水处理厂尾水出口设置监测

点"进行 LQ:动态监测"如发生水质异常情况"及时采

取相关措施应对%

输水河道大运河"里运河及其控制工程由市中里

运河管理处进行日常管理)清安河及穿运涵洞按照分

级管理原则"分别由清江浦(淮安区水利部门进行日常

管理% 各管理部门根据运行调度方案"结合雨情(工

情(水情等情况"将调度指令发布到具体站点% 汛期"

由城市防汛防旱指挥部负责城区管网及河道调度

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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