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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市河湖水系连通工程规划
肖启栋

!沈阳市水利局"辽宁 沈阳!""##"$#

!摘!要"!本文以沈阳市河湖水系现状为基础"分析了水系在生态水源补给$水体流动性$亲水效果等方面存在的

问题"提出构建城市新的水网体系的理念及构想"为实现城市周边河$湖$渠$库等水系资源互连互通提供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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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水资源基本状况

沈阳市总面积逾 "FH 万 :6

C

#市区面积 HGK$:6

C

#

市区人口逾 E## 万人( 沈阳市主要河流 CD 条"流域面

积 "##:6

C

以上$#属辽河'浑河两大水系( 辽河在全市

境内 CKE:6#分布在西北部( 辽河水系由辽河干流及

秀水河等支流组成( 浑河在沈阳市境内 "$E:6#东南

流向穿越主城( 浑河水系由浑河干流及蒲河等支流组

成#分布在城区周边(

沈阳市属温带季风气候区湿润和半湿润大陆性气

候#四季分明( 多年平均降水量 $KE66#多年平均蒸发

量 I## T"###66#$ 月蒸发量占全年蒸发总量的"DJ T

"KJ( !

全市境内共有水库 HC 座#蓄水总量可达 C 亿 6

H

#

主要分布于北部的康法地区#仅棋盘山水库紧邻主城(

沈阳市水资源总量多年平均 CHF$D 亿 6

H

#其中地

表水 ""F#C 亿6

H

#地下水 "CF$H 亿6

H

(

根据城市总体规划#沈阳城市水系现状大致可概

括为%九河'六渠'三系&( 九河即浑河'蒲河'满堂河'

细河'沙河'杨官河'张官河'白塔堡河'北沙河)六渠即

浑北干渠'浑蒲干渠'沈抚干渠'浑南干渠'八一干渠'

辉山明渠)三系即内环水系"南'北运河及卫工明渠$ '

全运水系'长白水系( %九河'六渠'三系&是沈阳市进

一步盘活水资源'做好水文章的基础(

#&沈阳市水系存在的问题

作为辽宁省会城市以及东北地区中心城市#随着

沈阳市生产'生活及生态环境所需水量日益增加#对水

**"*



质的要求也在提高#社会发展对河湖水系的影响不断

加剧( 目前存在河湖水系连通减弱'水资源与水环境

承载能力不足'水流不畅'部分河道水质污染较为严重

等诸多问题( 抓紧开展河湖水系联通工程是功在当

代'利在长远的重要民生工程(

9F水资源利用方面偏重地下水#轻地表水与中

水( 沈阳市水资源及水环境承载压力较重#水资源利

用上偏重超采地下水#地表水与中水开发利用低( 沈

阳市城区现已建成日处理 " 万 4以上城镇污水处理厂

CH 座#日处理能力 "KC4#其中满足一级 U标准的有 "G

座#部分污水处理厂未满负荷运行#部分废污水直接排

入河道#同时已处理的中水利用率较低#中水及雨洪水

资源未得到充分有效利用(

CF生态水来源较为单一#存在一定安全隐患( 生

态水来源主要依靠浑河水源补给#通过新开河对沿线

公园'蒲河补水#城市内主要河流浑河与蒲河间连通工

程大多集中在中下游#上游区间难以补充水源(

2F城市水体流动性差#亲水性不足( 目前全市大

部分城市水体流动性差#污染稀释慢#自净能力低#加

剧了河道特别是城市内河的污染( 同时#河岸硬性防

护居多#近水'亲水功能性低( 受传统治河理念影响#

现状城区范围内的河流两岸多为硬性防护工程#渠化

现象较为严重#水面距岸边高差较大#亲水障碍多#同

时一部分天然小型河流因季节性因素#河道时常被人

为占用#基本丧失亲水条件(

=F部分区域缺水严重#雨洪资源未得到充分利

用( 沈阳市降水主要集中在 E/K 月#占全年的 E#J以

上#受传统治水思路影响#发生雨洪水时#往往侧重于

疏导排涝#未能将排'滞'蓄有效结合( 部分河流如东

部满堂河与辉山明渠为季节性河流#常年处于断流状

态( 转变治水思路#修建拦蓄工程有效利用雨洪资源#

是解决沈阳市水源短缺的重要举措(

%&河湖连通理念及规划布局

HF"!规划理念及原则

以总体规划引领水系规划和专项规划)以水系建

设带动城市建设和产业发展)以水系特色赋予城市独

特韵味( 同时#坚持人水和谐#水城相融#做到人'水'

产'城有机融合)坚持多归合一'系统治理#实现水活'

水清'水美)坚持节水优先'保障生态#以水资源的可持

续利用#保障城市生态安全和生态健康)坚持传承文

化'彰显特色#将古城风韵融入水系规划建设中)坚持

以水惠民'节水优先'远近兼顾原则(

HFC!规划布局构想

规划构想在沈阳市形成一区#三廊#二十湿地(

9F一区( 建设浑南水生态文明示范区( 浑南区

域内的水系主要有白塔堡河'沙河'张官河'杨官河'白

塔堡河支流'沈抚运河 D 条河流( 规划滨河景观带'湿

地公园'生态修复区'滨河路等#打造浑南生态文明示

范廊道(

CF三廊( 即完善浑河百里景观廊道'蒲河生态廊

道'新建浑南生态文明示范廊道( 充分利用浑河'蒲河

及沈抚干渠穿城而过的自然条件#以浑河国家级水利

风景区'蒲河国家级生态廊道为基础#打造浑南 G#:6'

浑河 $#:6'蒲河 D#:6生态廊道( 满足城市水资源需

求同时#提升城市生态环境(

2F二十湿地( 即在城区规划新建 C# 处人工湿地(

将河渠'游园'绿地'生态廊道牵连贯通#形成多片%绿

肺&(

E&工程措施

近期规划五大引水工程引浑入抚#通过改扩建沈

抚干渠 GFC:6#绕过深井子高地#实现沈抚干渠自流引

水)引浑入蒲#通过管线提水方式#将浑河地表水'国电

满堂河污水处理厂处理后达标的中水输送至蒲河上

游)引浑济细#通过新开河渠首闸引浑河水及中水入细

河及浑蒲灌区干支渠#解决西部地区水源问题)引浑至

北#通过新开河渠首闸将浑河水引入浑北灌区南'北干

渠#北分干渠可将引入水源对蒲河中下游进行补水#以

此提升蒲河生态廊道效果及亲水空间)引辽入蒲#通过

对现有导水路排干'石佛寺总干'九龙河拓宽改造#引

辽河水入蒲河#增强辽河与蒲河连通能力#构建城区内

辽'浑'蒲新的水网体系( 五大引水工程规划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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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引水工程规划示意图

!!远期可考虑通过修建%引大入棋&工程#经 H#:6

隧洞和管线引大伙房水入棋盘山水库#既能为蒲河'满

堂河等进行生态补水#同时能够缓解沈城北部生产生

活用水压力#更为沈阳城市长远发展提供了安全可靠

的水资源储备(

F&预期达到的效果

$F"!拓展生态水源#增加环境水量

水系连通的实施#将加大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力

度#有效提高中水的利用率( 通过修建拦蓄水建筑#可

增加水面面积(

$FC!整治全域河道 #提升防洪能力

雨洪资源得到更加充分地利用#通过综合整治中小

河流及山洪沟#保障两岸市民安全#减少突发灾害损失(

$FH!结合水系建设#减轻内涝压力

通过湿地建设'渠道拓宽等工程#改善城市水系重

要排水出口断面宽度不足的问题)结合地下管廊综合

规划#配合海绵城市建设#满足城市防涝要求(

$FG!上游源头治理#提升水体质量

加强农村环境卫生治理#企业污水严禁直接入河#

从源头解决水质问题#增加水体更新次数#从一年更新

C 次提升为 H TG 次(

$F$!河渠生态修复#扩大亲水空间

农村水系经过系统治理#打造多处水美乡村)城市

河渠拓宽改造'生态修复增强水系连通#增加水体面

积#扩大市民近水与亲水空间(

$FD!构建水网体系#增强互通互补

通过湿地'河渠和引调水工程建设#构建环绕沈阳

城区的辽'浑'蒲新水网体系#增强区域水系间'水网内

部间的互通互补能力(

*&结&论

河湖水系连通是我国新时期提出的治水新理念#

通过调节河湖之间的联系#改善河湖水系的服务功能#

提高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是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的重大战略举措( 沈阳市在实施水系连通工程时#既

要考虑完善的引调水'拦蓄水等工程措施#同时要建

立'健全运行管理体系作为保障( 目前#沈阳市正全面

推行河长制工作#建议以实施河长制为牵引#加快推进

沈阳市河湖水系连通建设#积极构建保障有力的河湖

管理保护体制机制#为维护河湖健康生命#恢复河湖自

然生态#实现河湖功能永续利用及沈阳老工业基地全

面振兴提供物质基础和环境'资源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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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动态

关于开展 #($, 年度水利工程优秀质量管理小组成果申报工作的通知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质量发展纲要$C#""'C#C# 年%(和&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开展质量提升

行动的指导意见(的精神"在水利行业内提升和强化质量意识"把握高质量发展机遇"弘扬\工匠精神\"

经研究"中国水利工程协会组织开展 C#"I 年度水利工程优秀质量管理小组成果申报工作"网络申报截

止时间为 C#"I 年 $ 月 H" 日"有关事宜详见中国水利工程协会官网$ 555@*50;-@82.%通知公告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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