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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平衡之间的协调性问题,随着政府的高度强调和人们环保意识的提
升逐渐得到充分重视,近几年将传统的河道治理工程和生态水利技术相结合已经成为水利事业中的一
股潮流,如何保证生态水利技术在该工程的应用质量,达到防洪供水和生态平衡的双重目的,值得进行深
入探讨。鉴于此,本文首先分析了生态水利技术在河道治理工程中应用的优势,然后主要论述了其应用的
对策,希望可以为相关人员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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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TV8 文献标识码：A
我国河道数量众多,或是先天存在

的生物链,切实提高河道生态性的同时,

态的可持续发展。

的,或是后天人工加工而成,但总体而言,

减少建设水利工程建设的不利影响。另

2.3忽视河道治理后管理

我国现有河道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

外,进行水利工程治理防护时,应该并秉

目前我国许多城市河道治理相关部

严重影响附近居民的身体健康,对生态

承整体性原则,推动生态环境的进一步

门只重视工程建设,轻视后期的修复与

平衡产生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故而,

完善。

管理。河道治理不同于其他工程建设,

水利工程河道治理已然是目前我国城市

2 水利工程河道治理存在的主
要问题

它具有较强的系统性,治理后期的修复

2.1河道防洪排涝能力还需提升,河

先我国居民的生态环境素养有待提高,

建设的关键项目之一。如今,我国城市河
道治理力度持续增加,河道不管是防洪
能力,还是排水排污能力均得到一定强

道淤积情况未有改善

与管理是城市河道治理的重中之重。首
河道治理工程建成后需要大家的共同维

化,而生态水利理念也开始广泛运用在

近年来,河道受水土流失及自然灾

护,而部分城市居民存在着故意破坏河

其中,使得生态发展同城市建设能力相

害影响,防洪排涝功能越来越差。部分河

道建设的行为,长此以往河道治理工程

应提高。但也不能忽视,水利工程河道治

岸因受建设能力影响,并没有加设护岸

被破坏,从而对河道治理效果产生负面

理工作汇总依旧存在许多问题并没有得

或堤身比较单薄,导致河道无法达到防

影响。随着城市经济发展,城市工业产业

到妥善解决。

洪设计标准,尤其是对有通航功能的河

迅猛发展,大量生产污水没有达到排放

1 河道治理工程中应用生态水
利治理的意义

道来说,在常年运行情况下,受自然灾害

标准,从而污染了周围的水资源和水循

影响,河道难免出现坍塌、凹陷等情况。

环系统,继而对河道产生负面影响。

河流在自然和人为双重因素的影响

此外,由于河道护岸建设力度不足,河道

3 生态水利治理在河道治理工
程中的应用原则

之下,会严重破坏到生态环境,更不利于

绿化能力较差,更加重了水土流失情况。

河流生态环境多元化发展。与此同时,

一旦河道长期超负荷运行,就可使河道

水利工程的建设对于水生环境和陆生环

淤泥越积越多,进而严重影响河道整体

境也有-定的影响,不仅破坏了河流周边

的防洪排涝功能。

植被,而且还会将河道附近流域的生态

3.1空间异质性原则
一个地区的生境空间异质性越高,
就意味着创造了多样的小生境,能够允

2.2忽略河流形态的多变性

许更多的物种共存。反之,如果非生物环

一般而言,河流形态的多变性是生

境变得单调,生物群落多样性必然会下

对于河道治理来讲,要想在生态化方面

态环境物种多样性的前提,如果河流形

降,生物群落的性质、密度和比例等都会

不断得到提高,必须遵守生态优先、协调

态较为单一,就会对生态物种多样化带

发生变化,造成生态系统某种程度的退

发展的河道治理的原则,这样才能够确

来影响。而目前,我国很多河道治理工程

化。由于人类活动,特别是大规模治河工

保有-个优质的河道空间环境。通过优化

只是一味的追求工程进度,而在工程设

程的建设,造成自然河流的渠道化及河

河流形态和空间异质性,能够让多种生

计时经常会忽略原有生态的合理性,这

流非连续化,使河流生境在不同程度上

物一起在河道当中生存,以此产生良好

就造成了河流形态的单一化,不利于生

单一化,引起河流生态系统的不同程度

环境改变,影响到陆生生物的生态环境。

154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水电水利

Hydropower and Water Resources

第 5 卷◆第 1 期◆版本 1.0◆2021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529-7821 /（中图刊号）：868GL002

退化。生态水利工程的目标是恢复或提

中对河道的需求越来越重要。因此,在河

计理念得以正确运用,应全面分析并掌

高生物群落的多样性,生态水利工程的

道治理过程中,应该考虑多方因素,满足

握当地水文情况,做好相关方面的信息

重点应该是尽可能提高河流形态的异质

以上功能,帮助城市经济更好地发展,河

收集工作,掌握水文具体条件后再制定

性,使其符合自然河流的地貌学原理,为

道断面需设计科学合理,并结合生态环

合理的计划,并优化水资源配置,以满足

生物群落多样性的恢复创造条件。

境可持续发展理念,在设计中考虑到景

服务对象需求；同时,在进行生态水利设

观要求,提高城市美化建设。

计时,一定要提前了解当地其他成功案

3.2整体服务原则
生态水利设计理念在城市河道治理

4.3加强对污染源处理工作的重视

例,并结合当前河道治理实际情况,充分

工程中的应用,需积极贯彻整体服务原

加强对各种污染源的控制,让截污

运动成功案例来进行设计,确保设计的

则。一方面,城市河道治理要遵循整体性

纳管工作落到实处。相关部门要对河道

合理性。此外,在满足工程需要同时,还

和系统性的理念,立足于水生态环境,考

治理中提高对人力、物力和财力方面的

应将农业灌溉需求、生态绿化需求等考

虑特殊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可盲目

投入,对沿岸自排的河道,进行污水截留

虑进去,以从宏观整体角度来提高河道

选择治理技术和治理方法；另一方面,

处理,并把此项工作与市政污水管理相

治理能力。

城市河道在贯彻生态水利设计理念时应

结合,把污水经过污水处理厂处理之后,

坚持服务原则,坚持为生产生活发展服

达到排放标准。在河道污水处理管理中

总而言之,生态水利主要是通过河

务的理念,在此基础上科学、合理地改造

没有实行统一管理的地区,要加强污水

道流水的自我净化能力解决河道水体污

治理。

截留的管理工作,建设污水处理中心,把

染的问题,具有较高的生态效益和经济

4 生态水利治理在河道治理工
程中的应用方法

污水进行有效处理,从根本上控制污染

效益。在河道治理工程中应用生态水利

物的排放量。

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构建稳定、持续的生

4.1恢复退化河岸带

5 结语

4.4加强科学技术投入

态循环系统,实现河道污染的有效治理,
在充分利用水资源的基础上,保障河道

完善河岸带的管理和建设,更好地

首先,应当从河道整理的整体情况

为生物群落构建明显的边缘效应,形成

出发,研究推进河道治理工程的主要方

治理效果。主要可以通过建设生态河堤、

较为完善的生态系统,使更多的野生动

法,基于河道的整体功能与景观需要,充

构建人工湿地、构建水生动物种群、应

植物借助河岸拥有更好的栖息和繁衍。

分的利用生态治理技术。其次,发挥生态

用新型水工建筑物等生态水利措施,实

由于完善河岸带还能够丰富地下水的

水利工程的价值,在保证河道整体功能

现对污染河道的治理。

储存,所以由此可以看出恢复退化河岸

的基础上实现河道周边风貌、环境的综

[参考文献]

带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能够使河岸带

合治理,提高河道水平循环利用的有效

[1]王庆.生态水利在河道治理工

符合生物群体的气息,另一方面能够调

性。第三,还要发挥生物链功能,注重通

程 中 的 应 用 [J]. 河 南 水 利 与 南 水 北

节生 态 群 体 在河 岸 带 中 的 生存 空 间 ,

过绿植方式提高河道净化有毒有害物质

调,2018,47(12):12-13.

使河岸带能够对于突发性的水灾进行

的能力,达到人文、水利、景观、河道的

缓冲。在河岸带管理过程中也要种植

有机配合,营造人文与自然共生的良好

一些树木,更好地开展环境保护工作,

环境氛围。第四,发挥电子信息、测绘遥

[3]秦艳春.生态水利在河道治理工程

减少 水 土 流 失,使 河 道 能 够 更 加 接 近

感技术的价值,全面收集河道治理工程

中的应用[J].内蒙古水利,2018,(07):61-62.

自然状态。

数据,对河道治理情况进行有效分析,达

[4]包智诚.生态水利设计理念在城

4.2河道断面规划
河道的建设可以为城市生活排涝,
并且具有灌溉农作物等功能,同时旅游

到提高河道治理综合性目标。
4.5强化水文分析

[2]苏尧.生态水利在河道治理工程
中的应用[J].纳税,2018,12(21):126.

市河道治理工程中的应用分析[J].建材
与装饰,2018,(17):266-267.

在进行河道治理时,为确保生态设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