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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山东段河道整治及疏浚通航规划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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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京杭运河山东段是国家水运主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连接山东与周边水网地区，是山东内河航道的核心。为

在再现运河“千年文化”内涵，打造中华文化名片，从河道整治和疏浚通航方面进行分析，提出河道航运并结合输水配

水的规划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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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ning and Design for the Channel Improvement and Dredging
on the Section of the Grand Canal in Shando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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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handong section of the Beijing-Hangzhou Grand Canal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national waterway main
channel, connecting Shandong and the surrounding water network areas, which is the core of the Shandong inland waterway.
To reappear the connotation of the " millennium culture", this paper studied the river regulation and dredging of the Grand
Canal in Shan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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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大运河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作为“在用的”、“活着的”遗产，它不仅是一条“流动的”、“发
展的”经济黄金廊道，还是一条积淀丰厚的文化长廊[1]。京杭运河山东段是国家水运主通道的重要组

成部分，连接山东与周边水网地区，是山东内河航道的核心。其在德州进入山东境内，依次经过聊

城、泰安、济宁、枣庄五市，境内总长度为 589 km[2]。

开展以水体和水利工程为载体的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对于保护运河沿线水利遗产和生态环境，

传承运河沿线优秀传统水文化，挖掘大运河承载的历史文化价值，全面提升经济、社会、生态、环

境和景观等效益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本文从大运河河道原状保护、恢复河道航运并结合输水配水

工作的角度，提出可操作性、有实效的具体措施，真正实现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的目标。

1 大运河山东段历史及沿线工程现状

1.1 德州市

明清两代，德州既是漕运的储存站又是转运站。德州段运河成为南北水运的咽喉要地，年货运

量、周转量、吞吐量都占运河各港口之首。京杭大运河德州段自夏津白马湖镇白庄到德城区二屯镇

第三点村，全长 141 km。以武城县四女寺枢纽作为节点，分为卫运河和南运河，主要承泄上游来水，

同时作为引黄济津调水工程的输水干渠和南水北调东线二期规划输水渠道。

德州段南运河河段平滩过流能力约 180 m3/s，满足潘庄应急输水 80~77 m3/s、南水北调东线二期

输水工程 75 m3/s、引黄济津调水工程 65 m3/s的规模，过设计输水流量时的水位比外堤角地面高程

低 1.0~3.5 m，平均低 1.9 m。德州航运局于 1982年撤销，南运河成为以行洪排水为主的河道。目前，

南运河沿线仍保留了一些具有航运功能和基本满足通航要求的航运基础设施，如四女寺枢纽等，为

恢复和发展航道的水云功能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1.2 聊城市

聊城是大运河上著名的九大商埠之一，兴盛的漕运为其带来了 400年的繁荣。市区河流众多。

除黄河及其支流金堤河外，有属于海河流域纵贯全区的徒骇河、马颊河和从边境流过的漳卫河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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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河道，其中，黄河、金堤河、漳卫河属于边境河道。古运河从东南到西北贯穿全境。

1.3 泰安市

大运河泰安段全长 60华里，有“运河水柜”之称的东平湖是大运河山东段的最大水源地。

大汶河是黄河下游最大的一条支流，是泰安市唯一大型河道。主流起源于莱芜市钢城区汶源街

道办事处台子村，自东向西流经莱芜市钢城区、莱城区，泰安市岱岳区、泰山区、肥城市、宁阳县、

东平县，济宁市汶上县，于东平县马口村注入东平湖，由东平湖陈山口出湖闸泄入黄河（戴村坝以

下称大清河），全长 231 km，境内长 179.24 km，流域面积 8944 km²。
1.4 济宁市

济宁是大运河的重要枢纽,明清时期管理全国运河水利的最高管理机构——河道总督衙门便设

在济宁，因此济宁又被称为“运河之都”。济宁市水系均属淮河水系南四湖流域，中部京杭运河贯穿

南北，其它河流走向受地形制约呈放射状由周边向区内中南部京杭运河及南四湖一带汇集，发达的

地表水系对区内防洪涝、灌溉和调节补给地下水资源发挥着巨大作用[3]。

京杭运河及南四湖东部主要河流有 20余条，多属山洪河道，源短流急，峰高流量小，其中发源

于东部山区的较大河流有泗河、白马河、洸府河；京杭运河及南四湖西部主要河流有 19条，河底平

缓，径流历时较长，季节性明显，主要为人工河流，具引黄、引湖、防洪、排涝等多种功能。以上

河流中、下游河段由于人工开挖治理，一般常年有水，且水位与湖水位基本一致，具有通航功能。

1.5 枣庄市

大运河枣庄段,文物古迹众多，遍及运河两岸，尤其是台儿庄城内的 3 km 运河古道,是目前全国

保存最为完好的古运河河段之一，被称为“活着的运河”。
枣庄市境内河流属淮河流域运河水系。大小河流共有 24条，京航运河枣庄段为大型河流，横穿

市南部，境内全长 39 km。中型河流（伊家河、峄城大沙河、城郭河）3条，流域面积在 100 km2以

上的河流 8 条，流域面积在 30至 100 km2的河流 12条。除京杭运河枣庄段为南四湖泄洪河道外，

其它主要河流均发源于东北部山区，分别流入南四湖和运河。

2 河道建设规划与分析

2.1 南水北调东线 1期工程

南水北调东线工程从江苏扬州江都水利枢纽提水，途径江苏、山东、河北三省，向华北地区输

水。东线工程规利用京杭大运河以及与其平行的河道输水，连通洪泽湖、骆马湖、南四湖、东平湖，

并作为调蓄水库，经泵站提水进入东平湖后，一路黄河后北上，另一路向东向胶东地区供水[3-5]。

京杭运河沿线各地市的南水北调包括黄河以北段鲁北工程、穿黄工程、黄河以南段。

2.1.1 黄河以北段 鲁北输水工程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基本任务是将调入东平湖的

江水通过穿黄隧洞工程后北送至鲁北地区，包括小运河输水工程和七一、六五河工程、大屯水库。

小运河工程自位山~临清邱屯闸长 98.21 km，其中新挖输水河道长 40.076 km，利用小运河、赵

王河、周公河等现状河道长 58.134 km。

七一河、六五河段输水线路全长 77.014 km，其中利用六分干扩挖 12.84 km；利用七一、六五河

现状河道长 64.174 km。

大屯水库位于山东省德州市武城县恩县洼东侧，水库围坝大致呈四边形，南临郑郝公路，西侧

为利民河东支，东侧为六五河。水库最大库容 5209万 m3，最高蓄水位 29.80 m，设计死水位 21.00 m，

死库容 745万 m3，水库调节库容 4464万 m3。向德州市德城区年供水量 10919万 m3，武城县城区年

供水量 1583万 m3。

2.1.2 穿黄工程 穿黄河工程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从东平湖至黄河以北输水干渠的一段输水工程，全

长 7.87 km，是南水北调东线的关键控制性项目。位于山东省东平和东阿两县境内，黄河下游中段。

穿黄河工程从东平湖老湖区引水，在东平湖西堤（玉斑堤）魏河村北建出湖闸，开挖南干渠至

黄河南大堤前（子路堤）建埋管进口检修闸，以埋管方式穿过子路堤、黄河滩地至黄河南岸解山村，

经隧洞穿过黄河主槽及黄河北大堤，在东阿县位山村以埋涵的形式向西北穿过位山引黄渠渠底，与

黄河以北输水干渠相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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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黄河以南段 （1）韩庄运河。自微山县韩庄镇起，经台儿庄，至苏鲁边界与中运河相接，全长

42.5km。在韩庄运河上设置三个提水泵站，由南向北分别为台儿庄泵站、万年闸泵站、韩庄泵站，

设计流量 125m3/s；（2）南四湖~东平湖。自南四湖出湖口向北，经梁济运河、柳长河调水北上，由

南向北设二级坝泵站、长沟泵站、邓楼泵站。

二级坝泵站设计流量 125 m3/s，南四湖湖内疏浚工程长 28.987 km，底宽 73 m。梁济运河长 58.26
km。其中：湖口～长沟泵站段，一期工程按三级输水航道设计，输水流量 100 m3/s，代表船型为 1
顶 2×1000 t级船队，设计最小水深 3.3 m，设计河底高程 28.70 m，湖口~南跃进沟口河道底宽 160 m，

南跃进沟口~长沟泵站底宽 145 m；长沟泵站~邓楼节制闸段，一期工程按三级输水航道设计，设计

输水流量 100 m3/s，代表船型为 1顶 2×1000 t级船队，设计最小水深 3.4 m，设计河底高程 30.8 m，

长沟泵站~汶宁新河河道底宽 145 m，汶宁新河~郓城新河河道底宽 70 m，郓城新河~邓楼节制闸河道

底宽 60 m。柳长河输水段输水航道线路长 20.99 km，一期工程按三级输水航道设计，输水流量 100
m3/s，代表船型为 1顶 2×1000 t级船队，设计最小水深 3.2 m，设计河底高程 33.2 m，河底宽 45 m。

长沟泵站、邓楼泵站、八里湾泵站设计流量 100 m3/s。
2.2 大运河河道整治和疏浚通航设计分析

在摸清大运河水系基本情况、大运河来水、河道现状标准、河道

治理情况基础上、考虑与南水北调调水布局相对关系，结合沿运河人

文遗产分布、交通运输情况和文化、生态、旅游带打造，本文重点针

对未通航河段展开通航方案分析，提出为保障通航需建设的工程。

2.2.1 黄河以北山东段 京杭运河黄河以北山东段位于鲁西北平原的

聊城及德州两市境内，由位临运河（或小运河）、卫运河、南运河组

成，目前暂未通航。规划为Ⅲ级航道。见示意图 1。
航道的起点：由位山穿黄工程确定。暂定起点位于位山附近、黄

河北岸、引黄入卫工程西侧。航道的终点：航道在临清城区的南或北部接入卫运河，最终接德州沧

州边界南运河。

（1）推荐的航道走向：自位山枢纽，向西，在阿城东南转向近北方向，经七级镇，在马庄镇周

店附近设枢纽，经马庄船闸调船舶入位临运河。之后沿位临运河向西，在王堤口设过河渡槽与徒骇

河交叉，然后转向北偏西方向，在王铺设航运枢纽与马颊河交叉，经柳林镇东侧，在尚店，新开挖

航道至胡家湾南设航运枢纽入卫运河，整治利用卫运河河道，向北偏东方向，此后沿卫运河走向至

德州沧州边界（终点）。

（2）梯级布置航道梯级共设 5个梯级，分别为南水北调东线输水工程位山至周店段、位临运河

周店至马颊河段、位临运河及新建段马颊河至胡家湾段、卫运河胡家湾至祝官屯段、祝官屯至四女

寺段、四女寺至终点段。

相应设 5个船闸及相应的节制闸等建筑物，分别为马庄船闸（及节制闸）、王铺船闸（及跨河

渡槽、节制闸)、胡家湾船闸、祝官屯船闸、四女寺船闸。

①马庄船闸：位于马庄镇周店附近，船闸的功能为调运船舶自南水北调输水河道至位临运河，

克服两河道的水位差，在南水北调输水河道下游，建设节制闸，以蓄水保航。

②王铺枢纽：位于本航道与马颊河交叉的王铺附近，船闸的功能为梯级渠化和在位临运河停止

调水期间航道蓄水通航所需。

③胡家湾船闸：位于临清城南胡家湾附近，船闸的功能为调运船舶自位临运河开挖段至卫运河，

克服两河道的水位差。

④祝官屯船闸：位于武城县相互官屯附近，位于卫运河上。

⑤四女寺枢纽：位于德城区南部四女寺，为通过四女寺水利枢纽而设。

为保证通航河道部分主要建设内容为：

（1）聊城段的航道长 111.13 km，沿途与省道 254、京九铁路、济聊高速公路、青银高速公路、

省道 356等公路铁路相交，除卫运河上的部分桥梁外，其余桥梁均需改建（新建）。

按Ⅲ级航道扩挖（河道底宽 45 m，最小通航水深 3.2 m，边坡 1:3），估算开挖土方 750万 m3，

两岸衬砌防护。新建、改建大型跨河构造物共计 16座，其中铁路桥 2座，公路桥 6座，市政桥 2座，

图 1 黄河以北段路线规划
Fig.1 Planning of the northern

section at Yellow River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F%A9%E5%BA%84%E9%95%87/5340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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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闸 3座，航运枢纽 2座，渡槽 1座。占地 6418亩。

（2）德州段的航道长 112.60 km，沿途与省道 254、京九铁路、济聊高速公路、青银高速公路、

省道 356等公路铁路相交，除卫运河上的部分桥梁外，其余桥梁均需改建（新建）。按Ⅲ级航道扩

挖（河道底宽 45 m，最小通航水深 3.2 m，边坡 1:3），估算开挖土方 765万 m3，两岸衬砌防护。需

新、改建大型跨河构造物共计 12座，其中铁路桥 2座，公路桥 6座，市政桥 1座，船闸 2座，航运

枢纽 1座。占地 3740亩。

2.2.2 穿黄段 京杭运河穿黄线路推荐方案为：自东平湖出口沿现有河道北上，在皇殿村向西，于荫

柳棵村北侧横穿黄河，在油坊村南侧接入位临运河。

主要建设内容：本方案一跨越道路 6条，周边无村庄，需穿过节制闸 1座。

2.2.3 黄河以南山东段 黄河以南至济宁段：本段由黄河至东平湖出

口段、东平湖段、柳长河段和梁济运河段四段组成，总长度为 110
km，规划为Ⅱ级航道。目前，除黄河至东平湖出口段暂未通航外，

其余三段已按照Ⅲ级航道建成通航[5]。

济宁至台儿庄(黄道桥)段：本段由济宁至二级坝微山船闸段和二

级坝到苏鲁省界的湖东线航道、湖西线航道三段组成，总长度为 214
km，其中湖西航道长 51 km，规划为Ⅱ级航道。济宁至台儿庄(黄道

桥)段目前为Ⅲ级航道，通航里程 172 km，湖西线航道为Ⅵ级航道，

通航里程 51 km(图 2)。
主要建设内容：济宁段 110 km，其中南水北调梁济运河段线

路长 58.3 km，截污导流及其以北梁济运河段长 29.5 km，柳长河段长 22.2 km。

南水北调梁济运河段目前已按照Ⅲ级航道建成通航[6]，沿线跨河建筑物已按照Ⅱ级航道标准布

置。因此河道部分工程内容为：河道扩挖、沿线支流口处理、沿线建筑物工程、船闸工程。扩挖后

河道底宽 70 m，最小通航水深 4.0 m。湖口~长沟泵站段，河底高程 28.70 m，边坡 1:4；长沟泵站~
邓楼泵站段，河底高程 30.8 m，边坡 1:3。利用南水北调梁济运河航运开挖土方 215万 m3，新建、

重建或维修加固建筑物 125座，其中生产桥 3座，穿堤涵闸 51座、排灌站 71座，两岸衬砌防护。

截污导流及其以北梁济运河段线路长 29.5 km，包括河道扩挖、支流口处理、沿线建筑物工程、

船闸工程。截污导流段梁济运河长 17.1 km，扩挖后河道底宽 70 m，最小通航水深 4.0 m，河底高程

30.8 m，边坡 1:2.5。利用截污导流段梁济运河航运估算开挖土方 60万 m3，共新建船闸 1处，改建、

新建桥梁 5座，两岸衬砌防护。截污导流以北段梁济运河长 12.4 km，扩挖后河道底宽 70 m，最小

通航水深 4.0 m，河底高程 30.8 m，边坡 1:2.5。以北段梁济运河航运估算开挖土方 85万 m3，改建、

新建桥梁 3座，两岸衬砌防护。

柳长河段线路长 21 km，现状河道已按照Ⅲ级航道通航，沿线跨河建筑物已按照Ⅱ级航道标准布

置。因此河道部分建设内容为：河道扩挖、沿线建筑物工程。扩挖后河道底宽 70 m，最小通航水深

4.0 m，河底高程 30.30 m，边坡 1:3。柳长河段航运估算利用南水北调柳长河开挖土方 270万 m3，新

建、重建排涝站 27座，涵闸 16处，两岸衬砌防护。

3 结 语

大运河山东段治理需要从总体规划、防洪工程、航道工程、闸坝工程、桥梁工程、水质保障工

程、景观工程等方面全面、综合开展，将对提高防洪保障标准、延续运河千年古文化、提高山东省

的交通运输能力、改善生态环境、带动旅游经济和第三产业发展、拉动我省经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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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黄河以南山东段示意图
Fig.2 Schematic diagram of Shandong

section at south of Yellow 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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