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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地制宜综合治理株洲市黑臭水体
张!芳!童!鑫!蒋旭东

!株洲市规划设计院"湖南 株洲!QIL"""#

!摘!要"!城市黑臭水体治理需要结合黑臭水体产生的原因以及污染的程度来选择适当的治理技术进行处理%

本文通过介绍株洲市黑臭水体现状"分析黑臭水体的原因及其危险"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相应的工程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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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水十条-及*城市黑臭水体整治工作指南+发

布以来"湖南省政府也多次印发 *关于水污染防

治&&&黑臭水体综合治理的通知+和工作指南"各级

政府都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及环境治理"并将黑

臭水体的综合治理列为,十三五-住建部重点工作

内容%

近几年来"株洲市在排水改造方面做了不少的工

作"但重点主要放在排水防涝"解决暴雨时易涝点水

患的问题上% 而在雨污分流(污水管网建设(污水处

理(垃圾处置以及水系内源治理等方面做得不够"导

致城市黑臭水体日趋严重%

$&株洲市黑臭水体现状

对株洲市各主要水系的全面排查摸底"株洲市水

体黑臭主要有六处"包括建宁港(枫溪港(凿石港(西湖

#石子湖$(天鹅湖(翠塘%

#&黑臭水体的危害

六处黑臭水体的服务面积共计约 N$:=

L

% 其危

害(风险相当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K影响居民生活"危害人体健康% 水体黑臭的本

身即是水环境恶化的表现"河流水系的,黑臭-一方面

不仅从身体上使人感觉不悦和厌恶"另一方面水体还

会释放危害人体健康的-

L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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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毒气体% 如果人

们长期生活在此环境下"会使人产生恶心厌食甚至呕

吐等现象% 与此同时"人们的饮水健康也同样会受到

水源污染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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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K破坏河流生态系统% 城市黑臭水体存在着一

种非常重要的生物化学反应"即水体中的有机物参

与的厌氧反应% 由于水体中死亡有机质会消耗水中

的溶解氧"致使水体呈现溶解氧减少而缺氧的现象"

从而影响水体中其他水生生物的生长和发育% 一旦

出现严重缺氧的情况"还会导致鱼类等生物因缺氧

而出现死亡"破坏河湖水系岸线的生态系统%

1K损害城市景观% L"I# 年 J 月对株洲市建宁

港(西湖(天鹅湖等河道水系进行调查"发现以上几

条河湖水系污染十分严重"水体黑臭现象十分明显%

东西湖联通渠#东湖路&胜利街$段水体水质已被严

重污染"合流水体在渠道岸边留下一层黑褐色的沉

淀物"严重损害了株洲市的城市景观%

?K影响污水处理厂的处理效率"浪费资金% 城

市水体黑臭越严重"说明城市水体单位 B̂ A削减量

越少"污水处理厂进水 B̂ A越低% 株洲市全市现状

污水处理规模约 QJKL 万 6R>"污水处理收费 "KJ$ 元R

6"进入管网的地下水(雨水(河水按 L"P计"一年浪

费约QJKL lI"

Q

lO#$ lL"P l"KJ$ UL$NQ 万元%!

%&水体黑臭的原因

水体的污染源主要有面源污染和点源污染两大

类% 面源污染包括垃圾(农药化肥(河港淤泥)点源

污染包括工业废水(生活污水(禽畜养殖废水等的排

放% 导致株洲市水体黑臭的原因主要是生活垃圾(

河港淤泥(生活污水的排放%

;K垃圾围城% 城区边缘地带"特别是近郊垃圾

的收集系统不完善"存在死角"生活垃圾收集不全)

居民随处倾倒生活垃圾"往港(渠乱扔垃圾的现象比

比皆是%

EK点源污染严重% 大量未经处理的生活污水直

接排入河湖(水系"导致水环境恶化% 经调查"目前

株洲市的黑臭河段散布着密集的排污口"绝大部分

排污口来源为生活污水% 如河西片区由于污水管网

未按规划实施到位"导致凿石港附近小区污水没有

去向"只能排入凿石港"过高的污染负荷使得凿石港

水体持续黑臭%

1K淤泥污染与底泥再悬浮% 由于较长时间内未

及时清淤"沉积严重"形成厚厚的底泥"经厌氧发酵

后"持续不断地释放出有机污染物和臭气"污染河道

水体% 底泥是城市水体黑臭的重要影响因素"且其

作为水体的内源污染物之一"在河流水力作用以及

其他社会活动和生物活动的作用下"使得水体底泥

再次悬浮"从而引起水体发黑发臭% 如东西湖连通

渠由于本身底泥污染"再加上汛期水量较大"在水力

冲刷作用下使底泥再次悬浮"导致连通渠在夏季水

体黑臭十分严重%

?K生活污水的排放% 生活污水含有大量的 /(

a(有机质"未经处理直接排放造成水体污染% 城区

雨污分流不完全"部分生活污水直排入港(渠"或者

未完全截留"导致部分污水随雨水排入河道"污染水

体"造成黑臭%

-&解决问题的建议

针对株洲市目前六处黑臭水体"遵循,适用性(

综合性(经济性(长效性以及安全性-的基本原则"根

据六处黑臭水体的污染程度(原因以及污染阶段不

同"有目的(有针对地确定各黑臭水体的治理技术以

及相应的处理措施%

QKI!内源治理

黑臭水体内源治理技术包括!湖泊水系周围的沿

岸垃圾清理(湖泊水系的生物残体及水面漂浮物的

清理(黑臭水体的底泥清淤疏浚%

株洲市湖泊水系周边的沿岸垃圾清理是黑臭水

体整治在污染源控制方面的重要措施"应确保一次

性清理到位"避免堆放点再次成为污染源% 而湖泊

水系中的生物残体(水面漂浮的动植物以及悬浮垃

圾的清理是一种能够快速降低水体中污染负荷的手

段% 根据株洲的气候与降雨特性"结合各黑臭水体

的临时排水措施"分析底泥的干化效率"确定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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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泥清淤季节"且清淤后应从水量平衡以及生态需

水量等多方面分析是否满足水体无黑臭的要求%

QKL!生态修复

黑臭水体的生态修复主要包括!硬化河岸以及湖

岸的岸带生态修复(去除水体湖泊中污染物的水生

生态净化技术(保持水体复氧能力的人工增氧技

术等%

硬化河岸(湖岸的岸线生态修复工程属于黑臭水

体治理的长期有效整治措施"针对建宁港(天鹅湖等

水系岸线情况"通过对原有硬化岸线的改造"采用木

桩驳岸(自然驳岸(石笼驳岸以及生态袋驳岸等形

式"达到还原水系#湖泊$岸线特征和水体的净化能

力"从而强化其他方面的整治效果% 根据六处黑臭

水体不同岸线情况"如曹塘坝的南侧岸线为垂直的

浆砌片石护岸"北侧岸线兼具挡墙功能"不宜对此进

行改造"建议在此基础上垂直绿化"从景观上丰富岸

线形式%

生态净化能使河流湖泊的水质得到长效保证"通

过配置水生植物和水生动物从而构建水系湖泊新的

生态系统% 针对株洲市各黑臭水体深度(水系形状

综合分析"确定各水体的动植物配置方案"合理确定

沉水植物(浮水植物种植面积(位置和植物种类"确

定植物种植模式"投放肉食性鱼类的种类与数量%

作为阶段性处理措施的人工增氧"能辅助提升水

体的流动性能% 建议天鹅湖(翠塘等具有景观需求

的湖泊"采用浮水喷泉式的增氧设备"这种设备不仅

可以使水体产生垂直循环运动"破坏自然分层"增加

水体的溶解氧"还能维持生态平衡(改善水质"还具

有优美的喷泉造景功能%

QKO!截污纳管

截污纳管是一项最直接有效的工程措施"但该整

治措施一次性投入大(实施难度大(施工周期长%

针对建宁港(凿石港(枫溪港水体黑臭现象"通

过在港道两侧铺设污水截污干管"将水系两侧区域

产生的污水截流并输送至污水处理厂或污水提升泵

房% 对于天鹅湖内环这种房屋建筑密度大"且水系

驳岸为硬质挡墙"无条件建设截污干管的"建议采用

就地分散处理(旁路处理或实施真空虹吸管道收纳

污水等工程措施"避免污水直排入水系(湖泊%

QKQ!其他措施

除上述三方面的整治措施外"黑臭水体整治还包

括清水补给(活水循环等%

清水补给是利用城市清洁水#包括城市再生水(

清洁的地表水以及自来水等$作为黑臭水体的补给

水"从而增加水体的水力流动能力和水体环境容纳

能力.I/

% 采用清水补给措施时"需要对各种补给水

源进行充分论证"从水量平衡和生态需水量等多方

面论证所选补给水源的需水量和具体的补给

措施%!

活水循环一般是通过机械动力循环#提升泵站(

风力或太阳能等$达到水体循环流动的目的% 活水

循环的布水口需根据水体的形状(面积来确定"增大

水体的复氧量"并消除湖泊中的死角%

G&政策配套

治理黑臭水体是一项复杂而又系统的工程"如果

单纯仅靠工程技术措施是很难达到治理目的的"除

必要的工程技术外"还需配套政策的调节与管控"从

而达到与工程技术措施同步并行的效果%

株洲市黑臭水体整治涉及住建(水务(环保(园

林绿化以及国土等多个部门"受各主管单位和部门

职能管辖范围和相关利益因素的限制"任何一个部

门在整治黑臭水体上都只能从某一个方面入手"会

导致处理效果不佳"并且也无法达到系统处理的目

的% 因此"须加强各主管单位和职能部门之间的协

同作用%

在黑臭水体整治和生态修复完成之后"还需对其

进行运营管理与维护% 巩固黑臭水 #下转第 OL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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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成 O"h的夹角"但由于左岸泄流孔洞关闭"而机组进

水口靠近右岸"污物就随水流绕过一个大圈向右岸流

动"导致大部分污物堆积在拦污栅前"剩余部分继续沿

水圈迂回% 而右岸河水流速相对缓慢"污物直接冲向

拦污栅"集聚于栅前%

QKL!库区污物深度分布状况

随着季节和水位变化"污物的种类(数量及其在水

下的分布也随之变化% 通常污物在水中呈漂浮状态"

分布在水下 " TL=范围"树干(树枝等污物分布较深"

约在水面至水下 J TN=范围内漂浮%

QKO!污物在拦污栅前的分布状况

由于污物 J"P以上是芦苇根"在水流稳定情况

下呈漂浮状态% 在接近拦污栅前时"由于机组进水

口位置较低"改变了水流方向"使污物向下移动"在

栅前深度达 " TIN=左右"呈三角形分布% 芦苇根(

杂草(树枝(农作物秸秆等缠卷在一起"没有明显的

层次分布"只有少量的粗大树干和树根分布在

下面%

QKQ!污物时域分布状况

对三门峡水电站而言"每年第 I 场大雨而形成的

洪水是形成污物最严重的时候"水面和水下集结物量

都很大% 若遇暴雨汛期来污量也很大"汛期前期来污

量大于后期"洪水涨水期大于落水期"平时来污量小于

汛期%

G&三门峡库区污物危害

$KI!影响到机组的安全运行

大量的污物涌向机组进水口"极易使拦污栅形成

密不透水的软性栅栏"损坏拦污栅"致使一些杂物进入

机组"造成机组在调节过程中水流不均衡"使机组在运

行中产生强烈振动"直接影响到机组的安全运行)三门

峡水电站曾出现过下节拦污栅损坏"污物冲入机组蜗

壳的事故%

$KL!增加水头损失

大量的污物造成最大可达 O=的水头损失"每年

损失电量相当惊人% 对于三门峡电站而言"如按全汛

期 $ 台机组发电 M" 天"水头损失 "K$"=计算"则理论

损失电量约为 N#Q" 万 Fb':"若考虑水能利用率

#"P"机组负荷率 J"P"则实际损失电量约为!NQ#" l

#"P lJ"P UO#LNKN 万 Fb':%

$KO!恶化库区环境

大量的污物堆积在坝前"严重影响库区美观"污染水

质"恶化库区环境"对环境保护和发展坝区旅游都不利%

*&小&结

三门峡水利枢纽是黄河中游重要的水利工程"研究

三门峡库区污物的成因和规律"有利于解决因污物带来

的枢纽工程危害"同时"对黄河中游万家寨水利枢纽(小

浪底水利枢纽等枢纽污物治理可提供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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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LN 页$ 体整治成果"将水体环境管理与维护

纳入城市环境卫生保洁管理的范围"落实到具体的部

门责任人"明确环卫人员(巡视员等相关人员对水体管

理维护的责任% 完善水体信息通报(考核奖惩以及应

急处置等机制"切实做好市区河道长效管理工作.L/

%

*&结&语

株洲市的黑臭水体整治已到了迫在眉睫的程度"

已经登记在册的六处黑臭水体仅能反映出城市黑臭问

题的冰山一角% 而黑臭水体的治理是一个复杂而又系

统的工程"其涉及专业之广"涉及部门之多"是其他水

体整治工程所不能及的% 为了保障治理措施的科学合

理及可操作性"应避免,被动应付"不从根本上解决问

题-的整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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