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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城镇化建设和工业化建设进程不断加快,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我国
环境的质量,加重了环境污染程度。在近几年来,河水污染和洪水灾害问题频发,人们逐渐开始重视建设
和发展水利工程。在城市河道治理过程中,加强对生态水利理念的充分应用,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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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economy,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has been accelerated, reducing the quality of China's environment to a certain extent and
increasing the degree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 recent years, river pollution and flood disasters have
occurred frequently, and people have gradually begun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n the process of urban river management,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and role to
strengthen the full application of the concept of ecological water conserva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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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个主要方面：一是生态水利工程不仅保证了人类的用水需求,

将生态水利理念应用到城市河道治理工程中,对于推动城

而且实现了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有效地防止了河道破坏、植被退

市河道建设向生态环保方向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城市河

化等生态问题,显著改善生态系统生态循环；二是部分地区牧草

道工程作为与人类文明发展、生产和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建筑

退化、水土流失、生态不平衡等问题。极大地降低了自然环境

组成部分之一,应积极贯彻生态环境保护理念,在设计层面有效

自动恢复功能,影响了人类生存。因此,只有可持续的环境发展

落实,优化和推进设计方案选择。以有效的城市河道治理保护

才能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基本的保障；第三,生态水利工程

为基础,有效提高城市河道治理工程建设水平,创新和完善城

既考虑水资源和土地资源,也考虑人与自然的利益。同时,在水

市河道工程建设管理制度,有效推进河道治理。特别是在城市

利设施的规划、设计和施工中加入了多样自然的方法,极大地丰

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环境与经济的矛盾日益突出。作为城市

富了现代河道的治理内容。

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河道的规划和管理必须符合可持续发展
[1]

2 生态水利理念应用于河道治理中的原则

的理念 。考虑到水利工程建设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河道规

2.1整体性原则

划和治理有更加注重治理效率的趋势,这也导致了环境改造和

要积极贯彻全民服务原则,在城市河道治理过程中运用水

河道治理。河道规划管理始终存在环境污染和破坏问题,不利于

资源生态经营理念。一方面,城市河道治理要以整合、系统化的

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为解决这一问题,可以将生态水利理念

理念、以水资源为基础的生态环境,兼顾特点,分析具体问题,

应用到河道规划和管理中,按照景观规模和完整性的原则,有效

防止盲目选择管理技术和方法；另一方面,城市河道在实施生态

提高我国河道管理的质量。

水利工程理念时,必须坚持服务原则和生产生活发展理念,在科

1 生态水利在河道治理工程中的重要性
提高河道治理效率,既要提高水利设施设计水平,满足人民

学合理的基础上进行改造和管理。
2.2美观性原则

群众对水、灌溉、海运、防洪的需求,又要加强河道治理中的生

城市绿化植物的选择应与其他城市的生态化相协调。根据

态节约型建设。总的来说,生态水利对流域管理的意义表现在三

滨河景观的特点,河道绿化植物的选择也应基于城市的地方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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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和群众普遍喜爱的植物。然后根据河道的具体特征选择其他
[2]

植物 。因此,在选择和协调植物时,必须结合植物的颜色特征,

5.1建立生态保护体系
在河道治理过程中,应用水利工程生态概念具有重要意义。

交替混合生长期和开花期。

为了有效保护河道生态系统,改善水资源生态,在改道过程中,

2.3空间异质性原则

应注意保护环境,尽量选择有利于环境发展的建材和方法。在具

水文生态设计理念应用于河道工程城市规划中,主要遵循

体的管理过程中,有必要清淤除险和海滩恢复工作。通过恢复和

河道空间不平整的原则,营造健康的水环境,促进河道中生物的
正常生长,保证环境保护。在实际建设江河道域管理设施中,一

[4]
合理利用河道,有效保护水环境 。

5.2恢复河道的自然状态

些建设企业为了控制成本投入,忽视了建设与保护江河环境的

在河道治理过程中,在保证河道基本功能的基础上,切实恢

有效平衡,导致人工河道开挖施工,严重破坏区域生态环境和生

复生态水利工程的自然状态,实现河道水生物多样性,为河道生

物多样性。将水生态设计理念引入河道流域管理工程,需要遵循

物提供良好的生存环境。在河道运行过程中,必须为恢复河道生

空间非均质性原则,遵循生物多样性原则,促进河道航道的合理

态结构打下良好的基础。具体的河道建设项目还需要将环境与

利用,协调水生生物和区域环境保护活动,提高河道航道管理中

河道生态网络合理结合,确保其有效整合,进一步扩大自然生态

的环境保护水平。

系统。此外,还需要修复混凝土岸,恢复土质岸,沿河生长绿色植

3 生态水利的实际应用价值

被,使水生态系统与土地生态有效结合,形成更加稳定和谐的河

随着科技的进步,一些先进的设备或结构不断被引入实际

道生态系统。

的河道管理中。在实践中,在不破坏河道自然状态、保持其特征

5.3生态河堤的建设

的前提下,可以有效地增加城市河道的水容量和蓄水量。这也是

在河道治理过程中,需要建设生态河堤,实现河道与河道水

充分实现河道生态价值的前提和基础。在生态水利理念的影响

体之间的有效气水交换。在实际施工过程中,合理确定河床中心

下,生态水网络工程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在河道网络资源配

线,充分考虑其构型、周边环境和水体,进一步拓宽河床的可变

置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值得注意的是,建立网络需要通信节

布局空间。在一些河道工程中,一般在河道两侧设计河道,以提

点的协调运行,只有通过使用这种网络才能改善环境。在江河水

供视觉感知、扩阔流量、扩阔浅水生物,以及为水生生物提供良

域管理方面,要尽最大努力保护生物生态环境,这不仅是生态平

好的居住环境。目前在河道治理过程中,应根据周边自然环境选

衡的必要条件,也是城市景观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为了加强

用建材,通过合理选材,可以提高场地与水体的结合效率,也可

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我们需要提高水循环纯净水的效率,确保

以提高场地环境的影响。目前水利建筑师已认识到传统河道设

城市河道的水质。在生态理念下,我们可以使用新的海岸保护技

计的困难,因此,为了满足环境的需要,必须特别注意流水床和

术——生态坝建设。生态坝如果建设合理,可以有效保证河床的

饰面的建设。现有的河道提升工程,在一定程度上是旧斜坡的维

[3]
自然特性,从而保持其附近的植被,提高水流的质量和效率 。

修或重建工程。常用的方法是固化河床,加固河岸,将河岸与河

4 城市河道治理工程中的主要问题

床融为一体。它的主要目的是为洪水准备土壤.人们认识到对河

4.1无视生态环境

床的加固和加固有一些反应,但还没有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

健康的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的基础,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

环保是我们现正研究和推行的银行保护形式之一。普通河道

的深入,城市河道水资源污染不仅威胁着人口健康,也威胁着整

涂料呈网状加固边坡,植物根系边坡加固技术,混凝土渗流技

个生态系统。我国目前十分重视水利工程的生态平衡,没有意识

术,生态块等。这种涂层不同于传统的防水堆填区,虽然防水堆

到水利工程对人类的影响。在传统的水上建设中,防汛抗洪是管

填区有利于地下水和溪流之间的相互作用,但目前环保涂料具

理的首要目标,也是工程美学的主要目标。为了达到防洪等目标,

有许多优势,但在一些应用中,材料选择和施工形式仍有一定的

需要使用很多混凝土。这些建筑材料虽然管理良好,但对整个地

局限性。

下水环境和生态系统以及生物多样性都造成了严重破坏。
4.2河道治理后忽视管理

5.4水生植被和动物种群建设
河道中生长着黑藻、金鱼藻、莲花等。为促进河川水体氮、

目前,我国许多城市在流域管理领域只注重工程建设,而不

磷、钾等营养物质的吸收转化,在提高水体自我净化和自我调节

注重治理和后续管理。与其他项目不同,河道管理具有高度的系

的基础上抑制各种浮游植物的生长,为河川环境中各种动物的

统性,因此未来水资源的恢复和管理是城市河道管理的重中之

[5]
繁殖和生存创造更有利、更稳定的条件 。河川水域浮游生物、

重。一是改善我国环境质量。河床治理工程结束后,大家必须齐

残骸和大量微生物生长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河道中水生动物数量

心协力加强管理。然而,一些城市居民故意破坏了河床建筑。从

的减少。适当增加鲢鱼、鲫鱼等种群数量,增加浮游生物、残骸

长远来看,破坏水利工程将对管理效率产生负面影响。随着城市

和微生物的摄入量,可以稳定江水生态平衡,进一步提高水体的

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工业的快速发展,大量的废水污染了周边水

自洁度。

资源和水循环系统,并对河道产生了不利影响。

5 生态水利工程理念在河道建设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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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历史文化景观的应用
每一条河道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古迹和人文主义。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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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历史和传奇意义的先民古迹和文化渊源,都要体现在河床

[7]
多部门协作效率,提高协作质量 。同时,建立奖惩制度,鼓励部

的治理上,水利工程要与地方历史和人文主义完美结合,建立一

门和管理人员各司其职,相辅相成,减少职责不确定,解决对等

个具有人的气息和深厚文化内容的艺术博物馆,改善和进一步

问题,实现多部门综合治理的最大效益。

实施水生态系统保护的变革和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5.6自然景观的应用

7 结语
河道治理工程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作,需要有关人士全

河道蜿蜒的性质可以容纳更多的水资源,为更多的生物创

面考虑。因此,在实践中,有关人士有必要加强对河堤、河岸及

造生存空间。由于不同地点都具备不同物种生存所需的条件,

河川流域有关地区的生态管理,并在实现通航能力和洪水预报

因此流域管理的水利工作必须不平衡。在河道治理过程中,应尽

的基础上,积极建立河网系统。在这样做时,必须考虑到当地的

可能保持河道的自然形态,避免其标准化、正规化。系统在对植

特点,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利用与当地生态系统相一致的管理工

物生物学和生态学进行研究分析的基础上,研究了植物的含量、

具,尽可能恢复河道流域内现有的生态景观和自然景观,使河道

适应性、植物和根系的性质以及植物抗断性。选择适合海岸边

流域的管理朝着自然的方向发展。

坡和海岸水域生长的植物和适合海岸边坡和海岸水域生长的植

[参考文献]

物群落。对减少固体土壤侵蚀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研究植物边

[1]周松松,叶柏阳,孙益松.关于生态水利在河道治理中的

坡建设对水净化美化的影响。

6 水利工程河道治理的主要措施
6.1制订详细的河道治理计划
针对河道治理规划中预估不充分、实际情况不匹配等问题,
开发商应深入思考,在规划治理方案时,应深入研究河道治理的
位置,以了解水流状况。例如,河道信息、水污染和环境,结合所
获得的信息,制定综合系统的管理规划方案,确保其实际实施。
6.2增强意识,扩展治理经费
水利工程管理是关系人民福祉和城市发展的重要工程,要
从城市建设的角度重视各级河流环境保护,加强水资源管理。同
时,拓宽河道整治资金渠道,加大资金投入,为河道整治提供经
[6]
济支持 。建立财务控制机制,确保每条支路用于河道管理和支

付必要的经济费用。

应用探讨[J].科学技术创新,2020(17):143-144.
[2]梁天雨,刘树峰.生态水利设计理念在河道治理中的应用
[J].山东水利,2020(05):21-22.
[3]姚元丽.水利工程河道治理常见问题及对策分析[J].科
技风,2020(14):205.
[4]赵君.生态水利理念在河道规划设计中的应用[J].装备
维修技术,2020(2):100.
[5]李超,张世元.生态水利设计理念在城市河道治理工程中
的应用[J].居舍,2019(35):3.
[6]翟宇天.排水地下管线探测施工在河道水环境治理中的
应用分析[J].门窗,2020(6):288,294.
[7]梁天雨,刘树峰.生态水利设计理念在河道治理中的应用
[J].山东水利,2020(5):21-22.

6.3强化治理工作落实力度与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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