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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河道
现状调查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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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堤防工程*防护工程*跨河建筑物等方面$于 "#$)""""#$& 年对大连市流域面积 )# "̂##R8

"

的

('条农村河道展开调查*测绘和复核计算$归纳总结了大连市农村河道普遍存在的问题和治理困难$分析其产生原

因$提出了一些适宜大连市农村河道治理的方法$指出了河道后续整治工作中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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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市境内河流属黄(渤海水系"河网比较发达"

境内均为中小型河流' 据调查统计流域面积在 $#R8

"

以上的河流有 (#( 条' 其中"流域面积 $###R8

"

以上的

河流有 " 条+流域面积 $### )̂##R8

"

的河流有 ( 条+流

域面积 )## $̂##R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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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河流有 ($ 条+流域面积

$## )̂#R8

"

的河流有 (# 条+流域面积 )# $̂#R8

"

的河

流有 "(% 条' 全市河流均属季节性河流"冬(春两季流

量较小"多数断流+洪水汇流时间较短"洪峰持续时间

一般在 $# (̂#8H9"最多 $ (̂-'

近几年来"大连市十分重视河道整治和开发"已于

"##? 年系统地完成了流域面积 "##R8

"

以上河流的规

划设计"并对全市主要河道进行了堤防(护岸工程治

理"但 "##R8

"

以下农村河道仍为全市河道整治工程的

薄弱环节' "#$" 年 & 月"水利部(辽宁省政府联合批复

了#大连市水务现代化规划%"#$$-"#"#&$"为了顺应

大连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保障人民群众的安全"

根据河道规模(保护人口和耕地的数量等"对大连市流

域面积 )# "̂##R8

"

的 (' 条农村河道进行现场踏勘(测

,(",



绘和复核计算"对河道的堤防工程(防护工程(跨河建

筑物等现状进行分析"旨在推进大连市水务现代化建

设"为后续的农村河道治理工作提供参考'

("调查内容

经测算大连市流域面积 )# "̂##R8

"

的农村河道

共有 (' 条"为了全面地了解河道治理现状"于

"#$)---"#$& 年对河道进行了调查和复核计算' 河

道位置分布及名称见下表'

经测量统计 (' 条河道总长 %&,*?R8"河道上游均

位于山区"天然冲刷形成河槽且两岸为荒地+部分河道

中游为水库淹没区"本次调查主要对河道两岸有居民(

耕地等防护对象的"即需要治理的河道进行调查"统计

河道需要治理%调查&总长度为 )(%*%R8'

大 连 市 农 村 河 道 分 布 情 况 表

地!区 河!!!流

瓦房店市
红沿河(朱咀河(红沙河(宋屯河(九道河(太阳河(珍珠

河(永宁河(左家河(大魏河(李屯河

庄河市
板桥河(地窨河(丰利河(鲍码河(响水河(老头河(横道

河(三岔河(小寺河南支(向阳河(小沙河(夹河(崔店河

普兰店区
鞍子河(夹河(余粮河(大盛河(吊桥河(中山河(董屯

河(八家子河

金普新区 长山河(龙口河(大魏家河(东大河(旗杆河(青云河

!"调查结果及分析

"*$!堤防工程

本次调查大连市 (' 条农村河道需要治理堤防长

度为 )(%*%R8"近年来已规划治理的堤防长度仅为

,(*&R8"占总长度的 '*$++其余河段堤防是新中国成

立后至 ?# 年代修筑的土堤"统计现有成型的堤防长度

是 (&)*#R8"土堤年久失修"堤顶宽度(堤坡稳定大部

分不满足规范
.$/

要求' 按照#防洪标准$ %Gf)#"#$-

"#$,&规定"农村河道按乡村防护区人口和耕地面积确

定防洪标准为 $# 年一遇"经计算堤%岸&顶高程达标长

度是$(,*(R8' 图$显示了大连市流域面积)# "̂##R8

"

农村河道各项指标河道长度统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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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河道长度统计

本次调查的农村河道独流入海的有 $) 条"占调查

总数的 (?+' 其中河道下游位于经济区(城区已治理

达标的有 , 条"分别是小沙河(鲍码河(鞍子河和东大

河"其余 $$ 条河道现状入海口段两岸均是海参圈(虾

圈养殖区或盐田"仅大魏河修筑了海堤堤防且满足防

洪标准要求"其余河道堤防背水坡即是养殖水产区"堤

防标准普遍不达标'

"*"!防护工程

大连市多山地丘陵"少平原低地' 经调查发现"农

村河道护坡结构基本为自然型原始的黏土缓坡"大部

分迎水坡杂草丛生",#+左右堤坡(堤顶及河滩地被农

户种植了玉米等农作物""#+左右堤坡及堤顶堆满生

活垃圾"影响了河道水质+统计有干砌石护坡的河道长

度仅为 $)*"R8"浆砌石护坡长度 ")*&R8"河道凹岸冲

刷严重"有不同程度的坍塌现象"造成河道淤积+调查

的 (' 条河道中有 $$ 条河道行洪范围及堤内外正在开

采砂料"破坏堤岸(降低生态环境"影响了河道行洪'

"*(!跨河建筑物

在本次调查统计的 )(%*%R8长度范围内"共有过

水路 ""$ 处"型式分为两种!土基土路面不埋涵管和浆

砌石基础埋涵管(混凝土路面+跨河桥 "?) 座+水闸 )(

座"以小型立轴闸和翻板闸型式居多+挡水堰 %$ 座"多

为浆砌石结构+橡胶坝 ) 座' 从图 " 中可以看出"阻水

的过水路(跨河桥占统计总数的 ")+和 ""+"而阻水

和破损的挡水堰占 ('+"比例较高"阻水的原因是建

筑物施工时没有考虑河道的防洪标准"甚至没有经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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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直接按经验施工"或是为了取水灌溉(出行方便私

自搭建违章建筑' 河道中还有阻水过水路拆除不彻底

和废弃未拆除的"部分挡水堰浆砌石严重脱落(坍塌"

应拆除未拆除的' 除此之外"大部分过水路(跨河桥两

侧都有生活垃圾"阻塞河道(污染水质"部分挡水堰上

游淤积严重"河床底高程被抬高"导致水位壅高' 水

闸(橡胶坝基本能够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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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大连市 #3 条农村河道交叉建筑物统计

#"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堤防年久失修"防洪能力低"新建投资大' 由

于大连市农村河道具有洪水汇流时间短(暴涨暴落的

特点"以及大部分堤防工程年久失修(堤身单薄"甚至

局部还有断堤不设防状态"农村河道防洪能力总体较

低"据统计"?"+左右的堤防达不到防洪标准"新建(加

固堤防征地(建设投资大' 独流入海河道入海口段堤

防普遍不达标"两岸养殖区占地投资费用高"加大了河

道整治困难'

%*堤岸冲蚀"淤积严重' 部分河道中上游比降较

大(流速大"致使堤岸冲刷严重' 河道护砌长度不够"

加上凹岸逐年冲刷"造成了河道大量淤积'

&*垃圾倾倒"污染环境' 河道堤顶(堤坡处堆有

建筑(生活垃圾"尤其是过水路(跨河桥两侧"污染河道

环境"破坏堤岸植被'

'*耕翻种植"挤占河道' 由于冬春两季河道流量

较小"不少农户耕翻种植河滩地(堤防缓坡"人为破坏

了土壤结构"造成水土流失"挤占河道行洪断面"造成

了大量水土流失'

5*缺少规划"管护薄弱' 调查发现"河道存在阻

水过水路(跨河桥(挡水堰"存在开采砂料破坏河滩(堤

岸现象"究其根本原因是农村河道缺乏系统的治理规

划或规划未落实"基层管理缺乏有力的措施"管护工作

十分薄弱'

+"大连市农村河道治理的建议

大连市农村河道防护对象主要是村民(耕地和少

量工厂"防护区内经济发展落后"往往容易被人们所忽

视"但河道防洪安全是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

的民生工程"首先应该对其重要性提高认识' 各级政

府要统一思想认识"切实加强领导"对河道治理工作高

度重视(全力推进'

工程实施过程中"规划先行"有计划(有重点(分主

次(分阶段实施' 可以采用工程生态型治理模式
.(/

"尽

可能维持农村河道原有形状和堤岸土质"硬质坡岸与

生态护坡相结合"保护河道生态系统"减少建设投资+

可以采用软隔离如护堤林形式对河道进行确权"阻止

破坏河堤(挤占河道行为'

农村河道治理资金配套难(投资少"管护薄弱的部

分原因也是因为资金投入紧张' 在当前形势下必须灵

活运用政策"从政府和社会多方筹措资金"充分运用市

场机制"通过拍卖植树权等方法"鼓励社会资本投入到

农村河道工程建设与管理中' 同时"建议建立河道整

治长效管理工作制度"明确河道管护范围(标准"通过

一定的奖惩措施"使得管护责任真正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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