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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工法约稿（征稿）函

为更好地推广和宣传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工法，《中国水能及电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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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A 证书、湖北省建筑企业协会施工类信用等级 AAA 证书、纳税信用等级 A、安全生产标

准化二级单位，2020 年荣获黄冈市建设发展公司优秀企业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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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工程、中央财政农田水利工程、农村饮水工程、拦河闸工程、河道治理及泵站更新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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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Landsat 的黄河口近海悬沙年际
分布规律研究

吴文娟　 李　 勇

(黄河河口海岸科学研究所,山东 东营　 257091)

【摘　 要】 　 黄河口悬沙分布规律研究是关系河口海岸地貌演变、水体水生态研究的重要课题。 通过实测资料,发
现大部分泥沙在 10m 水深节点近岸侧落淤,且相同量级的泥沙浓度沿莱州湾西岸带呈弧形分布。 利用泥沙反演模

型,结合来水来沙、潮汐潮流资料,得出以 2000 年为界,口门沙嘴前方悬沙浓度呈明显减小趋势。 强径流更容易将

泥沙输送至外海海域,汛期发生的出汊摆动直接影响着悬沙的扩散运移方向。 研究成果可为河口海岸地貌演变、
水体水生态研究提供资料支撑。
【关键词】 　 黄河口;悬沙;反演模型;分布规律

中图分类号: TV14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6-0131(2022)10-001-06

Study on the Inter-annual Distribution Law of Suspended Sediment in
the Yellow River Estuary based on Landsat

WU Wenjuan, LI Yong
( Institute of the Yellow River Estuarine and Coastal Science, Dongying 257091, China)

收稿日期: 2022-07-27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U2243208);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与山东省人民政府联合资助项目(U1706214)
作者简介:吴文娟(1988—),女,工程师,硕士,主要从事河口与河道监测研究工作。

Abstract: The study of suspended sediment distribution in the Yellow River Estuary is an important subject related to the
evolution of estuarine and coastal geomorphology and water ecology study. According to the measured data, it is found that
most of the sediment falls on the nearshore side of the 10m depth node, and the sediment concentration of the same
magnitude is distributed in an arc along the west bank of Laizhou Bay. Based on the sediment inversion model and the data
of incoming water, sediment and tidal current,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concentration of suspended sediment in front of the
harbor entrance decreases obviously taking year 2000 as the boundary. Strong runoff is more likely to transport sediment to
the offshore area, and the avulsion swing in flood season directly affects the diffusion and transport direction of suspended
sediment. The research results can provide data support for the evolution of estuarine and coastal geomorphology and water
ecology study.
Key words: the Yellow River Estuary; suspended sediment; inversion model; distribution law

　 　 黄河三角洲位于渤海西南部,北临渤海湾,东靠莱 州湾,属于弱潮河控型三角洲,高输沙能力的河流注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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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潮动力环境海域形成了三角洲的淤积延伸。 悬浮

泥沙作为评价Ⅱ类水体水质的重要参数之一,其分

布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污染物的迁移和循环,

其分布也是黄河口湿地保护和生态治理效果的间接

反映。 研究黄河口近岸悬浮泥沙分布与扩散对海岸

地貌演变、水体生态环境、水产养殖以及海岸工程等

有重要意义[1] 。 传统的海上船只泥沙监测和分析方

法主要为实地调查和采样分析,局限于对有限的、离

散点的监测,易受人力、物力、气候和水文条件的限

制,因而不能从更广阔的范围给出水质的空间和时

间变化规律,且调查速度慢、周期长、效率低。 由于

悬浮泥沙在波长较长的红光及近红外波段对水体后

向散射能力较强,使得应用遥感技术监测水体悬沙

浓度成为可能。 相比之下,采用遥感定量技术能迅

速获得大面积水域的含沙量资料,其瞬间同步性好,

重复获取数据的周期短,能有效地监测含沙量的分

布和动态变化。

1　 研究区概况

1． 1　 气候背景

研究海区属大陆性季风气候,波浪以本地风生浪

为主,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特征。 该海域波浪风区短、波

高,且周期短。 来自中游黄土区的泥沙是渤海海域最

主要的沉积物来源。 黄河三角洲是由沉积物快速堆积

入海形成的,沉积物相对松散,在连续落淤—悬浮—输

运—沉积的过程中被筛分再分配[2-3]。

黄河三角洲地处暖温带偏北,受冷暖空气影响,冬

季易出现寒潮(海冰),夏季易出现台风强对流,春秋

两季易出现温带气旋。 地缘位置处在东北平原和渤海

东北季风增强带的末端,海上易诱发大浪,在半封闭的

渤海,风暴潮灾害严重。 且黄河口位于黄河三角洲前

端,地势平坦且向海突出,风浪局地较大。

黄河口海域的风暴潮分为台风风暴潮和温带风暴

潮。 一般说来,北上台风的次数较少,且衰减较快。 但

近年来大的台风潮灾呈现日益频繁的趋势。 继 1985

年出现了大的台风潮灾后,1992 年、1997 年、2005 年和

2019 年又出现了四次。 在渤海出现的冷锋、温带气旋

引起的灾害性大风,特别是高低气压配合的天气形势

往往导致海面出现强风,造成大的风暴潮,如果再遇到

天文高潮,会造成潮灾。

1． 2　 潮汐潮流特征

黄河入海口地处渤海湾与莱州湾的交汇处,黄河

口地区的潮波为传入的大洋行进波与该区自由波叠

加形成的驻波,M2 分潮无潮点位于五号桩位置外 13

海里处。 近岸海域潮汐特征复杂,渤海湾多为不规

则全日潮,莱州湾多为不规则半日潮。 渤海湾南侧

神仙沟沟口外为 M2 分潮“无潮点”,潮差以“无潮

点”区最低,向渤海湾和莱州湾两侧逐渐增高呈“马

鞍”形。 黄河入海口沿岸潮流为基本平行于岸线等

深线的往复流[4] 。

黄河口地区有两个强流区,分别位于清水沟废弃

老河口外、神仙沟和刁口河一带 10 ~ 15m 水深海区内

(即 M2 分潮无潮区)。 入海口以南,流速减弱,直至莱

州湾顶部为弱流区。

除上述潮流影响外,黄河口海区亦存在余流的影

响,潮流受到黄河三角洲形成的沙嘴海岬地形阻隔,形

成岬角余流。 黄河口外尚存在切变锋,在切变锋附近

悬沙大量淤积,剩余部分则随着潮流与余流等向外海

运移。

2　 遥感数据获取与预处理

2． 1　 遥感数据获取

为研究长时间序列黄河口附近海域悬沙浓度,选

用 Landsat 卫星数据。 Landsat 卫星数据时间跨度大,

获取方便。 自 1972 年 7 月 23 日以来,美国 NASA 的陆

地卫星已发射 8 颗。 Landsat5 于 2013 年 6 月退役,

Landsat8 于 2013 年 2 月 11 日发射升空。 文中主要应

用 Landsat-5TM 和 Landsat-8OLI 卫星影像,空间分辨率

为 30m。 通过 earthdata 网站和地理空间数据云免费下

载获取。 Landsat 卫星信息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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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Landsat 卫星信息

编

号

运行时间 /
(年. 月)

卫星高度 /
km

覆盖周期 /
天

机载传感器

1 1972． 7—1978． 1

2 1975． 1—1982． 2

3 1978． 3—1983． 3

920 18 MSS(4 波段)

4 1982． 7—2001． 6

5 1984． 3—2011． 11

6 1993． 10

7 1999． 4 至今

8 2013． 2 至今

705 16

MSS(4 波段)、
TM(7 波段)

ETM + (8 波段)

OLI / TIRS
(11 波段)

2． 2　 遥感数据预处理

对 Landsat 和高分一号数据的预处理包括辐射定

标、大气校正、图像裁剪等。 辐射定标和大气校正是进

行定量遥感反演的重要环节,大气校正精度关系到遥

感反演结果的准确性。

辐射定标即将传感器记录的数字量化 DN 值转换

成绝对辐射亮度值。 大气校正的目的是对从传感器中

获得的总信号去除大气影响,获得含有水体信息的离

水辐亮度。 本文利用 ENVI 软件中的 FLAASH 大气校

正模块对影像进行大气校正。

3　 悬浮泥沙定量反演模型建立

3． 1　 海上实测泥沙数据

为分析黄河口及邻近海域的悬沙分布特征,尽可

能获得与遥感影像时间一致的悬沙浓度实测数据,探

索适合黄河口及邻近海域泥沙特征的反演模型,在黄

河口莱州湾海域开展多站位现场取样调查。 站位设置

充分考虑泥沙浓度梯度变化,研究河口区高悬沙浓度

区域与非河口区低悬沙浓度区域,尽可能采集较多的

外业实测数据,为不同浓度区域的模型反演提供数据

支持。 根据《海洋调查规范 第 2 部分:海洋水文观测》

(GB / T 12763． 2—2007 ) 规定,取站点表层水样,用

1000mL 有机玻璃采水器在水深 20cm 处采集水样

1000mL,共采集 83 个调查站位水样。

实验室内采用抽滤法处理水样,得到 83 个水样的

泥沙浓度。 为更直观地查看悬沙空间分布情况,将悬

沙浓度取对数按比例展绘到遥感影像底图上,取样点

悬沙浓度展绘见图 1。 从图 1 中清晰地看到,观测周期

内,高悬沙水体均分布在口门区域,越靠近岸线的水体

悬沙浓度越高,越往外海延伸悬沙浓度越低。 相同量

级的悬沙浓度沿莱州湾西海岸带呈弧形分布,这与沿

岸往复流方向存在密切关系。

图 1　 取样点悬沙浓度展绘

以 2020 年 7 月 20 日高分遥感影像为底图,套汇

2020 年滨海区实测水下地形图(见图 2),发现河口西

侧 2m 等深线以内已淤积出明显的新滩地,使径流方

向向东北方向偏移。 大于 1000mg / L 的高悬沙水体集

中存在于 5m 和 10m 等深线之间,口门方向 10m 和

15m 等深线间悬沙浓度达到 100mg / L 以上,15m 等深

线以外悬沙浓度迅速减少至 10 ~ 20mg / L 之间。

图 2　 取样点悬沙浓度等深线套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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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入海后,入海泥沙遭遇上层径流与底层海流

作用下的第一道切边锋,流速不断减小,携沙能力减

弱,失去径流动能的入海泥沙由近到远、由粗到细快速

落淤,使大部分泥沙在近口门区落淤,河口不断延伸推

进。 入海水流中大部分泥沙落淤在 10m 水深节点近岸

一侧。

3． 2　 悬浮泥沙反演模型选取

估算水体中悬浮泥沙的关键问题是建立遥感光谱

数据与悬浮泥沙含量之间的函数关系式。 目前的悬浮

泥沙遥感定量反演一般采用经验方法,即通过野外获

取实际现场数据,与卫星接收的遥感反射率建立比值

关系。

SSC = f(Rrs) (1)

式中:SSC 为泥沙浓度;Rrs 为水体光谱反射率。

2018 年,周媛等[5] 基于 2011 年 6—7 月和 11—12

月共计 89 组现场实测悬沙浓度和光谱数据,分析了黄

河口及其附近海域不同悬沙浓度的水体光谱特征。 尝

试利用多种波段组合建立悬沙浓度遥感反演算法,并

验证了 865nm 波段与波段比 655nm / 560nm 组合形式

算法反演结果最优,算法相关系数 R2 为 0． 95,平均相

对误差为 25． 65% 。

lgSPM = 0． 6817 + 23． 9803Rrs865 + 0． 9287Rrs655 /

Rrs560 (2)

　 　 算法通过多名专家学者实测评估,并用于反演近

岸海域悬浮泥沙浓度。 同时包含可见光波段和近红外

波段,且采用非线性形式的模型,具有较好的鲁棒性,

在同一片水域具有时间上可移植性,在 Landsat-8OLI

传感器上的表现要优于其他模型。

利用该模型对 2020 年 6 月 2 日获取的 Landsat8

遥感影像做悬沙浓度反演,并与实测悬沙浓度数据比

对,进一步验证该算法的有效性。 实测与反演悬沙浓

度比较见图 3。

6 月 2 日实测的 12 个水样站点中,在遥感影像范

围内的有效数据有 7 个。 比较 7 组实测与反演悬沙浓

度值,最大相对误差为 0． 33,最小相对误差为 0． 03,平

图 3　 实测与反演悬沙浓度比较

均相对误差为 0． 18。 由图 3 可看出,7 个点的误差在

等值线两侧正负均匀分布。 最大误差值在 5 号点,该

点距离口门较近,受径流和潮流作用影响大,且该点取

样时间与遥感影像成像时间有 3h 的时差,故误差稍

大,但仍在可接受范围内。 故选取该反演算法进行黄

河口附近海域悬沙反演分析。

4　 基于长时间序列 Landsat 影像的悬沙浓度

4． 1　 Landsat 遥感影像选取与反演

下载的 Landsat 遥感影像覆盖时间范围为 1992—

2020 年共 29 年。 为更有针对性地研究黄河口海域泥

沙运移规律,结合泥沙运输影响因素,选择其中泥沙运

输条件发生重大变化的年份,反演悬沙浓度,并分析悬

沙运移年际变化规律。 分析影像共计 14 景,对应信息

见表 2。

表 2　 Landsat 遥感影像参数

编号 影像获取时间 传感器 编号 影像获取时间 传感器

1 1992-04-02 LT05 8 2001-07-16 LT05

2 1992-08-24 LT05 9 2003-09-24 LT05

3 1996-08-19 LT05 10 2008-07-03 LT05

4 1997-02-11 LT05 11 2010-09-11 LT05

5 1997-08-22 LT05 12 2016-08-10 LC08

6 1998-09-10 LT05 13 2020-03-14 LC08

7 2001-04-11 LT05 14 2020-07-20 LC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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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取 1992—2020 年间的 14 景 Landsat 卫星遥感

影像,利用 ENVI 软件对影像预处理后,将式(2)应用

于 LandsatTM5 和 Landsat 8 OLI 影像数据,反演计算黄

河口及其附近海域悬浮泥沙浓度,并分析时空分布

规律[6]。

由 1992—2020 年多时相遥感影像悬沙反演浓度

结果发现,近几年黄河口滨海区悬沙浓度比 1992 年明

显减少,这与入海水沙的变化有很大关系。 总体上来

看,高悬沙浓度水体主要集中在黄河入海新老河口近

岸、莱州湾西侧近岸、莱州湾中部等海域。 丰水期,以

现河口沙嘴前方海域悬沙浓度最高,且悬沙呈现沿口

门方向向外海扩散趋势。 枯水期,沙嘴突出的河口、莱

州湾西侧附近海域悬沙浓度最高。 悬沙分布范围随口

门位置变化发生变化。

为更直观地查看黄河口近海悬沙浓度年际变化特

点,将 14 景遥感影像反演,得到的悬沙浓度范围统计

见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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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不同时相遥感影像悬沙浓度反演范围统计

由图 4 发现,反演结果以 2000 年为界,2000 年之

前的悬沙浓度普遍偏高,尤其以 1992 年汛期最为显

著。 2000 年之后除特殊状况外,悬沙浓度最大值均小

于 6000mg / L。 14 景影像中,悬沙浓度反演最高值出现

在 1992 年 8 月 24 日,最高浓度达 19988mg / L;悬沙浓

度反演最低值出现在 2001 年 7 月 16 日,最低值为

966mg / L。

4． 2　 黄河口附近海域悬沙年际分布规律

由利津水文站的统计黄河上游来水来沙资料中,

1992—2020 年黄河入海水沙年际变化较大。 调水调

沙实施前,1992—2002 年间河口平均入海径流量

105． 2 亿 m3 / a、入海输沙量 2． 97 亿 t / a。 调水调沙实

施以 来, 2003—2017 年 间 河 口 平 均 入 海 径 流 量

173． 0 亿 m3 / a、入海输沙量 1． 30 亿 t / a。 2018 年后春

季生态补水实施以来,时段内入海水沙明显回升,

2018—2020 年间河口平均入海径流量 335． 2 亿 m3 / a、

入海输沙量 2． 94 亿 t / a。 1992—2020 年间黄河入河径

流量与输沙量见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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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1992—2020 年间黄河入海径流量与输沙量

悬沙浓度年际变化主要与黄河径流、风浪、流场等

水动力因素发生变化有关。

a． 从不同时期悬沙浓度遥感反演影像中可以看

出,黄河径流对渤海悬沙浓度分布影响仅局限于行水

河口沙嘴前方海域,径流大小、水沙比及泥沙粒径变化

都会对泥沙落淤和悬沙输移扩散范围产生作用。

1992—2000 年间,黄河上游来沙量多,入海水沙

比普遍较小,入海径流符合“小水带大沙”特点,行水

口门沙嘴前方悬沙浓度高。 2000 年,小浪底水库投入

使用,调水调沙初期,上游下泄泥沙量大,加上人造洪

峰冲刷河道,造成入海沙量增大,行水口门沙嘴前方形

成高含沙量浓度水体。 随着下游河道河床泥沙粗化,

河床冲刷效率降低,调水调沙期入海径流“大水带小

沙”,口门沙嘴前方悬沙浓度明显减小。

在入海沙量相同的条件下,径流量越大,口门沙嘴

前方悬沙浓度越小,但在强径流作用下,海洋动力作用

相对较弱,更容易输送至外海海域。

b． 人工出汊和自然摆动出汊直接影响着悬沙的

扩散运移方向。 1992—2000 年,黄河入海流路主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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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四次出汊摆动,分别在 1996 年 8 月、2007 年 7 月、

2014 年 7 月和 2020 年 7 月。

1996 年,因油田生产需要,人工改至清 8 出汊。 径

流入海悬沙由东南向莱州湾中部改为至东北渤海湾方

向。 径流悬沙不再直接向莱州湾中部输送,而更容易

向北部外海运移和落淤。 清 8 向北自然摆动、口门分

汊及北口门向东出汊,现行入海流路三个口门同时行

水,径流入海悬沙随口门位置变化保持在沙嘴正前方

海域。

老清水沟流路和老清 8 河口因没有径流的泥沙输

入与补充,在海洋动力作用下形成冲刷,在废河口附近

海域形成高含沙量水体。 废河口沙嘴最初表现为快速

蚀退,而后蚀退速度变缓,最后趋于稳定。 沙嘴前端逐

渐变得平直圆滑。

c． “波浪掀沙”是黄河口近海悬沙向外海扩散的

主要原因。 黄河三角洲近岸海域的波浪主要是风生

浪,波浪大小随风速变化而变化。 波浪是海床沉积物

起动的重要动力,波浪的强烈湍动,使泥沙落淤速度大

大降低,更容易受潮流和余流作用进行长距离搬运。

从季节性极端事件来看,秋、冬、春三季黄河三角

洲近岸海域常遭寒潮侵袭,海面常出现波高较大的波

浪,且波向以偏北向为主。 黄河入海泥沙具有“丰储枯

输”的显著特征:丰水期入海泥沙在河口近岸区域沉

积,在枯水期较强水动力条件下,沉积物再悬浮并向外

输运。 风暴潮是河口近海悬沙向外海扩散的重要

动力。

d． “潮流输沙”是黄河口近海悬沙运移的主要动

力,滨海区潮流主要受渤海潮波系统和地形相互作用

的影响。

黄河三角洲附近海域的潮流类型复杂,大部分海

域属于不规则半日潮流型。 渤海湾和莱州湾中潮流为

回转流,近岸海域是往复式潮流,涨落潮流方向基本上

与岸线平行,涨潮流流向莱州湾湾内方向,大体为东南

向,落潮流大体为西北向。 且突出沙嘴前方流速最大。

5　 结　 语

以受河口流路、入海水沙、海洋动力和人为干预共

同影响的黄河口悬沙为研究对象,研究了近海水域悬

沙分布的空间差异性、时间动态性及其动力机制。 通

过实测水下地形资料和悬沙浓度,分析了入海悬沙的

主要分布范围。 基于 1992—2020 年多时相 Landsat 遥

感影像,选取了合适的黄河口近海悬沙反演模型,并用

实测泥沙浓度资料检验保证模型的可靠性。 利用充分

的黄河上游来水来沙、潮汐潮流和风力风向等资料,分

析了黄河口悬沙分布及输移规律,探讨了不同水动力

条件下泥沙分布输运的差异性,为河口海岸地貌演变、

水体水生态研究提供资料支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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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选取黄河流域 1961—2020 年 90 个气象站点的实测逐月降水和气温数据,采用 SPEI 指数、交叉小

波变换和经验正交函数等方法探究流域干旱时空演变在年、季尺度上的特征,并结合气象因子,研究长期干旱与大

气之间的遥相关性。 结果表明,年尺度上,流域 SPEI 以 0． 102 / 10a 幅度呈现干旱趋势,干旱发生频率为 25． 0% ~
38． 3% ,等级越低,发生频率越高;空间上,以景泰—固原—临夏—合作线为界,呈现西湿东干趋势;季尺度上,冬季

干旱化趋势最弱,春季和夏季次之,秋季最为明显;EOF 分析显示,流域整体以干旱分布为主,但是干旱情况呈现缓

解趋势;交叉小波变换分析显示,MEI 与 SPEI 相关性最高,表明流域内与气温和降水有关的干旱演变与 ENSO 事件

密切相关。 研究成果可为黄河流域干旱减灾和水资源管理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 　 干旱;SPEI;EOF 分析;交叉小波变换;黄河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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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measured monthly precipitation and temperature data of 90 meteorological stations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from 1961 to 2020 are selected. SPEI index, cross wavelet transform and empirical orthogonal function
are applied to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emporal and spatial evolution of drought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at annual
and seasonal scales, and the teleconcorrelation between long-term drought and atmosphere is studied with reference to
meteorological facto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at the annual scale, SPEI of the basin shows a drought trend with the range of
0． 102 / 10a and the frequency of drought is 25． 0% to 38． 3% . The lower the degree, the higher the frequency of drought.
Spatially, taking Jingtai-Guyuan-Linxia-Hezuo line as the boundary, it shows a trend of wet in the west and dry in the east.
At the seasonal scale, the trend of dryness is the weakest in winter, followed by spring and summer, and is the most
obvious in autumn. EOF analysis shows that drought is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basin as a whole with an alleviating tr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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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ross wavelet transform analysis shows that MEI and SPEI have the highest correlation, indicating that the drought
evolution related to temperature and precipitation in the basin is closely related to ENSO event. The research results can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for drought mitigation and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Key words: drought; SPEI; EOF analysis; cross wavelet transform; the Yellow River Basin

　 　 干旱是影响人类社会的严重自然灾害之一,是指

由区域水分收支或供求不平衡所引发的水分短缺现

象[1]。 由于水资源短缺和降水分布不平衡,黄河流域

受干旱影响尤其严重[2]。 21 世纪以来,在全球变暖的

大环境下,黄河流域干旱频发,河道萎缩,黄河下游干、

支流断流严重。 大尺度气象因子与干旱的响应在影响

区域降水、温度的变化中起着重要作用。 因此,探讨二

者之间的遥相关性可以从大规模物理角度解释干旱的

发生和长期变化趋势[3]。

张玉静等[4]和李军等[5] 的研究说明,标准化降水

蒸散发指数 ( Standardized Precipitation Evapotranspira-

tion Index,SPEI)在我国南、北方均能够适应全球变暖

大趋势下干旱的监测和评估。 邹磊等[6] 通过研究表

明,SPEI 能够灵活反映季节性干旱变化情况,并且与

部分大尺度气候因子存在明显的相关性。 张克新等[7]

通过研究黄河流域极端气温的季节特征,发现流域的

平均气温呈现较为显著的升温趋势,并且极端高温、低

温与 ENSO(El Niño-Southern Oscillation,厄尔尼诺-南

方涛动)指数有显著相关性。 杨肖丽等[8] 利用标准化

降水指数(Standardized Precipitation Index,SPI)对黄河

流域干旱进行评估和预测,结果表明,21 世纪初黄河

流域干旱情势加剧,但在 21 世纪末干旱情势将有所减

轻。 但是,上述研究多注重从流域整体角度出发,探讨

黄河流域干旱的时空变化特征,较少涉及从要素场层

面提取时域和空域上的干旱特征信息,针对黄河流域

干旱指数要素场分布模态的研究较少,鉴于此,笔者以

标准化降水蒸散发指数(SPEI)为指标,采用分段线性

回归、交叉小波变换和经验正交函数(Empirical Orthog-

onal Function,EOF)等方法探究流域干旱时空演变在

年、季尺度上的特征,从干旱指数要素场层面探讨黄河

流域干旱的时空分布模态,并结合大尺度气象因子,研

究长期干旱与大气之间的遥相关性,以期为黄河流域

干旱减灾和水土保持工作提供理论依据。

1　 研究区概况

黄河发源于青藏高原,干流总长为 5464km,自西

向东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

河南、山东共 9 个省(自治区),从山东东营注入渤海。

黄河流域地势东低西高,自西向东跨越青藏高原、内蒙

古高原、黄土高原和黄淮海平原 4 个地貌单元,黄河流

域地理范围为东经 95°53′ ~ 119°05′、北纬 32°10′ ~

42°50′,流域东西向跨越 1900km,南北向跨越 1100km,

总面积 79． 5 万 km2,其中黄河内流区 4． 21 万 km2,共

有 8 个二级流域分区(见图 1) [9]。 黄河流域降水量呈

图 1　 黄河二级水系流域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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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由上游到下游,由西北到东南递增的趋势。 全流域

多年平均降水量(1956—2019 年)为 452． 1mm,其中上

游为 390． 4mm,中游为 523． 7mm,下游为 644． 7mm,空

间差异性十分明显[10]。 在全球变暖的大环境下,黄河

流域干旱频发。

2　 资料及方法

本文使用中国气象数据网提供的“中国地面气候

资料月值数据集 V3． 0”,选取黄河流域 1961—2020 年

数据完整性较好的 90 个气象站点的逐月气温和降水

实测数据。 研究区高程及气象站点分布见图 2。 在数

据分析处理过程中,对于个别数据缺测的站点,采用均

值替补法将其数据补全。 使用全球大尺度气候因子调

查长期干旱变化的物理原因,从 NOAA 获取大尺度气

象因子月值数据,包括大西洋年代际振荡( Atlantic

Multidecadal Oscillation, AMO)、北极涛动(Arctic Oscil-

lation,AO)、北大西洋涛动(North Atlantic Oscillation,

NAO)、北太平洋遥相关指数(North Pacific,NP)、太平

洋年代际振荡(Pacific Decadal Oscillation,PDO)、多元

ENSO 指数(Multivariate ENSO Indicator,MEI)和南方涛

动指数(Aouthern Oscillation Index,SOI)。

图 2　 研究区高程及气象站点分布

2． 1　 标准化降水蒸散指数

近年来,在研究区域干旱时空分布特征和干旱预

测等方面,帕尔默干旱指数(Palmer Drought Severity In-

dex,PDSI)和标准化降水指数(SPI) [11-12] 被广泛应用。

SPEI 由 Vicente-Serrano 等人在 2010 年提出,Beguería

等人在 2014 年改进,是在 SPI 的理论基础上,把潜在

蒸散发对干旱的影响也加以考虑[13],SPEI 是全球变化

背景下监测和评估干旱的理想指标[14]。 SPEI 除了继

承 SPI 空间一致性和多时间尺度的优点,又考虑到了

潜在蒸散发对干旱的影响,从而能够更好地发挥对干

旱的监测和评估作用。 计算 SPEI 涉及的主要指标及

公式如下[14]:

PETi = 16 10Ti( )H

m

(1)

Di = P i - PETi (2)

F(x) = 1 + α
x -( )β[ ]

β -1

(3)

α =
(ω0 - 2ω1)β

Γ 1 + 1( )β
Γ 1 - 1( )β

(4)

β =
2ω1 - ω0

6ω1 - ω0 - 6ω2
(5)

γ = ω0 - αΓ 1 + 1( )β
Γ 1 - 1( )β

(6)

SPEI = ω -
c0 + c1ω + c2ω

2

1 + d1ω + d2ω
2 + d3ω

3 (7)

ω = - 2lnP (8)

式中:PETi 为第 i 月潜在蒸散量,mm;P i 为月降水量,

mm;Ti 为月平均温度,℃;H 为年热量常数;m 为常数,

m = 0． 49 + 0． 179H - 0． 0000771H2 + 0． 000000675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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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 为尺度函数; β 为形状函数; γ 为 origin 参数;P 为累

计概率密度;F(x)为 log-logistic 概率分布的累计函数;

Γ 为阶乘函数; ω0、ω1、ω2 为数据序列 Di 的概率加权

矩;c0、c1、c2、d1、d2、d3 均为常数; ω 为距离加权矩。 若

P≤0． 5,则 P = F(x);若 P > 0． 5,则 P = 1 - F(x)。

因此,本文以 SPEI 为指标,分析黄河流域 1961—

2020 年干旱的时空变化特征。 相关研究表明,可以根

据 SPEI 值的大小将干旱分为 5 个等级(见表 1)。

表 1　 SPEI 干旱等级划分标准

等级 类型 SPEI

1 无旱 SPEI > - 0． 5

2 轻旱 - 1． 0 < SPEI≤ -0． 5

3 中旱 - 1． 5 < SPEI≤ -1． 0

4 重旱 - 2． 0 < SPEI≤ -1． 5

5 特旱 SPEI≤ -2． 0

　 　 SPEI 具有 1 个月、3 个月、6 个月和 12 个月的时间

尺度。 其中,季节性干旱可以通过 3 个月时间尺度的

SPEI 值进行研究[15]。 因此,3—5 月、5—8 月、8—11

月、11 月至次年 2 月的 SPEI-3 值可以分别表示研究区

域春、夏、秋、冬季的干旱指数,可用于分析流域干旱在

季节尺度上的特征[16]。

2． 2　 Mann-Kendall 检验与 Sen’s 趋势分析

Mann-Kendall(M-K)检验被应用于检测时间序列

的趋势。 其优点是数据缺测值对计算结果影响不大,

且无须验证待分析数据是否为某一分布[16]。 Sen’s 趋

势分析法的优点在于计算结果不受少数异常值的干

扰,数据误差对其计算结果影响较小,计算过程中原始

数据不需要服从特定分布,其显著性水平来源于

Mann-Kendall 检验[17]。 因此,笔者将 Mann-Kendall 检

验与 Sen’s 趋势分析相结合,探究研究区域长时间序

列 SPEI 指数的变化趋势。

2． 3　 经验正交函数分析法

经验正交函数分析法(EOF)用于提取数据结构特

征。 1950 年第一次用作研究气象的算法,目前被广泛

应用于地学和水文气象学,EOF 分析的目标是将时空

数据集转化成要素场的空间模态和与之相对应的时间

系上的投影[18]。

2． 4　 交叉小波变换

交叉小波变换(Cross-wavelet Transform,XWT)可

以研究两个长时间序列之间的时频关系[19]。 本文使

用交叉小波变换分析研究 SPEI 指数与大尺度气象因

子之间的关系。

3　 结果与分析

SPEI 除了具有空间一致性和多时间尺度的优点

外,又考虑到了潜在蒸散发对干旱的影响。 研究 SPEI

指数在黄河流域的时空分布特征和 SPEI 要素场的分

布特征,可以很好地为黄河流域水文预报、水资源评

估、干旱减灾等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持。

3． 1　 干旱指数的时空分布特征

3． 1． 1　 时间分布特征

1961—2020 年黄河流域年尺度 SPEI 变化见图 3

(a)折线,其趋势线见图 3(a)实线。 年尺度的 SPEI 下

降幅度为 0． 102 / 10a,说明 1961—2020 年流域内有明

显干旱倾向。 其中,1964 年最湿润( SPEI = 1． 557),

1997 年最干旱( SPEI = - 1． 121)。 由图 4 ( a) 可见,

2006 年之前黄河流域干旱化趋势日益严重,2006 年之

后干旱情况有所缓解,但流域内总体仍呈现干旱趋势。

图 3(b) ~ 图 3(e)显示了黄河流域 1961—2020 年

季节尺度 SPEI 变化及其趋势线。 春季 SPEI 指数下降

幅度为 0． 087 / 10a,干旱化趋势明显,其中,2000 年最

干旱 ( SPEI = - 1． 464 ), 1990 年 最 湿 润 ( SPEI =

1． 179);夏季 SPEI 指数下降趋势较显著,下降幅度为

0． 038 / 10a,其中,1997 年最干旱(SPEI = - 1． 063),1964

年最湿润(SPEI = 0． 975);秋季 SPEI 指数下降幅度为

0． 091 / 10a,其中,1998 年最干旱 ( SPEI = - 1． 815 ),

1961 年最湿润(SPEI = 1． 445);冬季 SPEI 指数显示上

升倾向,上升幅度为 0． 073 / 10a,呈轻微湿润化趋势,其

中,1998 年最干旱( SPEI = - 1． 634),1989 年最湿润

(SPEI = 1． 433)。 利用分段线性回归分析发现,1961—

2020 年季尺度和年尺度 SPEI 指数均未发生显著性突

变,见图 4(b) ~ 图 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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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黄河流域 1961—2020 年年度及季度 SPEI 指数变化及其趋势线

　 　 综上,从季度上看,秋季干旱趋势最强,春、夏季次

之,冬季最弱。 从年度上看,自 2006 年以来,黄河流域

干旱情况有所缓解,但总体仍呈现干旱化趋势。

3． 1． 2　 空间分布特征

图 5 是 1961—2020 年黄河流域年度及季度干旱

指数变化倾向率的空间分布图。 从图 5(a)可看出,黄

河流域年度 SPEI 指数在空间上存在一定分异性,以景

泰—固原—临夏—合作线为界,西部地区显示极微弱

的干旱趋势,东部地区呈现干旱趋势。 总体上看,年度

SPEI 指数显示流域表现为干旱趋势,尤其是流域内兰

州至河口镇区域、龙门至三门峡区域和内流区。 图 5

(b) ~ 图 5(e)分别显示了流域 SPEI 指数春、夏、秋、冬

季的空间变化趋势。 春季,以中宁—同心—海源—西

吉—天水线为界,除流域中部兰州至河口镇区域、龙门

至三门峡区域、内流区、河口镇至龙门区域呈现干旱趋

势外,其他地区显示为湿润化。 夏季,流域兰州至河口

镇区域显示干旱加剧,龙羊峡以上区域、三门峡至花园

口区域和花园口以下区域表现为轻微干旱趋势。 秋

季,流域内以合作—景泰—佛坪线为界,自西向东分别

呈现湿—干—微湿趋势。 冬季,黄河流域以鄂托克

旗—横山—长武线为界,流域东北部显示为干旱化,其

余地区以轻微干旱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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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黄河流域 1961—2020 年年度及季度 SPEI 指数分段线性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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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黄河流域 1961—2020 年年度及季度 SPEI 指数空间变化趋势

3． 2　 干旱发生频率的分布特征

1961—2020 年黄河流域年度及季度干旱发生频

率的空间差异见图 6。 从时间上看,在年尺度上,黄河

流域干旱发生频率为 25． 0% ~ 38． 3% ,其中特旱发生

频率为 0 ~ 3． 3% ,重旱发生频率为 0 ~ 10． 2% ,中旱发

生频率为 3． 3% ~ 20． 0% 。 可见,干旱发生频率与干旱

等级呈负相关。 在季节尺度上,春、夏、秋、冬季干旱发

生频率分别为 26． 7% ~ 40． 0% 、 25． 1% ~ 40． 0% 、

25． 1% ~ 40． 0%和 23． 3% ~ 41． 7% ,不同等级的干旱

发生频率无明显差别。

从空间上看,年尺度和季尺度干旱发生频率的空

间分布有显著差异。 在年尺度上,其干旱发生频率较

高的区域集中分布在龙羊峡至兰州的东北部地区、兰

州至河口镇的西南部地区和龙门至三门峡的西北部地

区;春季干旱发生频率较高的区域分别为龙羊峡以上

的西部地区、兰州至河口镇的北部地区、龙门至三门峡

南部的宝鸡及其周边区域;夏季干旱发生频率较高的

地区分散分布在流域南部和东南部地区;秋季干旱发

生频率较高的区域主要分布在黄土高原部分地区和青

藏高原东部地区;冬季干旱发生频率较高的区域主要

集中分布在流域西北部和黄土高原部分地区。

图 6　 不同等级干旱发生频率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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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黄河流域干旱时空模态分析

3． 3． 1　 空间分布模态分析

应用 EOF 分解 1961—2020 年年度 SPEI 要素场,

得到时域和空域分布特征,用 North 检验检测特征值的

显著性,从而确定要素场的空间分布模态。 由 EOF 分

解得到的特征向量虽然不能代表 SPEI 指数的大小,但

是它可以通过特征向量的大小反映流域的干湿变化程

度。 由表 2 可见,前两个主要特征向量的特征根误差

范围不产生重叠,满足随机性要求,通过 North 显著性

检验,其累计方差贡献率为 52． 14% 。 因此,可用前两

种空间模态解释黄河流域干旱的主要空间分布特征。

表 2　 黄河流域年尺度 SPEI 指数 EOF 分解的前 5 个
特征向量贡献率

主 要 模 态 特征值
贡献

率 / %

累计方差

贡献率 /
%

North 检验

上　 限 下　 限

第一模态 EOF1 29． 19171 37． 88 37． 88 34． 52136 23． 86206

第二模态 EOF2 9． 38696 14． 26 52． 14 11． 10078 7． 67314

第三模态 EOF3 8． 01781 10． 75 62． 89 9． 48165 6． 55397

第四模态 EOF4 5． 83764 6． 38 69． 27 6． 90344 4． 77184

第五模态 EOF5 4． 39257 4． 82 74． 07 5． 19454 3． 59060

　 　 图 7 的 EOF1 是第一特征向量图,其方差贡献率为

37． 88% ,是年度 SPEI 要素场的主要空间分布。 可见,

图 7　 年尺度 SPEI 场的特征向量空间分布模态

第一特征向量的空间分布模态均为负值,表明流域内

干湿演变类型一致,整体干旱或整体湿润。 其低值中

心集中分布在龙羊峡至兰州、兰州至河口镇和内流区

域,说明在全流域干旱或湿润时,这 3 个地区表现程度

更明显。

图 7 的 EOF2 是第二特征向量图,其方差贡献率

为 14． 26% ,也是年度 SPEI 要素场的一种空间分布。

EOF2 既有正值也有负值,该分布类型在空间上大致以

原平—绥德—宝鸡线为界,以东为负值,以西为正值,

呈现东西反向分布的情况。 在 EOF2 的影响下,黄河

流域以原平—绥德—宝鸡线为界呈现“西湿东干”或

“西干东湿”分布。

综上所述,黄河流域 1961—2020 年年尺度 SPEI

要素场主要有 2 种,即由 EOF1 决定的全区一致型和

由 EOF2 决定的东西反向型。

3． 3． 2　 时间分布模态分析

时间系数与特征向量相对应,特征向量又决定着

要素场的空间分布[18]。 因此,要素场空间分布类型的

时间变化可以通过时间系数表示,其方向由时间系数

的符号表示,负号表示与分布类型相反,正号则相同。

系数绝对值越大,说明该时刻该分布类型越典型[18]。

根据空间分布特征分析,黄河流域 1961—2020 年年尺

度 SPEI 要素场主要有 2 种,每种要素场有 2 种表现类

型:EOF1 决定全年全流域整体干旱和整体湿润 2 种类

型;EOF2 决定流域内以原平—绥德—宝鸡线为界,东

部湿润西部干旱和西部湿润东部干旱 2 种类型。

分析黄河流域 SPEI 要素场的 4 种空间分布类型,

年度 SPEI 要素场的空间分布类型用该年 PCs 绝对值

最大值对应的 EOFs 表示[18]。 EOF1 和 EOF2 的时间系

数及其变化趋势见图 8。

经分析得到:全年全流域干旱的为 24 年,全年全

流域湿润的为 22 年。 以原平—绥德—宝鸡线为界,东

湿西干的空间分布类型有 6 年,西湿东干的空间分布

类型有 8 年。 可见,近 60 年,年 SPEI 要素场以第一模

态为主,有 46 年之多,占总年数的 76． 67% ,且全年全

流域干旱的总年数大于全年全流域湿润的总年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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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前两个空间模态的时间系数

明黄河流域 1961—2020 年呈现干旱发生加剧的趋势。

时间系数反映的 SPEI 要素场时空分布与特征向量贡

献率所反映的年 SPEI 要素场时空分布基本一致。

3． 4　 干旱与气象因子的响应

计算全球大尺度气象因子数据 ( SOI、PDO、NP、

NAO、AO、AMO、MEI) 和黄河流域年尺度 SPEI 以及

PCs 之间的 Pearson 相关系数,基于相关系数探讨它们

之间的关系。 研究 1961—2020 年共 60 年数据,在

α = 0． 05 的条件下,t 检验单尾临界值约为 0． 271。 由

表 3 可知,SPEI、PC1 与 MEI 相关性最高,NAO 次之;

PC2 与 PDO 相关性最高,NAO 次之。 总体表明黄河流

域干湿程度与大尺度气象因子 MEI、NAO 和 PDO 具有

较强的相关性。

表 3　 大尺度气候因子与 SPEI 及 PCs 相关系数

类型 SOI PDO NP NAO AO AMO MEI

SPEI 0． 215 - 0． 245 0． 105 - 0． 256 - 0． 075 - 0． 251 - 0． 341

PC1 - 0． 203 0． 229 - 0． 123 0． 257 0． 071 0． 254 0． 333

PC2 - 0． 128 0． 206 0． 097 0． 135 - 0． 041 0． 011 0． 124

　 　 分别对黄河流域年尺度 SPEI 与 MEI、NAO,第一

模态时间系数 PC1 与 MEI、NAO,第二模态时间系数

PC2 与 PDO、NAO 进行交叉小波变换分析,研究各时间

序列在时域、频域中的关系,结果见图 9。 图中,被黑

色实线包围的范围表示通过 95% 置信水平的检验,箭

头向左为负相关,箭头向右为正相关[19]。 从图 9 可看

出,MEI 与 SPEI 和 PC1 的计算结果相近,这也说明主

要由 EOF1 决定流域的干旱或湿润情况。 MEI 与 SPEI

有两个显著性共振周期,分别是 1965—1973 年的 2 ~ 4

年周期和 1982—1989 年的 4 ~ 6 年周期,MEI 与 PC1

的共振周期与此相同。 NAO 与 SPEI 有两个显著性共

振周期,分别是 1971—1976 年的 1 ~ 2 年周期和

2001—2010 年的 7 ~ 8 年周 期, NAO 与 PC1 只 有

1970—1976 年的 1 ~ 2 年周期。 PDO 与 PC2 在 1995—

2002 年存在 2 年左右的显著性共振周期,NAO 与 PC2

在 1999—2012 年存在 5 ~ 8 年共振周期。 其中,SPEI

与 MEI 和 NAO 均为负相关,PC1 与 MEI 和 NAO 也为

负相关,即 SPEI 或 PC1 值越小,与其相对应的 MEI 和

NAO 越大,干旱程度越严重,黄河流域内遭受的干旱

事件越多。 PC2 滞后于 PDO 和 NAO 时间序列 1 / 4 个

周期,即 PC2 所表征的干湿情况要比 PDO 和 NAO 表

征的事件晚发生。

4　 结　 论

本文选取黄河流域 90 个气象站点近 60 年的实测

降水量和气温月值数据,以 SPEI 为指标,利用 M-K 检

验、Sen’s 趋势分析、分段线性回归、交叉小波变换和

EOF 等方法研究黄河流域年、季尺度 SPEI 的时空演变

特征和近 60 年干旱的分布模态,并结合气象因子,研

究了长期干旱与大气之间的遥相关性。 得出以下

结论:

a． 在过去 1961—2020 年共 60 年间,黄河流域整

体表现为干旱。 结合 M-K 检验和 Sen’s 趋势分析,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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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黄河流域年尺度 SPEI 与 MEI、NAO,第一模态时间系数 PC1 与 MEI、NAO,

第二模态时间系数 PC2 与 PDO、NAO 交叉小波变换图

体而言,流域在秋季干旱加剧趋势最显著,春季和夏季

次之,冬季最弱,甚至有出现轻微湿润化的可能,年度

和季节 SPEI 指数的空间分布存在一定的分异性。

b． 黄河流域年尺度干旱发生频率为 25． 0% ~

38． 3% ,干旱发生频率与干旱等级呈负相关。 不同季

节,发生干旱的频率无明显差异。 在年度和季度上干

旱频率的空间分布有较大差异。

c． 经验正交函数(EOF)分析表明,黄河流域年度

SPEI 指数要素分布场主要有两种模态:全区一致型和

东西反向型。 其中,全区一致型表现为流域整体干旱

或整体湿润的特征,第一模态特征向量贡献率为

37． 88% ,是黄河流域年尺度 SPEI 要素场的主要控制

模态;东西反向型表现为流域内以原平—绥德—宝鸡

线为界,东部湿润西部干旱和西部湿润东部干旱两种

类型。 第二模态特征向量贡献率为 14． 26% 。 结合时

间系数序列分析,黄河流域干湿分布特征受第一模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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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的有 46 年,其中有 24 年为干旱年份,说明黄河流

域呈现整体干旱趋势。

d． 通过计算 SPEI 和 PCs 与大尺度气象因子

(SOI、PDO、NP、NAO、AO、AMO、MEI) 之间的 Pearson

相关系数,发现表征 ENSO 事件的多元 ENSO 指数

(MEI)与 SPEI 的相关性最高,NAO 和 PDO 次之。 利

用交叉小波变换分析得到,SPEI 与 MEI 和 NAO 均为

负相关关系,PC1 与 MEI 和 NAO 也为负相关关系,即

SPEI 值越小,与其相对应的 MEI 和 NAO 越大,干旱程

度越严重,黄河流域内遭受的干旱事件越多。

本文采用 SPEI 指数得出的黄河流域近 60 年干旱

特征值与黄婷婷等[20] 的研究结果一致,表明 SPEI 指

数能够很好地反映出黄河流域不同季节、不同时间尺

度的干旱时空演变特征。 影响干旱的因素众多,本文

仅探究了气温、降水和大尺度气象因子对黄河流域干

旱演变的影响,没有考虑风速、净辐射量、温度等因素

的影响。 因此,今后应从更加深入的角度分析其他因

素对流域干旱演变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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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合同节水管理实践及对策研究
陈松峰　 孙晓文　 何菡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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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合同节水管理创新节水管理模式,运用市场手段促进节水,是推动节水改造、提高用水效率的有效

途径。 本文在对江苏省合同节水管理现状和实践分析的基础上,指出了存在的配套政策不完善、水权改革有待深

化、节水产业市场不完备、合同节水覆盖面不全、公众节水意识不强等问题,并从加强配套政策研究、探索科学合理

的运行机制、丰富合同节水推广范畴、深化水权制度改革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对江苏省合同节水管理机制的完

善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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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an effective way to promote water-saving reform and improve water use efficiency by innovating water-saving
management mode through contract-based water-saving management and promoting water-saving by market mean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actice of contract-based water-saving management in Jiangsu Province, this paper
points out such existing problems as imperfect supporting policies, reform of water right to be deepening, incomplete market
of water-saving industry, incomplete coverage of contract-based water-saving and weak public awareness of water-saving. In
addition,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from the aspects of strengthening supporting policy research,
exploring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operation mechanism, enriching the scope of contract-based water-saving promotion and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water right system, which has important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the improvement of contract-
based water-saving management mechanism in Jiangsu Province.
Key words: contract-based water-saving management; practice; countermeasure; Jiangsu Province

　 　 合同节水管理,是整合政府和市场两种力量、激发

节水产业活力、促进节水创新发展的一种全新模式。

2019 年,《国家节水行动方案》提出,在公共机构、公共

建筑、高耗水工业、高耗水服务业、农业灌溉、供水管网

漏损控制等领域,引导和推动合同节水管理。

1　 江苏现状用水水平分析

根据《2020 年江苏省水资源公报》,2020 年江苏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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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总量 452． 7 亿 m3,其中,农业用水量 266． 6 亿 m3,

占用水总量的 58． 9% ;工业用水量 117． 6 亿 m3,占用

水总量的 26． 0% ;生活用水量 63． 7 亿 m3,占用水总量

的 14． 1%;人工生态河湖补水量 4． 8 亿 m3,占用水总量

的 1． 0% 。

2020 年,江苏省万元地区生产总值用水量 44． 1m3,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 31． 1m3。 农田灌溉亩均用水

量 423． 1m3,城镇居民生活用水量 158． 0L / (人·d),农

村居民生活用水量 102． 6L / (人·d)。 江苏省万元地区

生产 总 值 用 水 量 仍 较 东 南 沿 海 地 区 如 上 海 市

(25． 2m3)、浙江省(25． 4m3 )偏高;全省万元工业增加

值用水量与广东省(20． 7m3)、山东省(13． 8m3)相比仍

有一定差距;城镇居民生活用水量较全国平均值

[134L / (人·d)]也偏高[1]。

从用水量构成来看,农业用水是江苏省最大的用

水户,占总用水量的近六成,其次是工业用水,生活和

生态用水的占比较小;从用水效率来看,受产业结构制

约和历史原因影响,江苏省各领域用水效率仍有待进

一步提高,迫切需要转变用水方式,创新节水管理模

式,充分挖掘节水潜力,促进全省水资源集约节约利用

水平大幅提升。

2　 江苏省合同节水管理现状

“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

思路中,“两手发力”意味着,要想实现“节水优先”的

目标,不仅要依靠政府的行政推动力量,更离不开市场

这只“无形”的手。 近年来,江苏省在实施合同节水管

理方面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节水产业在政府和市

场的“双轮驱动”下快速推进。

所谓合同节水管理,是将合同能源管理( Energy

Performance Contracting,EPC)的管理理念移植到节约

用水管理领域的一种新型节水产业发展模式[2]。 这种

模式的运行机制是:由节水服务运营商与被服务单位

签订节水合同,合同约定运营商应在充分调研的基础

上,运用先进适用的节水技术集成,对被服务单位的特

定项目开展节水综合技术改造,并且协助制定行之有

效的节水管理制度,实现节水成效后,双方共同分享节

水效益[3]。 合同节水管理的最核心价值是充分发挥市

场在水资源优化配置中的积极作用,吸引社会资本先

期进行节水投入,包括开展节水技术改造、节水工程建

设和内部运营管理等。

目前,江苏省开展合同节水管理的主要形式有 3

类,即效益分享型、效果保证型、费用托管型[4]。 上述

3 种类型,主要是根据合同标的分享方式来区分的。

效益分享型,是合同双方依据合同约定目标和分享比

例,对扣除投资成本后产生的节水效益进行分享的模

式;效果保证型,是合同双方事先签订节水效果保证合

同,在完成合同约定任务,达到约定的节水效果后,再

付给相应服务费用的模式;费用托管型,是由被服务单

位委托节水服务运营商,对本单位的整体供用水系统

进行改造和运营,并依据双方约定方式支付托管费用

的模式。

3　 江苏省合同节水管理实践

近年来,江苏省在实施合同节水管理方面进行了

许多有益探索,强化了顶层设计,提出了相关要求,实

施了多个合同节水项目,对于落实“节水优先、空间均

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促进用水方式转

变、推动全社会节约用水起到了积极作用。 2021 年,

全省共实施合同节水管理项目 15 项,总投资 1587 万

元,年节水量达到 280 万 m3。

3． 1　 南京外国语学校仙林分校-中国联通南京分

公司合同节水管理实践

　 　 位于南京栖霞区的南京外国语学校仙林分校建成

于 2002 年,由于校内供水管网年久老化,导致漏水现

象频发,严重时日流失量达 210 多 m3。 据统计,该校

仅因漏水问题每年就会多缴纳水费近 26 万元。 由于

学校技术力量缺乏,虽然开展了 10 余次大规模维修,

但却一直无法找到具体漏水位置,随着时间推移,漏水

问题日趋加剧,实施堵漏降耗已成为学校迫切需要解

决的问题。

2018 年 8 月,在南京市节约用水主管部门的牵头

协调下,南京外国语学校仙林分校和中国联通南京分

公司签署了“南京智慧校园 DMA(供水独立计量区域,

Distric Metering Area)分区计量物联网管理系统与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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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水服务合同”。 该合同节水模式采用费用托管型,约

定合同期限为 10 年,合同总额 950 万元。 根据合同约

定,中国联通南京分公司综合采取了智能水表布设、建

设 DMA 分区计量管理系统、开展供水管网改造、雨水

资源化利用等措施,同时为学校提供水费全包干的“保

姆式”服务,从根本上破解了学校长期存在的漏水问题。

根据前期测算,2017 年,全校用水总量达 30 万 m3,

缴纳水费 95． 7 万元(含超计划累进加价水费 25 万

元),加上当年校园管网维修检漏成本近 10 万元,全年

用水总支出达 130． 7 万元。 合同节水项目实施后,南

京外国语学校仙林分校年支付水费降至 95 万元,较合

同管理开展前节约水费 35． 7 万元,节水效益明显;中

国联通南京分公司在合同履行期内,实施严格的节水

管理服务,进一步降低水耗,全部水费节余扣除其他必

需的运维成本后,剩余部分作为合同节水收益。 经统

计,该项目在 10 年合同期内的节水预期直接经济效益

达 320 余万元,该项目也成为 DMA 合同节水的示范

项目。

3． 2　 常州工学院-常州常工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合同节水管理实践

　 　 该项目由常州工学院与常州常工电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签署,是常州市首个高校智慧合同节水项目,采

用的模式为效益分享型,合同期限 10 年,项目投资 115

万元。 合同节水运营商常州常工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采用新型物联网技术,通过节水诊断、方案设计与整

合、项目融资、设备采购安装、运行维护、技术培训、后

期节水监测与评估等一整套节水措施,计划将常州工

学院巫山路校区的年用水总量由合同实施前的

30 万 m3,压缩至 26． 5 万 m3 以内。 合同将 26． 5 万 m3

作为基准水耗,如果学校年用水总量高于基准水耗,则

超出部分水费由常州常工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承

担;如果低于基准水耗,则运营管理期前三年内收益全

部归常州常工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所有,第四年起

常州常工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常州工学院按

94%和 6%的比例进行节水收益分成。 合同期满后,

节水装置和设备全部归学校所有。 目前,常州常工电

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根据合同约定,运用“慧探漏”设

备、智能流量计及信息化系统等手段,对全校开展节水

改造及运营管理,预计实际年节水量达 10 万 m3 以上,

项目的经济、社会、生态综合效益十分可观。

3． 3　 淮阴师范学院-淮安自来水有限公司合同节

水管理实践

　 　 2020 年 5 月,淮阴师范学院和淮安自来水有限公

司签署合同节水协议,该项目为水费托管型和效果保

证型结合的模式。 由淮安自来水有限公司投资 286 万

元,对淮阴师范学院老校区内运行 40 多年的老旧供水

管网进行更新改造。 合同约定,根据最近三年淮阴师

范学院老校区的平均用水支出,由淮阴师范学院每年

定额支付淮安自来水有限公司 110 万元,通过合同节

水管理减少的水费支出全部归淮安自来水有限公司所

有。 合同还明确,淮安自来水有限公司负责对淮阴师

范学院老校区实施专业化的供水管网改造,力争将学

校管网漏损率从 32% 降到 10% 以内;强化精细管理,

加强管网和设施巡查,实施用水动态监测预警,协助开

展水平衡测试,并且提出针对性节水措施;加强定额约

束,配合学校健全节水管理制度,力争将学校用水量从

目前的 204L / (人·d)降到 140L / (人·d)。

4　 存在问题

虽然江苏省在合同节水管理方面进行了大量有益

的探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由于长期以来节水

管理主要以政府为主导,未能有效发挥市场在水资源

配置中的关键性作用,致使合同节水管理在推进过程

中还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

4． 1　 配套政策尚不完善

节水激励机制不够完善[5],现行水价偏低,不能合

理反映水资源价值、稀缺程度,这也导致直接节水效益

不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合同双方的合作预期。 同时,

节水的财税政策相对缺乏,节水融资渠道不畅,对社会

资本吸引力也不强。

4． 2　 水权制度改革有待深化

当前,水权制度改革尚在初期阶段,水权交易的开

展形式较为单一,有必要通过合同节水管理的深入开

展,研究探索节水量参与水权交易的良性机制[6],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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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水权交易来促进合同节水管理。

4． 3　 节水产业市场尚不完备

市场尚不完备主要表现为合同节水的管理制度不

够健全,节水服务企业的信用体系不够完善,节水服务

市场主体自律不足,节水技术整合能力有待提高等。

下阶段应重点建立产学研用相结合的节水服务产业技

术链,大幅提升新型节水技术、产品的应用和推广集成

力度。

4． 4　 合同节水覆盖面不全

目前,江苏省开展的合同节水管理项目主要集中

在公共机构、工业领域,作为用水大户的农业灌区尚未

很好地引入合同节水管理模式,市场参与农业节水的

潜能尚未挖掘,合同节水项目的覆盖面有待扩大。

4． 5　 公众节水意识有待加强

江苏省是丰水地区,社会公众对水资源重要性、稀

缺性、流动性和年际变化大等特点认识不足,对丰水地

区强调水资源刚性约束的必要性理解不透,重开源、轻

节约的惯性思维尚未根本转变,客观上制约了合同节

水管理工作的深入开展。

5　 合同节水管理的发展建议

5． 1　 进一步加强配套政策研究

《江苏省节约用水条例》明确提出:“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培育、扶持和发展节约

用水社会组织,引导公众广泛参与节约用水活动。 推

行合同节水管理,支持节约用水服务机构依法开展节

约用水咨询、设计、评估、检测、认证等服务”,这为今后

开展合同节水管理工作提供了明确的制度依据。 今

后,要在继续开展合同节水管理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充

分借鉴合同节能管理的成功做法和典型经验,对新形

势下合同节水管理的思路、模式、政策、法律法规等开

展专题研究。 要在《关于推行合同节水管理促进节水

服务产业发展的意见》基础上进一步细化相关要求,发

布操作指南和合同范本等,为相关各方开展合同节水

管理提供政策支撑。

5． 2　 进一步探索科学合理的运行机制

合同节水管理是一种基于市场的新型节水管理模

式,这就要求进一步理顺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明确市场

与政府的职责范围,建立科学合理的合同节水管理运

行机制。 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进一步完善节水法律

法规,健全节水监测和节水工作评价制度,强化对用水

户节水目标的考核和监督。 要当好合同节水项目的

“红娘”,积极寻找合同节水项目的投资人和受益人,

促成更多的合同节水管理案例。 要加快推进水价、水

资源税费改革,逐步建立反映水资源价值、稀缺性、供

求关系的水价形成机制,搭建“政府”与“市场”两手发

力的多元投融资模式[7]。 完善引导政策,加强财政奖

补和税收减免,发展壮大合同节水市场,培育一批具有

竞争力的专业化节水服务企业[8-9]。 探索建立节水服

务行业自律组织,承担节水发展政策及法律法规研究、

行业管理监督、行业标准制定、节水技术服务、行业信

息统计及发布、业务培训等职能。 发展壮大节水服务

中介机构,主要包括水平衡测试、节水评价、用水审计、

计量设施安装检定等机构,为合同节水管理提供强有

力的技术支撑。

5． 3　 进一步丰富合同节水推广范畴

以江苏省为例,应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结合本地区

水资源禀赋条件,依据合同节水管理的投资主体多元

化、节水服务集成化、节水管理产业化等不同特点,重

点在一批高耗水工业企业、高耗水服务业、大型公共机

构、大中型农业灌区等领域[10] 推广合同节水管理工

作。 通过在不同领域支持、鼓励开展合同节水管理实

践,不断积累经验、丰富内容,拓展服务领域、创新享益

模式,提高全社会对合同节水的认同感和认知度。

5． 4　 进一步深化水权制度改革

规范有序的水市场是合同节水管理良性发展的前

提,要不断培育和规范水权交易市场,构建较为完备的

水权水市场体系。 积极探索不同地区、不同行业间、不

同用水户间的水权交易流转方式,鼓励通过水权交易

满足新增的合理用水需求。 要通过不断健全的水权交

易平台,推动开展合同节水量参与水 (下转第 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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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纯井灌区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
测算分析技术研究

张艳芬　 王剑波　 陈　 韬

(天津市水利科学研究院,天津　 300061)

【摘　 要】 　 为研究天津市 2021 年纯井灌区灌溉用水效率,科学评价纯井灌区节水发展成效,选择 14 个纯井样点

灌区、56 个典型地块,采用 TDR 土壤水分监测仪实测法测算得出 2021 年天津市纯井灌区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并
对成果进行了对比分析。 结果表明,与其他类型灌区相比,纯井灌区灌溉水利用系数最高,对天津市整体系数值的

提升起到了正向影响作用。 “十四五”期间要实现全市系数值稳定或提升,由于纯井灌区系数提升空间有限,需保

持现有节水管理水平,维持纯井灌区系数值持续稳定,并加大对小型、中型灌区的节水工程建设和管理。
【关键词】 　 天津市;纯井灌区;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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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Calculating and Analyzing Technology of Effective Utilization
Coefficient of Irrigation Water in Pure Well Irrigation Area of Tianjin

ZHANG Yanfen, WANG Jianbo, CHEN Tao
(Tianjin Hydraulic Research Institute, Tianjin 300061,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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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the irrigation water use efficiency of pure well irrigation area in Tianjin in 2021and evaluate
scientifically the development effect of water-saving in pure well irrigation areas, 14 pure well irrigation areas and 56 typical
plots are selected in this paper, and the effective utilization coefficient of irrigation water in pure well irrigation areas in
Tianjin in 2021 is calculated by the measured method of TDR soil moisture monitor. After comparison and analysis of the
results, it shows that compared with other types of irrigation areas, the utilization coefficient of irrigation water in pure well
irrigation areas is the highest, which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improvement of the overall coefficient value in Tianjin.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the coefficient value of the whole city should be stable or improve. Influenced by
the limited space for coefficient improvement in pure well irrigation areas, it is scientific and efficient to maintain the
existing water-saving management level, maintain the continuous stability of the coefficient value in pure well irrigation
areas, and increase the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of water-saving projects in small and medium-sized irrigation areas.
Key words: Tianjin; pure well irrigation area; effective utilization coefficient of irrigation water; comparison and analysis

　 　 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以下简称系数)是指灌溉 面积上作物实际有效利用水量与渠首进水总水量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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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1],是表征灌溉用水效率、灌溉效益的重要指标[2]。

研究纯井灌区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可直接揭示该地区

地下水灌溉工程技术水平、管理水平和地下水用水效

率[3],对该地区的国民经济发展用水效率至关重要[4]。

近年来,天津市地下水资源严重短缺,2021 年天

津市纯井灌区有效灌溉面积 77． 7 万亩,占全市有效灌

溉面积的 17． 32% ,纯井灌区实际灌溉面积占全市实际

灌溉面 积 的 21． 12% , 纯 井 灌 区 毛 灌 溉 用 水 量 为

19132． 86 万 m3,占全市毛灌溉用水量的 22． 85% ,纯井

灌区毛灌溉用水量为 246． 24m3 / 亩,相对于其他类型

灌区,纯井灌区灌溉面积占比较小,但纯井灌区亩均毛

灌溉用水量大于中型、小型灌区,表明纯井灌区耗水量

仍然较高。 因此,天津市开展纯井灌区灌溉水有效利

用系数测算的分析研究非常重要,可为节约地下水资

源、加强纯井灌区严格管理、制定节水宏观政策提供技

术支撑[5],特别是对“十四五”期间天津市实现整体系

数水平提高、制定可靠节水举措提供科学依据[6]。

1　 基本概况

天津市位于华北平原东北部,海河流域的下游,北

依燕山,东临渤海,南北长 186． 0km,东西宽 101． 3km,

海岸线长 155． 0km。 全市总面积 11916． 86km2,其中平

原占 93． 9% ,山区和丘陵占 6． 1% 。 天津市多年平均

年降水量 574． 9mm,降水量由北向南递减,多年平均蒸

发量约 900 ~ 1200mm,由北向南递增,干旱指数为 2． 20

~ 2． 08。 2021 年年降水量达 984． 1mm,比多年平均年

降水量增加 71． 2% ,为特丰水年。 2021 年全市有农业

灌溉机井 22544 眼,其中:浅层地下水机电井 21656

眼,深层承压水机电井 888 眼。 全市农作物播种面积

628． 80 万亩,其中:粮食面积 525． 30 万亩,棉花面积

11． 70 万亩,油料面积 1． 20 万亩,蔬菜面积 79． 35 万

亩,其他农作物面积 11． 25 万亩。

2021 年天津市共有灌区 9136 处(涉及天津市 10

个涉农区),全部为提水灌溉。 灌区有效灌溉面积

448． 68 万亩,实际灌溉面积 367． 84 万亩,农业毛灌溉

用水量 83718． 24 万 m3,节水工程面积 395． 12 万亩。

其中:纯井灌区 8071 处,有效灌溉面积 77． 7 万亩,实

灌面积为 77． 7 万亩,毛灌溉用水量 19132． 86 万 m3,纯

井灌区毛灌溉用水量占全市用水量的 22． 85% ;节水面

积 69． 66 万亩(包括渠道防渗面积 12． 53 万亩,低压管

灌面积 52． 23 万亩,喷灌面积 3． 21 万亩,微灌面积

1． 69 万亩),节水面积占全市节水面积的 17． 63% ;纯

井灌区低压管道灌溉占纯井灌区节水面积的 74． 97% ,

纯井灌区以低压管道节水形式为主。

2　 测算方法

2． 1　 纯井样点灌区选择

按照《全国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测算分析技

术指导细则》要求[7],纯井灌区以单井控制灌溉面积作

为一个样点灌区,按照土质渠道地面灌、防渗渠道地面

灌、管道输水地面灌、喷灌、微灌 5 种灌溉类型分别选

择代表性样点灌区,具体要求是:在上述 5 种灌溉类型

中,同种主要土壤类型、同种主要作物至少选择 2 个样

点灌区,且要在省级区域范围内分布均匀,作物种类应

选择当地该灌溉形式下的主要类型。 对于纯井灌区某

种类型灌区有效灌溉面积占该省级区域纯井灌区有效

灌溉面积 30% 及其以上时,该类型灌区样点灌区数量

须按上述选取数量要求的 2 倍选取。

根据天津市纯井灌区的实际情况,2021 年纯井灌

区选择 14 个,综合考虑地形地貌、灌区分布、工程设

施、种植作物、水源条件、面积数量比例、管理水平等各

种因素,选择 14 个纯井灌区作为 2021 年的样点灌区,

样点灌区位于天津市南部、西部和北部,分布在天津市

除宁河区、滨海新区压采区外的 4 个农业大区,覆盖范

围广。 所选样点灌区种植作物种类多样,包括小麦、玉

米、棉花、蔬菜、草皮。 所选样点灌区首部均配备量水

设施,具备一定代表性、可行性和稳定性。

2． 2　 典型田块选取

典型田块选取要求为:ⓐ典型田块要边界清楚、形

状规则、面积适中;ⓑ综合考虑作物种类、灌溉方式、畦

田规格、地形、土地平整程度、土壤类型、灌溉制度与方

法、地下水埋深等方面的代表性;ⓒ有固定的进水口和

排水口;ⓓ配备量水设施。 对于播种面积超过灌区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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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种面积 10%以上的作物种类,须分别选择典型田块。

纯井样点灌区按照土质渠道地面灌、防渗渠道地

面灌、管道输水地面灌、喷灌、微灌 5 种类型进行选取,

在同种灌溉类型下每种需观测的作物至少选择 2 个典

型田块。 因此,14 个纯井灌区共选择 56 个典型田块,

选择结果见表 1。

表 1　 2021 年纯井灌区典型田块选择情况

序号 样点灌区名称
典型田块

数量 / 个
种植作物及典型田块面积 / 亩 所在镇、村

灌溉工程

类型

1 蓟州区下仓镇何各庄村 4
　 1． 冬小麦面积分别为 1． 92 亩、2． 01 亩;
　 2． 夏玉米(复种)面积分别为 1． 92 亩、2． 01 亩

下仓镇何各庄村 土　 　 渠

2 宝坻区方家庄镇马营村 3 　 冬小麦面积分别为 0． 59 亩、0． 59 亩、0． 59 亩 方家庄镇马营村 土　 　 渠

3 蓟州区别山镇岗上村 4
　 1． 冬小麦面积分别为 2． 07 亩、1． 26 亩;
　 2． 夏玉米(复种)面积分别为 2． 07 亩、1． 26 亩

别山镇岗上村 防渗渠道

4 蓟州区别山镇前楼村 4
　 1． 冬小麦面积分别为 3． 01 亩、1． 51 亩;
　 2． 夏玉米(复种)面积分别为 3． 01 亩、1． 51 亩

别山镇前楼村 防渗渠道

5 蓟州区别山镇秀金屯村 4
　 1． 冬小麦面积分别为 2． 22 亩、2． 27 亩;
　 2． 夏玉米(复种)面积分别为 2． 22 亩、2． 27 亩

别山镇金秀屯村 管　 　 灌

6 武清区大王古镇水活铺村 4
　 1． 冬小麦面积分别为 0． 36 亩、0． 36 亩;
　 2． 夏玉米(复种)面积分别为 0． 36 亩、0． 36 亩

大王古镇水活铺村 管　 　 灌

7 武清区高村镇北国之春 4
　 1． 冬小麦面积分别为 0． 81 亩、0． 78 亩;
　 2． 夏玉米(复种)面积分别为 0． 81 亩、0． 78 亩

高村镇 管　 　 灌

8 下伍旗镇丁庄村 6
　 1． 冬小麦面积分别为 0． 48 亩、0． 47 亩;
　 2． 夏玉米(复种)面积分别为 0． 48 亩、0． 47 亩;
　 3． 蔬菜面积分别为 0． 23 亩、0． 28 亩

下伍旗镇丁庄村 管　 　 灌

9 下伍旗镇齐庄村 4
　 1． 冬小麦面积分别为 0． 23 亩、0． 23 亩;
　 2． 夏玉米(复种)面积分别为 0． 23 亩、0． 23 亩

下伍旗镇齐庄村 管　 　 灌

10 宝坻区方家庄镇红帽村 6
　 1． 冬小麦面积分别为 0． 77 亩、0． 77 亩、1． 12 亩;
　 2． 夏玉米(复种)面积分别为 0． 77 亩、0． 77 亩、1． 12 亩

方家庄镇红帽村 管　 　 灌

11 静海区良王庄乡白杨树村 2 　 草皮面积分别为 15． 00 亩、15． 00 亩 良王庄乡白杨树村 喷　 　 灌

12 蓟州区许家台镇大石峪村 4
　 1． 冬小麦面积分别为 2． 64 亩、0． 73 亩;
　 2． 夏玉米(复种)面积分别为 2． 64 亩、0． 73 亩

许家台镇大石峪村 喷　 　 灌

13 蓟州区东施古镇东安村 5
　 其他蔬菜面积分别为 0． 96 亩、0． 96 亩、0． 96 亩、0． 96
亩、0． 96 亩

东施古镇东安村 微　 　 灌

14 宝坻区方家庄镇马营村 2 　 西红柿面积分别为 1． 00 亩、1． 00 亩 方家庄镇马营村 微　 　 灌

2． 3　 纯井灌区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测算方法

2． 3． 1　 纯井样点灌区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测算

a． 典型田块作物年亩均净灌溉用水量测定。 在

典型田块灌溉前后,计划湿润层取 40cm 或 80cm 内土

壤,采用 Trime-TDR 土壤剖面水分测量仪,分别在

20cm、40cm、60cm、80cm 土壤深度,直接测定某次典型

田块作物计划湿润层内土壤体积含水率,按照《灌溉试

验规范》(SL 13—2015)中公式计算得出典型田块作物

某次亩均净灌溉用水量,进而累加各次用水量得出该

典型田块不同作物年亩均净灌溉用水量。 不同作物测

定深度不同,小麦、玉米、棉花、豆类等作物测定深度为

0 ~ 80cm,蔬菜测定深度为 0 ~ 40cm[8]。

b． 净、毛灌溉用水量测算。 根据以上计算得出的

某种作物典型田块的年亩均净灌溉用水量,根据灌区

内不同作物种类实际灌溉面积,计算得出纯井样点灌

区年净灌溉用水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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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井样点灌区毛灌溉用水总量是指灌区全年从机

井首部取用的灌溉总水量,主要通过直接量测法确定。

c． 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测算。 样点灌区灌溉水

有效利用系数即直接用灌入田间可被作物吸收利用的

水量(净灌溉用水量)与灌区从水源取用的灌溉总水

量(毛灌溉用水量)的比值来计算[9]。

采用日历年(2021 年 1—12 月)对天津市纯井样

点灌区进行测算分析。

2． 3． 2　 纯井灌区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测算

以测算 14 个纯井样点灌区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

为基础,采用算术平均法分别计算土质渠道地面灌、防

渗渠道地面灌、管道输水地面灌、喷灌、微灌 5 种类型

样点灌区的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然后,按不同类型灌

区年毛灌溉用水量加权平均,计算得出天津市纯井灌

区的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计算公式为

η省井 =
η土 W省土 + η防 W省防 + η管 W省管 + η喷 W省喷 + η微 W省微

W省土 + W省防 + W省管 + W省喷 + W省微

(1)

式中: η土、η防、η管、η喷、η微分别为土质渠道地面灌、防

渗渠道地面灌、管道输水地面灌、喷灌、微灌 5 种类型

样点灌区的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 W省土、W省防、W省管、

W省喷、W省微 分别为省级区域土质渠道地面灌、防渗渠道

地面灌、管道输水地面灌、喷灌、微灌 5 种类型纯井灌

区的年毛灌溉用水量,万 m3。

3　 结果与分析

3． 1　 14 个纯井样点灌区

3． 1． 1　 系数成果

依据纯井样点灌区净灌溉用水量、纯井样点灌区

毛灌溉水量,通过以上测算方法计算得出 14 个纯井样

点灌区系数成果。 再以 14 个纯井样点灌区系数为基

础,采用算术平均法分别计算得出土渠、渠道防渗、低

压管道、喷灌、微灌 5 种类型样点灌区灌溉水有效利用

系数。 经计算:土渠、渠道防渗、低压管道、喷灌、微灌

5 种类型纯井样点灌区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分别为

0． 8301、0． 8107、0． 8572、0． 8808、0． 9217。 见表 2 ~表 6。

表 2　 天津市纯井灌区土渠样点灌区净灌溉用水量与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计算

灌 区 名 称 作物名称 灌溉模式
净灌溉用水量分析

采用值 / (m3 / 亩)

播种面积 /
亩

实灌面积 /
亩

净灌溉用水

量 / 万 m3

毛灌溉用水

量 / 万 m3

灌溉水有效

利用系数

蓟州区下仓镇

何各庄村

冬小麦 非充分 83． 96 130． 00 130． 00 1． 09

夏玉米 非充分 0 130． 00 0 0

合　 计 83． 96 260． 00 130． 00 1． 09 1． 29 0． 8481

宝坻区方家庄

镇马营村

冬小麦 非充分 108． 30 52． 00 52． 00 0． 56

夏玉米 非充分 0 52． 00 0 0

合　 计 108． 30 104． 00 52． 00 0． 56 0． 69 0． 8120

平　 均 0． 8301

　 　 注　 天津市纯井灌区土渠灌水方式实际上是农民基本上采用机井提水后接小白龙软管进行灌溉。

表 3　 天津市纯井灌区防渗渠道样点灌区净灌溉用水量与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计算

灌 区 名 称 作物名称 灌溉模式
净灌溉用水量分析

采用值 / (m3 / 亩)

播种面积 /
亩

实灌面积 /
亩

净灌溉用水

量 / 万 m3

毛灌溉用水

量 / 万 m3

灌溉水有效

利用系数

蓟州区别山镇

岗上村

冬小麦 非充分 94． 27 78． 00 78． 00 0． 74

夏玉米 非充分 0 78． 00 0 0

合　 计 94． 27 156． 00 78． 00 0． 74 0． 90 0． 8127

蓟州区别山镇

前楼村

冬小麦 非充分 76． 87 105． 00 105． 00 0． 81

夏玉米 非充分 0 105． 00 0 0

合　 计 76． 87 210． 00 105． 00 0． 81 1． 00 0． 8087

平　 均 0． 8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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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天津市纯井灌区低压管道样点灌区净灌溉用水量与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计算

灌 区 名 称 作物名称 灌溉模式
净灌溉用水量分析

采用值 / (m3 / 亩)

播种面积 /
亩

实灌面积 /
亩

净灌溉用水

量 / 万 m3

毛灌溉用水

量 / 万 m3

灌溉水有效

利用系数

蓟州区别山镇

秀金屯村

冬小麦 非充分 93． 75 400． 00 400． 00 3． 75

夏玉米 非充分 0 400． 00 400． 00 0

合　 计 93． 75 800． 00 400． 00(复种) 3． 75 4． 28 0． 8764

武清区大王古镇

水活铺村

夏玉米 非充分 0 65． 00 40． 00 0

冬小麦 非充分 68． 98 65． 00 40． 00 0． 28

合　 计 68． 98 130． 00 40． 00(复种) 0． 28 0． 32 0． 8529

武清区高村镇

北国之春

夏玉米 非充分 45． 91 120． 00 120． 00 0． 55

冬小麦 非充分 89． 23 120． 00 120． 00 1． 07

合　 计 135． 14 240． 00 120． 00(复种) 1． 62 1． 97 0． 8252

武清区下伍旗镇

丁庄村

夏玉米 非充分 40． 47 18． 00 18． 00 0． 07

冬小麦 非充分 80． 13 16． 00 16． 00 0． 13

蔬　 菜 310． 76 22． 00 22． 00 0． 68

合　 计 52． 91 56． 00 38． 00 0． 88 1． 04 0． 8545

武清区下伍旗镇

齐庄村

夏玉米 非充分 40． 95 40． 00 40． 00 0． 16

冬小麦 非充分 121． 42 40． 00 40． 00 0． 49

合　 计 162． 37 80． 00 40． 00(复种) 0． 65 0． 75 0． 8660

宝坻区方家庄镇

红帽村

夏玉米 非充分 0 60． 00 0 0

冬小麦 非充分 129． 27 60． 00 60． 00 0． 78

合　 计 129． 27 120． 00 60． 00 0． 78 0． 89 0． 8682

平　 均 0． 8572

表 5　 天津市纯井灌区喷灌样点灌区净灌溉用水量与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计算

灌 区 名 称 作物名称 灌溉模式
净灌溉用水量分析

采用值 / (m3 / 亩)

播种面积 /
亩

实灌面积 /
亩

净灌溉用水

量 / 万 m3

毛灌溉用水

量 / 万 m3

灌溉水有效

利用系数

静海区良王庄乡

白杨树村

饲　 草 充　 分 386． 51 104． 00 104． 00 4． 02

合　 计 386． 51 104． 00 104． 00 4． 02 4． 61 0． 8724

蓟州区许家台镇

大石峪村

冬小麦 非充分 95． 34 111． 00 111． 00 1． 06

夏玉米 非充分 0 111． 00 111． 00 0

合　 计 95． 34 222． 00 111． 00(复种) 1． 06 1． 19 0． 8892

平　 均 0． 8808

表 6　 天津市纯井灌区微灌样点灌区净灌溉用水量与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计算

灌 区 名 称 作物名称 灌溉模式
净灌溉用水量分析

采用值 / (m3 / 亩)

播种面积 /
亩

实灌面积 /
亩

净灌溉用水量 /

万 m3

毛灌溉用水量 /

万 m3

蓟州区东施古镇

东安村

蔬　 菜 充　 分 141． 00 1． 60 1． 60

合　 计 141． 00 1． 60 1． 60 1． 76 0． 9102

宝坻区方家庄镇

马营村

西红柿 充　 分 83． 00 1． 36 1． 36

合　 计 83． 00 1． 36 1． 36 1． 46 0． 9331

平　 　 均 0． 9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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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调研,天津市纯井灌区现状土渠灌溉中,原有开

挖农田土渠仍保留,由于纯井灌区地下水资源短缺而

宝贵,随着塑料小白龙软管的普遍使用,农民灌溉时,

习惯在机井首部出水管处直接安装临时小白龙软管,

延伸到田间地头进行灌溉,采用从地尾到地头后退时

分段进行灌溉,小白龙软管价格合理,可连续多年多次

使用,因此纯井灌区土渠灌溉方式实际上为移动式软

管灌溉,可大大节约地下水资源,经测算得出纯井土渠

灌溉水利用系数为 0． 8301,其大于以往土渠灌溉系数

的经验值是合理的。 由于 2021 年水利统计年鉴中此

灌溉方式仍按土渠统计,故统计口径仍然为纯井灌区

土渠灌区,这是目前天津市纯井灌区土渠形式的普遍

情况。

3． 1． 2　 14 个纯井样点灌区成果年际纵向对比分析

2021 年 14 个纯井样点灌区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

为 0． 8087 ~ 0． 9331, 与 2020 年 比 较, 变 化 范 围 在

- 0． 0100 ~ 0． 0463 之间,变幅较大的有:蓟州区下仓镇

何各庄村土渠样点灌区增加 0． 0463,蓟州区别山镇岗

上村防渗渠道样点灌区增加 0． 0108,蓟州区许家台镇

大石峪村喷灌样点灌区增加 0． 0206,蓟州区东施古镇

东安村微灌样点灌区减少 0． 0175,武清区大王古镇水

活铺村低压管道样点灌区减少 0． 0126,武清区下伍旗

镇齐庄村低压管道样点灌区减少 0． 0100,其余样点灌

区灌区变幅很小或基本不变。

经调研分析原因如下:

a． 蓟州区下仓镇何各庄村、别山镇岗上村主要为

平原浅层地下水区域,2021 年降水量充沛,为特丰水

年,该区域浅层地下水充沛。 受天津市农业综合水价

改革以及最严格水资源制度实施等管理措施影响,3

个系数增加样点灌区非常重视节水管理工作,机井首

部均配套了计量设施,加强用水管理,对农户加强灌水

方式的管控,农民节水意识增强。

b． 下仓土渠灌区采用小白龙软管输水至畦田的

最远端,再由人工拉着软管由远及近倒退式灌溉的模

式,这种精细化的管理极大地提高了灌溉水利用系数。

c． 许家台镇大石峪村喷灌灌区主要种植小麦,采

用喷灌灌水方式,灌水技术员较好地执行了定额灌溉,

净灌溉定额较小,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灌溉水有效利用

系数。

d． 3 个系数增加样点灌区内基本都是实施农机深

松整地作业,农作物全部进行秸秆粉碎还田、离田等农

艺措施,农民的土地平整、农作物水源涵养意识大幅提

升,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系数提高。

e． 蓟州区东施古镇东安村微灌减少 0． 0175,其原

因是灌区提高了复种指数,扩大了叶菜种植面积,苗期

采用地面畦田灌溉次数多,影响了灌溉水有效利用

系数。

f． 武清区大王古镇水活铺村管灌减少 0． 0126,武

清区下伍旗镇齐庄村管灌减少 0． 0100,两灌区种植结

构不变,2021 年灌区的作物灌水定额较 2020 年偏大,

无效水量增加,影响了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

可见,节水管理制度严格把控、灌溉模式精细化管

理、按照定额严格灌溉、种植作物类型等因素对样点灌

区的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均有影响。

3． 1． 3　 14 个纯井样点灌区成果横向对比分析

14 个纯井样点灌区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在

0． 8087 ~ 0． 9331 之间,从不同类型灌溉方式分析,微灌

为 0． 9217、喷灌为 0． 8808、低压管道为 0． 8572、土渠

(实际 为 小 白 龙 软 灌 溉 ) 为 0． 8301、 防 渗 渠 道 为

0． 8107,系数值依次降低,是符合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

科学规律的。 2021 年 14 个纯井灌区灌溉水有效利用

系数见图 1。

具体分析如下:

a． 土渠灌区:均种植冬小麦和夏玉米,蓟州区下

仓镇何各庄村系数为 0． 8481,田间采用小白龙送水到

4m 宽畦田的远端,由远及近倒灌的灌溉模式,净灌水

量较少;而宝坻区方家庄镇马营系数为 0． 8120,田间采

用小白龙从畦田中间开始分别向两边灌溉,净灌水量

较大。

b． 防渗渠道灌区:蓟州区别山镇岗上村、前楼村

灌区系数分别为 0． 8087、0． 8127,种植冬小麦和夏玉

米,系数差别不大。

c． 低压管道灌区:6 个低压管道灌溉的纯井灌区

系数为 0． 8252 ~ 0． 8764,其中蓟州区别山镇秀金屯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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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灌区机井首部用 IC 卡计量,实施定额配水节水

奖励政策,该灌区管道完好,管道出水口接小白龙输水

到畦田最远处,小白龙由远及近倒灌,相当于田间小畦

灌溉。 武清区高村镇北国之春最低,田间采用从畦田首

部漫灌,从出水口处灌溉至最远端,水的利用率偏低。

d． 喷灌、微灌同类型灌区系数差别不大。 经分析

可知,在相同灌溉方式下,田间灌溉时,采用划分畦田

灌溉,实施精细化管理灌溉可有效提高用水效率。

图 1　 2021 年 14 个纯井样点灌区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柱状图

3． 2　 纯井灌区

3． 2． 1　 纯井灌区系数成果

按照式(1),在 5 种类型纯井灌区毛灌溉用水量基

础上,经加权平均计算得出 2021 年纯井灌区灌溉水有

效利用系数为 0． 8428,与 2020 年纯井灌区系数 0． 8439

比较降低了 0． 0011,可见纯井灌区系数年际间变化很

小。 2006—2021 年天津市纯井灌区灌溉水有效利用

系数为 0． 7313 ~ 0． 8440,系数走向呈现提升后趋于稳

定的趋势。 2006—2021 年天津市纯井灌区灌溉水有

效利用系数散点图见图 2。

3． 2． 2　 纯井灌区成果对比分析

2021 年纯井灌区系数变化规律和节水工程与投

资、管理水平等方面有关,具体分析如下:

a． 节水工程与投资。 近年来,由于天津市纯井灌

区节水工程占有率达到了 89． 66%,土渠仅占 10． 34%,

经调研核实纯井灌区均实现计量收费,农民深知地下

水源珍贵,节水意识较强,纯井土渠灌溉时基本采用了

小白龙软管进行灌溉,相当于移动的低压管道,故纯井

灌区节水占有率实际达到了 90． 00%以上,年际间几乎

没有节水潜力。 同时 2021 年天津市在纯井灌区没有

新增节水工程,没有工程投资。 从节水工程和投资角

度讲,没有提高纯井灌区系数。

b． 管理水平。 纯井灌区以 1 眼机井为灌溉单元,

由于管理单元小,每眼井均能实现个人负责制,田间灌

溉管理水平相对较高,而且大部分机井首部安装了 IC

智能控制柜,同时近年来政府主管部门对地下水资源

开采管理较严格,地下水节水宣传力度较大。 与 2020

年相比,2021 年管理水平变化不大,故从管理水平角

度讲,管理水平年际间变化不大,基本保持稳定,没有

提高纯井灌区系数。

c． 降水量突增以及时空分配不均。 2021 年为特

丰水年,降水时空分配极其不均,春季干旱少雨,3—6

月比 2020 年同期降水量减少 60． 00% ,由于 3—6 月正

值作物生长灌溉季节,蔬菜、冬小麦灌溉水量较大,导

致 3—6 月农民抢水灌溉现象较多。 然而降水主要集

中在 7—9 月,又正值蔬菜夏季休种期,因此,并不能缓

解全年蔬菜、小麦用水缺乏现象。 经统计 2021 年纯井

灌区单位面积灌溉用水量增加,且单位面积毛灌溉用

水量增加幅度大于单位面积净灌溉用水量,可见降水

量时空分布不均等气候条件造成了农民用水恐慌,抢

水灌溉,地头间浪费水严重现象,农民灌水方式在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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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06—2021 年天津市纯井灌区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散点图

程度上造成了单位面积灌水量增加,纯井灌区的灌溉

水有效利用系数降低。

d． 单位面积灌溉用水量增加。 2021 年纯井灌区

实灌面积 77． 70 万亩,亩均毛灌溉用水量 246． 24m3,亩

均净灌溉用水量 207． 53m3;2020 年纯井灌区实灌面积

77． 52 万亩,亩均毛灌溉用水量 226． 47m3,亩均净灌溉

用水量 191． 13m3;和 2020 年比较,2021 年纯井灌区亩

均毛灌溉用水量增加了 8． 73%,亩均净灌溉用水量增

加了 8． 58% 。

综上,纯井灌区灌溉水系数变化与 2021 年春季干

旱少雨、降水量时空分配不均、农民抢水灌溉、单位面

积灌溉用水量增加等各种因素有关。

4　 结　 语

本文选择 14 个纯井样点、56 个典型地块,对 2021

年天津市纯井灌区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进行了测算与

分析,发现 2021 年天津市纯井灌区灌溉水有效利用系

数测算值为 0． 8428,高于 2021 年天津市灌溉水利用系

数值 0． 7210,和其他大、中、小类型灌区相比,纯井灌区

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最高,表明纯井灌区节水效率相

对较高,对天津市灌溉水利用系数值的提升起到了促

进作用。 目前,纯井灌区管理水平较高,节水面积已达

到纯井灌区有效灌溉面积的 89． 66% ,今后纯井灌区灌

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提升空间有限。 “十四五”期间要

想实现天津市灌区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值的稳定或提

升,建议纯井灌区系数值保持稳定,即对纯井灌区保持

现有节水管理水平,并持续加强小型、中型灌区的节水

工程建设、田间节水管理工作。 ■

参考文献

[1]　 申佩佩,杨路华,谢晓彤,等. 灌区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内

涵及测定方法研究[ J]. 中国农村水利水电,2013(6):73-

75,80.

[2]　 HAGOS E Y,SCHULTZ B,DEPEWEG H. Reservoir operation

in view of effective utilization of limited water in semi-arid are-

as the case of gumsalasa earthen dam irrigation scheme in

Tigray,Ethiopia[J]. Irrigation & drainage,2016,65(3):294.

[3]　 刘馨井雨,韩旭东,张晓春,等. 基于 SEBAL 模型和环境卫

星的区域蒸散发量及灌溉水利用系数估算研究[ J]. 灌溉

排水学报,2021,40(8):137-144.

[4]　 李英能. 浅谈灌区灌溉水利用系数[ J]. 中国农村水利水

电,2003(7):23-26.

[5]　 何凡. 灌溉水利用系数的相关研究和展望[ J]. 治淮,2019

(5):12-13.

[6]　 姬小敏,唐莲,张红玲. 宁夏汉延渠灌区灌溉水利用系数测

算分析与评价[J]. 水资源开发与管理,2021(3):29-33.

[7]　 水利部农村水利司. 全国农田灌溉用水有效利用系数测算

分析技术指导细则[R]. 北京:水利部农水司,2015.

[8]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 灌溉水利用率测定技术导则:SL / Z

699—2015[S]. 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5.

[9]　 崔远来,谭芳,王建漳. 不同尺度首尾法及动水法测算灌溉

水利用系数对比研究[ J]. 灌溉排水学报,2010,29 (1):

5-10.

·92·

张艳芬等 / 天津市纯井灌区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测算分析技术研究　 　 　 　 　



DOI:10．16616 / j．cnki．10-1326 / TV． 2022．10．05

加快优化提升无锡市水环境的对策研究
华　 烨

(无锡市水利发展和安全质量管理中心, 江苏 无锡　 214031)

【摘　 要】 　 本文全方面评估了无锡市水环境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构建了由水环境状态、水生态保护、水资源驱

动、社会响应 4 个准则层指标和 22 个具体指标构成的无锡市水环境质量综合评价体系,通过该体系较为全面、客
观地对无锡市水环境质量进行了评价。 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构筑现代区域水网格局、
提档升级河湖长制、深化全域美丽河湖建设、全面加强水资源管理、加快构建智慧水利体系、加强治水科技支撑、拓
展全民参与治水方式 8 个方面的对策建议,可为加快优化提升无锡市水环境提供参考。
【关键词】 　 无锡市;水环境;优化;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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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ly evaluat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main problems of water environment of Wuxi,
and establishes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system of water environment quality of Wuxi, which is composed of 4 criteria-
level indicators including water environment, water ecological protection, water resources drive and social response, and 22
specific indicators. Through this system, the water environment quality of Wuxi is evaluated comprehensively and
objectively. In view of the existing problems,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rom 8 perspectives are proposed, including
speeding up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transformation, constructing a modern regional water network structure, upgrading the
river and lake chief system, deep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beautiful rivers and lakes across the region, comprehensively
strengthening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smart water conservancy system, strengtheni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upport for water control, and expanding ways for the whole people to participate in water
control, which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accelerating the optimiz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water environment of Wuxi.
Key words: Wuxi; water environment; optimization; countermeasure

　 　 构建功能良好的水生态系统,是满足人民群众生

存发展的现实需要,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

内容。 本文以无锡市为重点研究区域,全方面评估无

锡市水环境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探究如何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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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水环境治理路径,为推动无锡市水生态环境可持

续发展,建设“强富美高”新无锡提供理论基础与决策

参考,为完善水治理机制与政策体系提供理论基础。

1　 无锡市水环境治理现状与问题

1． 1　 无锡市水环境治理现状

近年来,无锡市认真贯彻落实“节水优先、空间均

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新时期治水思路,牢固树立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系统推进源头治理、精准治

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长效治理,全市河湖生态环境

持续改善,太湖连续十三年实现安全度夏和“两个确

保”,水环境治理取得阶段性成效,为无锡市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构筑了坚实的水环境保障。

a． 持续加强源头治理,控源截污力度不断加大。

近年来,全市累计关停污染企业 2819 家、搬迁入园工

业企业 3245 家、建成循环经济试点企业 137 家、1988

家企业通过 ISO14000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否决和劝退

不符合环保要求的拟建项目 2000 多个,太湖一级区基

本实现 无 化 区 目 标[1]。 全 市 新 建 污 水 管 网 超 过

4500km、主管网总长度达到 8900 余 km,48 家污水处理

厂日处理能力达到 220 万 m3,建制镇实现污水处理设

施、区域供水和生活垃圾运转处理“三个全覆盖” [1]。

广泛开展“排水达标区”创建活动,共创建 5087 块排水

达标区,覆盖面积超过 910km2。 城区生活污水处理率

达到 95． 00% ,污水处理厂污泥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100%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覆盖率接近 80． 00% [2]。 全

市禁养区内所有养殖场已全部退出养殖行为,畜禽粪

污综合利用率达到 99． 73% ,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

装备配套率达到 100% ,畜禽规模养殖场治理率达到

100% [2]。 稳步推进化肥农药双减,化肥农药使用总量

比 2015 年分别下降 9． 98% 和 10． 45% ,其中太湖一级

保护区化肥和农药使用量比 2015 年分别下降 26． 06%

和 20． 58% [2]。

b． 全面深化河湖长制,水环境质量不断提高。 建

立市、县、镇、村四级河长体系及相应的河长制工作机

构,形成“党委领导、河长主导、上下联动、部门共治”

的河长制工作组织保障体系。 建立联席会议、检查巡

查、信息报送、水质通报、明察暗访、交办督办等工作制

度,将河长制工作纳入全市高质量发展考核体系。 加

强跨界河湖共保联治,先后建立无锡-苏州望虞河联合

河长制、无锡-湖州太湖蓝藻防控协作机制、苏锡常泰

长江河道采砂管理联合联动合作机制等跨区域河湖治

理协作机制。 基本建成智慧河湖长制综合管理平台,

实现了数据融合共享、重要河湖水质自动监测预警、河

湖全天候管控、无人机无人船巡河、河长制日常管理信

息化。 “十三五”期间,无锡河湖水质改善明显:全市

国、省考断面优Ⅲ水比例达到 91． 50% ,提升 53． 70% ,

升幅全省最大;重点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 97． 80% ,提

升 31． 10% ;全市 161 条环境综合整治河道优Ⅲ水比例

66． 70% ,提升 50． 10% ;黑臭水体整治完成率 100% ;

2021 年太湖无锡水域总磷、总氮浓度降至近十年来最

低值[3]。

c． 深入开展综合整治,水生态环境逐步改善。

2020 年全面启动“美丽河湖”三年行动,聚焦太湖、长

江、大运河、蠡湖等城市重要水体和群众身边的 816 条

重点河湖,全力推进十大专项整治,全面落实“一河一

策”“一断面一策” “一水功能区一策”,统筹推进 161

条环境综合整治河道、26 条市级河长河湖、黑臭水体

等治理工作,实施控源截污、清淤疏浚、河岸整治、生态

修复等整治项目约 3300 个,总投资近 100 亿元。 2021

年,全市 552 条新一轮综合整治河道优Ⅲ比例达

76． 30% ,较整治前提升 44． 50% ,全市高标准建成 144

条美丽示范河湖,美丽河湖正成为贯穿全市城乡的一

道靓丽风景线和美丽无锡最鲜明的生态底色。 通过系

统整治,涌现出黄田港公园、男留村河、大寨河、九里

河、万寿河、富安新河、伯渎河、尚贤河等各具特色的

“美丽河湖”新亮点,成为市民养生休憩的“网红点”

“打卡地”,全市水生态环境不断改善,人民群众的获

得感和幸福感显著提升。

d． 加快推进水利工程建设,水安全保障能力显著

提高。 “十三五”期间,全市重点水利工程累计完成投

资约 158． 2 亿元,围绕防汛薄弱环节和太湖治理,建

设、投运了走马塘和新沟河延伸拓浚、新孟河延伸拓

浚、望虞河除险加固、望虞河西岸控制、环太湖大堤后

续等一大批国家级区域、流域性骨干工程。 近年来,面

·13·

华　 烨 / 加快优化提升无锡市水环境的对策研究　 　 　 　 　



对流域性洪水、超历史高水位、强台风的多重考验,确

保了全市安全平稳度汛,全市防汛减灾效益超过 100

亿元。 无锡市成为近几年江苏省实施国家级水利工程

项目最多、投资额最大的地级市,无锡市的水利建设工

作获省政府真抓实干督查激励通报表扬。

1． 2　 无锡市水环境治理现存问题

无锡市水环境治理虽已取得阶段性成效,但对标

关于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

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十四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指

示要求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目标,对照无锡市委

“在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上走在最前列”目标要

求和群众期盼,目前无锡水环境治理还存在不少亟待

解决的问题,全市水环境的优化提升成为群众“急难愁

盼”的重要问题。

a． 治标治本还需统筹兼顾。 近年来,无锡市在水

环境治理上不遗余力,但部分板块以面上工作和治标

为主,追求短期效应,没有从控源减排、水体自净等治

本之策上找出路,对水质提升的针对性不强,未从根本

上解决河道污染问题。 如江阴市、宜兴市等部分企业

生活污水没有全面进入污水管网,接管不到位;江阴市

部分地区城镇集中安置房小区车库存在住人现象,所

产生的废污水未进入污水管网;江阴市、宜兴市、梁溪

区、滨湖区等地区市政污水处理能力不足,市政污水管

网常年高水位运行,汛期容易外溢倒灌至雨水管网影

响河湖水质;江阴市、宜兴市局部农村集中式小型污水

处理设施普遍设置在河道附近,尾水排放不达标;宜兴

市周铁镇渎边公路农作物集中种植区面源污染未有效

处置,片区内部分河道水质为Ⅴ类及劣Ⅴ类,水质改善

较为困难。

b． 河湖长制还要继续深化。 部分地区河长履职

还不规范。 如宜兴市、梁溪区存在河长履职时间不足

5min 的情况,停留在巡河打卡上;梁溪区河长 APP 未

能体现全流程管理,工作未形成闭环,没有有效反映问

题处理情况;江阴市、宜兴市、惠山区个别地区未按规

定公示镇村级河长手机号码,有些河长公示牌被绿化

树木遮挡;经开区部分河道河长调整后未按时间节点

要求完成更新。 普通民众参与河湖长制工作的积极性

还不高。 政府层面虽然设立了各级“河长”“湖长”,但

大部分群众尚未真正从旁观者、留意者转变为主动参

与者、义务监督者[2],全民治水合力仍需加强。

c． 河湖水质仍是短板弱项。 2021 年 1—6 月,全

市国、 省 考 断 面 优 Ⅲ 水 比 例 分 别 为 76． 00% 和

85． 90% ,虽同比分别上升 14． 50% 和 9． 20% ,但都未

达到市级考核目标;在全省 63 个市(县)、区地表水环

境质量排名中,全市无一板块进入前 10 名,宜兴市列

倒数第 5 位。 2021 年 6—8 月,全市 552 条环境综合整

治河道优Ⅲ水比例低于 40． 00% ,河道水质Ⅴ类、劣Ⅴ

类仍占相当比重。 此外,对太湖蓝藻生长暴发的机理

研究还不透彻、湖体氮磷水平依然较高、湖体藻型生境

尚未根本改变、太湖无锡水域水质仍为Ⅳ类,太湖治理

任重道远。

d． 现代区域水网格局尚未构建。 城乡区域之间

发展还不平衡,新城区和农村地区水利基础设施相对

薄弱,防御流域洪水的安全保障体系还不完备。 长江

部分堤段防洪能力仍然偏低,太湖流域北排长江能力

还需提升,受工程调度、上下游城市防洪建设及城市规

模扩张影响,城市内河水位保持在较高水位运行,加大

了望虞河、白屈港等骨干河道的泄洪压力。 城市防洪

除涝体系仍存在短板,太湖新城东排出路不畅、防洪能

力不足,城市大包围外半高地外排能力不足。 圩区防

洪排涝能力仍有不足,早期确定的达标建设标准已无

法满足“十四五”高质量发展要求,亟待开展新一轮治

理,“畅引畅排、集约高效、精准调度、区域一体”的现

代区域水网尚未构建。

2　 构建无锡市水环境质量综合评价体系

为加快推动无锡市水环境的优化提升,在已有的

水环境质量指标体系的基础上,结合国家生态保护红

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和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的“三线一单”管控需求[4],遵循科学性、可行性、独立

性、系统性原则,构建由水环境状态、水生态保护、水资

源驱动、社会响应 4 个准则层指标和 22 个具体指标构

成的无锡水环境质量综合评价体系。 通过该体系可较

为全面、客观地对无锡市水环境质量进行评价,避免传

统的仅通过水质指标判别水环境质量方法的片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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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市水环境质量综合评价体系见表 1。

表 1　 无锡市水环境质量综合评价体系

目标层 准 则 层 指　 标　 层 属性

水
环
境
质
量
综
合
评
价
体
系

水环境状态

水生态保护

水资源驱动

社会响应

工业污染强度指数 负

农业污染强度指数 负

第三产业污染强度指数 负

城市面源污染强度指数 负

水域纳污量 负

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 正

生态基流保障率 正

藻类生物多样性指数 正

浮游生物多样性指数 正

底栖动物多样性指数 正

河岸带植被覆盖率 正

林草植被覆盖率 正

河流纵向连通性指数 正

人均水资源量 正

水资源开发利用率 负

万元 GDP 用水量 负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 负

万元农业增加值用水量 负

万元第三产业增加值用水量 负

公众满意度 正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正

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 正

　 　 水环境状态由工业污染强度指数、农业污染强度

指数、第三产业污染强度指数、城市面源污染强度指

数、水域纳污量、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生态基流保障

率 7 项具体指标进行评价。 工业(农业、第三产业)污

染物强度指数为工业(农业、第三产业)污染物排放量

与该产业生产总值的比值。 城市面源污染强度指数为

城市面源污染排放量与第三产业生产总值的比值。 水

域纳污量为水质目标浓度值和水质初始浓度值的差值

与入流流量的乘积。 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为水功能区

地表水水质达标个数与水功能区地表水总个数的比

值[5]。 生态基流保障率为基准年月实际流量与最小生

态基流的比值,是维持河流生态系统运转的基本流量,

保障着水体自净作用和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6]。

水生态保护由藻类生物多样性指数、浮游生物多

样性指数、底栖动物多样性指数、河岸带植被覆盖率、

林草植被覆盖率、河流纵向连通性指数 6 项具体指标

进行评价,包含水环境恶化的直接因素和水环境承载

力的客观状态。 藻类生物多样性指数是评价流域水环

境健康的重要指标。 水中浮游生物的消长与水质污染

情况密切相关,通过种类组成差异、种类数目变化、个

体数量变动及多样性指数增减等可以有效评估水质变

化趋势。 底栖动物常被视为环境指示生物,底栖动物

对环境条件的适应性及对污染等不利因素的敏感度不

同,底栖动物多样性指数是衡量水体健康程度的重要

指标[7]。 河岸带植被覆盖率是河道管理范围内林地、

草地和灌丛等面积占河道管理范围总面积的比例,反

映区域绿化状况[8]。 林草植被覆盖率指行政区域内,

乔木林、灌木林与草地等林草植被面积之和占区域土

地面积的百分比。 河流纵向连通性指数为闸坝个数与

河段长度的比值。

水资源驱动由人均水资源量、水资源开发利用率、

万元 GDP 用水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万元农业

增加值用水量、万元第三产业增加值用水量 6 个观测

指标进行评价[9]。 城镇化进程中水资源系统发展变化

会伴随着水污染产生,水资源驱动压力作用越小越能

体现水资源系统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6]。 人均水资

源量为总人口与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的比值。 水资源

开发利用率为用水总量与水资源总量的比值。 万元

GDP(工业增加值、农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之和)

用水量为用水总量与国民生产总值(工业生产总值、农

业生产总值、第三产业生产总值之和)的比值。

社会响应由公众满意度、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工

业废水排放达标率 3 个具体指标进行评价。 公众满意

度反映了公众对无锡市水环境总体状况和治理效力的

满意程度[7]。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为工业用水总量与

反复用水量的比值。 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是全面整体

达到国家与地区排放标准的外排工业废水量占全部工

业废水量的比例。 工业废水达标排放是清洁生产和现

代化生产的重要标志,直接作用于流域水体水质。

3　 优化提升无锡市水环境的有效路径

a． 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 一方面,把节水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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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水资源短缺问题的根本途径,强化水资源刚性约

束[10],推进园区绿色化循环化改造,坚决遏制高耗能

高排放项目发展,加大落后产能淘汰和过剩产能压减

力度,加快低端低效企业“退场”,构筑绿色低碳、安全

环保的产业体系,推动用水方式由粗放型向节约集约

型转变,助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另一方面,以提

升水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为核心,坚持山水林田湖

草沙系统治理[10],通过提升江河湖库水源涵养与保护

能力,加强水土流失防治,保障河湖生态流量,改善水

环境状况,不断完善水生态保护治理体系,提高水生态

安全保障能力,致力打造现代生态新环境,在率先建设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走在最前列。

b． 构筑现代区域水网格局。 无锡市(尤其是锡澄

片地区)河流流动性不足,河道自净能力较差。 在坚定

不移推行控源截污治本措施、不放松污染源治理的基

础上,要以“十四五”水利规划为引领,统筹水灾害防

御、水资源保障、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水文化弘

扬,加快“一轴两带、七廊八脉、十湖千链”美丽无锡蓝

色水网规划建设,加快推进锡澄片骨干河网畅流活水

工程建设,谋划推进霞客湖湖荡水系连通与治理工程,

通过活水引流增加河网水环境容量,促进水体交换和

自净能力提升,加快构筑区域一体、畅引畅排、集约高

效、调度精准的现代区域水网格局,复苏河湖生态

环境。

c． 提档升级河湖长制。 健全完善河湖长制条线

及板块协同推进、监督考核、资金奖补等制度,严格制

度执行,以制度落实倒逼工作推进,切实形成奖优罚

劣、奖勤罚懒的鲜明工作导向。 深入推进新一轮河道

环境综合整治,提升全市河湖水质。 全面查找河湖水

质环境、长效管护等方面存在的短板弱项,对入河排污

口整治、城乡污水治理、水系连通、船舶码头环境整治

等堵点难点问题和关键环节聚力攻坚。 统筹推进畅流

活水、清淤疏浚、生态修复、河岸环境提升,着力提高河

湖治理的系统性、科学性和有效性。 严格落实河湖蓝

线管控,全力加强水域岸线专项整治,有效恢复河湖岸

线空间。 深化联合河湖长制,推动跨界水体共保联治

上新台阶。

d． 深化全域美丽河湖建设。 深入推进长江大保

护、太湖治理、“美丽河湖”建设,全面深化全市域美丽

河湖攻坚行动,推动水生态、水环境加快实现根本性好

转。 将大运河无锡段、梁溪河作为整治提升的“一号工

程”加快推进,2021 年内先行启动整治示范段建设,系

统推进生态环境修复、岸线景观塑造、历史文脉传承与

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着力打造“黄金水带”“生活秀带”

“城市绿带”和“人文纽带”。 努力将群众身边的每一

条河湖都建设成为造福于民的安澜河湖、美丽河湖、幸

福河湖,以水为笔精心绘就水清岸绿、河畅景美、鱼翔

浅底、文昌人和的美丽河湖新画卷,充分展现“江南水

乡”“水韵无锡”的时代风貌。

e． 全面加强水资源管理。 用水量与水环境质量

变化存在明显的协同关系,用水总量与万元 GDP 用水

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成显著正相关;用水总量与

河流水质优良度、饮用水源地水质优良度、水库湖泊水

质优良度均成显著负相关[11]。 要坚持量水而行、节水

为重,从观念、意识、措施等各方面把节水摆在优先位

置,建立健全水量分配、监督、考核的节水制度,全面提

升水资源集约节约安全利用水平。 落实最严格水资源

管理,围绕落实国家、省级节水行动计划,推动工业节

水减排、农业节水增效、城市节水降损,加大节水型载

体创建力度,创新“节水贷”、行业节水标准、水权交易

等节水政策、制度、技术和机制,不断强化水资源承载

能力的刚性约束。

f． 加快构建智慧水利体系。 以数字化、网络化、智

能化为主线,以数字化场景、智慧化模拟、精准化决策

为路径,加快构建具有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智

慧水利体系[12]。 依托水利部太湖流域水治理重点实

验室,构建数字孪生流域模拟仿真平台,开展区域防洪

调度、水资源管理与调配、水生态过程调节等智慧化模

拟研究。 充分利用 5G、物联网、大数据、卫星遥感等先

进技术,建设集河湖水质在线自动监测、主要河湖全天

候监管、河长电子化巡河、公众参与于一体的国内领先

的河长制信息化管理平台。 推进防汛防台、河湖长制、

蓝藻湖泛防控、水资源管理、工程建设管理、执法监管

等涉水信息互联互通、资源共享共用,全面提升水利信

息化深度应用水平,为业务管理、决策支持、公共服务

等提供支撑保障,基本形成与无锡“智慧城市”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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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智能水网”。

g． 加强治水科技支撑。 加大科研投入力度,加强

与科研院所及高校的合作交流,提升科技创新策源功

能,组织开展重点科技攻关和关键技术研究,探索适合

无锡市的水生态治理模式及技术。 创建太湖流域水治

理国家重点实验室,建立多目标统筹协调优化调度机

制,围绕太湖蓝藻治理科技研究的主要方向,力争在太

湖富营养化形成和消除机理、湖体氮磷来源及污染控

制等重大问题研究和关键技术研发上取得突破,不断

提高太湖治理的精准化、专业化、科技化水平,促进太

湖和河道水质持续向好,为全国湖泊治理提供太湖模

式、无锡方案。

h． 拓展全民参与治水方式。 积极创建类型丰富

的水情教育基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水情教育活动,引导

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增强节约水资源、保护水生态

的思想意识和行动自觉,加快推动生产生活方式绿色

转型[13]。 加强水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宣传,鼓励非政

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NGO)与非营利

组织(Non-Profit Organization,NPO)参与水环境保护与

监督,依托传统媒体及互联网等新媒体,加大环境违法

行为曝光力度,营造全社会关心爱护水环境的良好氛

围。 建立健全多元化水利投融资机制,推进水利领域

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s,

REITs)试点,支持社会资本采取股权合作、特许经营、

PPP 等方式参与水利工程建设运营,为水环境综合治

理提供资金保障。

4　 结　 语

水生态文明是生态文明的基础保障,良好的水生

态环境是最重要的民生福祉。 本文结合无锡区域特

征,综合分析了无锡市水环境存在的现实问题,识别关

键短板和影响因素,初步构建了由 4 个准则层指标和

22 个具体指标构成的无锡市水环境质量综合评价体

系,并提出 8 条优化提升无锡市水环境的有效路径,为

推动无锡市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建设“强富美高”新

无锡提供理论基础与决策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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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水环境条件发生变化时,底泥中污染物质会重新释放,严重威胁上覆水体的水质,开展河道底泥处置

工作,是保障生态河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 传统的处置方式难以实现生态环保,底泥中的有益成分无法有效

利用。 本文简要介绍了底泥处置现状,系统梳理了底泥资源化利用技术的研究进展,并对比分析了适用于底泥再

利用的风险评估方法,提出了底泥资源化处理的展望及建议,可为河道底泥资源化利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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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en the water environment conditions change, the polluted substances in the sediment will be released again,
which seriously threatens the water quality of the overlying water body. The treatment of river sediment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ensur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rivers and lakes. Traditional disposal methods are difficult to
achieve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the beneficial components in sediment cannot be effectively utilized.
This paper briefly introduc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ediment disposal, systematically sorts out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sediment resource utilization technology, compares and analyzes the risk assessment methods applicable to sediment reuse,
and finally puts forward the prospects and suggestions of sediment resource treatment, which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river
sediment resource utilization.
Key words: sediment; current situation of disposal; resource utilization; risk assessment

　 　 自国务院颁布《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和《重点流

域水污染防治规划》等以来,各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通

过“纳管截污、河道清淤、补水调水、生态修复、水体自

净”等治理措施进行了水环境整治工作,并取得了较好

成效。 生态环境部发布的 2021 年全国地表水质量状

况报告显示,Ⅰ ~ Ⅲ类水质断面比例为 84． 9% ,Ⅳ类

·63·



断面比例为 11． 8% ,Ⅴ类断面比例为 2． 2% ,劣Ⅴ类断

面比例为 1． 1% 。 但部分河道长期在污水汇入下,重

金属、有机污染物及氮磷化合物等污染物会逐渐累积

在河道底泥中,形成内源污染。 在河水长时间的浸泡

和流动下,底泥中的污染物会重新释放,严重威胁着上

覆水体的水质,对生态安全构成潜在风险。 因此,河道

底泥处理是改善河流水体环境的重要手段之一。

目前,国内外按照底泥处理位置的不同将处理技

术分为原位处理技术和异位处理技术。 原位处理技术

指底泥无须进行转移,通过物理、化学或生物的方法将

底泥中的污染物进行分解或固定[1]。 常见的原位处理

技术有底泥覆盖、底泥表层曝气、化学钝化技术、微电

解技术、水生植物修复技术及微生物修复技术等[2-5]。

底泥原位处理技术处理较为简单,工程量较小,但因污

染物仍然停留在河道底泥中,有再次释放的风险,或投

加的处理试剂会破坏水体环境生态平衡,易造成二次

污染。 因此,原位处理技术在实际应用中具有较大的

局限性,难以彻底清除底泥污染。 异位处理技术是将

河道底泥挖出转移至指定地点,并进行相应的处理[6]。

与原位处理技术相比,以异位处理技术对河道进行清

淤,能克服河道或水体环境的限制,有效避免二次污染

的产生。 尽管采用该技术会产生大量的疏浚底泥,对

于一些污染严重的河道,其底泥处置难度大,一定程度

上增加了处置成本,但综合考虑河道水环境治理效果

和河道自身的调蓄功能,异位处理技术能较快实现河

道净化和提高河道防汛能力,成为国内河道治理中不

可缺少的技术。 河道底泥为固水混合物,主要由无机

矿物、有机物和流动相等组成,含水率为 83% ~ 95% ,

还可能含重金属和有机污染物。 若不经合理处置直接

暴露在环境中,将严重威胁周边土壤及水资源环境

安全。

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的提出和对 “碳达

峰、碳中和”的低碳绿色发展理念的倡导,对不断增加

的河道疏浚底泥进行资源化处理,成为了当前研究的

热点之一。 根据底泥的物化性质,采用合适的处理技

术满足相关领域的应用需求,实现底泥资源化利用。

基于此,本文简要介绍了底泥处理现状,系统综述了资

源化利用的各项技术,并优选出适用于底泥再利用的

重金属风险评价方法,以期为河道底泥资源化利用提

供参考依据。

1　 国内外资源化利用现状

在河道治理技术的更新、河道底泥资源化理论和

实践取得明显进展的背景下,国内外的底泥资源化利

用的途径主要分为土地利用、建材利用、填方利用、能

源化利用等。

1． 1　 土地利用

土地利用是指将底泥应用于农业种植、林地建造、

园林绿化等方面,即利用河道底泥种植农作物、花草树

木等[7]。 河道底泥的土地利用应根据不同底泥类型、

底泥成分、施用环境的土壤本底值及其他条件等因素

确定科学合理的使用方式,以降低底泥污染的风险。

在严格把控底泥中污染物浓度的前提下,河道底泥中

富含的氮、磷等营养盐可促进植物生长,也可改善土壤

孔隙结构,提高土壤的保水性和抗侵蚀性。 因此,河道

疏浚底泥的土地利用不仅可以缓解我国土壤资源紧缺

的问题,还能实现河道底泥的资源化、减量化。 应当注

意的是,由于我国尚未出台明确的河道底泥土地利用

相关标准,河道底泥在土地利用方面主要参考《土壤环

境质量标准》 (GB 15618—1995)和《绿化种植土壤》

(CJT 340—2016)、《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林地用

泥质》(CJ / T 362—2011)等相关规定[8-9]。 对于污染程

度较高的河道底泥,可通过改良剂进行污染去除,但考

虑到污染物的复杂性和安全性,这类底泥可用于废弃

矿山、废弃垃圾填埋场等恶劣环境下的生态修复。

吴学荣等[10]开展了河道淤泥返田对种植水稻的

生长、产量及稻米质量影响等的研究工作,淤泥的使用

能增加土壤中的营养成分,利于水稻生长,土壤中重金

属的含量也受到淤泥添加的影响。 钱建锋[11] 研究了

河道疏浚底泥对农用土壤及水稻生长的影响,对比无

污染底泥和污染底泥的试验结果,表明不同污染底泥

比例与农用土壤的营养成分含量成正比,底泥比例与

水稻中重金属含量成反比。 石稳民等[12] 研究了襄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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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城河清淤底泥资源化处理工艺,将底泥和秸秆进行

强化搅拌,采用快速堆肥工艺制备绿化种植土。 结果

表明,制备的种植土可满足园林绿化种植标准。 徐会

显等[13]对荆江三口疏浚底泥进行了特性分析,综合考

量了疏浚底泥中的总氮、总磷及有机质等营养成分水

平,表明底泥可应用于园林、防护林等方面。 杨胜

香[14]在重金属污染场地中加入 30% 的珠江底泥进行

研究,结果表明底泥能稳定重金属,起到抑制酸化作

用,也有效改善了土壤理化性质,提高了植物存活率。

因此,在土地利用之前,应根据底泥污染程度、养分含

量等特性进行科学分析,无污染的底泥可制作有机肥,

存在污染的底泥应用于园林绿化、生态修复工程等

方面。

1． 2　 建材利用

河道底泥中含有大量的无机质,主要以硅酸盐为

主,可替代黏土制备水泥、砖、陶瓷、陶粒等建筑材料。

底泥建材化利用主要是指将底泥与矿物材料或其他添

加剂混合,通过设置不同的工艺条件(加热温度、成型

压力等),制作出达到标准的建筑用砖[15]。

国外在底泥建材化利用方面的研究较早,如日本

建造了多个底泥焚烧灰制砖厂,并投入资金对利用底

泥的玻璃化、熔融化以及制造纤维板等技术进行研究

开发;美国也在利用底泥制造“生物砖”、水泥等建筑

材料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 近年来,我国也进行了一

系列研究,如福建宁德、浙江嘉兴、广东广州等地将干

化后的底泥用作砖厂或陶瓷厂的添加辅料;1998 年,

上海同济大学与江苏陶瓷研究所利用苏州河道底泥进

行陶粒和多孔砖烧制试验,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

支楠等[16]开展了水库底泥制造陶粒试验,并建立

了一条台湾地区产量最大的陶粒生产线。 Slimanou et

al. [17]利用疏浚底泥为原料制备黏土砖,结果表明,底

泥添加比例和煅烧温度是决定烧结砖质量的关键因

素,当底泥比例为 15% ~ 20% (质量比)时,烧结砖综

合性能较好。 章泓立[18] 研究了利用河道底泥高温烧

制陶粒工艺,结果表明适当调节底泥比例后可烧制出

合格陶粒产品,其生产陶粒成本远低于黏土和页岩陶

粒。 刘继状等[19]研究了利用河道淤泥、粉煤灰和石灰

激发剂等制备免烧砖的相关性能,结果表明,在最优比

例下制备的淤泥免烧砖可满足强度、耐水性能及抗冻

性能相关要求。 张宝成等[20] 将河道底泥与生石灰、硅

藻土等混合均匀,在 10MPa 压力下压制成型,制备底

泥免烧砖。 试验表明,水泥混合料为底泥质量的 30%

时,制备的免烧砖抗压强度最高,可应用于实际建筑工

程中。 但从长久安全角度来讲,利用底泥所制备的建

材是否会随着时间延长或外界环境变化而发生污染物

再次释放的问题,需要重点关注,并根据长周期的环境

监测结果进行安全性评估。

1． 3　 填方利用

填方利用技术是将河道底泥经脱水减量化或固化

处理后,用于筑路、筑堤、低洼区回填等工程中。 与土

地利用技术相比,这种利用方式需根据使用需求,对底

泥进行不同的预处理。 河道底泥处理后含水率降至

50%以下,再经过自然固结或添加固化剂等,将含水率

降至 30% ,在施工过程也需进行分期填筑、分层碾压。

日本、新加坡等利用固化后的航洋底泥作为填方

材料来扩充土地,其应用案例有日本名古屋的人工

岛———第三岛和日本中部国际机场,均使用了底泥作

为填方材料[21]。 纽约、新泽西港在底泥中加入石灰石

和灰分,然后回填至露天矿场内,既可消除矿场内酸性

浸出液,又能解决底泥的处置问题。 秦峰等[22] 通过将

苏州河底泥用作填埋场封场覆盖防水材料,研究河道

底泥与处理工艺,使其满足填埋场防渗、土力学安全性

能指标等相关要求,避免二次污染。 Wang et al. [23] 开

展了疏浚底泥制备填方材料研究试验,试验表明泥沙

占比过高会导致填方材料的抗压强度下降,当底泥掺

量为 45% 、固化剂掺量为 10% 时,制备的填方材料达

到堤防建设标准。 武博然等[24] 利用某市河道底泥进

行固化处理后,其无侧限抗压强度可达 209． 56kPa,液

限小于 50% ,塑性指数为 15． 67,金属浸出浓度低于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中Ⅱ类水体

相关限值,符合路基回填用土的性能要求。 与一般土

料相比,固化后的底泥具有强度高、透水性小、不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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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结沉降等特点,但用作填方材料时应对底泥进行脱

水、调理剂改良等预处理工作,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处理

成本。

1． 4　 能源化利用

能源化利用技术是在隔绝空气的条件下对底泥进

行热处理,加热至一定温度时底泥中的有机质发生热

裂解和热化学转化,产物为生物热解油、热解气和热解

半焦[25]。 同时,有研究表明底泥热处理能对重金属起

到固化作用[26]。 温度在 324℃和 327℃时,可将镉、铅

转化为气体,有效地降低底泥中固态产物中的重金属

含量[27]。 李钢等[25]对湖泊底泥开展了热解试验,结果

表明对底泥掺杂过渡金属氧化物后再进行热处理,可

提高可燃气体产率,底泥热解后固相产物热解半焦的

产率为 40% ~ 45% ,热解处理后的底泥减容效果好。

目前采用能源化利用技术的多为市政污水厂污泥,对

于河道底泥能源化研究不多。

2　 风险评估分析

由于底泥中含有重金属,对周边环境有着潜在的

威胁,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底泥资源化利用[28-29]。 为了

保证底泥资源化利用的安全性,对底泥中重金属进行

风险评价是十分必要的。

目前,国内外用于风险评价的方法有地累积指数

法、富集系数法、多因子污染评价法、次生相与原生相

分布比值法、潜在生态风险指数法以及污染负荷指数

法等[30-32]。 但不同的评价方法存在不同的缺陷,如富

集系数法和多因子污染评价法,可在一定程度上消除

空间异质性,但所选取的评价指标的适用范围有限,参

考值的选定对评价结果影响较大[32];污染负荷指数法

可反映不同重金属空间变化的趋势和污染程度,但难

以反映生物对不同重金属的敏感程度[33]。 针对不同

类型的重金属留存环境,采用不同的风险评价方法,才

能得出较为科学准确的评价结果。 广泛应用于底泥重

金属风险评价的方法有地累积指数法和潜在生态风险

指数法[34-35]。 这两种评价方法充分考虑了自然成岩作

用下对背景值的影响,能较为全面地反映重金属对生

态环境的污染特征[35],因此本文对以上两种评价方法

进行分析研究。

2． 1　 地累积指数法

地累积指数法( Index of geoaccumulation,Igeo)利用

重金属含量与该重金属化学背景值评价重金属污染程

度,能直观地反映重金属的富集程度[36]。 计算公式为

Igeo = log2

C i

1． 5B i

式中:C i 为底泥中重金属 i 的含量,mg / kg;B i 为底泥

中重金属 i 的背景值,mg / kg。

该方法不仅可反映河道底泥中重金属的分布情

况,也可反映人为活动对河道底泥所造成的环境质量

影响。 根据计算得到的 Igeo值,可将重金属污染程度划

分为不同等级[37],见表 1。

表 1　 地累积指数评价标准

级别 0 1 2 3 4 5 6

Igeo < 0 0 ~ 1 1 ~ 2 2 ~ 3 3 ~ 4 4 ~ 5 > 5

程度 清洁 轻度污染 偏中度污染 中度污染 偏重度污染 重度污染 严重污染

2． 2　 潜在生态风险指数法

潜在生态风险指数法(Risk Index,RI)是利用沉积

物中的重金属相对于工业化以前沉积物最高背景值的

比值及重金属的生物毒性系数进行加权求和得到的生

态危害指数[38]。 该方法通过单一重金属潜在生态风

险指数(E i
r)与多种重金属的综合潜在风险指数(RI)

来反映重金属对生态环境的影响[30,35]。 计算公式

如下:

E i
r = Ti

r

C i

C0

RI = ∑
n

i = 1
E i

r

式中:E i
r 为重金属 i 的潜在生态风险指数;Ti

r 为底泥中

重金属的毒性响应指数;C i 为重金属 i 的实测值;C0 为

重金属 i 的参比值;RI 为底泥中多种重金属的综合潜

·93·

王　 莉 / 河道底泥资源化利用现状及风险评估研究进展　 　 　 　 　



在生态风险指数。

该方法可用来评价底泥重金属污染程度及其水域

潜在的生态风险,不同重金属的参比值和毒性响应指

数见表 2。 根据公式计算得到的 E i
r 和 RI 具体划分标

准见表 3。

表 2　 不同重金属的参比值和毒性响应指数[32,38-39]

元素 砷 镉 铬 铜 镍 铅 汞 锌

C0 9． 1 0． 138 70． 2 27． 2 29． 9 25 0． 095 81． 3

Ti
r 10 30 2 5 5 5 40 1

表 3　 潜在生态风险指标与危害程度分级

Ei
r < 40 40 ~ 80 80 ~ 160 160 ~ 320 ≥320

RI < 150 150 ~ 300 300 ~ 600 ≥600

危害程度 轻微 中等 强 很强 极强

3　 展望及建议

进一步开展底泥清淤及处置工作,是建设生态美

丽幸福河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研究表明,底泥

与土壤性质相近,可经过脱水预处理或去污染处理后

实现底泥资源化利用,这将是未来发展低碳社会的重

要举措之一。 关于底泥资源化再利用提出如下建议:

a． 分析底泥特征及淤积趋势。 充分了解底泥的

基本性质,并依据其特性确定资源化利用方式,能有效

降低其利用过程对环境产生的风险,也能节省底泥处

理费用。 在资源化处理之前,一方面需分析底泥中重

金属含量、空间分布特征及其他形态特征,通过一种或

多种技术手段对重金属污染物进行溯源研究,研究城

市发展与水环境质量之间的响应机制,从源头或污染

过程中避免污染底泥淤积,提高水体整治效率;另一方

面,通过技术勘测手段,摸清河道底泥淤积厚度,初步

估算底泥淤积量,为底泥疏浚工程量的控制提供参考

依据,减少工程费用。

b． 研究底泥预处理技术。 底泥含水量高、污染物

多样等特点给底泥资源化利用带来了挑战,若处理不

彻底,易在资源化再利用中造成二次污染,预处理是开

展底泥资源化利用的重要前提。 底泥预处理主要包括

脱水减量化和去污染无害化两个阶段。 深入研究底泥

预处理技术,利用机械脱水、化学调理及生物沥浸等一

种或多种技术联合实现底泥减量化。 同时,研发高效

且环保的调理剂或处理技术去除底泥中污染物,降低

底泥应用的风险。 充分考虑工程应用的处理成本,探

索同步实现底泥减量化和无害化的处理技术,为污泥

资源化利用做好铺垫,减少后续处理工艺的成本和底

泥处理量。

c． 制定资源化再利用标准。 在底泥处理方面尚

未颁布相关标准,仅可参考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标准。

但底泥成分及特性不同于市政污泥,在应用过程中面

临着许多挑战。 底泥资源化技术在土地利用、填方利

用、建材利用等方面均能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 但前提是,底泥在资源化产品的长周期监测中

各项指标达到使用标准,以保证其安全性和稳定性。

遵循分类施策的原则,针对不同的应用类型规范底泥

资源化产品工艺标准,科学建立底泥资源化产品的标

准化技术体系,从底泥的初始性质分析、资源化利用处

理技术标准及使用过程中周期性跟踪体系等方面,实

现底泥资源化利用产业全链条、多维度的监管,打消市

场对底泥再利用产品的顾虑。 同时,建议相关主管单

位或部门加强对底泥资源化产品的引导和推广,确保

底泥资源化处置产品能得到有效利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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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海绵城市措施对雨洪过程的
影响模拟

左凌峰　 赵渔亨　 李继清

(华北电力大学水利与水电工程学院,北京　 102206)

【摘　 要】 　 随着我国城镇化建设的快速发展,城市的下垫面发生变化,使城市洪涝灾害发生频率增加。 为有效缓

解城市洪涝灾害,本文选取未来科学城北区和亦庄 X35 号海绵调蓄区为研究对象,分别选择 3 场降雨径流过程进

行率定和验证,概化并构建 SWMM 模型,峰值流量误差均小于 20% ,符合相关规程的精度要求;通过预设研究区域

未来新建的 3 种不同海绵城市建设措施方案,以地表总径流量、峰值流量作为参数,分别对比分析两个研究区域不

同措施对雨洪调蓄的效果差异:未来科学城北区绿色屋顶效果最好;亦庄 X35 号调蓄区,雨强较小时透水铺装效果

最好,雨强较大时雨水花园效果最好。 结果表明,不同地块、不同措施的雨洪调蓄效果存在较大差异,海绵城市建

设规划或措施布局时需进行针对性分析。
【关键词】 　 城市水文;内涝;雨洪模拟;SWMM 模型;LID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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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 in China, the underlying surface of cities has changed,
which increases the frequency of urban flood disasters.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alleviate the urban flood disaster, this paper
selects the North District of Future Science City and Yizhuang X35 sponge storage area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Three
rainfall runoff processes are selected for calibration and verification, and the SWMM model is constructed. The peak flow
errors are all less than 20% , which meet the accuracy requirements of relevant regulations. By presetting three different
sponge city construction measures in the study area in the future, and taking the total surface runoff and peak flow as
parameters,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measures on rainfall runoff storage in the two study areas a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respectively. The green roof in the North District of Future Science City has the best effect. In Yizhuang X35 storage area,
the permeable pavement has the best effect when the rain intensity is low, while the rain garden has the best effect whe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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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in intensity is high.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are great differences in the effect of rainfall runoff regulation and storage
in different plots and measures, and targeted analysis should be carried out in the layout of construction planning or measure
of sponge city.
Key words: urban hydrology; urban waterlogging; rainfall runoff simulation; SWMM model; LID measure

　 　 近年来,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区硬化面积逐渐

增大,同时受气候变化、市政管网布设等因素的影响,

导致降雨后产汇流速度加快、地表径流系数增大、洪峰

流量增大、峰现时间提前[1]。 频繁发生的城市内涝灾

害对城市水安全日益造成威胁,逐渐成为制约城市经

济社会发展的首要问题[2]。 如 2012 年,北京“7·21”

暴雨是 60 多年来的最强暴雨,房屋倒塌 10660 间,受

灾人口 160． 2 万,经济损失 116． 4 亿元;2016 年,武汉

“7·6”暴雨覆盖全市 12 个区,受灾人数 75． 7 万,经济

损失 22． 65 亿元。

基于此,结合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城市

雨洪管理经验,我国学者也进行了多年探索,2013 年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大力推进建设自然积

存、自然渗透、自然净化的“海绵城市”。 近几年,海绵

城市的技术开发和效果评估都取得了很大进步,其中,

模型模拟对于海绵城市措施效果评估起到了至关重要

的作用。 截至目前,已开发了 SWMM[3]、MIKE URBAN

系列[4]、ICM InfoWorks[5]、HSPF[6]、SUSTAIN[7]等模型,

且在城市水文领域都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 其中

SWMM 具有免费开源、界面简洁、操作便捷等优点,是

国内运用最广泛的模型之一。 已有许多研究重点关注

了城市居民区海绵城市建设措施对径流的削减效果,

并发现不同措施在各研究区域对径流削减效果存在一

定的差异,如晋存田等[8] 分析了北京某区域透水铺装

和下沉式绿地的应用效果,结果表明在降雨频率较大

时下凹式绿地效果较好,在降雨频率较小时透水铺装

效果较好;周昕等[9] 发现南京市某区域的海绵城市设

施对径流的调蓄效果随着降雨重现期的增大而下降;

王婷等[10]分析了老旧小区的海绵城市措施布设比例,

研究发现组合方案的最优结果并不能套用最佳比例;

戎贵文等[11]则研究了工业园区的 5 种海绵城市设施

组合方案,其中绿色屋顶、雨水罐、植被浅沟和透水铺

装的组合方案对总径流量削减效果最好,而绿色屋顶、

雨水罐、雨水花园和透水铺装组合方案对洪峰流量的

削减效果最好;甘丹妮等[12] 提出了 4 组海绵城市设施

布置比例各不相同的组合方案,评估其效益,并分析得

到没有生物滞留设施的方案效益最小;吴盈盈等[13] 发

现深圳市光明区某小区单项海绵城市措施中透水铺装

对径流量削减效果最好,绿色屋顶对峰值流量削减效

果最好。

此外,国内对于海绵城市的建设会特别关注内涝

严重的城区,海绵城市设施对削减径流、缓解城市内涝

起到了积极作用。 因此本文选取北京市未来科学城北

区和亦庄 X35 号调蓄区两种不同类型区域作为研究对

象,分别选择 3 场降雨用于 SWMM 模型的构建,并对

研究区域增设相同比例的 3 种海绵城市措施,分别对

比不同海绵城市措施在不同区域的实际效果,为因地

制宜地实施防涝建设提供相对科学合理的技术支撑。

1　 研究区域及数据来源

1． 1　 研究区域概况

北京市降水量少且分布不均,多以汛期暴雨形式

出现,是一个旱涝并存的典型城市,也是海绵城市建设

的第一批试点地区,未来科学城和亦庄经济开发区为

典型试点区域。 未来科学城分为南北两个区,且两区

排水系统完全独立,现有下垫面及海绵城市设施都比

较复杂,区域面积较大。 相对而言,亦庄 X35 号调蓄区

现有下垫面及海绵城市设施都较为简单,占地面积小,

具有独立的排水系统。

未来科学城位于北京市昌平区,以温榆河和定泗

路为界分为北区和南区,其中北区占地面积约为

3． 02km2。 作为海绵城市典型试点区域,园区内增设了

容积约为 53 万 m3 的调蓄设施及多种海绵城市措施,

以达到控制径流总量的目的[14]。 本文的研究区域为

未来科学城北区(含部分核心绿地),总集水面积为

4． 16km2,下垫面情况见图 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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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庄 X35 号调蓄区位于北京市大兴区东北部的亦

庄开发区,其核心区为生态湖,且 X35 号调蓄区天然砂

石坑为多功能调蓄池,周边地块雨水直接汇入调蓄池

内,起到防洪调蓄作用。 本次研究选取了生态湖东侧、

南侧现状道路的排水流域作为研究区,流域面积约为

14． 13hm2,下垫面情况见图 1(b)。

图 1　 研究区域下垫面

1． 2　 数据来源

研究区域的 DEM 数据来自 ASTGTM 卫星产品;土

地利用类型由实时卫星成像解译,并利用 ArcGIS 进行

下垫面提取;降雨数据来自两个研究区域所设雨量站

的实际观测数据,其中,未来科学城北区降雨数据选取

2016 年汛期的 3 场降雨的 5min 时段数据,亦庄 X35 号

调蓄区选取 2017 年汛期的 3 场降雨的 1min 时段数

据,雨情信息见表 1;流量数据则来自各区域排水口的

实测流量数据。 排水管网数据包括检查井、排口、管道

等及各部分属性的详细数据,均来自相关部门。

表 1　 研究区域各场次降雨雨情

研究区域 场　 次 降雨开始时间 降雨结束时间 总降雨量 / mm 雨峰强度 / (mm / 5min)

未来科学城北区

2016-06-09 2016-06-09 20 ∶ 45 2016-06-10 00 ∶ 25 23． 7 5． 8

2016-07-14 2016-07-14 19 ∶ 10 2016-07-14 03 ∶ 55 35． 1 6． 8

2016-07-19 2016-07-19 08 ∶ 45 2016-07-19 16 ∶ 00 11． 2 2． 1

亦庄 X35 号调蓄区

2017-07-04 2017-07-04 07 ∶ 43 2017-07-04 09 ∶ 16 28． 4 7． 2

2017-08-02 2017-08-02 22 ∶ 12 2017-08-02 23 ∶ 56 38． 6 7． 8

2017-08-05 2017-08-05 10 ∶ 04 2017-08-05 10 ∶ 00 24． 0 13． 4

2　 研究方法

2． 1　 SWMM 模型基本原理

SWMM 模型是一种分布式水文模型,由美国环境

保护署设计开发,由于界面简单、操作便捷的特点,现

已被广泛运用于城市雨洪模拟中。 降雨径流过程主要

包括产流、坡面汇流和管网汇流。

a． 产流。 产流过程指降雨扣除流域蒸发、植被截

留、地面填洼和土壤下渗等损失之后形成净雨的过程。

对于单场降雨而言,可不考虑蒸发部分。 本文选用

Horton 下渗,计算公式为

f t = fc + ( f0 - fc)e
-kt (1)

式中: f t 为土壤 t 时刻的下渗率,mm / h; f0 为初始下渗

率,mm / h; fc 为稳渗率,mm / h;t 为时间,h;k 为衰减指

数,h - 1。

b． 坡面汇流。 坡面汇流过程指经过产流模型获

得的净雨转化为集水区流量过程线的过程。 本文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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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力学模型,将子汇水区概化为非线性水库,求解曼宁

公式与连续方程得到出流过程:

Q =
1． 49 (d - dp)

5
3 S

1
2

n W (2)

dV
dt = A dd

dt = Ai - Q (3)

式中:Q 为出流量,m3 / s;S 为平均坡度;n 为地表曼宁

系数;d 为水深,m;dp 为洼蓄深,m;V 为地表蓄水量,

m3;t 为时间,s; i 为降雨强度,mm / s;A 为地表面积,

m3;W 为子汇水区漫流宽度,m。

c． 管网汇流。 SWMM 模型将其简化为一维的非

均匀渐变流模拟管渠水流流动,主要有动力波、运动

波、恒定流 3 种计算方法。 由于所选研究区域面积较

小且数据详细,考虑到模拟精度,本文选择依靠求解完

整圣维南方程的动力波模拟管网汇流,圣维南方程

如下:

■Q
■x + ■A

■t = 0 (4)

■Q
■t + ■

■x
Q2

( )A
+ gA ■H

■x + S( )0 = 0 (5)

式中:x 为距离,m;A 为过水断面面积,m2;g 为重力加

速度,9． 8m / s2;H 为水深,m;S0 为摩阻坡度。

2． 2　 SWMM 模型概化

首先利用 ArcGIS 对两个研究区域的雨水管网数

据进行概化,结合卫星地图提取了 7 种下垫面(见图

1),生成泰森多边形划分出研究区的子汇水区,建立

SWMM 概化模型,见图 2。 其中,未来科学城北区共有

69 个子汇水区,81 个排水节点,68 条管道,1 个排水

口;亦庄 X35 号调蓄区有 9 个子汇水区,8 个排水节

点,8 条管道,1 个排水口。

图 2　 研究区域 SWMM 概化模型

2． 3　 敏感参数

SWMM 模型参数中的敏感参数是指具有明确物

理意义、需要模型模拟与实际测量相结合才能确定取

值范围的参数,主要有下渗率、衰减系数、曼宁系数等。

敏感参数会直接影响模型模拟结果的准确性及精确

度,因此,参数率定及验证是模型模拟中至关重要的一

步。 综合模型手册、北京市水文手册、文献资料[15-18],

初步选取的模型敏感参数范围见表 2。

SWMM 模型将下垫面划分为透水地面和不透水

地面,根据透水地面占比等计算子汇水区的整体参数。

结合卫星地图解译结果,将研究区下垫面划分为不透

表 2　 SWMM 模型敏感参数取值范围

模块 模 型 参 数 取值范围 单位

子汇水区

不透水面曼宁系数 [0． 01,0． 04]

透水面曼宁系数 [0． 05,0． 8]

不透水洼地蓄水深度 [0． 2,4] mm

透水洼地蓄水深度 [2,15] mm

下渗模块

最大下渗率 [50,200] mm / h

最小下渗率 [0． 5,50] mm / h

衰减系数 [2,7]

干燥时间 [2,14] d

管道模块 曼宁系数 [0． 01,0．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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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路面、公路、建筑、草地、灌木、植草沟、工地,并分别

率定各类型下垫面的敏感参数,其中草地、灌木、植草

沟视作透水地面,其他下垫面视作不透水地面。 根据

ArcGIS 计算子汇水区不同下垫面的面积占比,计算统

计子汇水区的整体参数。

2． 4　 误差评估

本次研究选取峰值流量误差、纳什效率系数及总

径流量误差作为评价模拟结果的指标。 峰值流量误差

反映了模型模拟瞬时流量的精确度,根据中国《水文情

报预报规范》 (GB / T 22482—2008) [19],其最大许可值

为洪峰流量的 20% 。 纳什效率系数反映了模型模拟

流量和实测流量的吻合程度。 总径流量误差反映了模

型产流总量与实际产流总量的吻合程度,根据《内涝防

治系统数学模型构建和应用规程(征求意见稿)》 [20],

小于 20%即合格。

2． 5　 LID 方案构建

为比较不同措施在研究区域的实际效果,在概化

的 SWMM 模型基础上,提出 3 种假设未来增建海绵城

市措施的方案,分别为绿色屋顶、雨水花园和透水铺

装。 3 种改造方案互相独立,将措施平均分配至各子

汇水区,措施增设面积与研究区域原下垫面情况相关,

能反映不同研究区域的实际情况。 其中,海绵城市的

设置方案遵循最大设置比例原则,规定绿色屋顶、雨水

花园和透水铺装的布设比例分别为建筑、绿地和道路

的 30% ,以绿色屋顶方案为例,将各子汇水区中 30%

的屋顶面积改造为绿色屋顶。

3　 结果与分析

3． 1　 模型模拟与验证

SWMM 模型的参数率定为手动调整相关参数,分

别根据未来科学城北区和亦庄区域的率定期降雨,结

合模型手册率定参数,并由验证期降雨验证模型效果。

未来科学城北区的模拟结果误差均小于 17% (见

表 3)。 在 3 场降雨中,对率定期 2016 年 7 月 14 日的

降雨模拟效果较好,峰值误差为 2． 41% ,总径流量误

差为 - 3． 94% ,纳什效率系数为 0． 872,模拟径流过程

与实际径流过程吻合较好;2016 年 7 月 19 日的降雨径

流模拟中,峰值误差为 - 12． 50% ,总径流量误差为

- 14． 17% ,其中模拟峰现时间比实际峰现时间提前

1h。 在验证期 2016 年 6 月 9 日的降雨径流模拟中,峰

值误差为 16． 09% ,总径流量误差为 4． 23% ,纳什效率

系数为 0． 867,满足相关规范的精度要求。

表 3　 未来科学城北区降雨径流模拟误差

时　 　 间
洪峰流量 / (m3 / s) 总径流量 / m3

实测 模拟 差值 误差 / % 实测 模拟 差值 误差 / %

2016-06-09 1． 840 2． 136 0． 296 16． 09 6739 7024 285 4． 23

2016-07-14 2． 200 2． 253 0． 053 2． 41 10886 10457 - 429 - 3． 94

2016-07-19 0． 664 0． 581 - 0． 083 - 12． 50 3776 3241 - 535 - 14． 17

　 　 亦庄的模拟中,除 2017 年 8 月 5 日的洪峰误差较

大,其余误差均小于 4． 00% (见表 4),主要原因是雨洪

过程的产流数据部分缺失。 其中,对率定期 2017 年 7

月 4 日的降雨模拟效果较好,峰值误差为 - 1． 23% ,总

径流量误差为 1． 25% ;2017 年 8 月 5 日的降雨径流模

拟中,峰值误差为 19． 30% ,总径流量误差为 3． 23% 。

在验证期 2017 年 8 月 2 日的降雨径流模拟中,峰值误

差为 - 3． 33% ,总径流量误差为 1． 07% ,满足相关规范

的精度要求。

表 4　 亦庄 X35 号调蓄区降雨径流模拟误差

时　 　 间
洪峰流量 / (m3 / s) 总径流量 / m3

实测 模拟 差值 误差 / % 实测 模拟 差值 误差 / %

2017-07-04 0． 408 0． 403 - 0． 005 - 1． 23 720 729 9 1． 25

2017-08-02 0． 360 0． 348 - 0． 012 - 3． 33 1214 1227 13 1． 07

2017-08-05 0． 487 0． 581 0． 094 19． 30 558 576 18 3．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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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海绵城市措施方案对比

在所选研究区域中,若进一步增加海绵城市措施

可以削减径流峰值和径流总量,为研究不同海绵城市

措施的效果差异,提出 3 种假设的未来新建措施方案。

利用 SWMM 模型模拟不同方案下的径流峰值和总径

流量,对比不同海绵城市措施对降雨径流过程影响的

实际效果。

结果表明,在未来科学城北区,绿色屋顶措施效果

最好,雨水花园的效果优于透水铺装,雨洪过程模拟见

图 3(a) ~ (c)。 在所选的 3 场降雨中,绿色屋顶可以

明显削减径流峰值和径流总量,且在降雨强度最大的

2016 年 7 月 14 日场次中无积水节点产生,能够很好地

缓解城市内涝压力。 这主要是因为未来科学城北区有

多处工业厂房、办公楼等,屋顶占地面积较大,该下垫

面对总体产流影响明显。 比较各措施在不同场次降雨

的调蓄效果可以发现,当降雨由小强度(2016 年 6 月 9

日)增至中等强度(2016 年 7 月 19 日)时,透水铺装的

调蓄效果明显变差;当降雨强度进一步增至较大强度

(2016 年 7 月 14 日)时,绿色屋顶的调蓄效果有一定

的下降。

图 3　 研究区域海绵城市措施改进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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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亦庄 X35 号调蓄区,透水铺装略优于雨水花园

的调蓄效果,绿色屋顶效果不明显,雨洪过程模拟见图

3(d) ~ (f)。 绿色屋顶效果较差主要是因为 X35 号调

蓄区中建筑物较少,设置的绿色屋顶面积也较小,对总

体产流影响很小。 对比 3 场降雨中透水铺装和雨水花

园对洪峰、洪量的削减效果,可以发现,当降雨强度较

小时(2017 年 7 月 4 日和 2017 年 8 月 5 日)透水铺装

的效果优于雨水花园;当降雨强度较大时(2017 年 8

月 2 日)雨水花园的效果优于透水铺装,且在 3 场降雨

中雨水花园的调蓄效果无明显变化,均将径流总量削

减为现状的 82% 。

对比两研究区域各措施对降雨的调蓄效果可以发

现,随着降雨强度的增加,透水铺装的调蓄效果明显降

低;随着降雨强度和总降雨量的进一步增加,雨水花园

和绿色屋顶的调蓄效果也有一定程度的降低。 这是因

为在强降雨时,降雨强度大于透水铺装的入渗速度,部

分降雨直接产流,调蓄效果随之降低。 而雨水花园和

绿色屋顶能够将雨水存储至蓄水层中,若所选场次的

降雨量未使其蓄漫,调蓄效果无明显变化。 即透水铺

装仅改变下垫面的入渗能力,调蓄效果与降雨强度相

关,对低强度的降雨调蓄效果较好;而雨水花园和绿色

屋顶能够综合改善下垫面的入渗能力和蓄水能力,调

蓄效果与降雨强度和降雨总量有关,对于大部分场次

的降雨都有较好的调蓄效果。

同时,两个研究区域的海绵城市建设措施效果差异

较大,主要是因为不同区域的下垫面分布情况存在较大

的差异。 未来科学城地区为工业园区,工业建筑较密

集,占地面积较广,汇水时间较长;而亦庄 X35 号调蓄区

位于世和园附近,建筑稀疏,下垫面主要为道路和绿地,

占地面积小,汇流速度较快。 因此,在研究不同区域的

海绵城市措施效果时,需要结合地区的实际情况进行

有针对性的分析研究,比较不同措施的实际效果。

4　 结　 论

本文利用 SWMM 模型分别以两场实测降雨径流

过程为率定期、一场降雨径流过程为验证期,构建了北

京市未来科学城北区和亦庄 X35 号调蓄区的雨洪模

型,并比较了两处研究区域在相同改建比例下,3 种海

绵城市建设措施的实际调控效果,从而比较海绵城市

建设措施的综合效果,主要结论如下:

a． 构建的两个雨洪模型效果较好,峰值流量误差

均小于 20% ,模拟径流过程与实际径流过程吻合较

好,满足相关规范的精度要求。 模型能够较好地体现

研究区域的降雨径流过程,可以在此基础上比较海绵

城市建设措施的实际效果。

b． 对两个研究区域增设 3 种海绵城市建设措施:

绿色屋顶、雨水花园和透水铺装,削减径流峰值和地表

总径流量。 其中,在未来科学城北区绿色屋顶效果最

好,增设措施后径流总量削减至初始模型的 82% ;在

亦庄 X35 号调蓄区,雨强较小时透水铺装效果最好,雨

强较大时雨水花园效果最好。

c． 透水铺装的调蓄效果随降雨强度增大而降低,

而绿色屋顶和雨水花园受降雨强度影响较小。 因此,

在推广海绵城市建设时,需要考虑不同地区的实际下

垫面情况、降雨雨型等,有针对性地比较不同海绵城市

建设措施在研究区域的实际效果,才能更好地削减

径流。

本文选择了差异较大的两处研究区域,并以 3 场

降雨进行率定验证,数据可能不能完全代表研究区域

的降雨特征。 因此,应进一步收集不同类型地区的实

测降雨径流数据,筛选代表性好的降雨径流过程,增加

样本容量,进一步比较不同区域海绵城市建设措施的

实际调蓄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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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21 页) 权交易试点[11],为合同节水管理增创

节水获利空间。

6　 结　 语

当前,江苏省正处于深入贯彻落实“节水优先、空

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践行国家节

水行动的关键阶段,大力推行合同节水,促进节水产业

发展,需要制定更为完备的配套政策,实现“政策引

领”;需要不断研究覆盖各行业、各环节的实施模式,

拓宽“应用领域”;需要综合运用物联网、大数据等技

术[12],搭建新型平台,促进“服务创新”,真正让合同节

水成为提升全社会节水水平的法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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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的综合水质标识指数法在河流
水质评价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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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采用综合水质标识指数法对鞍山市境内太子河干流河段进行水质评价,选取算数平均数法、超标

倍数法、熵值赋权法 3 种不同的权重计算方法进行比较,以了解不同赋权方法在水质评价工作应用中对评价结果

的影响及目标河段的综合水质情况。 通过比较分析,熵值赋权法相较于其他两种权重计算方法更客观合理,评价

结果能够较为科学地反映目标河段的综合水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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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dopts the comprehensive water quality identification index method in the river water quality
assessment of the main stream of Taizihe River in Anshan. Three different weight calculation methods, namely, arithmetic
mean method, superstandard multiple method, entropy weight method, are selected and compared to understand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weight methods on the evaluation results and the comprehensive water quality of the target reach in the
application of water quality assessment. Through comparative analysis, the entropy weight method is more objective and
reasonable than the other two weight calculation methods, and the evaluation results can reflect the comprehensive water
quality of the target reach more scientifically.
Key words: comprehensive water quality identification index method; water quality assessment; entropy weight method;
variation trend

　 　 综合水质标识指数法是一种利用一组由 4 位有效

数字组成的综合水质标识指数来反映综合水质情况的

水质评价方法。 相较于单因子水质评价法[1]、内梅罗

指数法[2]、模糊数学法[3]、人工神经网络法[4]、物元分

析法[5]等常用的水质评价方法,综合水质标识指数法

计算过程简单、评价结果信息丰富且科学直观,同时能

够对劣Ⅴ类水进行进一步评价,是一种易于掌握且适

合推广的水质评价方法。 本文通过对结合了不同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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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的综合水质标识指数法进行分析比对,并对鞍山

市境内太子河河段进行水质评价,以了解目标河段的

综合水质情况,同时为综合水质标识指数法在河流水

质评价工作中的应用提供实例参考。

1　 评价方法

1． 1　 综合水质标识指数

综合水质标识指数由一组 4 位数字组成,包含了

参评断面的综合水质类别、达标情况等多方面的信

息[6]。 综合水质标识指数结构如下:

WQI = X1X2X3X4 (1)

式中:X1 为综合水质类别;X2 为综合水质在 X1 类水质

变化区间内所处的位置;X3 为参评指标中劣于水环境

功能区目标的水质指标个数;X4为综合水质类别与水

环境功能区类别的比较结果。

综合水质标识指数计算的关键在于 X1X2 的计算,

计算公式如下:

X1X2 = ∑
n

i = 1
ωiP i (2)

式中:ωi 为各参评因子的单因子水质标识指数的权

重;P i 为单因子水质标识指数。

由式(2)可知,权重系数的不同会给水质评价工

作带来不同的结果。 因此,赋权方法的选择至关重要。

本文选择了算数平均法、超标倍数法、熵值赋权法 3 种

常用的赋权方法进行比较分析。

1． 1． 1　 算数平均法

算数平均法是综合水质标识指数法的传统赋权方

式,对所有参评指标赋予相同的权重,即 X1X2 等于各

项参评指标的单因子水质标识指数的算数平均值。

1． 1． 2　 超标倍数法

根据各参评指标的单因子水质标识指数来确定权

重,计算公式如下:

ωi =
P i

∑
n

i = 1
P i

(3)

式中:n 为参评因子个数。

1． 1． 3　 熵值赋权法[7]

在信息论中,熵值是系统有序化程度的一个度量,

可以用来度量数据所提供信息量的大小。 通过确定评

价指标的熵值可进一步计算相应指标的权重,具体计

算步骤如下:

a． 建立评价指标矩阵。 设有 m 个评价对象,n 个

评价指标,则有

R = ( r ij) mn( i = 1,2,…,m; j = 1,2,…,n) (4)

　 　 b． 归一化处理。

b ij =
r ij - rmin

rmax - rmin
(5)

　 　 c． 计算各指标的熵值。

H j = - 1
ln(m)∑

m

i = 1
f ij lnf ij (6)

其中

f ij =
b ij + 1

m + ∑
m

i = 1
b ij

　 　 d． 计算各指标的权重。

ω j =
1 - H j

n - ∑
n

j = 1
H j

(7)

满足 ∑
n

j = 1
ω j = 1。

1． 2　 综合水质类别的判定

综合水质标识级别评价的判断标准[6]见表 1。

表 1　 基于综合水质指数的综合水质类别判定

综合水质指数 综合水质类别

1≤X1X2≤2 Ⅰ

2 < X1X2≤3 Ⅱ

3 < X1X2≤4 Ⅲ

4 < X1X2≤5 Ⅳ

5 < X1X2≤6 Ⅴ

6 < X1X2≤7 劣Ⅴ,不黑臭

X1X2 > 7 劣Ⅴ,黑臭

1． 3　 综合水质随时空变化的评价

综合水质随时空的变化可用图形进行表述,同时

也可进行定性评价,表达为基本不变、轻微变化及显著

变化[6],具体评价标准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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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综合水质随时空变化的判断标准

时 间 变 化 率 空 间 变 化 率 评价结论

(X1X2) t1 - (X1X2) t2

(X1X2) t1
≤10%

(X1X2) S1 - (X1X2) S2

(X1X2) S1
≤10% 基本不变

10% <
(X1X2) t1 - (X1X2) t2

(X1X2) t1
≤20% 10% <

(X1X2) S1 - (X1X2) S2

(X1X2) S1
≤20% 轻微变化

(X1X2) t1 - (X1X2) t2

(X1X2) t1
> 20%

(X1X2) S1 - (X1X2) S2

(X1X2) S1
> 20% 显著变化

2　 评价结果

2． 1　 断面概况

选取小河口、小姐庙以及三岔河 3 个断面进行水

质评价。 其中,小河口水质站为太子河干流断面,位于

海城市高坨镇高坨村,属于地表水省级重点水质站;小

姐庙水质站为太子河干流断面,位于海城市牛庄镇小

西村,属于地表水国家重点水质站;三岔河水质站为浑

河、太子河汇流后首个水质监测断面,位于海城市西四

镇八家子村,属于地表水国家重点水质站。

根据 3 个监测断面 2021 年的检测数据,选取 DO、

CODMn、BOD5、NH3 -N、TP 5 个水质监测指标,按照《地

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3838—2002)的地表水Ⅲ类

水质的相关限值进行水质评价工作[8]。

2． 2　 单因子水质标识指数法评价结果

从单因子水质标识指数法评价结果来看,小河口

断面 2 月为劣Ⅴ类水质、3 月为Ⅳ类水质,主要污染因

子为 NH3 -N,其他月份均为Ⅲ类及以上水质;小姐庙断

面 1 月为Ⅳ类水质、2 月为Ⅴ类水质、10 月为劣Ⅴ类水

质,主要污染因子为 NH3 -N、TP,其他月份均为Ⅲ类及

以上水质;三岔河断面 2 月为Ⅴ类水质,1 月、3 月、8 月

为Ⅳ类水质,主要污染因子为 NH3 -N、DO,其他月份均

为Ⅲ类及以上水质。 单因子水质标识指数法评价结果

见表 3。

表 3　 单因子水质标识指数法水质评价结果

断　 面 项　 目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小河口

DO 1． 3 1． 8 1． 5 1． 3 1． 0 1． 0 1． 2 1． 6 1． 2 1． 6 1． 3 1． 2

CODMn 3． 7 3． 7 2． 7 3． 3 3． 3 3． 3 1． 9 2． 4 2． 5 2． 2 2． 2 2． 9

BOD5 2． 0 4． 7 1． 9 1． 7 1． 7 3． 4 1． 5 1． 9 1． 9 1． 8 1． 5 3． 2

NH3 -N 3． 9 8． 4 4． 5 2． 6 1． 0 1． 0 1． 0 2． 9 1． 0 2． 4 2． 5 2． 8

TP 3． 5 5． 2 3． 2 1． 0 3． 1 2． 5 1． 0 2． 3 1． 0 2． 6 2． 3 2． 5

水质类别 Ⅲ 劣Ⅴ Ⅳ Ⅲ Ⅲ Ⅲ Ⅰ Ⅱ Ⅱ Ⅱ Ⅱ Ⅲ

小姐庙

DO 1． 3 1． 7 1． 3 1． 2 1． 2 1． 4 1． 3 3． 3 1． 2 2． 9 1． 3 1． 4

CODMn 2． 3 2． 8 2． 6 3． 6 2． 2 3． 6 2． 1 2． 8 2． 5 3． 8 2． 2 2． 9

BOD5 1． 8 3． 4 2． 0 1． 4 1． 3 2． 0 1． 5 3． 6 1． 3 3． 9 1． 8 1． 8

NH3 -N 4． 4 5． 0 3． 7 1． 9 1． 6 1． 3 1． 3 3． 7 1． 0 5． 9 2． 6 3． 2

TP 2． 1 2． 8 3． 0 3． 6 1． 1 2． 5 3． 4 2． 1 1． 0 6． 2 2． 3 2． 8

水质类别 Ⅳ Ⅴ Ⅲ Ⅲ Ⅱ Ⅲ Ⅲ Ⅲ Ⅱ 劣Ⅴ Ⅱ Ⅲ

三岔河

DO 1． 3 1． 8 1． 4 1． 3 1． 1 1． 9 1． 9 4． 0 1． 0 1． 8 1． 5 1． 4

CODMn 2． 5 3． 5 3． 2 3． 9 2． 4 3． 0 2． 1 3． 0 2． 6 2． 2 2． 3 3． 2

BOD5 1． 9 1． 9 3． 8 1． 4 1． 4 1． 5 1． 3 3． 5 1． 8 1． 9 1． 8 1． 9

NH3 -N 4． 7 5． 7 4． 0 1． 9 1． 0 1． 4 1． 0 3． 7 1． 0 3． 0 2． 9 3． 6

TP 2． 5 2． 6 3． 1 2． 3 2． 3 2． 6 2． 5 2． 4 2． 5 2． 6 2． 5 2． 9

水质类别 Ⅳ Ⅴ Ⅳ Ⅲ Ⅱ Ⅲ Ⅱ Ⅳ Ⅱ Ⅲ Ⅱ 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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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体中过量的氮磷主要来源于农业退水、生活污

水、人畜的粪便、工业废水等[9]。 而浑河、太子河流域

人口密集,工农业发达,应注重可能引起水体氮磷含量

升高的工农业生产污水以及生活污水排放的管理。

2． 3　 综合水质标识指数评价结果

2． 3． 1　 综合水质类别评价

相较于单因子水质标识指数法的评价结果,综合

水质标识指数法的评价结果更优。 这主要是因为综合

水质标识指数法考虑了所有参评指数对综合水质的影

响,同时能够通过不同的权重计算方法使评价结果得

到优化,从而使评价结果能够更加科学合理地反映水

体的综合水质情况。

由表 4 可知,不同的赋权方法所得到的评价结果

有所差异。 算数平均法采用等权重的赋权方式,即对

所有参评指标赋相同的权重,这种方式重视各评价指

标的整体影响,忽略了各指标之间的差异。 超标倍数

法考虑了污染严重指标的贡献力,即污染越严重的指

标,权重赋值越大,这种方式过于突出主要污染物的影

响,导致计算结果偏大。 熵值赋权法仅依赖于数据本

身的离散性,客观性较强[10],同时,综合考虑了各参评

指标之间的内在联系,既能体现各指标之间的差异又

能够避免异常值对评价结果的影响。 因此本文采用结

合熵值赋权法的综合水质标识指数法的评价结果。

由综合水质标识指数法的评价结果可知,各断面

的年均水质均为Ⅱ类。 但从各月水质评价结果上看,

小河口断面 2 月为Ⅴ类水质,其他月份均能达到Ⅲ类

水质及以上;小姐庙断面 10 月为Ⅳ类水质,其他月份

均能达到Ⅲ类水质及以上;三岔河断面各月皆为Ⅲ类

水质及以上。 评价结果见表 4 和图 1。

表 4　 综合水质标识指数法评价结果

断面 评价方法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年均

小

河

口

算术平均法 2． 900 4． 831 2． 710 2． 000 2． 000 2． 200 1． 300 2． 200 1． 500 2． 100 1． 900 2． 500 2． 500

超标倍数法 3． 300 5． 732 3． 210 2． 300 2． 500 2． 700 1． 400 2． 300 1． 800 2． 200 2． 100 2． 700 2． 600

熵值赋权法 2． 900 5． 031 2． 710 2． 000 2． 000 2． 200 1． 300 2． 200 1． 700 2． 200 2． 000 2． 400 2． 400

小

姐

庙

算术平均法 2． 410 3． 110 2． 500 2． 400 1． 500 2． 200 1． 900 3． 100 1． 400 4． 621 2． 000 2． 400 2． 500

超标倍数法 2． 910 3． 510 2． 800 2． 800 1． 600 2． 500 2． 300 3． 200 1． 600 4． 921 2． 100 2． 600 2． 500

熵值赋权法 2． 410 3． 210 2． 500 2． 300 1． 500 2． 200 1． 900 3． 100 1． 600 4． 721 2． 100 2． 300 2． 300

三

岔

河

算术平均法 2． 610 3． 110 3． 110 2． 100 1． 600 2． 100 1． 800 3． 310 1． 800 2． 300 2． 200 2． 600 2． 400

超标倍数法 3． 110 3． 810 3． 410 2． 600 1． 900 2． 300 1． 900 3． 410 2． 100 2． 400 2． 300 2． 900 2． 500

熵值赋权法 2． 610 3． 210 3． 110 2． 100 1． 600 2． 100 1． 700 3． 410 2． 100 2． 300 2． 300 2． 500 2．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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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各断面综合水质标识指数变化示意图

2． 3． 2　 综合水质随时空变化的评价

由表 5 和表 6 可以看出,3 个断面 1—2 季度、3—4

季度之间水质变化相对显著,且 2 季度、3 季度水质较

好。 这可能与北方降水以及气温的变化规律有关,1

季度、4 季度北方气温偏低,降水减少,水体自净能力

下降使得污染物浓度较高。

表 5　 季度综合水质标识指数法评价结果

断　 面 1 季度 2 季度 3 季度 4 季度

小河口 4． 020 2． 100 1． 700 2． 100

小姐庙 2． 710 2． 100 2． 100 3． 010

三岔河 3． 110 2． 000 2． 200 2．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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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季度间变化的评价结果

断　 面 1—2 季度 2—3 季度 3—4 季度

小河口 显著变化(46． 3%) 显著变化(21． 4%) 显著变化(27． 5%)

小姐庙 显著变化(21． 8%) 基本不变(2． 7%) 显著变化(38． 1%)

三岔河 显著变化(36． 8%) 轻微变化(12． 9%) 基本不变(7． 0%)

　 　 由表 2 和表 4 经过计算可知,小河口断面至小姐

庙断面河段变化了 4． 2% ,为基本不变;小姐庙断面至

三岔河断面河段变化了 4． 3% ,为基本不变。

根据河段随时空变化的评价结果不仅可以了解具

体变化的程度,同时给出了定性的评价结果,结果更加

直观,有助于公众对水质变化的理解。

3　 结　 语

a． 单因子水质标识指数法因过于突出最大污染

因子的影响,从而导致评价结果偏高,并不适合在综合

水质评价工作中单独使用,但单因子水质标识指数法

的评价结果能够帮助相关工作人员迅速识别超标

因子。

b． 综合水质标识指数法能够客观地反映综合水

质状况,同时能够定量定性地分析综合水质情况以及

水质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变化,并能够进行同类水质间

的比较。 这不仅能够为相关工作人员提供数据,同时

定性的分析结果也能够方便公众了解水质及其变化程

度。 不同的赋权方式能够产生不同的评价结果,利用

综合水质标识指数法进行综合水质评价工作时应根据

工作需要选择合适的赋权方式。

c． 经过分析比对,本文选择结合熵值赋权法的综

合水质标识指数法进行目标河段的水质分析,结果显

示评价河段主要污染因子为 NH3 -N、TP,应注意沿线生

产、生活废水的收集与排放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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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石马河曾是东深供水的主要输水渠道,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石马河水

质遭到严重污染。 石马河治理以水质目标为导向,以水环境模型为载体,以“两监测、两平衡、一分析”为基础,坚持

问题、目标“双导向”,提出了完善管网工程、已建管网畅通工程、支流河涌生态修复工程、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工程、
面源污染控制措施以及管理管控措施,通过以上工程建设和措施实施,确保了石马河旗岭国考断面连续稳定达标,
提升了城市品质,具有显著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同时也为国内类似大流域、高密度城市建成区水环

境综合治理提供了借鉴。
【关键词】 　 石马河;水环境治理;技术路线;治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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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 in Shimahe River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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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himahe River used to be the main water transmission channel of Dongshen Water Supply.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society,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is accelerated while the water quality
of Shimahe River has been seriously polluted. With water quality objective as the guidance and water environment model as
the carrier, based on “ two monitoring, two balancing, one analysis”, Shimahe River treatment adheres to the “ dual
orientation” of problems and goals, puts forward the improvement of pipe network project, smooth construction of existing
pipe network, ecological restoration of tributaries and streams, construction of sewage treatment facilities, control measures
of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and management control measures. Through the above project construction and
implementation measures, it has ensured the continuous and stable standard of Qiling national examination section of
Shimahe River, improved the quality of the city, and has significant social, economic and ecological benefits. In the
meantime, it can als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comprehensive water environment treatment of similar large river basins and
high-density urban built-up areas in China.
Key words: Shimahe River; water environment treatment; technical path; treatment measure

1　 概　 述

石马河是东江下游的一级支流,是东江生态带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东莞市对接珠三角世界级城市群、粤

港澳国际大湾区的纽带。 随着经济的发展,石马河流

域水环境不断恶化。 近年来,石马河流域治理工作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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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由于历史欠账过多,治水规划

缺乏系统考虑,碎片化治理现象突出,水污染问题依然

较为严重。 2018 年 1—7 月的水质监测数据显示,旗岭

断面水质类别为劣Ⅴ类,部分支流水体水质处于黑臭

状态。 石马河流域水体污染问题已严重影响周边居民

的生活质量与城市形象,不利于城市的发展,水环境治

理迫在眉睫。 东莞市境内石马河流域面积 601km2,主

干河长 67． 5km(观澜水 9． 8km,雁田水 19． 7km,汇合口

以下 38． 0km)。 石马河流域干支流河涌数量为 106

条,一级支流 31 条,其中流域面积 10km2 以上的有 11

条;二级及以下支流河涌 75 条,其中流域面积 5km2 以

上的有 12 条,流域面积 5km2 以下的二级及以下的有

63 条,见表 1。

表 1　 东莞市石马河流域水系情况

项　 　 目
一 级 支 流 二级及以下支流河涌

河涌名称 流域面积 / km2 5km2 以上 5km2 以下

主要水系

(流域面积

10km2 以

上)

雁田水 160． 00 5 条 11 条

虾公岩水 34． 43 3 条

谢坑水 14． 71 5 条

契爷石水 46． 70 11 条

鸡爪河 10． 84

宝山水 22． 80

清溪水 61． 58 1 条 8 条

二坑水 16． 03 2 条

官仓水 36． 60 1 条 1 条

旧石马河 13． 90 4 条

谢岗涌 110． 00 5 条 15 条

其他水系 20 条 3 条

总　 计 31 条 12 条 63 条

　 　 2019 年初,石马河流域通过全流域系统治理,石

马河旗岭国考断面水质按期实现了考核目标[1]。 本文

从治理方案视角出发,对石马河综合治理方案进行阐

述,以期为类似大流域水环境治理提供借鉴。

2　 水污染成因分析

石马河流域污染因子主要为氨氮、总磷,造成此类

污染因子超标的主要因素是生活污水及工业废水的直

排、垃圾淋滤液及初雨的面源污染、污水处理厂尾水的

不达标排放等[2]。

a． 入境河流污染。 石马河流域涉及深圳市和惠

州市,其中深圳市入境河流主要有 4 条,分别为观澜

河、牛湖水、水贝河和桥陇河(深圳称君子布河),惠州

市入境河流主要为谢岗涌和东岸涌(东岸涌通过调污

工程进入东引运河,未排入石马河)。 根据对 2016—

2018 年监测数据的分析,6 条主要入境河流水质虽有

所改善,但仍处于劣Ⅴ类水平,主要超标因子有氨氮、

总磷等。

b． 污染源多面广。 石马河流域人口密集,企业密

度大,尤其是凤冈镇、塘厦镇和常平镇,均超过全市的

平均人口密度 (3355 人 / km2 )。 流域内生活污染源

(生活污水、生活垃圾)对 COD、氨氮、总磷等污染物排

放量的贡献占比大[3],部分生活污水直排入河,造成

污染。

c． 未建立有效的雨污分流机制,未完善污水管

网。 大部分建成区未建立有效的雨污分流机制,管网

覆盖率低;已建管网存在错接、漏接、淤积、破损、污水

满管等问题,造成流域污水收集率低,大量污水未经污

水厂处理直排河涌,同时工业企业偷排现象严重。

d． 污水处理设施排放标准偏低。 除近年来新建

的污水处理厂外,其他污水处理厂排放标准均为《城镇

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918—2002)一级

B 标准,出水标准低于地表Ⅴ类水标准,减排效果不

明显。

e． 石马河为山区性河流,缺乏天然水源补充,环

境承载能力先天不足。

3　 治理技术思路

3． 1　 治理目标

在整合、调整现有流域治水工程项目的基础上,以

控源截污为主要抓手,推进水环境治理工程、水安全保

障工程、景观提升工程和一体化管控平台工程的实施,

确保流域内基本完成进村入户管网改造,基本建成雨

污分流系统,使流域内污水处理率达 90% 以上,流域

内 106 条河涌全面稳定消除黑臭,干流旗岭国考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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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Ⅴ类水质标准,同时建成信息化、智能化的流域一

体化管控平台。

3． 2　 治理技术路线

以“水质和底泥检测、污水和污染物平衡、已建设

施分析”为基础,以水环境模型为载体,根据各流域特

点划分流域控制单元,并建立各控制单元与排污口的

一一对应关系,进行水环境容量核算,将污染削减分配

到各控制单元,并建立各控制单元与水质达标的敏感

性关系排序。 坚持问题、目标“双导向”,提出六大治

理措施:管网工程、已建管网畅通工程、支流河涌生态

修复工程、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工程、面源污染控制措施

以及管理管控措施。 主要技术路线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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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石马河流域水环境治理技术路线图

4　 治理措施

4． 1　 完善管网工程

管网工程以提高污水收集率为根本出发点,按照

源头雨污分流(部分无雨污分流条件的区域采取总口

截污) + 入河排污口整治 + 次支管网完善建设总体原

则推进,完善污水收集管网,逐步提高雨污分流比例,

达到旱季污水全收集,减少雨季污水溢流频次,提高污

水收集率及污水处理能力,削减入河污染物的目标。

根据管网摸排成果及完善市政管网污水收集系统需

要,累计建设次支管网 299． 32km。 以镇内水系流域控

制单元为载体,以流域达标为导向来进行雨污分流改

造,共划分为 84 个流域控制单元,改造源头雨污分流

地 2410 个,改造面积 68． 32km2,改造埋地管长度

2027． 73km,立管长度 1688． 31km。 截流整治排口新建

管网 58． 30km。

4． 2　 已建管网畅通工程

对流域 7 镇的地下排水管网进行普查,彻查市政

道路雨污水混接、错接、漏接及污水直排入河、管网堵

塞等问题,针对现状管网存在的问题,分别采取管道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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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修复、改造等对应措施。 通过管道电视(CCTV)、管

道潜望镜(QV)、管道声呐等方法,查明已建排水管网

的运行现状,确定结构性缺陷(如破裂、渗漏、错口、变

形、脱节等)和功能性缺陷(如沉积、障碍物等)的位

置、大小和缺陷等级,对其结构性状况和功能性现状进

行评估,及时发现排水管道的安全隐患,为制定排水管

网养护和修复计划提供依据。 根据排水管道检测结

果,依据《城镇排水管道检测与评估技术规程》 ( CJJ

181—2012)的规定,划分管段修复等级和管段养护等

级,对修复等级为Ⅲ、Ⅳ级的管段进行修复,对养护等

级为Ⅲ、Ⅳ级的管段进行清洗、清淤及修复完善[4]。 经

统计,石马河流域内清淤修复 85． 27km,管网错混接改

造 126． 68km,新增接驳点 2998 处,新建管道 152． 99km,

新增 2 处厂网联调管网。

4． 3　 支流河涌生态修复工程

生态修复工程结合水域污染治理措施体系,进一

步对水体进行修复和面源污染控制。 主要采取的措施

为河道底泥清淤,消除底泥污染物释放,提升观感;通

过河道缓冲带建设,截流城市及农业面源污染,吸附和

去除有害物质,进一步削减入河污染物;建设人工湿地

对水体进行净化,对生态环境进行修复[5-6]。 遵循“自

流优先、提水为辅”的原则对有条件的支流河涌进行水

库补水或污水厂尾水补水,确保河涌畅流活水。 支流

河涌生态修复工程包括:支流河涌底泥清淤 82． 28 万

m3,暗涵清淤及明暗渠修复 86． 88km,河道缓冲带建设

10． 42 万 m2,生态湿地建设 1900m2。 生态补水规模合

计 35． 50 万 m3 / d,其中泵站提水 8． 25 万 m3 / d,有补水

泵站 5 座,新建补水管道 11． 20km。

4． 4　 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工程

根据施工进度安排,石马河流域部分暗渠暗涵排

口整治难度大,短期内难以进行截污纳管,居民小区地

块雨污分流改造短期内难以实现将污水接驳至污水管

网,设计分散式污水处理设施对排口及地块进行污水

处理,能加快补齐截污管网建设的短板,提高污水收集

处置率。 流域新建分散式污水处理设施 14 座,总处理

规模 2． 40 万 m3 / d。

由于石马河流域内存在较多“散乱污”企业,偷排

超排的情况时有发生,污水处理厂经常由于异常来水

导致停产减产,因此考虑因地制宜地在污水厂前端设

置应急调蓄池以适当提高调蓄能力[7]。 流域内新建应

急调蓄池 6 座,总容积 2． 97 万 m3。

4． 5　 面源污染控制措施

面源污染控制主要包括城市初雨控制和重点面源

污染控制,初期雨水指从降雨形成地面径流开始,前

12． 5mm 降雨形成的径流量,是水体污染的重要污染

源[8]。 城市初雨控制包括城市面源污染控制和海绵城

市建设;重点面源污染控制主要包括生活垃圾收集、垃

圾转运站建设、存量垃圾整治、易腐垃圾收运及处理。

面源污染控制措施技术路线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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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面源污染控制措施技术路线

4． 6　 管理管控措施

管理管控体系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为执法监管,

一类为管控监督。 管控监督主要包括智能管控平台搭

建和应用、水质监测、水域岸线管理保护、已建设施运

营管理等;执法监管重点是进行工业污染源控制、农业

养殖业监管、城市面源污染管控、行政执法和公众参

与。 管理管控措施技术路线见图 3。

5　 经验总结

5． 1　 流域全方位统筹是水质达标的重要基础

石马河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采取“流域统筹、系统

治理”的治理模式,打破分段分片、条块分割、零敲碎打

的“九龙治水”传统模式。 统筹污水管网系统一张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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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管理管控措施技术路线

开展历史管网摸查和修复,优化管网设计方案,将历史

管网、各批次管网、新建管网、微支管网串线成网,解决

错接管、渗漏管和堵塞管问题,污水管网收集率大幅提

升。 统筹水质数据分析一张图,统计石马河干支流水

质、污水厂进出水水质、水厂供水量、企业排放污染因

子等数据,分析不同时空影响水质达标的重要因子和

氨氮、总磷污染贡献情况,为精准治污提供数据支撑。

5． 2　 工程 +行政双管齐下是水质达标的关键

在石马河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过程中,工程措施

与行政监管同步进行,通过工程管网建设构建流域污

水“动脉”,为治污奠定基础。 石马河流域集聚东莞市

执行力督导组、生态环境、水务、城管、公安、市场监督、

商务、消防、供电、供水等多单位力量,形成强大治水合

力。 当地政府通过铁腕执法,大力整治“散乱污”企

业,倒逼涉水产业转型升级,打出治水组合拳,打造双

保险的流域水质提升机制。 2019 年以来,东莞市累计

出动执法人员 6． 62 万人次,检查企业 3． 05 万家,累计

完成 1． 50 万家“散乱污”企业清理整治,1669 家零散

废水产污企业规范整改,加强 410 家涉磷企业执法监测

监管。 查处环境违法行为 2063 宗,下发行政命令 1273

宗,查封扣押 358 宗,停产限产 13 宗。 通过持续维持

严打高压态势,为石马河水质改善提供了有力保障。

6　 治理效果

2020 年 7 月,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发布上半年水质

状况排名,石马河水质改善幅度全省第一[9]。 东莞市

水质在线自动监测平台数据显示,2021 年石马河旗岭

国考断面氨氮平均值为 0． 96mg / L,总磷平均值为

0． 25mg / L,水质达Ⅳ类;全年水质总体达Ⅳ类天数占

比为 74． 2% ,全年水质均达到Ⅴ类以上,且持续稳定

向好,具体情况见图 4。 根据第三方检测机构水质数

据,2021 年石马河 5 个干流断面均已达到Ⅴ类水标准,

106 条支涌已有 58 条河涌达Ⅴ类水,占比为 54． 0% ,

其余河涌均已稳定消除黑臭。 桥头镇石水口河涌治理

前后对比情况见图 5。

图 4　 旗岭断面水质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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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桥头镇石水口河涌治理前后对比情况

7　 结　 语

石马河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建设规模大、治

理难度高,面对建成区人员和企业密度大、跨镇街治理

协调难、污染物成因复杂、污染程度高等诸多难题,石

马河流域以水质目标为导向,以水环境模型为载体,以

“两监测、两平衡、一分析”为基础,坚持问题、目标“双

导向”,提出了六大治理措施:管网工程、已建管网畅通

工程、支流河涌生态修复工程、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工

程、面源污染控制措施以及管理管控措施,使石马河旗

岭国考断面连续稳定达标,极大地促进了石马河流域

沿线各镇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升了城市品质,具

有显著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同时也为国

内类似大流域、高密度城市建成区水环境综合治理提

供了借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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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污水处理厂达标尾水再生利用的
可行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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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再生水被公认为“城市第二水源”,是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改善水生态环境质量的重要举措。 本文以

南通市洪江排水有限公司达标尾水为研究对象,在综合分析污水处理厂出水水质、再生水用户水质要求的基础上,
结合区域相关规划,提出了达标尾水经冷热暖“三联供”项目热能提取后回用于城市景观河道生态补水的思路,并
采用数值模型对城市污水再生回用的水环境影响进行了分析。 结果表明,达标尾水经“三联供”项目热能提取后,
再生水水质和水量可满足区域城市景观河道的生态补水要求,实现“一水多用”,对于促进区域水生态的良性循环

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污水处理厂;达标尾水;再生利用;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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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sibility Analysis of the Reclamation and Reuse of Standard Tail-
Water in Municipal Sewage Treatment Pl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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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claimed water is recognized as the “ second water source of the city”, which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alleviate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water supply and demand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water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this paper, the standard tail-water of Nantong Hongjiang Drainage Co. Ltd is take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Based on the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effluent water quality of sewage treatment plant as well as the reclaimed water users' demand of
water quality, combining with the relevant regional planning, the idea that the standard tail-water can be used for ecological
water replenishment in urban landscape river after the heat energy extraction of the Supplying Combined Cooling Heating
and Hot Water Project is put forward. The numerical model is used to analyze the water environmental impact of municipal
sewage reclamation and reuse. The results show that after the heat energy is extracted from the standard tail-water thr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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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upplying Combined Cooling Heating and Hot Water Project, the standard tail-water, the quality and quantity of
reclaimed water can meet the ecological water replenishment requirements of the regional urban landscape river, and realize
the “multiple use of one water type”,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romote the benign cycle of regional water ecology.
Key words: sewage treatment plant; standard tail-water; reclamation and reuse; feasibility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口的增长和城市化进程

的加快,城市用水量和污水排放量不断增加,水资源短

缺和水污染加剧所构成的水危机已成为 21 世纪最严

峻的问题之一[1]。 据统计,2020 年我国城市污水排放

量已达 571 亿 m3,其中大部分污水经处理但未经有效

利用,直接排入江河湖海[2-3],导致部分城市缺水严重,

且浪费了大量的可利用资源。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具有

不受气候影响、水源可靠、保证率高等优点,是开源节

流、减轻水体污染、改善生态环境、解决城市缺水问题

的有效途径之一,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解决缺水问题

的共识。 本文分析了南通市洪江排水有限公司再生水

经热能提取后,回用于城区河道的生态补水方案,并进

行了影响分析,以实现“一水多用”,本文研究对于促

进区域水生态的良性循环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平原水

网地区再生水利用具有较好的示范作用。

1　 研究区域概况

1． 1　 水系概况

南通市位于江苏省东南部,地处长江、淮河流域尾

闾,属于典型的平原水网地区,境内河流众多,主要河

道包括流域性河道长江以及区域内河。 长江南通段全

长 87． 00km,多年平均径流量 9454 亿 m3,水资源丰富,

干流河段水质良好,是南通市的主要供水水源,也是南

通市对外开放、内联外引的重要渠道。 区域主要骨干

河道有如海运河、九圩港河等 12 条一级河道,总长

729． 88km;二级河道 105 条,总长 1760． 58km;另外,还

图 1　 南通市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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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众多三、四级河道,交织成网,相互沟通,成为调节各

级河网的枢纽。 南通本地多年平均地表径流量 25． 6

亿 m3,降水入渗补给量 14． 3 亿 m3,水资源总量 31． 5

亿 m3,不足全国水资源人均占有量的 1 / 5,水资源短缺

仍是南通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

之一[4]。

主城区紧邻长江,河网水系属长江干流下游苏北

沿江水系;五山片区濒临长江,属沿江低水系,总面积

11． 9km2,除滨江公园、园博园等园内景观水面外,片区

内河道纵横交错,构成片区河道网络,主要通过城山河

南段、西山河南段及永红河等河道汇流后,由涵闸入江

排放,区内共有三、四级河道 34 条段,总长 37． 00km。

1． 2　 评价区域水环境概况

南通市洪江排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洪江排水公

司)周边主要河流有城山河、西山河,属主城区城市景

观河道,在《江苏省地表水(环境)功能区划》 [5]中未进

行水功能区划,水质管理目标按照用水功能参照执行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 [6] 中Ⅳ类水

标准。 根据《南通市主城区 100 平方公里河道水质周

报》(2021 年) [7]以及现状水质调查,城山河、西山河总

体水质为Ⅳ ~ Ⅴ类水,主要超标因子为 NH3 -N、TP;园

博园、民博园水面总体水质为Ⅳ类水。

2　 南通市城市污水及再生水利用现状

2． 1　 污水处理厂建设现状

据统计,截至 2020 年,南通市有主城区及各县

(市)区污水处理厂 25 座,污水处理能力为 138． 05 万

m3 / d,乡镇污水处理厂 37 座,污水处理能力为 2． 00 万

m3 / d,污水排放标准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

放标准》(GB 18918—2002)一级 A 标准[8]。 全市污水

处理设施的建设,为再生水集中利用提供了可靠水源。

2． 2　 污水再生利用现状

“再生水”是指城市污水或生活污水经过处理后

达到一定水质标准可在一定范围内重复使用的非饮用

杂用水,水质介于上水和下水之间,可以回用于工业用

水、市政杂用水、农业灌溉等[9-11]。 南通市是国家级节

水型城市,按照“优水优用、分质供水、注重实效、就近

利用”的原则,为加大再生水利用力度,先后建成洪江

排水公司再生水利用工程(4． 60 万 m3 / d)、南通能达

水务有限公司再生水利用工程(1． 75 万 m3 / d)等一批

再生水利用示范工程。 据统计,2020 年南通市城镇污

水处理厂再生水利用量为 0． 48 亿 m3,主要回用于城

市景观环境、道路浇洒、工业企业冷却循环等,再生水

利用率达 14． 8% 。

目前,洪江排水公司再生水利用工程为南通市新

城小区冷热暖“三联供”项目供水,利用达标尾水为

“三联供”污水源热泵提供源水,并通过污水源热泵为

小区建筑提供能源,满足夏季制冷、冬季制暖的需求。

经热交换利用后的再生水,通过管道回送至洪江排水

公司现有入江排放口排放[12]。

3　 洪江排水公司达标尾水再生水利用可行

性分析

3． 1　 污水处理工艺

洪江排水公司是主城区以处理生活污水为主(占

比 90． 0% )的污水处理厂,现有污水处理能力为 24． 80

万 m3 / d,分三期建成。 其中,一期(4． 80 万 m3 / d)工程

采用 A2O 生化处理工艺,二期(10． 00 万 m3 / d)、三期

(10． 00 万 m3 / d)工程采用改进型五沟式氧化沟工艺。

A2O 处理工艺及五沟式氧化沟工艺均属二级强化处理

工艺,是《城镇污水再生利用技术指南(试行)》推荐的

主流工艺,二级处理后的废水经“高速加砂沉淀池 + 滤

布滤池”深度处理后,出水水质可达到《城镇污水处理

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918—2002)一级 A 标准。

3． 2　 出水水质与污水再生利用可行性分析

3． 2． 1　 出水水质

根据洪江排水公司 2020 年 1—12 月运行数据,出水

水质中 CODCr、NH3 -N 等指标优于《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

物排放标准》(GB 18918—2002)一级 A 标准以及《城市

污水再生利用 景观环境用水水质》 (GB / T 18921—

2019)标准,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3838—

2002)中Ⅲ ~ Ⅳ类水标准,主要是因为洪江排水公司接

收的废水以生活污水为主,可生化性较好,污水处理工

艺成熟稳定。 出水水质与相关标准对比情况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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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出水水质与相关标准对比情况

项　 　 目
CODCr /

(mg / L)

BOD5 /

(mg / L)

NH3 -N /

(mg / L)
TP / (mg / L) TN / (mg / L) SS / (mg / L) 色度 / 度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一级 A 标准

≤50 ≤10 ≤5 ≤0． 5 ≤15 ≤10 ≤30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3838—2002)

Ⅲ 20 4 1 0． 2(湖、库 0． 05) 1． 0 — —

Ⅳ 30 6 1． 5 0． 3(湖、库 0． 1) 1． 5 — —

Ⅴ 40 10 2 0． 4(湖、库 0． 2) 2． 0 — —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景观环境

用水水质》(GB / T 18921—2019)
— ≤10 — ≤1． 0 ≤15 ≤20 ≤30

洪江排水公司出水水质

(2020 年)

平均 15． 0 3． 28 0． 59 0． 16 8． 78 1． 65 2． 02

最小 8． 0 2． 15 0． 30 0． 10 5． 57 1． 00 1． 00

最大 24． 0 4． 88 3． 33 0． 32 12． 8 6． 00 2． 93

3． 2． 2　 新城小区“三联供”项目出水水质

据统计,现有再生水经新城小区冷热暖“三联供”

项目热交换利用后,通过管道回送至洪江排水公司现

有入江排放口排放。 出水水质除水温略有变化(夏季

略有提高,冬季略有降低)外,CODCr等其他指标与洪江

排水公司出水水质相比,无明显变化,达到《地表水环

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中Ⅲ ~ Ⅳ类水标准,优

于《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景观环境用水水质》 ( GB / T

18921—2019)要求。 2020 年新城小区“三联供”项目

出水水质见表 2。

表 2　 2020 年新城小区“三联供”项目出水水质

监 测 点 季节 水温 / ℃
CODCr /

(mg / L)

BOD5 /

(mg / L)

NH3 -N /

(mg / L)
TP / (mg / L) TN / (mg / L)

SS /
(mg / L)

色度 / 度

“三联供”项目

出水口

春季 15． 0 ~ 18． 0 8． 0 ~ 24． 0 2． 15 ~ 5． 68 0． 27 ~ 3． 33 0． 100 ~ 0． 320 5． 71 ~ 11． 80 1 ~ 2 1． 00

夏季 31． 0 ~ 37． 0 10． 0 ~ 25． 0 2． 88 ~ 4． 88 0． 15 ~ 3． 20 0． 100 ~ 0． 260 5． 57 ~ 11． 90 1 ~ 6 1． 00 ~ 4． 00

秋季 24． 0 ~ 28． 0 9． 0 ~ 24． 0 2． 40 ~ 3． 92 0． 12 ~ 1． 68 0． 110 ~ 0． 260 5． 87 ~ 12． 80 1 ~ 2 2． 00 ~ 2． 47

冬季 6． 0 ~ 7． 0 10． 0 ~ 18． 0 2． 96 ~ 4． 58 0． 11 ~ 0． 90 0． 086 ~ 0． 180 7． 68 ~ 12． 20 1 ~ 6 2． 00 ~ 4． 00

洪江排水公司

出水口

春季 19． 0 ~ 21． 0 8． 0 ~ 24． 0 2． 15 ~ 5． 68 0． 27 ~ 3． 33 0． 100 ~ 0． 320 5． 71 ~ 11． 80 1 ~ 2 1． 00

夏季 27． 0 ~ 31． 0 10． 0 ~ 25． 0 2． 88 ~ 4． 88 0． 15 ~ 3． 20 0． 100 ~ 0． 260 5． 57 ~ 11． 90 1 ~ 6 1． 00 ~ 4． 00

秋季 21． 0 ~ 25． 0 9． 0 ~ 24． 0 2． 40 ~ 3． 92 0． 12 ~ 1． 68 0． 110 ~ 0． 260 5． 87 ~ 12． 80 1 ~ 2 2． 00 ~ 2． 47

冬季 11． 0 ~ 13． 0 10． 0 ~ 18． 0 2． 96 ~ 4． 58 0． 11 ~ 0． 90 0． 086 ~ 0． 180 7． 68 ~ 12． 20 1 ~ 6 2． 00 ~ 4． 00

3． 2． 3　 再生水利用方案

综合考虑再生水利用的安全性、合理性、经济性等

因素,根据再生水水质,结合区域规划以及管网布设,

按照“经济合理、安全可靠、就近利用”的原则,洪江排

水公司拟对用于新城小区冷热暖“三联供”项目热交

换的再生水,采用双点补水方案,用于主城区景观河道

城山河、西山河以及五山地区水网的生态补水。 再生

水补水方案见表 3,补水点具体位置见图 2。

表 3　 再生水补水方案

序号 补水河道 补 水 点 位 置 补水量 / (万 m3 / d) 补水流量 / (m3 / s) 用　 　 途

1 城山河 城山河海港引河以南约 50． 0m 2． 4 0． 28

2 西山河 西山河崇川路交叉点 2． 2 0． 25
景观河道生态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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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再生水补水区域水系及补水点示意图

4　 再生水利用的影响分析

4． 1　 对区域水生态环境的影响分析

4． 1． 1　 再生水水温对区域水生态环境的影响

a． 扩散方程。 洪江排水公司再生水补给水体城

山河、西山河为宽浅河道,河道生态补水采用岸边排

放,补水点下游形成的均匀流二维热量扩散方程

如下[13-15]:

∂T
∂t + u ∂T

∂x = Ex
∂2T
∂x2 + Ey

∂2T
∂y2 - KT (1)

　 　 定解条件:

T(0, 0, t) = ΔTs

T(x, y, 0) = 0, x, y　 (x,y 不同时为 0)
(2)

式中:T 为坐标点的温升值,℃;x、y 为平面点坐标,m;t

为时间坐标,s;u 为已知均匀流场流速,m / s;Ex、Ey分

别为纵向、横向扩散系数,m2 / s;ΔTs 为垂向混合后排

放口温升值,℃;K 为温度衰减速率系数。

K 由下式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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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
Ks

1000H (3)

式中: H 为 水 深, m; Ks 为 水 面 综 合 散 热 系 数,

W / (m2·℃)。 　

Ks 由经验公式确定,当固定源强S = qT0时,由下式

计算:

ΔTs =
qT0

q + uΔxH (4)

式中:q 为生态补水流量,m3 / s;T0 为出水温升,℃;Δx

为排放口所在节点宽度,m。

式(1) ~ (4)有解析解(恒定)。

T(x,y) =
qΔTs

H 4πxuEy

exp - y2u
4Eyx

- xK( )u
(5)

　 　 热输送的纵、横向弥散系数(扩散效应 + 分散效

应)分别取为 Ex = αxhu∗,Ey = αyhu∗;u∗ 为摩阻流

速; u∗ = ghi;αx、αy 为经验参数,分别取 4． 0 和 0． 5。

水面综合散热系数按照 F． Gun-neberg 公式确定:

K = 2． 2 × 10 -7 (T + 273． 15)3 + (0． 0015 + 0． 00112V2)

× (2501． 7 - 2． 366T) 25509
(T + 239． 7)2 × 10

7． 56T
T+239． 7 +[ ]1621

(6)

式中:V2 为水面以上 2m 处的风速(考虑到计算结果的

安全性,风速取 0);T 为各网格计算温升加上环境

水温,℃。

b． 影响分析。 综上,洪江排水公司再生水经新城

小区“三联供”项目热能提取后,回用于河道生态补

水,补水点局部河段的水温将有所变化,结果见表 4,

但仍满足《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中

对Ⅰ ~ Ⅴ类水域温度规定要求:人为造成的环境水温

变化应限制在夏季周平均最大温升不大于 1℃,冬季

周平均最大温降不大于 2℃。 洪江排水公司应加强对

再生水利用管理,根据季节性变化通过及时调整再生

水水量、水位等措施降低极端天气下出水水位变化,进

一步降低对水生态环境的影响。

表 4　 再生水水温对补水河道生态环境的影响

生态补水河道

夏　 　 季 冬　 　 季

温升 / ℃
最大纵向

距离 / km
最大横向

距离 / km

最大包络线

面积 / km2
温降 / ℃

最大纵向

距离 / km
最大横向

距离 / km

最大包络线

面积 / km2

城山南河
0． 1 0． 592 0． 126 0． 004 0． 100 0． 489 0． 095 0． 005

1． 0 0． 004 0． 008 0． 001 1． 000 0． 006 0． 004 0． 001

西山南河
0． 1 0． 564 0． 106 0． 005 0． 100 0． 423 0． 080 0． 004

1． 0 0． 003 0． 002 0． 000 1． 000 0． 005 0． 002 0． 000

4． 1． 2　 再生水水质对区域水生态环境的影响

根据洪江排水公司 2020 年运行数据,采用《环境

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表水环境》(HJ 2． 3—2018) [16]进

行混合过程段水环境影响预测,混合过程段水质预测

采用河流平面二维连续稳定排放模型,预测模型如下:

C(x,y) = Ch + m
h πEyux

exp - uy2

4Ey
( )x exp - k x( )u

(7)

式中:C(x,y)为纵向距离 x 点、横向距离 y 点的污染物

浓度,mg / L;m 为污染物排放速率,g / s;Ch 为河流上游

污染物浓度,mg / L;Ey为污染物横向扩散系数,m2 / s;u

为断面流速,m / s;k 为污染物的衰减系数,d - 1;h 为水

深,m。

混合过程段主要污染物变化情况见表 5。 由表 5

可知,洪江排水公司再生水经新城小区“三联供”项目

热能提取后,回用于城山河、西山河以及五山地区水网

中,除 CODCr、TN 浓度略有增加外,其余 NH3 -N、TP 浓

度略有减小,但总体变化幅度不大,不会改变五山地区

河网水系现状水环境质量。 同时,再生水利用项目实

施后,促进了水体流动,提高了区域水体自净能力[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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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正常工况下补水河段混合过程段主要污染物变化

单位:mg / L

补水河道 主要污染物 CODCr NH3 -N TP TN

城山河

(1 号补水点)

现状实测平均浓度 13． 00 0． 704 0． 230 2． 23

回用再生水平均浓度 15． 00 0． 590 0． 160 8． 78

混合过程段污染物

平均浓度
13． 04 0． 700 0． 228 2． 36

变化值 0． 04 - 0． 004 - 0． 002 0． 13

西山河

(2 号补水点)

现状实测平均浓度 11． 00 1． 340 0． 260 1． 63

回用再生水平均浓度 15． 00 0． 590 0． 160 8． 78

混合过程段污染物

平均浓度
11． 20 1． 300 0． 255 1． 95

变化值 0． 20 - 0． 040 - 0． 005 0． 32

4． 2　 对区域防洪除涝的影响分析

根据容蓄曲线计算,在正常水位、不考虑水面蒸发

以及河道输漏损失条件下,洪江排水公司再生水利用

仅使评价区域内河道水位抬升 0． 02m,抬升幅度相对

较小,不会引起区域水利工程频繁调度,也不会导致区

域防洪除涝标准的降低,与区域防洪除涝控制水位相

适应。

补水河道城山河、西山河河床底质以砂性土为主,

据相关研究,对砂性土不冲流速应控制在 0． 12 ~

0． 40m3 / s。 洪江排水公司再生水利用工程采用双点补

水方案,2 处补水点折算平均补水流量为 0． 27m3 / s,为

不冲流速,满足要求,不会导致河床冲淤明显变化以及

河道岸坡受冲失稳,对区域河道岸坡稳定影响较小[18]。

4． 3　 对城市景观环境用水的影响分析

城山河、西山河为城市景观河道,区域河道水系主

要为观赏性环境景观用水。 根据洪江排水公司运行数

据,达标尾水基本无臭味,出水水质明显优于《地表水

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Ⅳ类水标准,对城市

观赏型景观环境用水的影响较小。

4． 4　 对第三市合法水事权益的影响分析

再生水回用区域涉及的河道为城市河道,主要功

能为城市景观、防洪除涝等,无通航要求,评价范围内

除雨水排放口外,无工业、生活取水口,无码头等其他

工农业生产和城市生活设施,对其他第三市合法水事

权益影响较小。

综上所述,洪江排水公司再生水利用工程经新城

小区“三联供”项目热交换利用后,回用于城山河、西

山河及五山地区水网的河道生态补水,对区域河流水

生态环境、区域防洪除涝安全以及第三市用水户的影

响均较小,再生水水量和水质均可满足区域水系生态

补水需要,方案总体可行。 再生水利用项目的实施,将

有效提升南通市再生水利用水平,缓解区域水资源供

需矛盾,促进区域水生态环境良性循环。 洪江排水公

司应加强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管理,杜绝事故排放。

5　 结　 语

再生水回用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既可减少水

环境污染,又可有效缓解资源型和水质型缺水的双重

压力,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趋势。 各级政府

部门在加强再生水回用宣传、提高节水意识的同时,要

根据“高质高用、低质低用”的原则,制定切实可行的

分质供水方案和再生水回用规划,加强政策支持,培育

再生水回用市场,为建设“强富美高”新南通提供水资

源保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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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粤北山区大部分地区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水环境质量要求高,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面临着较大挑战。
本文从治理现状、运维管护、规划设计、资金、用地等多个方面,系统梳理了粤北山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存在的共性

问题和症结难点,并结合粤北山区的自然生态环境禀赋特征和经济社会发展特征等实际现状,在总结过往治理过

程中存在的问题及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规划引领—突出重点—因地制宜—一村一策—整改修复—强化运维的农

村生活污水治理提升路径,为具有重要生态保护功能、山多人少的地区开展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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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st of the mountainous areas in northern Guangdong are national key ecological functional areas, with high
water environment quality requirements, while rural domestic sewage treatment is facing great challenges. From such
aspects as management status,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planning and design, capital and land use,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sorts out common problems and sticking points of rural domestic sewage treatment in northern Guangdong
mountainous areas.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nat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endowment characteristics and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in the mountainous areas of northern Guangdong, and on the basis of
summarizing the problems and experiences in the past treatment proces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improvement path of
rural domestic sewage treatment, which includes planning guidance, highlighted key points, adapting measures to local
conditions, one policy for one village, rectification and restoration, and strengthened maintenance,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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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rural domestic sewage treatment in mountainous areas with important ecological protection functions and few people.
Key words: mountainous areas in northern Guangdong; rural domestic sewage treatment; common problem; improvement
path　

　 　 粤北地区是广东省“一核一带一区”功能区战略

布局中的北部生态发展区,承担着重要的生态屏障及

生态产品供给功能,是广东省重要的饮用水源地及北

江和东江两大水系的重要发源地,承担着保证全省人

民饮用水安全的重任,因此生态环境保护压力大、责任

重。 粤北山区以山地丘陵为主,村庄规模较小且分布

分散,人口潮汐迁移特征明显。 而总体经济发展水平

相对滞后,基础设施配套建设比较薄弱。 因此结合实

际,在系统梳理当前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现状及存在的

问题和症结难点的基础上,深入探讨适宜在粤北山区

推广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提升路径十分重要。 基于

此,本文在对粤北山区各县(市、区)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深入调研的基础上,通过抽样数据分析,系统梳理了

当前所存在的问题,通过总结经验教训,结合当地生态

环境禀赋及社会经济现状,提出了规划引领—突出重

点—因地制宜—一村一策—整改修复—强化运维的农

村生活污水治理的提升路径。

1　 存在的主要问题

1． 1　 缺乏统筹谋划

对粤北山区已建成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进行

抽样调查,对抽样结果进行分析发现,已建成污水处理

设施的处理规模主要集中在 20 ~ 50t / d(见图 1),超过

100t / d 的设施不多,基本与粤北山区村庄人口规模特

征相符。 但由于粤北山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因珠三

角的虹吸效应,人口外流现象明显,各县域人口普遍呈

明显下降趋势,且常住人口远小于户籍人口,由于城镇

化的发展,农村空心化现象严重。 用已建设施规模与

常住人口实际污水产生量之比作为衡量处理设施规模

是否合理的依据(见图 2),发现比例超过 3 的设施达

到了 37% ,比例为 1 ~ 3 的也达到了 41% ,说明设施建

设规模普遍偏大,主要是由于前期调研不够细致深入,

常住人口往往很难确定,因此通常以户籍人口而不是

常住人口确定处理规模,从而导致设施建设规模普遍

偏大,存在大马拉小车现象,设施建成后进水量相对较

少,难以发挥应有的治理成效,导致部分设施闲置甚至

图 1　 粤北山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规模分布情况

图 2　 已建设施规模与常住人口产生实际水量的比例情况

停用。 另外,设施建设之前,缺乏统筹规划,监管不同

步,未充分考虑设施建成之后的运维管护体系建设及

资金保障。 前期建设的污水处理设施往往采用了较为

复杂的带动力系统的滴滤、A2O 等工艺,运维成本和技

术要求较高,一方面,在县级层面缺乏相应的技术指导

和专业人员,污水处理设施点多面广,村镇作为运维实

施主体,日常管护流于形式,难以实现有效运维。 另一

方面,不菲的运维费用对财政收入本就捉襟见肘的当

地政府造成了较大的财政压力,且与城市生活污水不

同,农村生活污水尚未形成制度化、标准化的排污缴费

体系,因此也导致农村生活污水的运维从资金保障角

度存在力不能支的现象。 大部分设施建成超过其保修

期后,整个污水处理系统就处于无人运维和监管的状

态,也进一步导致了设施“晒太阳”现象。 从政策发展

角度来说,在 2018—2020 年,属于农村生活污水处理

设施集中快速建设期,粤北主要以公私合营模式(Pub-

lic-Private-Partnership,PPP)建设分散处理设施为主,且

要求 20 户 76 人以上的村庄均要建设污水处理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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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适合于粤北山区大多数农户门前都有菜园、鱼塘,

房后有竹林或树林、草地,生态环境承载力和自然消纳

能力较大的现实情况。

1． 2　 接户管网覆盖率低

对抽样样本的管网铺设情况进行调研分析发现

(见图 3),管网覆盖率低于 60% 和基本无覆盖的自然

村分别占 18%和 32% ,因此污水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收

集。 分析可能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存在重设施

建设、轻污水收集的思想,仅以设施建设作为完成考核

任务的重要考量;ⓑ前期可行性研究阶段对农村生活

污水治理的复杂性认识不足,导致项目实际执行时资

金远超预算,实际投入资金难以覆盖全部管网建设费

用,因此主要铺设了沿村主干道两侧的管网,缺乏纵向

的延伸;ⓒ一些项目污水主管网和入户支管网建设不

同步,分属不同的职能部门负责建设,而相关职能部门

之间缺乏充分的沟通配合,建设过程缺乏衔接性,出现

污水收集主管网和入户支管之间不配套现象,导致已

有网管难以发挥作用;ⓓ在项目推进和工程建设过程

中,没有充分发动群众,进行积极的沟通,真正做到农

村的事情要农民参与进来,因此导致部分管网铺设在

经过农户门前道路或农田时,得不到当地群众的支持。

图 3　 抽查处理设施管网覆盖率情况

图 4　 抽查设施建成时间分布

1． 3　 技术工艺不够合理

PPP 模式作为粤北山区在 2018—2020 年之间建

设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主要的推进模式之一,鉴于

当时广东省尚未印发《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排放标准》

(DB 44 / 2208—2019),同其他大部分地区类似,借鉴采

用的是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 GB

18918—2002)的一级 B 标准,对出水水质尤其是氮磷

排放要求较高,需要通过增加药剂或采用复杂的工艺

才能实现达标排放,因此大多采用“水解酸化 + 接触氧

化 + 人工湿地”、AAO、AO 等有动力的处理工艺(见图

4),导致建设及运行维护费用偏高。 此外,在调研中发

现,因为验收标准不确定,导致少部分设施已经建设完

工但验收工作滞后,一直未进入移交运维阶段,其中一

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出水标准的选择上存在分歧。 农

村生活污水普遍呈现出氨氮偏高但碳源不足的特点,

沿用一级 B 或者一级 A 标准,达标困难且运维经费高。

1． 4　 建设用地协调难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及污水收集管网建设用地

选址、征地、青苗补偿等工作涉及农民的切身利益,协

调难度大,在很多地方成为了项目延期或者停滞的最

主要原因。 分析其原因主要存在以下几个:ⓐ宣传不

到位,导致群众对于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理解不到位;ⓑ

在项目推进过程中,存在简单、粗暴的现象,农村生活

污水点多面广,而且地形地势复杂,土地性质多样,盲

目照搬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工艺及工程推进方式是行不

通的。 一方面,采用的工艺和处理规模不适宜当地实

际情况,没有切实结合当地居民的生活习惯和风俗、村

容村貌的景观特点以及生态环境承载力高的情况,因

地制宜地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和厕所改造、农业种植

面源污染治理结合在一起,存在大铺大建的问题;另一

方面,在施工过程中没有充分发动群众,和当地居民形

成良好的沟通,当破路铺管、从农田下面走管或入户接

支管等触及农民利益时,难以取得当地居民的支持;另

外,已建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未能发挥很好的实

际效用,未能给群众带来能切身感受到的受益和明显

的人居环境的提升,因此进一步降低了群众对此项工

程的支持理解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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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升路径分析

2． 1　 识别重点区域村庄,优先安排治理时序

结合粤北重要生态发展区的属性,识别饮用水水

源保护区、国考断面水质控制单元、美丽乡村示范带沿

线等重点区域的自然村,优先安排治理时序。 对于人

口集中(常住人口 600 人以上)或者群众反映有迫切生

活污水治理需求的区域,应当优先安排治理或整改计

划,充分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对于人口极少、空心化严

重或者纳入拆迁合并计划的自然村,适当延后开展治

理的时间。

2． 2　 加强顶层设计与统筹规划,明确一村一策

根据广东省“十四五”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县域规

划编制要求,以县域为单位切实全面查清现有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情况,理清家底。 在此基础上,加强实地走

访调研,结合最新卫星影像在空间上辨识村庄规模、聚

集特点及周边自然环境等情况,要切实结合当地自然

生态环境禀赋,尊重居民生活风俗习惯,考虑当地社会

经济承受能力和管理水平,做到因地制宜、技术可行,

确定可实施的治理模式,制定一村一策,切实提高规划

的落地性和指导性。 规划编制过程中,要充分衔接镇

域及村庄规划,既要满足当下,又要考虑长远。 在工程

推进过程和时序安排上,当地政府要做好统筹规划,将

不同部门主导的美丽乡村建设、供水工程、厕所改造、

农田垦造、乡村道路铺设等项目整体考虑,避免出现因

工程项目的重复施工,造成的资源浪费和给居民生活

带来的不便。

治理模式的选择应参考国家和省的最新要求,可

参照以下原则:

a． 以镇带村,城镇周边的自然村应结合城镇排水

现状及发展规划,优先将污水纳入城镇生活污水处理

厂处理,加强配套管网建设。 加强对管网材料、建设过

程的监管,确保管网不渗不漏、应接尽接,结合污水处

理厂的提质增效工程,逐步排查问题管网。

b． 人口规模较大的自然村应综合聚集程度、排水

现状、受纳水体水质要求等,优先做好居民有迫切需要

的区域的污水收集处理,根据《广东省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技术指引(试行)》选择管护简便、建设和运维费用

低的工艺设备。 根据处理规模,结合受纳水体类型,按

照《广东省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排放标准》对出水水质

进行监测,切实保障水环境质量。

c． 居住人口较少、分散、环境容量大、消纳力强的

自然村选用污水资源化利用治理模式。 在周边水环境

良好且不会造成黑臭水体的前提下,生活污水可就近

就地进行资源化利用,并根据人口规模、聚集程度和受

纳体情况,完善暂存设施、厌氧池、增氧设施、污水收集

管道或输送工具等配套设施。

2． 3　 因地制宜,强化资源化利用

通过分析粤北新丰县的常住人口特征发现,

87． 1%的自然村常住人口低于户籍人口,具有明显的

人口潮汐流动特征。 对自然村人口规模进一步分析发

现,常住人口在 200 人以下的占 78． 0% ,其中常住人口

少于 30 人的占 16． 0% ,说明辖区内的自然村随着城镇

化的发展逐步空心化,见图 5。 根据广东省农村生活

污水资源化利用的相关要求,对于常住人口低于 200

人,且周边受纳体明确的自然村,如有农田、林地、草

地、水塘或房前屋后有小菜园、小果园等,鼓励采用资

源化利用的模式。 因地制宜地进行资源化利用,既可

以降低建设设施的费用,也可以在较大程度上减少后

续的运行维护成本,还可以充分利用污水中的氮磷钾

等资源。 结合粤北山区符合资源化利用村庄的生活生

图 5　 粤北新丰县涉及治理自然村的常住人口分布特征

态生产特征,提出了周边林地丰富型、周边农田丰富

型、周边有河流型 3 种资源化利用模式,见图 6。 具体

来说,粤北山区的村庄多沿山而建,呈现出线状或者条

状分布,单点农户周边林地或者农田资源丰富,对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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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比较少的自然村可以将污水进行无害化处理后排入

附近的林地或者农田。 此外,考虑到粤北地区大部分

区域属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和重要河湖水源地保护

区,河网沟汊丰富,存在一些重点河流的支流,对于人

口比较少且符合资源化利用的村庄,应增加预处理设

施进一步削减污染物,拟采用的受纳体也应是远离河

流的一侧,避免因地表径流直接污染水体。

图 6　 适合粤北山区农村生活污水资源化利用的主要模式

2． 4　 制定既有设施提升改造方案

结合抽查调研发现的问题,既有设施的提升改造

与问题管网的修复将是粤北山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

首要任务。 对于设施无进水的,进一步排查原因,明确

是管网的问题还是人口迁移空心化的问题,必要时可

以变更治理模式,提高污水的治理成效。 本着应收尽

收、应接尽接的原则,逐步完善村庄内的接户管,并做

好新建房屋的预留,不断提高污水的收集率和管网的

覆盖率。 对于存在居民阻碍或者建设用地难协调的自

然村,充分发挥村委及党员的带头引领作用,做好与村

民的沟通协调工作,对于施工技术难度不高的工程,应

该充分发挥村民工匠或者村集体的作用开展建设,提

高村民的参与度和积极性。 充分尊重居民原有生活习

惯,对于有利用粪肥习惯的农户,可以适当提高化粪池

的出水口位置;加强农户厨房、盥洗区域产生的灰水接

入时的防臭工作,增加存水弯、窖井、排气孔等措施;对

于农户有在自家天井内淘洗、冲地习惯的,在末端增加

地漏,确保产生的轻污水流入。 在整改资金安排上,要

充分厘清历史责任,属于 PPP 项目的,要避免重复立

项,督促建设运维单位加强整改;非 PPP 项目的,对于

小修工程由运维单位或者镇村协商解决;对于大修、中

修工程,通过每年财政投入或者申请上级资金,本着轻

重缓急的原则逐步落实整改。

2． 5　 落实长效运维管理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三分建、七分管[8-10]。 结合粤

北山区当前运维工作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从规划、建

设、移交验收、运维 4 个阶段加强对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设施运维的重视。 规划阶段,充分谋划后续的运维工

作,未落实运维资金或者明确运维主体的,可以暂缓建

设或者不建,最大程度地减少“晒太阳”工程。 建设阶

段,加强对工程质量的监管,督促建设方严格按照农村

生活污水治理相关建设标准规范、技术指南等要求,严

把设计关、材料关、施工关、验收关,尤其要加强对管网

质量及错接漏接现象的检查。 移交验收阶段,对于非

EPC + O 模式(设计、采购、施工 + 运维)的工程,在建

设方向运维方移交时,增加一个试运维阶段,进一步保

证工程质量,避免后续因为责任不明确而导致的运维

停滞。 运维阶段,加快建立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

维管理办法或者方案,明确镇街、村委、村民、运维方的

责任,明确运维模式,多方筹措运维资金。

2． 6　 多方筹措资金

要充分应用好山水林田湖草资金,优先投入到重点

区域的新增治理与问题设施整改中,确保资金发挥实

效;继续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列入省级涉农资金大事要

事优先保障,拓宽资金渠道,积极研究专项债及金融支

持事项;统筹公益性和经营性资源,以丰补歉,推动农村

生活污水治理类项目与收益较好的关联产业开发类项

目整合搭配、一体实施,并积极申报国家或者省 EOD 示

范点。 如将区域内农村生活污水的治理、运维与城镇

污水处理厂的新建、扩建或运维打包,并统筹乡村振兴

风貌带、美丽河湖的建设,谋划多个项目捆绑发展。

3　 结　 语

粤北山区作为广东省重要的生态发展区,在农村

生活污水治理方面应当突出重点区域村庄优先治理和

整改,对于人口聚集且水质敏感区域,采用较为严格的

处理标准,确保功能区的持久稳定。 对于已建的老旧

设施和问题管网,首要提高接户管网的覆盖率,确保处

理设施的进水水量和水质,对于模式 (下转第 8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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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原位自动富集浮游植物定性采样装置的
设计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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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设计了一种具有自动化操作、样品统一度高、采样位置精确和操作安全性高等优势的原位自动富

集浮游植物定性采样装置,系统介绍了该装置的设计原理、设计思路、结构组成以及实际操作。 通过与常规定性采

样生物网的对比实验发现,两种方式获得的浮游藻类的群落结构基本一致,结果在误差允许范围之内,同时所得到

的浮游植物优势种群相同,结果可满足使用要求。
【关键词】 　 原位;自动富集;浮游植物;定性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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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a qualitative sampling device for in situ automatic phytoplankton enrichment is designed, which
has the advantages of automatic operation, high uniformity of samples, accurate sampling location and high safety of
operation. The design principle, design idea, structure composition and practical operation of the device are systematically
introduced. Through the comparative experiment of the conventional qualitative sampling biological net, it shows that the
community structures of the phytoplankton obtained by the two methods are basically the same, and the results are within
the allowable range of error. At the same time, the dominant population of the phytoplankton obtained is the same, the
results of which can meet the application requirements.
Key words: in situ; automatic enrichment; phytoplankton; qualitative sampling

　 　 浮游植物是指在水中以浮游生活的微小植物,通

常指浮游藻类。 藻类分布很广、数量极多,在整个生态

系统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此外藻类还与人类的生

产、生活密切相关,具有重要的渔业、工业、农业和药用

价值[1-2]。 但随着环境的改变,大量含有氮、磷的工业

废水和生活污水被排放到水体中,导致许多湖泊、水

库、河流等水体富营养化,严重时产生水华现象,对水

资源、水环境与水生态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3-5]。 目

前,藻类监测已经成为水生态监测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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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市场上的浮游植物定性采样装置在使用时

往往存在以下缺点:需要大量人力,实际操作时,整个

采样网要全部浸入水体,极大地消耗了采样人员的体

力;按照标准常规方法采集的过水体积存在较大差异,

即使是定性分析,其结果也会有偏差;受限于浮游植物

网伸缩杆的长度,对藻类监测结果产生影响;采样装置

离水体较近,连续长时间的用力循环拖动,易发生坠水

意外;易于损坏,耗材成本高[6-9]。

为了解决上述定性采样装置存在的问题,本文设

计了一种原位自动富集浮游植物定性采样装置,并应

用该装置对大连地区 8 月的 5 座水库进行采样分析,

获得了满意的结果。

1　 原位自动富集定性采集装置设计

1． 1　 设计原理

《内陆水域浮游植物监测技术规程》 ( SL 733—

2016)中规定,浮游植物定性样品采集应使用 25 号浮

游生物网,其孔径为 64μm。 生物网的应用原理是将浮

游生物网不断在水中做“∞ ”形巡回拖动约 3 ~ 5min,

通过生物网截留,使浮游植物不断富集[7]。

在原位自动富集浮游植物定性采样装置设计中,

依据定性样品采集的原理,将 25 号浮游生物网固定在

采样管末端,通过蠕动泵将水中的浮游植物多次通过

生物网而被截留富集。 整个富集过程不需要巡回拖动

生物网,并且采样管位置固定,达到了原位自动富集采

样效果。

1． 2　 设计思路

为节省人力,提高自动化程度,采用蠕动泵抽水,

蠕动泵上设有调节转速的功能,可有效控制和计算通

过的水样体积。 蠕动泵的动力源来自电瓶,实验室充

满电后,保证在野外可以连续作业 3h 以上。 选用伸缩

杆支撑采样管,伸缩杆可根据需要设计为 4 ~ 6 节,伸

长时可达到 3 ~ 5m,收缩后约 80cm,便于携带。 伸缩

杆前端设有下沉杆,保证采样管达到指定采样深度;伸

缩杆后端设有支架,方便采样人员控制,实现原位自动

采样。 采样管的末端绑上 25 号筛绢,材质与标准方法

中浮游生物网相同。

1． 3　 结构组成

原位自动富集浮游植物定性采集装置见图 1。 蠕

动泵由电瓶提供能量,采样管穿过伸缩杆,通过蠕动

泵,一端插入水中 ,另一端绑上筛绢。

图 1　 原位自动富集浮游植物定性采集装置设计图

1-蠕动泵;2-蠕动泵开关;3-转速调节;4-电瓶;5-采样管;

6-筛绢;7-伸缩杆;8-支架;9-下沉杆

1． 4　 实际操作

a． 样品采集时,首先打开蠕动泵,先对采样管进

行清洗。

b． 调整采样杆和下沉杆,确定采样位置,然后在

采样管末端绑上 25 号筛绢,控制转速和时间,使水体

通过采样管,滤过筛绢进行排出。

c． 蠕动泵停止后,取下筛绢,用洗瓶进行反洗,收

集反洗液至定性样品瓶,筛绢每次采样后进行更换。

2　 实验方法比对

利用原位自动富集定性采样装置与传统常规采样

方式对大连地区 8 月的 5 座水库藻类定性样品进行采

样,收集定性样品体积控制在 30 ~ 40mL,利用莱卡

DM2000 正置显微镜进行镜检。 采用标准方法鉴别藻

类种属[10],两种采样方式获得的藻类种群结构及优势

种群见表 1。

从表中 1 可以看出,利用原位自动富集浮游植物

定性采集装置获得的水样定性分析结果与传统常规方

法相比,浮游藻类的群落结构基本一致,结果在误差允

许范围之内,同时两种装置所得到的浮游植物优势种

群相同,这表明本文设计的原位自动富集浮游植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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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原位自动富集定性采样转置与常规生物网采样监测结果对比

监测

断面

原位自动富集定性采样装置 常规定性生物采样网

浮游藻类的群落结构 优 势 种 群 浮游藻类的群落结构 优 势 种 群

1 号

　 硅藻门(针杆藻)
　 绿藻门(栅藻、空球藻、衣藻)
　 隐藻门(隐藻)
　 蓝藻门(鱼腥藻、平裂藻)

蓝藻门(鱼腥藻)

　 硅藻门(针杆藻)
　 绿藻门(栅藻、空球藻、衣藻)
　 隐藻门(隐藻)
　 蓝藻门(鱼腥藻、尖头藻、平裂藻)

蓝藻门(鱼腥藻)

2 号

　 硅藻门(针杆藻、脆杆藻)
　 绿藻门(栅藻、四角藻)
　 隐藻门(隐藻)
　 蓝藻门(色球藻、鱼腥藻、颤藻)

蓝藻门(鱼腥藻)

　 硅藻门(针杆藻、脆杆藻)
　 绿藻门(栅藻、四角藻、空球藻)
　 隐藻门(隐藻)
　 蓝藻门(色球藻、鱼腥藻、颤藻)

蓝藻门(鱼腥藻)

3 号

　 硅藻门(针杆藻、直链藻、小环藻)
　 绿藻门(衣藻、栅藻、四角藻、空球藻、集
星藻)
　 隐藻门(隐藻)
　 蓝藻门(尖头藻、平裂藻、颤藻)

硅藻门(针杆藻)

　 硅藻门(针杆藻、直链藻、小环藻)
　 绿藻门(衣藻、栅藻、四角藻、空球藻、实球

藻、集星藻)
　 隐藻门(隐藻)
　 蓝藻门(尖头藻、平裂藻、颤藻)

硅藻门(针杆藻)

4 号

　 硅藻门(针杆藻、直链藻)
　 隐藻门(隐藻)
　 蓝藻门(鱼腥藻、束丝藻)

蓝藻门

(鱼腥藻、束丝藻)

　 硅藻门(针杆藻、直链藻)
　 隐藻门(隐藻)
　 蓝藻门(鱼腥藻、束丝藻)

蓝藻门

(鱼腥藻、束丝藻)

5 号

　 硅藻门(针杆藻、直链藻、小环藻)
　 绿藻门(衣藻、栅藻、四角藻)
　 隐藻门(隐藻)

硅藻门(针杆藻、
直链藻)

　 隐藻门(隐藻)

　 硅藻门(针杆藻、直链藻、异极藻、小环藻)
　 绿藻门(衣藻、栅藻、四角藻)
　 隐藻门(隐藻)

硅藻门(针杆藻、
直链藻)

隐藻门(隐藻)

性采样装置对水中浮游植物的定性采样检测结果准确

度高,具备实施可行性。 此外该装置与常规装置相比

还有以下优势:

a． 自动化操作。 操作人员只需启动蠕动泵,水中

的藻类便可逐渐富集在筛绢上,再对筛绢进行反洗就

可以收集到藻类定性样品。 实现了自动化采样,大大

减少了人为操作。

b． 样品统一性高。 由于采用机械进行采样,蠕动

泵的转速和时间确定,可以保证采集的每个样品所经

过的过水体积是一致的,保证了富集在筛绢上藻类的

统一性。

c． 采样位置更精确。 该装置中用于支撑采样管

的伸缩杆最大可伸长至 5m,前端还设有下沉杆,采样

管进水口固定在下沉杆上,便于采样位置达到指定

深度。

d． 操作安全。 取消了操作人员摆动采样杆的过

程,消除了操作的安全隐患。

e． 降低成本。 为保证采集样品的准确性,需每次

更换新的筛绢,但是只需大概 5cm × 5cm 大小的筛绢,

用料约是原方法生物网的 1 / 100,减少了消耗。 电瓶可

循环充电,所需能源少。

3　 结　 语

浮游植物作为水生态监测的重要指标,是生态文

明建设的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当前浮游植物监测

越来越受到各部门的重视,面对日益增加的浮游植物

监测任务,需不断提高监测效率。 本文通过设计一种

原位自动富集浮游植物定性采样装置,在确保实验结

果准确的基础上,实现了藻类定性采样的自动化、安全

化和节约化,极大地提高了检测人员的工作效率。 本

装置的设计开发不仅提高了浮游植物监测实验人员的

工作效率,还在保障供水,服务水资源的监督、管理及

保护等方面具有广泛而深远的意义。 ■

参考文献

[1]　 邸俊强. 浮游植物循环快速浓缩器设计应用[J]. 东北水利

水电,2020,38(5):50-51,64. (下转第 54 页)

·57·

孙大明 / 一种原位自动富集浮游植物定性采样装置的设计及应用　 　 　 　 　



DOI:10．16616 / j．cnki．10-1326 / TV． 2022．10．13

上海市发展城市公共直饮水点的
探索和实践

于大海

(上海市供水管理事务中心,上海　 200081)

【摘　 要】 　 设置公共直饮水点是上海接轨国际先进城市发展的核心部分,也是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大都市

的必要条件,更是建设高质量人民城市的重要工作。 本文通过对国内外公共直饮水点建设使用的现状进行介绍和

比较分析,对上海直饮水点建设工程的试点和推广进行了探索研究,可为上海市实现高品质饮用水的供水目标提

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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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stablishment of public direct-drinking water points is the core part of the development of Shanghai in line
with international advanced cities, the necessary condition to build an international metropolis with global influence and an
important work to build a high-quality people 's city. Through the introduction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and use of public direct-drinking water points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ilot
and promo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project of direct-drinking water points in Shanghai, which can provide ideas for Shanghai
to achieve the goal of high-quality drinking water sup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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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共直饮水点的产生

1． 1　 建设背景

饮用水是政府为市民提供的基础公共服务,具有

普惠性的属性。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不

断提高,人们对饮水的健康意识、口感和舒适度要求逐

渐加强,供水行业也逐渐从关注“量”向关注“质”转

变,这种变化决定了高品质饮用水需求也将日益增长。

在美国、德国、日本、中国香港等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

均实现了龙头水直饮。 国内部分城市陆续提出高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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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用水的供水目标,建成高品质饮用水示范区,实现优

质供水,满足直饮要求。

《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明确提出,

供水水质达到与同期欧美发达国家同级城市保持同等

水平,满足直饮需求。 根据上海市供水系统庞大、受水

人口众多等特点,结合示范区的试点效果,借鉴国内外

城市建设经验,形成上海市实施高品质饮用水建设的

基本思路。 从远期来看,可采取“市政集中供水”的发

展模式,通过原水水质调控、水厂工艺优化提升、管网

评估与分级改造和二次供水模式优化,对整个供水系

统进行全面升级改造和管理提升,全面保障供水水质

达到高品质饮用水目标。 从近期来看,可以优先选择

黄浦江滨江和苏州河“一江一河”两岸步道等人流相

对密集的公共场所和旅游景点建设部分直饮水装置,

作为免费的民生工程,服务于广大市民群众。

1． 2　 特点分析

城市公共直饮水点建设特点主要体现为便民性、

环保性、展示性、趋势性。 便民性:可以为市民及游客

提供便利、安全的户外饮水环境。 环保性:减少瓶装水

或饮料瓶等塑料垃圾,降低碳排放。 展示性:提高城市

管理水平,体现供水行业服务形象。 趋势性:在国外发

达国家,公共直饮水具有较高的普及率,国内一些城市

和地区也在陆续建设中。

2　 公共直饮水点的现状

2． 1　 国内外

国外:美国、德国和日本等经济发达国家均实现了

龙头水直饮。 国内:重庆园博会共设立 20 个直饮水

点,累计为 2300 万人次提供了服务;北京世园会共设

立 30 多个公共直饮水点,累计为 934 万人次提供了服

务;苏州市作为旅游城市,在景点共设立 40 个直饮水

点,累计为 8000 多万人次提供了服务。

2． 2　 上海市

2010 年上海世博会期间,浦东和浦西世博园区共

设立 117 个直饮水点,累计为来自全球约 7300 万名游

客提供了直饮水;2015 年对铁路虹桥站、上海站、上海

南站茶水间进行改造,共设立 16 个直饮水点,累计为 5

亿人次提供了直饮水;2021 年崇明花博会期间,在花

博园区共设立 23 个直饮水点,累计为 80 万人次提供

了直饮水。 2018 年,上海黄浦江两岸开发工作领导办

公室为对标国际“最高标准”和“最高水平”,打造更安

全、更有序、更干净的世界级滨水区,在进行最美丽的

公共活动空间建设的同时,也同步配套设立了少量公

共直饮水点。 公共直饮水点的建设由各区政府按照属

地化管理的原则授权指定机构作为责任主体,结合市

民休息驿站一并建设并负责运维,投资和运维费用由

各区财政承担。

3　 公共直饮水点的建设条件

3． 1　 供水系统实现优化提升

3． 1． 1　 原水能级提升

上海已建成长江陈行、青草沙、东风西沙、黄浦江

上游金泽四大水源地,基本形成“两江并举、集中取水、

水库供水、一网调度”的水源地格局,其中长江水源占

74% ,黄浦江水源占 26% 。 两大原水系统已实现部分

联动,水质得到了显著提升,长江和黄浦江的原水水质

均为Ⅱ ~ Ⅲ类,为水厂的后续处理创造了有利条件。

上海四大水源地原水系统分布见图 1。

3． 1． 2　 水厂深度处理

通过多年的深度处理改造,上海市 38 座水厂已有

29 座具备深度处理能力,全市深度处理率已达到 70%

以上,出厂水水质已经达到直饮水水平。 其余水厂也

计划于 2025 年基本完成水厂深度处理改造,见表 1。

“一江一河”两岸现有浦西段长桥、南市、杨树浦、

闸北和吴淞 5 座水厂,浦东段临江、凌桥和浦东 3 座水

厂。 目前,南市、临江水厂已经完成深度处理改造;长

桥、杨树浦(部分)、闸北、凌桥、浦东(居家桥)水厂正处

于改造前期或改造过程中;吴淞、浦东(陆家嘴)水厂原

址将改建为水库泵站。 上述水厂原水均为长江水,采用

预臭氧—混凝—沉淀—过滤—后臭氧—生物活性炭—

消毒的水处理工艺,出水水质达到上海市《生活饮用水

水质标准》(DB31 / T 1091—2018),可以满足直饮水的水

质要求。 8 座水厂的总供水能力达到 454 万 m3 / d,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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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上海四大水源地原水系统分布

表 1　 2025 年水厂深度处理改造完成计划

单位:万 m3 / d

序号 水　 厂
供水

能力

深度

处理

能力

状态 备　 　 注

1 长　 桥 140． 0 140 在建
　 计划 2024 年具备

通水条件

2 南　 市 70． 0 70 已建

3 徐　 泾 20． 0 20 已建

4 罗　 泾 10． 0 10 已建

5 杨树浦 120． 0 120 在建
　 计划 2024 年具备

通水条件

6 闸　 北 28． 0 待建
　 计 划 “ 十 四 五 ”
开工

7 月　 浦 40． 0 40 已建

8 泰　 和 100． 0 100 已建

续表

序号 水　 厂
供水

能力

深度

处理

能力

状态 备　 　 注

9 吴　 淞 18． 0 　 规划功能调整

10 闵行二 90． 0 90 已建

11 临　 江 60． 0 60 已建

12 凌　 桥 40． 0 40 在建
　 计划 2023 年具备

通水条件

13
浦

东

居家桥 10． 0 待建
　 计 划 “ 十 四 五 ”
开工

陆家嘴 10． 0 　 规划功能调整

14 金　 海 80． 0 80 已建

15 永　 胜 30． 0 30 已建

16 安　 亭 17． 0 17 待建
　 计划 2023 年具备

通水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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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水　 厂
供水

能力

深度

处理

能力

状态 备　 　 注

17 嘉　 北 15． 0 15 已建

18 青浦二 40． 0 40 已建

19 青浦三 10． 0 10 已建

20 松江一 6． 0 6 已建

21 松江二 20． 0 20 已建

22 小昆山 20． 0 20 已建

23 车　 墩 20． 0 20 已建

24 金山一 40． 0 40 已建

25 奉贤一 10． 0 10 已建

26 奉贤二 10． 0 10 已建

27 奉贤三 30． 0 30 已建

28 星　 火 10． 0 10 已建

29 惠　 南 44． 0 44 已建

30 航　 头 24． 0 24 待建
　 计划 2024 年具备

通水条件

31 城镇(迎宾) 18． 5 待建
　 计 划 “ 十 四 五”
开工

32 南汇北 20． 0 20 已建

33 崇　 西 5． 0 5 已建

34 城　 桥 15． 0 15 已建

35 堡　 镇 8． 0 8 已建

36 陈家镇 12． 0 12 已建

37 长　 兴 10． 0 10 已建

38 临　 港 20． 0 20 在建
　 计划 2022 年具备

通水条件

39 虹　 桥 40． 0 40 待建
　 计划 2025 年具备

通水条件

总　 　 计 1330． 5 1246

深度处理率 / % 94

深度处理能力达到 166 万 m3 / d,可以满足黄浦江滨江

和苏州河步道设置直饮水装置的水量需求。 水厂水处

理工艺见图 2,“一江一河”沿岸相关水厂现状情况见

表 2。

表 2　 “一江一河”沿岸相关水厂现状情况

单位:万 m3 / d

序号 水　 厂 水源 供水能力 处理工艺
深度处理

能力

1 长　 桥 长江 120 常规

2 南　 市 长江 70 深度 70

3 杨树浦 长江 100 常规 + 深度 36

4 闸　 北 长江 28 常规

5 吴　 淞 长江 16 常规 　

　 浦西段小计 　 334 　 106

6 临　 江 长江 60 深度 60

7 凌　 桥 长江 40 常规 　

8
浦

东

居家桥 长江 10 常规

陆家嘴 长江 10 常规

　 浦东段小计 　 120 　 60

　 　 总　 计 　 454 　 166

3． 1． 3　 管网改造优化

上海市 DN75(含)以上供水管道共有 3． 95 万 km,

其中,DN300(含)以上供水管道约 1． 44 万 km。 供水

管道材质种类较多,包括钢管、球墨铸铁、灰口铸铁、镀

锌、混凝土、塑料和玻璃钢等。 在现有管道中存在相当

数量的管材质量差、使用年限长的老旧供水管网。 为

有效提高管网输配水水质,减少漏损率,优化管网结

构,改造优化老旧输配水管网工作正在有力推进。 截

至 2020 年底,全市供水管网改造完成 1240km,“十四

五”期间将要完成 2000km 老旧供水管网改造的目标,

供水管网的改造优化为管网水与出厂水水质基本保持

一致创造了有利条件。

图 2　 水厂水处理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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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终端设备趋于成熟可靠

目前,公共直饮水点主要采用终端集成式水处理

设备,外壳采用不锈钢或大理石贴面;采用高低双盆,

兼顾成人和儿童饮水;冷热水均有,兼顾不同饮水

习惯。

水处理设备以市政自来水为原水,通过 PP 过滤、

活性炭吸附、超滤膜过滤、紫外线杀菌,有效去除水中

铁锈、悬浮物、胶体、细菌微生物等杂质,并脱色去味,

有效改善口感,出水水质达到上海市地方标准《生活饮

用水水质标准》 (DB31 / T 1091—2018)。 单个直饮水

点(2 个饮水龙头)投资费用约为 3 万元(包含安装费、

运费、调试费、税费,不含搬运及水电布线费用),运维

费约为 3500 元 / 年(包含维修、耗材更换费,不含检测

费)。

4　 公共直饮水点的推广发展

4． 1　 总结经验,先行先试

在总结“世博会”和“花博会”场馆和其他直饮水

点建设管理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

技术路线和实施方案。 结合现场水、电铺设和排水等

条件,在黄浦江滨江和苏州河沿河两岸选择合适的位

置,以相距约 1km 设立 1 个免费公共直饮水点,终端水

处理采用超滤或超滤和紫外线消毒相结合的形式,并

配合做好日常的水质检测和设备维护更新工作。 此

外,也可考虑在公园、公共绿化带、博物馆、人流密集的

公共场所和旅游景点设立部分公共直饮水点。 上海黄

浦区公共直饮水点部分选择点位见表 3。

表 3　 黄浦区公共直饮水点部分选择点位

序号 点 位 名 称 点 位 地 址

1 黄浦体育公园 公园门口

2 梦想驿站 望达路苗江路路口

3 足球场 西藏南路龙华东路路口

4 黄浦滨江驿站 黄浦滨江滑板公园旁

5 篮球场 卢浦大桥下

6 蓬莱公园 西藏南路公园入口

7 南浦大桥公交枢纽

4． 2　 数字孪生,提升服务

通过数字孪生,将所有公共直饮水点的位置、客流

(其他部门提供数据)、排队等候时长等信息,映射到

相关数字孪生画面中,将公共直饮水点的相关信息面

向社会公开。 所有的游客、附近居民,都可以通过宣传

的二维码、地图实时查看相关信息,同时可以向市民收

集改善意见和饮水体验评价。

4． 3　 绿色环保,技术增效

在公共直饮水点的建设过程中,要创导绿色低碳

的理念,尽量利用太阳能等清洁能源供电,终端处理后

的排水也可用于植物绿化。 同时采用远程控制和动态

实时监控等技术手段,有效提高处理终端装置的可靠

性,确保供水水质。 对于部分距离深度处理水厂较近

的公共直饮水点,也可考虑在确保供水水质安全的情

况下,不设置终端处理装置。

5　 结　 语

建设高品质饮用水是接轨国际先进城市发展的核

心部分,实现水可直饮是上海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国际大都市的必要条件,是高质量建设人民城市的重

要工作。 城市公共直饮水点的试点推广,将极大地方

便广大市民的休闲和游憩,使人民群众获得感和幸福

感不断增加,充分体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

人民”的宗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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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村生态河道建设是推动乡村振兴,提高农村水环境,改善农村居住环境,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
丽宜居乡村的重要任务和关键举措。 本文以江苏省泗洪县为例,分析了农村河道存在的问题,总结了近年来农村

生态河道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新背景下农村生态河道建设的建议,以期对其他地区的农村生态河道建设及幸福河

湖建设起到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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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ural ecological river construction is an important task and key measure to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improve
rural water environment, advance rural living environment, and build a beautiful and livable countryside with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Taking Sihong County, Jiangsu Province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rural river, summarizes the experience of rural ecological river construction in recent years, and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ecological river under the new background, attempting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ecological river and happy river and lake in other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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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河道是水系的重要载体,是农村地区的基础

设施,具有农业灌溉、防洪排涝、饮用水源等功能,同时

也是农村人居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8 年 2 月,中
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三年行动方案》,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作出战略布

署[1];2019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落实河湖长制,推进农村水环境治理[2];2021 年江苏

省委省省政府将农村生态河道覆盖率纳入乡村振兴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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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考核[4]。 农村生态河道建设是推动乡村振兴,提高

乡村水环境,改善农村居住环境,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美丽宜居乡村的重要任务和关键举措[3]。 目前,我

国已有部分学者开始对农村生态河道进行研究,如叶

健[4]将农村生态河道建设列为江苏省“十四五”农村

水利工作的重点项目;王振华[5] 对不同生态修复技术

进行了研究比对,并对优缺点和适用性进行了总结;张

会文等[6]分析了江苏省农村河道治理中的问题,并有

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适宜的治理措施;蔡勇等[7] 针对

农村河道治理,提出了农村河道分区治理的模式和措

施;姚炜[8]对农村河道的特点及现状进行了分析,并提

出了农村河道生态化建设的思路与建议。 农村生态河

道建设既是贯彻落实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实施幸福河

湖建设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的必然要求,也是推

进乡村振兴工作,实现河湖水生态目标的必然要求。

本文对江苏省泗洪县农村河道存在问题和农村生态河

道建设的经验进行探讨,以期为农村河道治理提供

依据。

1　 研究区域概况

泗洪县为山丘平原综合区,位于苏北平原西部,淮

河末端,东临洪泽湖,处于淮河流域中下游,承接河南、

安徽两省以及江苏省徐州市地区 14． 8 万 km2 来水穿

境入湖[9]。 泗洪县属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地区,四季

分明,雨量集中,年平均降水量为 893． 9mm,雨量多集

中在汛期(6—9 月),约占全年雨量的 64% 。 泗洪县境

内河网纵横密布,有县级河道 19 条,总长 264． 00km,

乡级河道 182 条,总长 508． 60km。

2　 农村河道的问题分析

2． 1　 部分河道存在淤积、梗阻问题

泗洪县受地域土质条件等因素影响,被划定为省

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及预防区。 在江苏省水利厅发

布的《江苏省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

区》公告中,泗洪县有 4 个乡镇为省级水土流失重点治

理区,17 个乡镇为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 泗洪县

重点治理区平均土壤侵蚀模数约为 2000t / ( km2·a),

重点预防区的土壤侵蚀模数一般为 1500t / ( km2·a)。

水土流失较严重,易造成岸坡崩塌及河道淤积,防洪安

全存在很大隐患[10]。 另外,泗洪县紧邻洪泽湖,河网

分布密集,为充分利用县内得天独厚的河湖资源,提高

地区经济发展,部分河道存在设置网箱、打坝进行水产

养殖的问题,行洪排涝能力受到一定影响。

2． 2　 部分河道水域被侵占

河道内杂草丛生,水草挤占了大量水域;沿河企

业、居民向河道倾倒生产、生活、建筑垃圾现象较为普

遍,造成河道淤积和缩窄;近年来,工程建设过程中侵

占河道的现象十分严重。 河道水域被侵占现象较为普

遍,造成河道排水不畅,严重影响汛期排涝。

2． 3　 部分河道存在污染问题

农村生活中水资源的多元化使用对于水污染有一

定的影响,农业生产过程中农药的不规范使用对水环

境污染也产生了恶劣的影响,同时乡镇工业的发展也

使水环境污染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农村河道水污染呈

现源多、面广、分散的特点[11],同时由于农村部分人员

环保意识相对淡薄,对于水环境污染问题不够重视,加

剧了农村河道污染的程度。

2． 4　 部分河道缺少水源补给

目前,泗洪县境内尚有部分河道与外部河道之间

连通的建筑物存在不同程度的损毁,另有部分河道与

周围水系连通不畅,从而导致缺少补给水源,无法形成

活水长流。

2． 5　 河道管护与监督有待加强

ⓐ部分河道未设置专门的管理机构,河道管理养

护人员缺失;ⓑ农村生态河道建设与管护的相关规章

制度不完善,各部门管理不协调;ⓒ缺少农村河道长效

管护的运行管理办法,河道不能完全做到定期、及时管

护;ⓓ缺少必要的建设与管护专项资金;ⓔ监督机制、

监督手段等方面存在不足,不能及时发现乱耕乱种、乱

堆乱建等侵占农村河道的现象。

3　 农村生态河道建设的主要措施

3． 1　 聚焦责任落实,完善实施体系

近年来,泗洪县把农村生态河道建设作为乡村“三

生”公共空间融合治理工作重要内容批准实施,明确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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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政府是农村生态河道建设的责任主体,接受县政府

工作考核。 泗洪县加大建设资金投入,对乡镇补助专

项资金,由乡镇政府(街道办)实施乡级农村生态河道

建设;同时,县级财政投入专项资金,由县水利局组织

建设高标准公园化县级农村生态河道。 目前,泗洪县

已形成政府考核、县乡联动的项目实施体系。

3． 2　 聚焦清淤疏浚,恢复河道功能

以水流通畅、功能达标为出发点,泗洪县大力实施

以“百河千渠环境整治连通工程”为代表的农村河道

疏浚工程,投入资金 3 亿元,疏浚县乡河道 182 条、沟

渠 4100 条,疏浚土方 2600 万 m3。 通过清淤疏浚,农村

河道防洪、排涝、灌溉功能大幅提升。 目前,泗洪县河

道灌溉保证率达到 90% ,排涝功能全部达到 10 年一遇

以上标准。

3． 3　 聚焦生态修复,改善河道环境

按照水清岸洁、生态良好的建设要求,泗洪县通过

加强河道污染治理,狠抓河道生态修复,使河道生态环

境大幅改善。

a． 加大黑臭水体整治力度。 近 3 年泗洪县投入

4． 5 亿元先后对县乡河道黑臭水体进行整治,清理污

泥 40 万 m3,改造污水管网 305． 00km,封闭、改造排污

口 72 个。

b． 加快污水处理厂建设。 建成县级污水处理厂 3

座、乡村级 98 座,工业生产与生活污水基本处理达标

后排放,减少污水直排。

c． 内源控制。 禁止河道管理范围内乱搭乱建、乱

耕乱种、乱捕乱养,做好水生植物、沿岸植物的季节性

收割,维护和提升水体自净能力。

d． 加强河道生态建设。 按照河道功能不同,合理

种植水生植物,采取草皮护坡、生态护岸、林木护堤等

水土保持措施,减少水土流失,恢复河道生态功能。

e． 突出特色打造。 根据河道、河段不同定位,结

合生态农业、生态林业、生态旅游、生态湿地等不同功

能需求,兼顾乡村景观需要,注重植入绿色、乡愁、田

园、文化等元素,建设游园节点、人行步道,打造各具特

色的农村生态河道,体现人水和谐、水绿相融。 已建成

老汴河、早陈河、循环河等 9 条农村生态景观河道。

3． 4　 聚焦河道管护,巩固治理成效

以管护到位为指引,建设整治是前提,长效管护是

关键。 ⓐ制定长效管护办法,出台《泗洪县农村河道管

护实施细则》《泗洪县农村河道管护考核办法》等规范

性文件,对农村河道建立健全管护责任体系,落实管护

主体,明确管护标准;ⓑ探索市场化运作管护机制,一

半以上乡镇通过公开招标落实专业管护人员,对河道

进行常态化保洁维护;ⓒ加大考核奖惩力度,县财政每

年拿出 600 万元专项资金,对农村河道长效管护进行

考核奖补。

4　 建　 议

近年来,泗洪县通过积极开展农村生态河道建设

工作,农村生态河道覆盖率显著提升,农村人居环境得

到明显改善。 2021 年,经江苏省水利厅考核认定通过

的泗洪县农村生态河道共有 21 条(93． 98km),覆盖率

增加 12． 16% ,农村生态河道总覆盖率达到 33． 83% ,

超出全省平均水平 5． 03% 。

农村生态河道建设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更是一项

综合性工程。 基于对泗洪县农村生态河道建设经验的

总结,为更好地建设与管护区域农村生态河道,提出以

下建议:

a． 争取政策支持。 加强与上级汇报沟通,深入学

习上级考核办法、工作要求等,用足用好有关支持政

策。 争取更多涉农项目和资金,将农村生态河道建设

与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房改善、农村公共空间治理、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等工作主动融合,减少重复施工、交叉

管理,通过协同推进、系统治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节

约投入成本。

b． 加强学习交流。 坚持“请进来”把脉问诊、“走

出去”学习先进、“坐下来”研讨交流。 积极邀请有关

专家实地调研指导,理清思路、破解难题。 组织到先进

地区学习交流,对标找差、借鉴经验,不断提升工作水

平。 定期组织各乡镇街道现场观摩、座谈研讨,促进各

地比学赶超,推动农村生态河道建设工作做实做细

做好。

c． 完善监督机制。 充分利用网络、电视、微信、报

刊等媒介,加强农村生态河道的宣传报道,引导社会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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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积极参与农村生态河道建设与管护,加强建设效果

的社会监督,公开曝光突出问题,对公众的举报监督及

时回应,不断巩固和提升农村生态河道治理成果[12]。

5　 结　 语

泗洪县农村生态河道建设有力助推了区域幸福河

湖建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支撑,同时也为科

学、系统推进苏北平原河网区河湖生态流量(水位)管

控工作提供了基础保障[13]。 加强农村河道生态化建

设的研究,是探索提升农村人居环境的重要路径,本文

通过分析江苏省泗洪县农村河道存在的问题和总结其

近年来农村生态河道建设的经验,对新背景下农村生

态河道建设提出了建议,以期对其他地区的农村生态

河道建设及幸福河湖建设起到借鉴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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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72 页) 不适合的自然村,可以结合实际变更

治理模式。 结合粤北生态区山区较多、人口分散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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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入库,确保建设、运维资金的充裕性。 粤北山区的农

村生活污水治理提升路径可以为其他类似生态功能优

先地区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提供参考和借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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