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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水利设计理念在河道治理中的应用
吴东海

!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水利局"江西 于都02.!2""$

!摘0要"0本文以江西省吉安市的水上公园设计为例"引入生态水利设计理念"应用橡胶坝&生态网石笼&湿地整

治河道等有效措施"充分发挥水的自然功能"将人工景观与自然景观有机融合"合理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城

市景观与自然景观之间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城市河道治理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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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江西省吉安市内赣江某段河道治理工程"在水上

公园设计中充分引入生态水利设计理念!充分发挥了

水的自然功能"应用橡胶坝*生态网石笼*湿地整治河

道等有效措施"将人工景观与自然景观有机融合"合理

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城市景观与自然景观的关

系"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城市河道治理提供了

参考$

,%项目情况

赣江是江西省重要的河流"作为长江主要的支流

贯穿 整 个 江 西 省" 全 长 共 $))UQ" 流 域 面 积 达

*2+""UQ

!

$ 0

吉安市位于赣江中游"东西向贯穿吉安市区$ 在

!"#" 年之前"赣江城区段未经治理"生活垃圾随意丢

入"严重影响吉安市的城市形象$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

的提升"对城市环境提出更高的要求"加之十八大提出

生态文明建设"市政府为了改善城市形象"建设宜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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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环境"将赣江河道治理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开展$

河道治理以水面景观为主导"借助工程措施*绿化措

施"结合吉安市历史文化"打造城市防洪抗涝*文化生

态旅游*居民休闲等集多功能于一体的城市水系生态

园"当地居民称之为水上公园$

水上公园沿江而建"东西总长 !+UQ"南北宽度为

+""Q左右$ 与吉安市总体布局规划相融合"水上公园

的整体布局如下!上游设置湿地景观"全程长度 $UQ"

下游设置蓄水景观"长度为 #*UQ"河岸两侧是宽度为

#!" c!."Q的绿地"供居民或游客休息$

$%工程措施

21#0橡胶坝蓄水工程

橡胶坝蓄水工程作为河道治理的一期工程"为了

达到蓄水景观"在赣江构建橡胶坝"打造水上公园的人

工湖"作为河道治理工程中最重要的一项工程$ 橡胶

坝允许河水溢流"在坝体上安装霓虹灯"夜间开放形成

五彩斑斓的视觉景观#白天霓虹灯关闭"借助坝体颜色

及阳光辉映"取得良好的景观效果$ 水上公园共有 *

道橡胶坝"从而构成 * 个梯级蓄水湖面$ 使得河道内

常年蓄水"形成河道人工湖与地下水库"有效调节城市

小气候"改善了城市居民的生活环境$

* 个橡胶坝均是充水式橡胶坝"坝高范围是 !1. c

.1*Q"坝长范围是 !"" c2+"Q$ 坝袋应用双线锚固*螺

栓压板式锚固结构"降低了坝袋的磨损振动$ 坝袋内

水源来自城市自来水管网"并持续接入"保证其水源

充足$

21!0泄洪*蓄水措施

泄洪与蓄水是一对矛盾的共同体"如何处理好两

者的关系"是河道治理工程的关键点$ 该工程主河槽

应用分槽蓄水的方式"共分为清水渠与浑水渠"两者由

中隔墙隔开$ 清水渠在河岸南侧建坝蓄水"其宽度是

"1!+UQ$ 当遇到洪水年份时"清水渠的橡胶坝坝袋内

水放出"降低坝高"让河水泄洪$ 浑水渠在河岸北侧"

其宽度是 "1#UQ"可以容纳上游排泄的洪水"有效降低

上游洪水*泥沙对北侧清水渠内水体的侵扰$ 除此之

外"在主河槽南北两岸各布设一条排污暗涵"同时可作

为主河槽的暗墙"这样可以阻挡河岸山体污水及各种

生活垃圾流入蓄水池"净化蓄水池内水体"暗墙同时可

以将山体雨水带入的泥沙滞留到墙体外"降低主河槽

内淤泥量"减轻清淤工作量$

在二期工程中"清水渠*浑水渠同时蓄水$ 正常

情况下"橡胶坝全部高坝蓄水$ 在洪涝时期"结合上

游河道洪水情况"浑水渠橡胶坝坝袋内水放出"降低

坝高"及时泄洪$ 浑水渠橡胶坝坝高根据上游水量

及时调整"维持坝内水量"并保证全年蓄水"可以有

效提升北岸的水环境"同时对整个水上公园的生态

环境起到微循环的作用"调节其气候"达到治理美化

效果$

主河槽应用分槽蓄水方式后"清水渠内的蓄水池

与浑水渠内的泄洪道完全互不干扰"泄洪*蓄清相互独

立$ 只有在遭遇大洪大涝时期"才降低清水渠的橡胶

坝坝高或塌坝泄洪$ 这样有效调节了泄洪与蓄清两者

间的矛盾"利于水上公园的景观建设"为后期工程运行

管理提供条件$

2120湿地景观建设

湿地是一种具有多种功能*多种生物的生态系统"

其功能强大"可以调蓄洪水*保持水土*净化水源*调控

气候*保护微生物*平衡生态系统等$

该工程的湿地景观在一期工程西侧"连接上游天

然河道与主城区蓄水段"依据地形而建"湿地区主要包

括两个部分"分别是主河槽内的自然湿地区和岸边人

工湿地区$

自然湿地区是河道自然冲刷而成"具有深潭*浅滩

结合的地貌特点"多种生物在此聚集"利于生存繁衍$

从平面走向来看"自然湿地走向与主河槽走向一致"其

宽度范围是 *" c2)"Q"承担着泄洪*排沙任务"其下游

出口连接着一期工程的浑水渠$ 为了减缓洪水泄洪时

的冲击力"在一期工程浑水渠*自然湿地区过渡段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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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心环形岛"可起到三重作用!装点景观环境*引导洪

水及泥沙*降低对浑水渠坝体冲积$ 自然湿地与一期

工程的浑水渠坝体连接形成 #+" 万Q

! 的水面"调节着

附近大气循环"调控局部气候$

人工湿地主要是以土壤*沙石等材料为基质并栽

种耐污植物的污水处理设施$ 人工湿地区位于自然湿

地区北岸的平台上"共有 * 座人工湖相互串联形成"其

设计防洪水量是 2"" c)""Q

!

XC"各湖之间由渠道贯串"

总蓄水面积达 #! 万 Q

!

$ 湖区主要应用黏土防渗"各

渠道应用膨润土防水毯进行防渗$

21.0护岸工程

护岸工程充分引入生态理念"主要选用生态格网

石笼岸墙与中隔堤"有效改善河流水质"形成良好的生

态河道"修复失衡的生态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

选用格网石笼具有多种优点"主要是多孔*柔

韧*透水性强等$ 多孔降低波浪高度"为动物生存*

繁殖提供稳定安全的环境#柔韧结构可以有效依附

特殊地形"降低地基处理成本#透水网状利于微生

物*水草*淤泥附着"吸引微生物及植被寄居"为其提

供良好的生存环境"维持生态系统良性发展"保持生

物多样性$

二期工程中隔堤*湿地区的岸墙选用土堤"其土堤

更能发挥生态功能"土堤设置成梯形断面"选取格网石

笼护砌$ 针对冻季两栖生物迁徙情况"寒冬蓄水位以

下采用直墙结构作为堤脚"上部选用斜坡形式"利于两

栖动物翻越$

*%生态水利设计理念

01最大限度发挥水的自然功能$ 水的自然功能

主要有三个!形成水域*生物繁衍*净化大气$ 该工程

最大限度发挥水的自然功能"采取一系列的工程措施

将水环境与各项城市机能有效结合"实现经济效益与

环境效益双丰收的效果"有效调节局部小气候"维持城

市生态环境"为城市景观做出贡献$

91巧妙利用经济实用的蓄水工程技术$ 橡胶坝

投入成本低"可以有效调解蓄水与泄洪两者之间的矛

盾$ 以水挡水的思路"利于生态环境保护"对水质污染

小"同时节约材料*结构简洁*缩短建设周期"橡胶坝同

时具有自重轻*抗震性强*跨度长等优点$

;1河道生态功能的维持引入自然生态理念$ 生

态护岸具有防洪*生态*景观*自净等多种功能$ 生

态护岸在与周围环境形成相协调的河道景观的同

时"还能保护生态系统"丰富其生物种类"各种微生

物可以净化水质"利于鱼虾生存繁殖"水草生长形成

良性的自然生态景观$ 该工程中应用的生态护岸相

较于传统水泥混凝土护岸"保护了河流的天然特性

及生态功能$ 依照河流自然特性"其护岸走向自然*

不呆板"符合人类审美观念$ 在工程建成投入使用

中"地下水渗透能力有所提升"水系形成良性循环"

岸边自净能力增强$

?1人工景观与自然景观有机融合$ 在湿地景观

设计中"综合考虑环境*经济的相互影响制约关系"

合理利用原有自然资源"顺应其发展规律进行适应

性修复$ 在景观设计中尊重自然"始终以追求生态

平衡为宗旨"丰富生物物种"打造自然野趣"积极促

进生态系统良性循环$ 自水上公园建成后"湿地景

观区的生物物种增多"尤其是各种鸟类*两栖动物在

此生活繁殖$

(%生态效果

吉安市水上公园建设工程依附自然河道而建"自

然景观与城市景观相结合"充分发挥水的自然功能"形

成独特的滨水人文环境$ 生态理念在河道治理中融

合"形成 )!" 万 Q

! 左右的蓄水面积与 +"" 万 Q

! 左右

的绿地景观"达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协调了经济

发展*环境保护两者的关系$ 未来将逐步形成更长*更

具有自然气息的绿色生态长廊$ 水上公园整体景观效

果如下页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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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上公园俯瞰效果图

00水上公园的建成"有效净化周围空气"调节大气温

度及湿度$ 通过气象监测"水上公园两岸夏季温度比

其他区域低 !i"空气湿度比其他地区高 #"e左右"其

年降水量比未建成前高出 #""QQ$

-%结%语

为了治理赣江在江西省吉安市内的河道"改变城

市形象"建设水上公园"充分引入生态水利设计理念"

发挥水的自然功能"应用橡胶坝*生态网石笼*湿地整

治河道等有效措施"将人工景观与自然景观有机融合"

合理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城市景观与自然景观

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为相关城市水利工

程中河道治理提供了成功经验$

#

参考文献

(#)0朱昌明M生态水利在河道治理工程中的应用(d)M黑龙江

水利科技" !"#!%##&! !""P!"#M

(!)0许映建" 石磊M如皋城区河道治理工程中生态水利设计理

念的应用(d)M水资源开发与管理" !"#)%$&! 2*P.#M

(2)0吴恭王" 王慧M生态理念在河道治理工程设计中的应用

(d)M江西水利科技" !"#+%)&! .)"P.)!M

(.)0赵文龙M生态水利理念在中小河流治理工程中的应用

(d)M水利科技" !"#2%#&! +"P+!M

(+)0刘敏虹M浅论生态水利在河道治理中的应用(d)M中国水

运%下半月&" !"#2%*&! #))P#)$M

())0郝芹M生态水利在河道治理中的应用(d)M山东水利"

!"#2%)&! ++P+)M

($)0高建M生态水利在河道治理工程中的应用(d)M黑龙江水

利科技"!"#.%##&! !!$P!!*M

(*)0李强M关于生态水利在河道治理中的应用探讨(d)M水土

保持应用技术" !"#.%)&!

$$$$$$$$$$$$$$$$$$$$$$$$$$$$$$$$$$$$$$$$$$$$$$

2"P2#M

$上接第 #" 页% 效率"解决实际供需问题";5%:b新技

术的应用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

参考文献

(#)0廖明生"林晖M雷达干涉测量---原理与信号处理基础

(f)M北京! 测绘出版社" !""2M

(!)0邱志伟" 张路" 廖明生M一种顾及相干性的星载干涉 %:b

成像算法(d)M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

#")+P#")*M

(2)0何敏"何秀凤M合成孔径雷达干涉测量技术及其在形变灾

害监测中的应用(d)M水电自动化与大坝监测" !""+%!&!

.+P.*M

(.)0岳建平"方露"黎昵M变形监测理论与技术研究进展(d)M

测绘通报" !""$%$&! #P.M

(+)0何宁"齐跃"何斌"等M地表微变形远程监测雷达在大坝监

测中的应用(d)M中国水利"!""]%*&! .)P.$M

())0黄其欢"张理想M基于 ,/;5%:b技术的微变形监测系统及

其在大坝变形监测中的应用(d)M水利水电科技进展"

!"##%2&! *.P*$M

($)0%Tbg==;T"(:b;3:Z"9gb%;3;:1%AGF?@B5H f458D4G856

4ILB5HCK8H?\8CRKBE?Q?5DCO@f?B5C4ILPOB5H%BD?KK8D?%:b

;5D?GI?G4Q?DG@(d)MLB5HCK8H?C"!""+"!%2&! #]2P!"#M

(*)0许小剑"黄培康M雷达系统及其信息处理(f)M北京!电子

工业出版社"!"#"M

(])0胡著智"王慧
"

麟"陈铁恋"等M航天航空遥感技术与应用

(f)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M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