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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市惠山区水利综合治理规划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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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惠山区地处无锡市西部"区域内部分水利工程年久失修"水体整体流动性差"急需对水利整治工程进行

系统规划$ 本文系统阐述了规划原则&工作原则与治理思路$ 针对河道淤积现状"设定整治原则"提出建设标准"

并对施工要求进行阐述$ 该水环境治理方案"可为类似工程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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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山区地处无锡市西部#属天目山支脉#下辖 "F

个乡镇% 区域内水利资源丰富#水系分布广泛#随着近

年来水利建设发展和万亩圩区达标建设#城乡圩区排

涝能力不断提高#但圩内河道与圩外河道基本无沟通#

圩外河道水体很难进入圩内#河道存在淤堵现象#急需

对惠山区的水利工程进行系统规划研究#为完善区域

水利治理&打造水城共融的生态城市奠定基础%

'%规划原则

无锡市惠山区水利工程规划坚持以人为本&依法

推进#秉承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紧紧围绕

建设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的新无

锡总体要求#以河为纲#以湖为本#以改善水环境质量

为核心#继续深入推进太湖水污染防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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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抓住新常态下河道整治工作的新特点#转变

思路#抓重点&抓关键&抓具体#下定决心#攻坚克难#突

出精准治理#落实长效管理% 以河道水质改善&断面水

质达标为核心#按照*属地负责&综合整治&协调推进&

确保达标+的工作原则
-".

#遵循*控源截污&内源治理#

河道清淤&活水循环#水质净化&生态修复+的科学治理

路径
-F.

#开展河道综合整治%

规划依据区域内水利资源的分布情况#系统研究

调水路线布置#以节水谋生存&以调水促发展
-$.

#综合

利用区域内多方水资源#逐步提高单方水的经济价值#

不断推动水资源的合理化利用% 惠山区水利综合治理

规划中调水理念&调水思路均与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

制度相契合%

$%河道整治

河道淤积不仅影响其蓄水功能&引排能力#而且会

加重水环境恶化% 因此对淤积严重的河道实施清淤&

对缩窄严重的河段加以疏拓十分必要
-E.

%

河道整治工程主要包括!对惠山区境内京杭运河&

横洚河&五牧河等 F$ 条骨干河道及其支浜实施清淤&

拓浚&新开&护岸等建设% 河道整治工程涉及骨干河道

FF 条#整治其支浜河道 "EE 条,清淤 "Y#C%ET3#拓浚

FC$%T3#土方 $JJCZ" 万 3

$

#新开河道 EC%$T3#护岸

YZC%ET3% 其中横洚河&五牧河&太平港"玉祁$&直湖

港 E 条骨干河道的清淤&护岸由新沟河延伸拓浚工程

管理处负责统一实施%

FC"!设计原则

惠山区河道改造及整治工程设计时#应遵循以下

几个原则!

1C满足水系规划对河道的要求%

AC尽量沿原河岸线布置新的河岸线#维持原有水

面率%

8C局部拓宽颈缩河段#减少水位雍高#增大过水

断面%

@C按照拟定的河道整治控制范围进行岸边

整治
-J.

%

6C河道两岸一定范围内进行绿化美化#设立生态

河岸线#局部河段若有景观需求#建景&建园&建亲水平

台#突出文化特色#建立亲水概念#满足景观需要%

FCF!建设标准

惠山区河道改造及整治工程建设#应依照以下几

点标准进行!

1C河道改线#应尽量维护&稳定现有河型&河势%

AC应遵循先开通河道后填埋的原则%

8C河岸中心线应尽量平顺#基本与洪水流向一

致#并应留出足够的泄洪断面#能安全通过设计泄洪

流量
-Z.

%

@C修建整治工程应堤&岸线一致#避免采用水流

流向控导作用强的整治工程%

FC$!施工要求

惠山区河道改造及整治工程施工时#应遵循以下

几方面要求!

1C河道改造及整治必须严格依据设计内容#工程

细部的布置应与设计图对应%

AC河道改造施工中应避免破坏原有河道的生态

功能#必要时可对河道中的植物采取移植保护%

8C河道整治过程中应尽量采用环保材料#避免施

工过程对原有河道造成污染%

@C河道综合整治应妥善安排施工流程#对重要断

面可采取先局部后整体的措施
-Y.

#以确保施工质量%

C%水环境治理

$C"!污染现状

惠山区水体污染原因中#除工业点源污染&污水处

理设施建设及管理欠缺&化肥农药农业面源污染外#淤

泥等内源污染也是水环境恶化的重要诱因%

该区域内地势低平#水系散乱#河道规模大多偏小

且存在淤积或临时堵断现象#河流水动力条件不佳#水

体流动性较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区域水环境质量%

通过分析惠山区水质监测结果可知#目前区域内

地表水环境污染与水资源破坏问题较为突出#主要存

在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接纳的各种污染排放超过

河道环境容量#超出水体自净能力,

"河水停滞少动&

流速缓慢#水体交换不足而致河流自净能力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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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治理方针

区域水环境改善的根本措施是对污染源治理#实

行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 目前#惠山区在污染源尚未

全面有效控制和污水处理系统不健全&治污水平有待

提高的情况下#拟采用调水引流改善水环境的辅助措

施#以较快改善河道水质%

通过调水引流#一方面可*以清释污+#调引清洁

水稀释脏水,另一方面可*以动制静+#改善河道水动

力条件#促使河道水体流动#增加河道水体环境容量#

提高河流富氧自净能力#进而改善河道水环境
-%.

%

$C$!实施规划

惠山区水环境治理中#调水是应急方案#必须与控

源截污和清理河道底泥等措施相配合#否则效果难以

持久% 在进行区域水利综合整治规划中#调水与控制

污染源并重#有序规划&交叉进行#以确保水环境治理

的效果%

在外污染源未得到全面有效控制的情况下#调水

引流可适当改善河网水环境% 远期规划#污染物排放

总量控制后适度调水引流#有助于进一步改善河网水

生态环境#生态调水和引流活水有助于促进人水的自

然和谐%

*%调水规划

惠山区调水规划作为水利综合治理的重要组成部

分#对维护河道整治效果&推进水环境治理&确保水利

综合治理的有效实施具有重要作用%

水利综合治理规划中#现有骨干河道依托由流域

性河道和区域性骨干河道构建成的河网水系大框架#

与流域和区域防洪除涝规划相协调#以适应地区排水

要求% 河网平面布局维持*三纵五横+的现状不变#调

水主要是在沟通整理河网的基础上#利用现有和规划

新建的圩区闸站工程进行调水引流#以改善河网水环

境% 惠山区调水工程泵站规划增容 $"CJ3

$

H1#规划涉

及建筑物共 $J 座#其中泵站 FJ 座&水闸 "# 座% 根据

对调水水源分析#长江可以成为惠山区调水的清洁水

源#区域清水通道主要为新沟河&白屈港#考虑到界河

水质较好#也将其作为主要清水通道% 故该次调水规

划主要按照以下两种情况分区!

!有清水通道#利用现

有水利工程和相应配套设施#锡澄运河以东的惠山区

东部"锡北片$可利用白屈港清水通道调水进入河网#

锡澄运河以西惠山区西部"惠北片&惠南片$可利用新

沟清水通道调水进入河网#各圩区相机调水,

"无清水

通道#仅利用现有排涝设施进行动力换水%

规划在惠山区河网基础上构建调水线路#根据地

区内地形&骨干河网分布及调水思路#将惠山区划分为

三个主要的调水分区#即新沟河/直湖港沿线圩区#白

屈港&界河沿线圩区和其他区域%

#%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对无锡市惠山区的水利综合治理

规划进行了全面分析#主要从其规划的原则入手#对河

道规划和水环境规划进行了剖析#发现在河道治理的

规程中#一定要在符合规划原则的基础上将具体的施

工标准进行落实#从而在保证施工安全的前提下进行

施工#在水环境治理方面#除了必须要满足治理原则之

外#还需要对现有的水环境现状进行有效的调查#有针

对性地进行治理#合理地规划% 该规划研究对推动惠

山区水利综合治理提供了决策依据#保障了区域水利

综合治理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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