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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洪·治河】

讨赖河城区段综合治理模式探讨
薛万功，刘开清
（甘肃省水利厅讨赖河流域水资源管理局，甘肃酒泉７３５０００）

摘要：从讨赖河城区段河道综合治理中存在的缺乏整体规划、新建防洪堤替代河道综合治理等５个方面的问题着手，
系统总结了以往治河的经验厘误区，提出了以规划为先导．以建设生态型河道为理念，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经济、生态、文
化相融合的可持续性治河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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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河道防洪设计标准。

１基本情况

２．２新建防洪堤替代了河道综合治理

讨赖河全长３７０ ｈ，属黑河水系一级支流，河床平均比降
为０．７％一１．１％。河道最大宽度为７ｌ（ｒⅡ，最小宽度为２ｌｏ
多年平均径流量为６，３６亿ｏ，多年平均降水量为８５，９
蒸发能力为２

１１２．３

ｍ。

ｍ，年

ｍｍ。讨赖河上游河道狭窄，河谷川峡相

在讨赖河河道治理中，新建防洪堤等工程虽然提高了酒嘉
城区段河道防洪标准，但忽视了河流自身与周边环境的有机衔
接，导致河床大辐萎缩，加上人为硬化等因素，现河道断面统
一，河势顺直，改变了游荡型河流的天然特性．防洪堤建设替代

间，水流湍急。冰沟一鸳鸯池水库为讨赖河中游段，河道较宽，

河道综合治理的现象突出。

水流分散，比降至上而下逐步变小，水流变缓。河道以弯曲形态

２．３河道防洪堤建设与河道景观规划建设脱节

为主。截至目前，讨赖河中游嘉峪关和酒泉城区河道右岸已经

讨赖河从渠首至临水河桥段河道，是近年来酒嘉城区建设

建成防洪堤１６．４１８ ｋｍ．其中５０ ａ一遇防洪标准的防洪堤有

的重点地段。目前，地方水行政部门把建设重点放在该段区域

ｋｍ（嘉峪关市区段６．４５ ｋｍ），２０ ４一遇防洪标准的防洪

内的防洪堤建设上，虽然提高了防洪标准，但忽略了生态工程建

堤有１．５２８ ｋｍ；左岸现已经建成５０ ａ一遇防洪标准防洪堤

设和景观效果。随着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地方

１４．８９０

ｋｍ（其中嘉峪关市区段６．６６０ ｋｍ），２０ ａ一遇防洪标准防

政府再次聚焦于打造人文景观、提高河道观赏性和开发利用效

洪堤２．６００ ｋｍ。总计已建防洪堤３４．７９０ ｋｍｏ嘉峪关已建河道

率方面。在已建防洪堤的基础上改建景观工程，在很大程度上

景观工程３ Ｉ‘ｍ，酒泉河道景观工程前期工作正在进行。

对已建防洪堤的稳定性产生了不利影响。不仅如此，还存在重

１８．３７２

复建设或拆旧建新等现象，一方面暴露丁河道防洪堤建设与河

２讨赖河城区段河道综合治理存在的问题
２．１河道综合治理缺乏整体规划
近年来．酒嘉（福泉、嘉峪关）两市城区段都新建了防洪堤。
但由于河道综合治理规划缺失，因此两市的河道整治都存在着
治河理念单一和治理措施滞后等问题。主要表现为：对城区段
河道治理先建防洪堤。后进行生态治理和景观工程建设，不仅
使人工生态和景观工程建设受到限制，而且造成了投资浪费，
·３０·

道景观建设不同步的问题，另一方面增大了防汛工作的难度。

２．４城区段防洪堤布设形式不尽合理
从理论上讲。５０ ａ一遇的设计标准完全可满足讨赖河新建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一０４—明
作者简介：薛万功（１９６ｌ一），男。甘肃酒采人，高级工程师．研究方向为流域水
赘舜和河道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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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洪堤泄洪和输水的要求，但在实际运行中，防洪堤损毁现象

石等硬质材料，以此来改善水质，提高河道的功能性。

较严重。如２伽７年河道来水流量２００岔／８，一次性冲毁防洪

３．２，３注重与流域内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原则

堤２００多ｍ；２０ｔ０年河道最大流量ｔ９２，５ ｏ／ｓ，累计冲毁防洪

国内外许多城市综合整治工程以生态学和循环经济理论

堤２１０余ｍ。基础被掏空６∞余ｍ；２０１１年河道最大流量１６０

为指导，结合河流的生态状况进行区域功能定位，对河道进行

矗／８，冲毁防洪堤６０多ｍ，冲毁丁坝２座，基础掏空多处。经多

有助于经济、社会与自然生态环境相协调的整治。在整治中将

年观察分析，主要原因是河道防洪堤建设不适应河道特性，在

城市住宅、交通、基础设施等与自然生态系统融为一体，提升河

防洪堤建设过程中，河道过度裁弯取直，使河道由宽浅型变为

道的生态服务功能，为城市居民提供适宜的人居环境：以河道

窄深型，人为使河道渠系化，使得水流能量集中、流速加大，河

整治工程推动沿河流域的土地升值．提升城区建设水平，引凤

床冲刷加剧。

筑巢，进行高层次招商，带动沿河流域服务业、商业和旅游业的

２．５只注重河道主体工程建设。忽略了河道管理和保

发展，从而有效提升城市形象。促进流域经济发展和环境友好

护范围的确定
讨赖河主河道渠首以下段于２００６年实蘑了划界。但近年

型城区建设。

３．２．４实施彻底的截污工程

来在河道内从事涉河项目建设时，只注重主体工程建没，对新

随着城市扩展和开发区建设，工业废水和城市生活污水排

建工程的划界确权工作不重视、不落实，这一现象与河道管理

人河道的现象时有发生。城市河道整治必须防止把河道变成

的要求不符，给河道正常管理和河道防洪抢险留下了隐患。

纳污河，整治河道时必须首先实施彻底的沿河截污工程，贯通
河流上下游截污干管．完善跨域管网衔接，扩大生活污水、工业

３讨赖河城区段河道综合治理模式探讨

废水集中处理范围，提高污水处理能力劳完善再生水回用设
施旧ｊ。另外，河道两岸堆积的废物等潜在污染源同样会对河道

３．１在指导思想上要体现河道生态治理的理念
河道综合治理应着眼于通过流域的综合整治与管理，兼顾
河流功能开发、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建设等各方面因素，对河
流进行全方位、多功能的综合开发，使河流的资源、环境和生态
功能都得到完全发挥，不断提升河道的安全性、景观性．促进人

造成很大的污染，所以整治过程中要彻底清除污染源，防止治
理后的水质被二次污染。

３．２．５提高再生水的利用水平
为保证河流景观有充沛的永源，应学习借鉴国内外的成功
经验，以循环经济理论为指导，大力开展现有污水处理厂的升

与自然的和谐共存，使河流与城市空间、居民生活相协调…。

级改造工作，不断提高再生水处理的技术能力，加大再生水的

３．２在规划上要体现防洪与城市需求结合的原则

利用量。将城市污水处理厂深度处理后的再生水作为城市河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对河道功能提出了更高的要

道的主水源，涵养地下水，促进城市生态平衡，改善区域环境

求，河道不仅要满足防洪的要求。还应具有旅游、娱乐、景观、生

质量。

态、改善人居环境等多方面的功能。传统的河道整治理念和技

３．２．６支持、鼓励公众参与

术已经不能满足需要。迫切需要采用新的生态治理理念来指导

河道生态化整治的目的是改善民生，提高城市的经济发展

城市河道整治工作。

水平，建设和谐社会。这是一件涉及沿河流域千家万户切身利

３．２．１体现人文特色及服务功能

益的大事情，如果河道整治方案不科学，考虑不周全．那么不但

河道整治的目的之一是通过改善城市水环境，满足居民的

会浪费大量资金，而且会影响周边居民的生活，影响政府的形

物质文化需求，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目前讨赖河除嘉峪关

象。因此，在河道整治的策划阶段就应建立公众参与机制，广

城区段外，其他河段的亲水空间、人文景观匮乏．河道的服务功

泛征求沿河居民和专家的意见，给予沿河流域居民充分的知情

能差，河道作为城市的天然通道，其缓解交通压力的潜能尚未

权、参与权和建议权，避免理念落后、观念陈旧和操作不当造成

得到挖掘。因此，整治工程要注重河道潜在亲水功能和服务功

经济和生态损失。

能的开发，处理好人与水、人与河的关系，建造相应的基础设

３，３在整治工程设计时要因势利导

施。使河道人文景观独特，服务潜能挖掘充分，营造人与河流和

河道防洪堤的主要功能就是防汛。但是河道在不同区段

谐相处的环境。

的自然特征有一定差别，河道的功能也决定了防洪堤的功能。

３．２．２强调自然属性及生态整治原则

在开展河道治理之前，应当研究每个河段的自然特征和保护对

目前讨椟河河道整治的方法单一，多采取筒单的载弯取直

象，搞清楚要采取豹工程措慈、主要解决的问题、起到的作用，

和混凝土护岸等，这不仅改变了河流的自然状态。而且割裂了

然后再去考虑应运用的技术手段。在设计时，要注意以下事

河流与周围环境的有机联系，甚至引发了新的生态环境问题。

项：①要顺应自然河势，河道的天然形态是河道水流动力作用

生态化整治要求采用自然生态的修复方式，如恢复河道自然生

下长期演变的结果，人工整治应尽量顺势而为；②不要盲目裁

态系统，建造节地型河流绿化带等。同时在规划河流形态时，

弯取直，在裁弯取直前应当进行专题论证，必要时进行模型试

应遵循河流的自然演变规律，使河道恢复自然的蛇形弯曲形

验；③要防止河道的人工渠化，避免河道失去天然风貌。讨赖

态，塑造自然河川的主流、深潭和浅滩相问的格局，完善生态景

河部分河段已有形成渠系化现象的问题，要借助生态景观工程

观，使之成为城市景观的主轴。此外，在生态化整治中应多采

建设，将已经裁弯取直的河堤想法改回来，无法改回的，可以尽

用泥土、卵石或附近的石材等自然材料来代替混凝土、浆砌块

量避免直线段太长．能宽则宽，能弯则弯，

（下转第Ｍ页）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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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现象。

２．４两方案对比分析

模型试验中发现，高含沙洪水入汇初期．过流面积变大，干

切滩导流方案相对于现秩方案减少泥沙淤积Ｏ．１６亿１．但

流河道开始出现淤积，随着孔兑来沙量的急剧增大，河道淤积

泥沙的淤积影响范围略大于现状方案；不考虑淤积体横向分布

逐渐严重。在人汇口下游干流局部河段内仍出现集中淤积，溯

情况，人汇口下游干流河道局部范围内现状工况单位长度的淤

源淤积的现象依然存在。相对于直角入汇状况而言，河床局部

积量为２００万Ｌ／ｋｍ左右，切滩导流方案的为４０万Ｌ／ｋｍ左右，

范围内淤积减轻，河道堵塞得到明显改善。孔兑洪水对上游洪

局部范围内的淤积强度小于现状方案，孔兑洪水对上游洪水的

水的顶托作用影响范围减小，不足ｌ

顶托影响范围有所减小，影响强度明显减弱；现状方案下整个

ｋＴｎ。

试验结束后测量河道地形，通过断面法计算得出整个研究
河段的淤积量为０．４０亿ｔ左右，淤积体大部分处于孔兑入汇口

河道淤积为跳跃式的抬升或Ｉ司歇式淤积．切滩导流方案下整个
河道出现连续淤积的趋势。

下游７—１３ ｋｍ范围内，此处淤积体的泥沙量为Ｏ．１５亿ｔ左右，

约占全河段泥沙淤积量的４０％。整个河道淤积呈连续性淤积

３结语

的态势（见图３）。

（１）现状自然入汇方案使得整个研究河段河道淤积为跳跃
式的抬升或间歇式淤积，人汇角度改变后河道出现连续淤积。
前者在局部范围内的淤积强度大于后者的，后者的淤积影响范

匠
盂

围明显大于前者的。

耋

（２）改变支流入汇角度能有效地缓解孔兑来沙淤堵干流河
道的情况，但孔兑来沙量的随机性强，切滩导流位置的稳定性
距＾＿Ｉ［口距离‰
圈３切滩导流方案河道干流沿程淤积分布

难以保证，甚至会出现一次洪水就能改道或者被堵死的可能，
仍需进一步研究。
（３）影响干流河道淤积萎缩的因素是极其复杂的，从根本

试验发现，不论是现状方案还是切滩导洫方案，在上述千
支流水沙条件下，孔兑高含沙洪水人汇后都引起了水位的周期

上解决研究河段河道淤积问题仍需配合其他有效手段。

性起伏变化垆１（见图４）。从图４可以看出，入汇口处水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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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４入汇口附近水位变化

（上接第３ｌ页）尽量多一些变化。对于防护对象不明显、冲刷

丽的旅游线、道路顺畅的交通线、夜景迷人的亮化线和内涵深

不严重的河段要保留原状．既不新建防洪堤也不建护堤，保留

厚的文化线，整合土地资源，提高土地利用率，传承历史文化，

天然河道特性ｏ”。

构建和谐宜居城市，打造丝绸之路历史文化旅游名城和戈壁明
星城市，实现城市经济、社会、文化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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