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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北地区德惠新河河道现状及
治理对策
侯海波

!山东省滨州市海河管理局" 山东 滨州"#'))&&$

!摘"要""德惠新河自开挖运行 (& 余年以来"现状河道淤积严重&沿线各项配套水利工程设施老化等问题突出"

通过实施综合治理工程"流域整体排涝能力得到进一步改善% 同时增强了河道蓄水容量"改善了河道沿岸潜水排

泄条件"综合提高了区域内抗御盐碱化能力"对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德惠新河近况#治理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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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4><1! =ABA9<;></8<>09 0Ĉ A5/>U>9 _>HA=" J0HA=989BAB0/9<A=FA8;/=A

$&河道概况

德惠新河流域属于黄河冲积平原"流域狭长"地形

坡度平缓"于无棣县下泊头村东北 !#[F处与马颊河汇

合后注入渤海+ 流域面积 !&&[F

#

以上的较大支流 !#

条"其中禹临河&临商河&商中河&引徒总干渠等 ( 条支

流流域面积达 $&&[F

#

以上+ 自 !W)O-!WM& 年开挖以

来"现状河道淤积严重"期间虽多次对河道进行局部的

应急清淤&开卡"但沿线各项配套水利工程设施老化&

损毁"隐患和问题突出"没有得到有效岁修+ 致使 #&!&

年&#&!# 年汛期"流域内连降暴雨"干流河道发生较大

洪水"河道下游客水迅速汇集"入海泄水缓慢"造成支

流倒灌"大量农田被淹+ 受灾面积分别为 #&# 万亩&

##' 万亩"直接经济损失达 !O 亿元"给沿线居民生命财

产造成了严重损失"河道综合治理势在必行+

#&德惠新河现状及突出问题

德惠新河虽经 #& 世纪 W& 年代治理后"一定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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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提高了河道防洪排涝能力"但由于受投资所限工程

治理不彻底遗留问题较多+ 河道经过多年运行"河道

淤积严重&部分堤段堤顶高程及断面尺寸达不到防洪

设计标准"现状堤防有多处断堤"穿堤涵闸及生产桥等

建筑物老化退化&损坏严重"较大支流入口缺少控制性

建筑物+ 据统计"河道开挖运行 (& 余年来"发生较大

洪涝灾害 !& 余次+ !WOO-#&&& 年 !& 余年间成灾面积

超过 !' 万亩的年份有 $ 次+ 其中 !WW& 年汛期中下游

地区连降暴雨"(' 天降雨量 ()&FF"干流水位猛涨"田

间涝水不能及时排出"低洼地区大面积积水"积水深度

&%' f!F"持续时间 $ f':"长者达 !&:以上+

#%!"德惠新河河床淤积严重"排涝能力大幅下降

河道经过多年的运行"由于水土流失&支流拉沟淤

河及引黄尾水入河等因素的影响"造成河道淤积严重"

导致排水能力差"加之灌排工程不配套"灌排体系混

乱"大量泥沙被引入并沉积在河道内"加速了河道的淤

积速度与程度"致使防洪排涝水位抬高"影响了沿河两

岸居民的工农业生产和生活环境+ 据测量资料分析"

德惠新河干流淤积土方 !)#' 万F

$

"淤高一般为 &%' f

#%MF"淤积严重处达 $%&F"使得过水断面减少 !&N f

M)N以上"排涝水位抬高达 &%) f!%OF"防洪水位抬高

达 &%' f!%)F"大大影响了河道洪水的下泄速度"造成

防汛抢险的被动局面+

#%#"部分堤段达不到防洪设计标准&堤防残缺不

全"影响防洪安全

""德惠新河两岸河堤堤防经过多年的运行"多处堤

防出现断堤现象"且部分堤段堤顶高程及断面尺寸已

经达不到防洪设计标准"影响河道防洪排涝安全+ 例

如!主要支流与干流交汇处"堤角冲刷严重$跨河 )& 余

座桥梁与河堤交叉处大部分交通坡道低于堤顶设计高

程$部分河堤出现缺口"需按设计标准要求进行补齐

整修+

#%$"拦河闸老化失修"存在问题较多

德惠新河现有跨河拦河闸 O 座"支流节制闸 !&

座+ 自建成投入运行以来"蓄水&调水效益显著"对促

进当地工农业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经过长期运

行"由于管理不善&岁修不及时等因素的影响"混凝土

碳化剥蚀严重&闸基渗透破坏&主体结构钢筋锈蚀&闸

门锈蚀&止水老化以及启闭不灵现象极为普遍"多数拦

河闸&节制闸机电设施老化&损坏严重"上下游护砌及

消力&排水设施损毁等+ 另外多数拦河闸无启闭机房"

不利于机电设施的正常管理和运行+

#%("排水涵闸损毁严重"影响防洪排涝安全

德惠新河干流现有穿堤涵闸 !$$ 座"其中存在问

题的有 !!$ 座+ 大部分建于 !WM& 年前后"设计标准偏

低"有些涵闸是砖砌结构"洞身长度不足"且部分涵闸

为木闸门"有的涵闸无启闭机&无闸门或无消力设施

等+ 经过长期运用"启闭机&闸门丢失或损毁严重"进&

出口护砌坍塌&消力设施冲毁以及洞身断裂等较为普

遍"特别是砖砌涵洞"损毁更为严重"基本已全部废弃+

既影响建筑物结构安全"又影响整个防洪排涝体系

安全+

#%'"桥梁标准低&老化失修损毁严重"阻水问题

突出

""德惠新河干流河道共有桥梁 )) 座#不包括铁路桥

和高速公路桥%+ 其中大部分建于 #& 世纪 )&-M& 年

代"一般按生产桥或大车桥的标准兴建"生产桥建造十

分简陋"大都无桥面铺装层及桥头护砌"工程标准偏

低"还有部分无筋井柱桥+ 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交

通任务日趋繁重"许多生产桥当作公路桥使用"长期超

载运行"破坏十分严重"出现了盖梁&<梁&井柱断裂以

及井柱沉陷&桥面板错位等现象"桥梁面板漏缝较大"

桥长不足&栏杆破坏&井柱混凝土剥蚀等现象也十分严

重+ 桥面板高程低于防洪水位"严重影响河道行洪"多

数已成为危桥+ 如!无棣县大庄桥"现成为庆云与无棣

两岸群众来往的主要桥梁"因超载运行"其孔梁肋断

裂"盖梁支座处多数被压碎"数排井柱断裂"随时都会

垮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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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支流入口缺少控制性建筑物

德惠新河胡道口闸以上河段主要支流入口 !M 处"

由于当时受投资的限制"建筑物安排不足&配套差+ 与

河道汇入支流交汇处缺少控制性建筑物"造成河道与

支流交汇处拉沟淤河+

此外"由于现状河道滩地上树木&高秆作物&芦苇

杂草以及潮汐等因素"大大影响了河道行洪排涝能力"

造成德惠新河滨州段防洪排涝形势严峻"对沿岸居民

生命财产的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因此"对德惠新河综

合治理迫在眉睫+

,&河道运行维护的现状

德惠新河自 #& 世纪 )&-M& 年代开挖建成以来"

由于受重建轻管思想的影响"工程管理工作没有得到

足够的重视"存在管理体制不尽完善&管理单位机制不

活&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和维修养护经费不足&基础设施

薄弱&管理队伍不稳定等问题+ 这些问题不仅导致工

程得不到正常的维修养护"效益严重衰减"而且对经济

社会发展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不利的影响+ 主要

体现在德惠新河跨德州&济南&滨州 $ 市"未能实现流

域机构一管到底"人员归地方&业务仅指导"管理的力

度不够"方式欠妥+

$%!"管理体制不尽完善

德惠新河管理体制不尽合理"工作难以理顺+ 目

前"德惠新河管理主要由各市按行政区域分段负责"且

各市管理体制也不尽相同+ 德州市实行 '闸&段分

管("拦河闸由市水利局河道工程管理处管理"河道&堤

防由所在县水务局管理$济南市管理段委托商河县水

务局维护$滨州市境内的河段实行管理段与拦河闸管

理所统一管理"归无棣县水务局直管+ 同一河道管理

体制不一"加大了管理难度+ 部分管理段#所%生产&

生活设施落后"破败不堪"距离县城较远"生产与生活

面临两重困难"致使管理队伍不稳定"人员素质相对现

代化管理要求相差甚远+

$%#"管理设施&技术双落后

德惠新河管理设施陈旧简陋"其管理&生产及生活

用房等基础设施大部分都是 #& 世纪 )&-M& 年代建造

的"现已经破旧不堪"多属危房"阴雨天根本无法使用"

急需更新改造+ 工程管理技术与手段落后"缺乏必要

的监测&测验及交通&通信设施$基层管理段&所人力&

财力&物力资源不足"收不抵支"举步维艰"只能维持工

程基本运行+ 目前的管理现状"已经远远不能适应现

代水利&可持续发展水利的要求+

$%$"基层管理单位技术人员缺乏&队伍不稳定

根据现有各管理单位的情况"一般闸管理所管理

人员大约 ) f!( 人&管理段 # f(& 人"人员数量基本符

合定员标准的要求"但基层管理单位缺少高层次的专

业管理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队伍不稳定+ 基层管理

单位大都远离城镇"建设在偏远的河堤之上"存在工作

及生活条件差&交通不便&家属就业及子女上学困难等

难题"大多数人员不愿到基层工作"致使基层管理单位

技术人员严重缺乏"正常的管理工作难以开展+

.&治理对策

德惠新河流域发生洪涝灾害极为频繁"两岸曾多

次发生严重涝灾"造成德惠新河长时间超警戒水位运

行"支流倒灌"大量农田被淹"村庄被水围困"交通阻

断"群众的正常生活受到严重影响"经济损失惨重+ 针

对河道淤积严重&现状河道排水能力大幅度降低以及

管理模式的现状"应坚持'上蓄&中疏&下排&适当地

滞(的方针"构建以河道堤防为基础&河道行洪排涝为

主&蓄滞洪区为依托&河道维护措施相结合的运行体

系+ 做到旱能蓄&涝能排的防洪排涝新格局"保障区域

防洪安全和沿岸居民生命财产安全"保障国家粮食生

产安全+

(%!"河道清淤"加固完善堤防"硬化一岸堤顶

根据 0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 1

#42#'#-#&!M%"按照防洪工程保护对象的重要性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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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相关防洪规划"划定德惠新河干流清淤治理工程等

级为 # 级$堤防及主要建筑物等级为 # 级"次要建筑物

等级为 $ 级+ 德惠新河综合治理应维持原设计')! 年

雨型(#约相当于 !' 年一遇%防洪标准&')( 年雨型(

#约相当于 $ 年一遇%排涝标准进行"并对河道滩地上

树木&高秆作物&芦苇杂草等影响河道行洪排涝的阻水

植物进行彻底清理"提高河道泄洪能力"增大水流速

度"增加水体挟沙能力和对污染水的稀释自净能力"减

少泥沙淤积"改善河流水质"为群众提供良好的生存条

件和生产&生活环境+

德惠新河两岸河堤采取'修补&加固并重(的原

则"对出现断堤现象的地方"清表开槽至原状密实基层

土"采用黏土分层夯实回填至设计堤顶标高$对于河堤

断面尺寸达不到防洪设计标准的堤段"采取修补加固

处理"达到设计标准"保证洪水不漫堤"安全下泄+

在河道河堤填筑完毕以后"结合附近村庄密度及

交通流量大小情况"在河道一侧坝顶修筑沥青混凝土

道路"贯穿整个河道的上下游"方便当地人民群众工农

业生产及保证汛期防汛物资及时快速运至险情地点"

展开防汛救灾工作"降低财产损失"保证人民群众的生

命安全+

(%#"配套部分建筑物"除险加固堤防险工

由于德惠新河配套建筑物大部分是 #& 世纪 )&-

M& 年代修建"运行 (& 余年以来"病险程度逐年增加"期

间虽进行岁修及不定期维护"但沿河配套建筑物都不

同程度地老化&损毁+ 由于涵闸常年带病运行"已不能

按照原设计标准蓄水"对整个德惠新河流域工农业生

产及生态修复产生不利的影响+ 因此"需对所有拦河

闸&支流节制闸及排水涵闸进行安全评估"对于拦河闸

需要拆除重新选址新建的"要高标准进行新建+ 对于

支流节制闸及排水涵闸需要修建或改建的"要拆除原

址修建或另选址新建+ 拦河闸建成后除为沿岸农业灌

溉和工业用水提供有力的保障外"将大大提高干流及

支流两岸土壤涵养水源的能力"使流域内的水环境得

到优化"从而促进流域内地表植被的繁殖"增加生物的

多样性+ 同时还可提高河道的蓄水能力"充分发挥河

道抗旱&蓄水&调水&行洪的作用+

(%$"理顺河道管理体制"精细化维护管理

德惠新河河道较长"横穿鲁北的德州&济南&滨州

$ 个地市"应按流域管理原则设置统一的省河道直接

管理部门"建立一套完整&科学的一体化管理系统"加

强组织协调"强化各部门联动"统筹管理流域各个环

节+ 落实整个河道的安全管理和监察工作"以便及时

发现&分析和消除生产过程中的危险&有害因素+ 制定

相应的劳动安全与规章制度"建立事故应急救援制度"

针对有可能受影响的区域制定切实可行的事故应急救

援预案"并定期进行检查&落实"组织演练$落实河道管

理经费保障机制"多渠道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河道治理"

建立长效&稳定的河道管理维护投入机制+ 加强宣传

引导"充分利用报刊&广播&电视&网络&微信&微博&客

户端等各种媒体和传播手段"增强公众对河道防洪排

涝体系的责任意识和参与意识"建立一个全民关注河

湖&保护河湖的良好意识+

D&结&语

#&!) 年 !# 月 !& 日"水利部&环境保护部联合下发

0关于印发贯彻落实 i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 k

实施方案的函1"结合国家全面推行河长制的契机"理

顺德惠新河管理体制"落实'河长制&河长治(的绿色

发展理念&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确保德惠新河综合治

理后"有效解决德惠新河复杂水问题"采取维护河道健

康的有效举措"完善德惠新河治理体系"保障国家骨干

河道长治久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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