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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水是重要的自然資源，是人類生存和一切生產活動的物質基礎。我國一般發達城市都緊靠江河

湖海，作為對城市有重要影響的城市水利工程，其地位也隨著城市的發展而日益提高。本文闡述了

在九江龍開故道整治工程中引入水工美學的理念，對城市河道及周邊附屬水工建築物在滿足城市排

澇、截汙功能的前提下，結合生態、景觀、美學等要求，將河道整治、景觀設計與周圍環境相協調、

統一起來的一些思路，並針對近水性、親水性等問題，提出了切實可行的解決方案，最終體現“以

人為本＂的設計理念，為水工美學在城市水利工程中的應用提供了一定的實踐經驗。 
 

一、前言 
水是世間萬物的生命線，水對社會存在

的每一件事物都有著深刻的影響，城市作為

世間萬物之一，其與水的關係也是密不可分

的。隨著社會的進步及城市化進程的不斷加

快，水資源及其利用活動在城市發展過程中

所佔據的位置已經越來越重要，城市與水、

城市與水利越走越近。在城市活動中，可以

說每一件事都離不開水：經濟建設離不開

水，社會政治活動離不開水，文化離不開水，

生態環境離不開水，水與城市密切相連，不

可分割。當然，這裡的“水＂，又不僅是指

水資源的供給，從廣義上說，還包括水的安

全性、水對美化亮化城市的美學效果。因此，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提倡水利進城，不僅是

水利自身發展的需要，更是城市發展的必然

選擇。水利進城，其內涵不僅包括原來意義

上的城市防洪，還應該包括對城市環境、品

位的提升。城市水利不僅是城市的亮點和重

要組成部分，同時也是水利實現現代化的重

要標誌。 
二、 專案區基本概況及存在問題 

1、專案區基本概況 
龍開故道整治工程位於九江市中心城區

兩側的經濟技術開發區內。該工程是九江市

防洪治澇工程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通過八裡

湖向甘棠湖供水、解決甘棠湖水質問題的有

效途徑，是增加九江市城內旅遊景觀、美化

環境，提高九江市城市品位的一項重要工程。 
現狀龍開河故道由於長期廢棄，河道淤

塞嚴重，沿河雜草叢生，垃圾成堆，排水不

暢，雨水季節，內澇成災。加之兩側部分生

活污水直接排入故道，使故道內水質污染嚴

重，嚴重影響城市環境景觀，與九江市的現

代化港口旅遊城市的定位極不相稱。因此，

儘快疏浚整治龍開河故道，對於根治水患，

美化市容市貌和提升周邊土地的商業價值都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2、專案區現狀及存在問題 

龍開故道整治工程位於九江市城區。龍

開故道首端為八裡湖進水閘，該閘上游為八

裡湖，新開的龍開新渠末端位於甘棠湖西南

面緊靠甘棠湖。專案區所在區域目前已形成

九江市城區的一個獨立匯水區域，由於集水

面積小，區域周邊均有防洪標準較高的防洪

堤抗禦週邊洪水，該區域已達到一定的防洪

標準，但龍開故道多年廢棄被堵，區域內的

內水排除困難。該匯流區已有官牌夾排澇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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閘在建，裝機容量為 2920kW，設計排澇流

量 18.7m3/s。甘棠湖（南門湖）位於九江市

城區中心，目前湖水的補給水源主要是集水

區域的降水。 
曾文瑜、嚴曉華（2002）曾對龍開河

水環境品質進行了探討，他們在龍開河上設

置的三個斷面水質監測結果表明：龍開河進

口水質為優，中段水質受輕 
度污染，出口水質受中度污染；龍開河主要

污染物為氨氮、生化需氧量、高錳酸鹽指靈

敏、揮發酚。以上指數大量超標，說明龍開

河水質污染物為有機污染。這主要是由於龍

開河接納了十裡片區大量工業廢水，居民生

活污水和醫院醫療廢水，造成龍開河以有機

污染為主，又由於龍開河屬於季節性河流，

本身水量不大，枯水季節幾乎成為排水溝[1]。 
龍開故道目前存在的主要問題是：河道

排水功能喪失，內澇嚴重；缺乏有效治理，

污染成災。甘棠湖目前存在的主要問題是：

湖水補給水源缺乏，天不降水時湖水便成了

死水，水體受污染嚴重，水質差，水環境惡

劣。 
 

三、 龍開故道整治工程總體構想 
1、總體佈置 

九江龍開故道整治工程建設包括兩大

部分，即龍開故道工程和龍開新渠工程，其

中龍開新渠又為明渠段和暗渠段。本文主要

闡述龍開故道工程中所運用的水工美學處

理手段。借用“九派洵陽郡，分明是畫圖＂

這句詩詞作為龍開故道部分景觀設計的主

題，並以“自然，生態，美學＂理念為整個

故道的設計基調，營建六大景觀節點，在大

節點中貫穿著各種小場景，形成“大景套小

景＂的格局，各處景點儘量冠以當地的一些

歷史文化來體現設計主題。龍開故道長

3.307km，主河道寬度在 16~60m，坡度有

急有緩，寬度有寬有窄。具體設計時盡可能

考慮利用河流自然形成的各種地形地貌，順

應河流自然過程，在滿足行洪要求的前提

下，盡可能隨岸就勢，接近于自然的形態，

保留原有隨彎就彎自然風貌。 
2、總體目標 
（1）指導思想 

在確保防洪安全的前提下，綜合整治河

道，對龍開河兩岸生態、環境和景觀進行修

復、改善及保護，把龍開河建成一處以水為

依託，以綠為主題，突出龍開河兩岸的時代

氣息和較強的地域文化特徵，融合歷史人文

景觀，集休閒、娛樂、旅遊為一體的生態走

廊，為九江市經濟技術開發區經濟建設和城

市居民的身心健康創造良好的環境。 
（2）基本原則 

a、在保證安全行洪前提下，統籌兼顧

生態環境的改善、河道親水性和自然性、灘

地生態開發利用等多個目標的實現；增加休

閒娛樂機會，提升濱河區土地利用價值。 
b、堅持以人為本，生態化治理，人與

生態環境和諧統一的原則。 
c、堅持設計遵從自然，“點、線、面＂

相協調的原則。使河渠象自然河流一樣，創

造出多樣而自然的水邊環境，形成豐富、穩

定的生態體系，維持和保護生物多樣性。 
d、突出地方文化特色，注重河道自然

景觀整治與人文景觀保護利用相結合，維護

歷史文脈的延續性，同時注重景觀規劃的個

性塑造，減少人工雕琢痕跡。 
（3）總體目標 

工程區內水清岸綠，生態環境明顯改

善，提高龍開河環境品質和景觀品質；將龍

開河建成水、城市、生態、文化融為一體，

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態體系，創造一個安

全、優美、休閒、親水的生態環境，滿足市

民接觸自然、回歸自然的要求。 
a、滿足防洪排澇功能：龍開河主河槽

20 年一遇防洪標準，相應洪峰流量 23.6 
m3/s[2]。 

b、生態景觀目標：達到河湖景觀用水

近期治理目標，水、城市、生態、文化融為

一體，人與自然和諧共生。 
c、休閒旅遊目標：環境優美、休閒、

親水、自然，成為九江市經濟技

術 
開發區水景主體。 

d、文化展示功能：燒錄龍開河歷史足

跡，塑造文化景象，成為展示龍開河文明發

展的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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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龍開故道水工美學治理措施 
傳統的河道整治方法往往是：人們為了

控制水流，把水從生態系統中分割出來，放

到了一個由人工設定的特定的、規則形狀的

空間中，再用人工材料如混凝土等為水體製

作出的某種人工環境，不可避免地造成濱河

生態資源的破壞。其實在很多地區以往整治

過的一些河道中可以看到水體脫離了生物

群落，自淨能力降低，河水發黑發臭。這樣

的河道即使河岸上人造景觀再漂亮，也難以

讓人親近，因為它喪失了河流應有的生生不

息的生命力。 
為避免龍開河成為一條沒有靈魂的輸

水管道，設計中我們在水工美學的基礎上，

吸收、融合生態學的理論，注重維持河水與

兩岸地下水之間的自然迴圈，尊重物種多樣

性，恢復沿河動植物的生長棲息環境，使整

個河道有個生機勃勃的生態系統，借助自然

的生態過程和自淨能力為九江人民提供一

個優美的人居環境。龍開故道在具體設計

時，我們採用了生態護坡、護岸、護底、濕

地公園設計以及在河道斷面設計上為沉水

植物、直立水生植物、濕生植物和水邊植物

留出生長空間的設計方案。 
1、景觀設計 

龍開故道長 3.307km，主河道寬度在

16~60m，坡度有急有緩，寬度有寬有窄。

具體設計時盡可能考慮利用河流自然形成

的各種地形地貌，順應河流自然過程，在滿

足行洪要求的前提下，盡可能隨岸就勢，接

近于自然的形態，保留原有隨彎就彎自然風

貌。借用“九派洵陽郡，分明是畫圖＂這句

詩詞作為龍開故道部分景觀設計的主題，並

以“自然，生態，美學＂理念為整個故道的

設計基調，營建六大景觀節點，在大節點中

貫穿著各種小場景，形成“大景套小景＂的

格局，各處景點儘量冠以當地的一些歷史文

化來體現設計主題。 
（1） 吳風楚情園 

吳風楚情園位於八裡湖進口段，龍開故

道樁號範圍：0-084～0+350，長 434m，由

吳風、楚情兩大景觀節點構成，分別以不同

的元素表達那“吳頭楚尾＂的“一地兩

俗＂風景與風情。 

吳風：吳人的精神內涵在與“外柔內

剛＂，有鐵古錚錚、有柔情似水，在山水處

理、建築構築上則有著足夠的體現。我們臨

水而築水榭亭台，依勢而放置湖石為景觀石

景，營造曲路、幽境、流水、亭台的柔和的

吳式風情。 
楚情：通過對楚人景仰的“鳳文化＂的

闡述，對“楚歌音韻＂的空間北京的運用，

以及塑造一系列簡約、自然、樸實的景觀來

體現一種渾厚而又樸實的人文景觀。 
（2） 桃源清溪 

桃 源 清 溪 位 於 龍 開 故 道 樁 號 範 圍 ：

0+350～0+840，長 490m，由桃源清溪、隱

士亭、星子橋、宜趣亭、遊船主碼頭、玉竹

影門、臨水七大景觀組成。桃花源是理想世

界的象徵，我們在此不能還原一個書中的桃

花源社區，但是我們可以構築一個模擬的意

境化的景區。這裡水岸以自然駁岸為主，夾

岸種植桃花竹子，局部堆坡造景，形成了

“清溪流轉竹夾岸，碧山繽紛花滿眼＂。這

裡河岸入口可以營建洞口形式，採取當地陶

淵明的故事，詩詞進行意境引導。 
桃源、清溪、竹籬、茅舍，營建的是一

種魏晉時期社會文人崇尚的那種“遁世＂

環境，清新、淡雅。夾道竹亭，石為小徑，

竹為“屏風＂，當風讀竹韻時，你是否會在

追憶昔日誰在此一曲古箏一曲蕭呢？宜趣

亭，臨水的草亭，處在三岔路口，此亭是供

遊人休憩、賞景的佳處—動水、靜水、動林、

靜林，還有流動的自然的音樂，那就是春賞

桃柳、夏雨荷。 
（3）自在林 

自在林位於龍開故道樁號範圍：0+840
～1+200，長 360m。出桃源後跌水石澗銜

接著一彎曲小路，一塊大點石上抒寫著“自

在林＂，引導人們繼續探幽，道路兩旁密植

竹林，往路中心彎曲的竹子形成了一個天然

的綠色隧道，徐徐清風讀寫陣陣竹韻，那是

幽徑中的天籟，放鬆著工作之餘的你我，自

自在在的漫步…… 
自在居：綠色堤到盡頭是一個指示牌，

引導人們走向自在居。自在居亦是一個別致

的小茶室，體現“路的盡頭有人家＂的手

法。房子三面植物環繞，一面（主入口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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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雲牆門洞、形成“三面環翠，一面牆＂的

空間格局，簡約的擺設讓人有足夠的心情駐

步停留，“觀看逍遙自在魚，品賞沁人心脾

茶＂ 。 
（3） 逍遙村 

逍遙村位於龍開故道樁號範圍：1+200
～1+860，長 660m。莊子講究一種無拘無

束、自由自在的生活，這也是遠離都市空間

之後的人們的一種內心渴望。逍遙村景區採

用自然的手法以及莊子的一些典故（如莊子

與惠施關於魚的對話）來對景觀進行處理。

自然小路、流水、植物、茅草屋，營造出一

種自然的空間，讓人投入其中能忘卻那平常

日子裡工作與生活的繁瑣，讓情緒得到暫時

的釋放。 
魚樂人亦樂：木質的指示牌借用典故—

惠施曰：“子非魚，安知魚之樂？＂莊子

曰：“子非我，安知我不知魚之樂？＂對景

點加以介紹，而簡單的木質臨水準台，適合

垂釣的坐凳，遊動的魚、搖曳的植物，都是

一種表達。 
（5）滌生碑林 

滌 生 碑 林 位 於 龍 開 故 道 樁 號 範 圍 ：

1+860～2+650，長 790m。滌生碑林以“中

興第一名臣＂曾國藩為題材，進行景觀設

計。擇取曾國藩一些典型事蹟處理為碑刻與

壁畫。並用幾處碑刻以條幅形式對曾氏“修

身、治家＂語錄進行景觀創造。臨岸有“安

如磐石＂小景來表達曾氏的處事心態。夾岸

平臺滿足了遊船停靠需求。而植物、小品則

是分別根據景點需求進行設置，滿足人們的

親綠性。 
（6）現代都市濱水景觀 

現代都市濱水景觀位於龍開故道樁號

範圍：2+650～3+223，長 573m。現代都市

濱水景觀由“都市音韻＂和“流動的格

致＂兩大部分組成。作為九大景觀節點的尾

聲，我們主要採取沿岸設置一些現代的濱水

景觀，不同的節點顯示不同特點的景觀。 
現 代 濱 水 景 觀 仍 然 強 調 “ 親 水 ＂ 為

主，我們在不同區塊根據空間尺度的大小設

置不同的場景，主要以現代景觀元素用現代

的筆觸和材料進行表達，無論是小場景、臨

水準台還是休憩設施都儘量顯示別致，分別

顯示主題。 
都市音韻：景觀節點採取橢圓圍合的休

閒廣場，其中設置的不同形式的花壇、樹壇

跟蹤橢圓的線條流線。“琴弦＂為頂的圓形

木質花架，裝點了聲樂音符的廣場鋪裝；花

卉、灌木、小喬木、大喬木結合了臨近的護

欄形式，形成了具備韻律感的空間，構築一

塊都市音韻空間。 
2、 河道斷面設計 

管道底寬設計採取“隨岸就勢＂的設

計手法，底寬在 16.0～59.2m 變化，渠底高

程 11.0～11.2m，左、右岸邊坡一般 1：1.5
～1：2， EL12.80m 以下一般採用砼網格

草皮護坡，局部河道狹窄段由於房屋密集，

為儘量避免拆遷所帶來的不利影響，設計採

用松木樁垂直護岸，松木樁直徑大小為φ

200~φ250mm，單根長度 3.2m，頂部要求錯

落有致。EL12.80m 以上種植親水植物進行

生態護坡。河道兩岸在 13.10m 考慮佈置親

水休閒棧道，寬 1.2～3.5m。整條河道採用

生態護底，即卵石 20cm 厚下設細砂層

20cm，河底先清淤後回填碾壓。 
在傳統水利工程中，河流形態的均一

化，軸線的直線化、斷面的規則化、襯砌材

料的硬化和非連續化改變了生境多樣性，河

流形態多樣性的降低對於生物群落多樣性

產生致命的影響。 
河道斷面形狀的多樣性，表現為深潭與

淺灘交錯，尊重河流原有的自然斷面形態。

在龍開故道整治工程中，我們尊重天然河道

形態，盡可能避免採用幾何規則斷面。多樣

性更富於變化，給人們視覺上更多的享受。 
湖塘、淺灘、彎道的設立，既對水體起

沉澱、初步進化作用，又給浮游生物以棲

息、繁衍的場所，微生物、水生動物可對水

體的淨化進行預處理。“人類只有一個地

球，地球不能只有人類＂，按照這個理念，

我們創造了一個水生動植物、陸生動植物和

人類相互依存、相互制約的和諧共生的自由

天地。 
3、截汙工程設計 
    在故道右側佈設若干個截汙支管，把故

道右側的污水通過暗井的形式納入排汙主

管內，在故道左側佈設一條φ1800mm 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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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夾砂截汙主管，承接上游排放的生產、生

活污水，最終經過九江汙水處理廠沉澱去汙

後排放至長江，杜絕了以往兩岸污水向故道

隨意排放情況的發生，從而保證了故道的水

質潔淨，營造出“人水和諧＂的景象。同時

在故道兩側佈設雨水管，收集的雨水可以直

接向故道排放，從而實現了“雨汙分流＂，

保證了故道水質的清澈與潔淨。 
4、建築物設計 

為消除水患，改善兩湖水質，變死水為

活水，在龍開故道末端設置一個官牌夾泵

站，目的是連通通往長江的預埋涵管，在開

發區發生內澇時，彙集區內 7.28km2 的雨水

可向外排放至長江。官牌夾泵站主要建築物

級別為 3 級，設計排澇流量 18.7m3/s，泵站

裝機容量 2920kW。 
5、龍開故道的美化與淨化 
（1）生物膜法處理技術 

生物膜法是指用天然材料（如卵石）、

合成材料（如纖維）為載體，在其表面形成

一種特殊的生物膜，生物膜表面積大，可為

微生物提供較大的附著表面，有利於加強對

污染的降解作用。其反應過程是：1、基質

向生物膜表面擴散；2、在生物膜內部擴散；

3、微生物分泌的酵素與催化劑發生化學反

應；4、代謝生成物排出生物膜。生物膜法

具有較高的處理效率。它的有機負荷較高，

接觸停留時間短，減少占地面積，節省投

資。此外，運行管理時沒有污泥膨脹和污泥

回流問題，且耐衝擊負荷。本次故道渠底大

部分採用卵石加細砂生態護底技術，從工程

運行情況看，效果良好。 
（2） 水生植物設計 

水生植物作用於水體中適當佈置既有

觀賞價值又有淨化功能的浮水植物和沉水

植物，使水體不僅具有自然風貌的景觀，而

且增強人工水體的生物淨化功能。水生植物

的佈置原則：根據龍開故道景觀設計的要

求，配置不同高度、不同形態的植物；滿足

水體生態淨化的要求；植物種類應適合濕

地，並注重各類的多樣性。 
水生植物的佈置方案及佈置數量：根據

水面的大小不同佈置植物種植槽，以控制水

生植物的生長範圍，滿足景觀空間形態的需

求，並留出娛樂行船的通道。水面景觀低於

人的視線，綜合岸線景觀和湖面倒影、水面

植物進行適當的景觀組織、形成一幅幅優美

的水畫卷；植物以防汙抗汙、具淨化水質功

能的水生植物為主，並具有較高的觀賞價

值；湖底沉水植物以黑藻、苦草為主，水面

浮水植物以睡蓮、鳳眼蓮、槐葉萍為主，岸

邊挺水植物以蘆葦、香蒲、慈茹、唐昌蒲為

主，既有水景綠化的作用，也起到淨化水

質、保護魚類生長環境的目的。 
岸邊植物的佈置：岸邊綠化帶通過種植

不同植物，如耐水的喬灌木、花卉、草地等，

形成寧靜優美湖岸景觀輪廓線，同時茂密的

花叢和草坪對雨水起著一定的過濾作用。風

車草株形特殊，似翠竹，葉狀苞片似風車又

似傘，是一種觀賞植物，沿岸帶種植美化、

綠化，改善景觀。 
岸 邊 濕 地 水 體 可 根 據 景 觀 要 求 種 植

高、中、低不同高度的植物，如高層植物蘆

葦、中層香蒲、風車草、低層慈茹等。 
在岸坡區、過水斷面等處種植了挺水植

物香蒲、蘆葦濕生植物香根草和風車草等濕

生植物。在淺水濕地，當下部淹沒水中，或

在陸地上全部暴露空氣中均可生長，其根系

發達且深。岸坡上這些植物可形成環湖的淨

化帶，對地表徑流流入湖中的水起過濾作

用，阻攔、吸收、轉化可能進入水體的有機

質及營養鹽，有利水體自淨，防止水體的富

營部化。 
渠底種植沉水植物和浮葉植物，防止底

泥的再懸浮而影響水體的透明度，保持湖水

清澈。用以吸收、轉化沉積的底泥及湖水中

有機質和營養鹽，降低水中營養鹽濃度，抵

制浮游藻類的生產。 
水面上佈置漂浮植物（如鳳眼蓮）或漂

浮載體（水生生物浮島），並以水培法在載

體內種植陸生花卉（如美人蕉）或蕹菜、芹

菜等陸生蔬菜。減少入湖水體的光通量，抵

制浮游藻類的生產，增加水質透明度。 
 

五、 結語 
龍 開 故 道 整 治 工 程 作 為 一 條 橫 貫 南

北，穿越九江市開發區與主城區的河流，是

令九江市人民矚目的重要工程，其意義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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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了一般的排澇河道。因此，這條河道除

要滿足行洪排澇功能外，沿河佈置上還要體

現以水為主題的具有豐富的區段特色、體現

江南水鄉自然生態環境特色和歷史文化內

涵以及充分體現生態原則，保護河濱自然與

人文資源。 
結合河道沿岸現代城鄉發展要求、自然

生態環境和歷史文化特色，創造性地構築一

道將排澇功能、視覺景觀、休閒觀光和江南

水鄉文化展示融為一體的風景線，並協調與

促進濱河地帶的城鄉發展。這正與九江市發

展成為具有國際港口城市功能和江南水鄉

特色的生態型現代化城市的目標相適應。 
目前，專案已全部實施完工，各界人士

反映良好，特別是為城市居民提供了一個安

全、舒適、美麗的河道新環境。2007 年 7

月底至今，每天都有上千人的居民到龍開故

道風光帶上休閒、觀光。河道地區環境的改

善，也使這一地區的土地價值成倍升值，據

調查，建設開發之前，該片土地價值約為 20
萬/畝，比全城平均地價尚低 30%，建設開

發之後，現土地價值約為 200 萬/畝，比全

城平均地價高 80%，為全城最高地價之一，

這一地區已成為九江市的投資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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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龍開故道長江路附近原狀     圖 2-2  龍開故道長城路附近原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