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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划界河流基本情况 

1.1 概况 

1.1.1 流域概况 

颜家河位于兰西县兰西镇南部，为呼兰河下游右岸一级支流，松

花江二级支流，发源于兰西县北安乡城安村刘占（山）屯和马达屯之

间的坡地，河源始向南流，在兰西镇南折向东，至兰家窝堡附近转向

南，于兰西镇南（黄）崖子汇入呼兰河，河道全长55.5km，流域面积

567km2。流经兰西县的北安乡、康荣镇、平山镇、红光镇、兰西镇和

红星乡等 6 个乡镇。 

颜家河为季节性河流，水量主要以大气降水补给，流域内降水量

年际相差较大，颜家河流域洪水分为春、夏两个汛期，其中春汛洪水

由融雪或春季暴雨形成，发生时间一般为 4、5 月，夏汛洪水由暴雨

形成，发生时间一般在 7、8 月份。 

颜家河流域属中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冬季寒冷漫长，春季多

风干燥，夏季湿热降雨集中，秋季降温急骤历时较短。形成冬夏冷热

悬殊、干湿不均、四季分明变化较快等气候特点。多年平均气温为 2.1℃，

自 10 月下旬至来年 4 月上旬气温低于 0℃，极端最高气温为 36.3℃，

极端最低气温为-39.5℃。全年稳定通过 10℃的有效积温为 2711℃，

年日照时数为 2089h。无霜期 120d～150d。平均冻结日期 11 月 19 日，

解冻日期 4 月 20 日，最大冻土深度 221cm。 



1.1.2 河流沿岸权属单位及社会经济发展概况 

颜家河沿河分布有 6 个乡镇，分别为北安乡、康荣镇、平山镇、

红光镇、兰西镇和红星乡。

（1）北安乡

北安乡位于兰西县北部，全乡共辖 6 个行政村，44 个自然屯，其

中沿河村 2 个。2018 年全乡总人口 2.05 万人，沿河村 0.65 万人。该

乡地处平原，土壤肥沃，全乡总面积为 135km2，即 20.2 万亩，其中

耕地面积 12.96 万亩，全部为旱田，主要以种植玉米和大豆为主。主

要依托第一产业的发展，收入占总收入 76.2%，截止 2018 年底全乡实

现国内总产值 1.49 亿元，财政收入 592 万元，人均纯收入 7834.9 元。 

（2）康荣镇

康荣镇位于兰西县西南部，全镇共辖 8 个行政村，53 个自然屯，

其中沿河村 1 个。2018 年全镇总人口 2.5569 万人，该镇地处平原，

土壤肥沃，全镇总面积为 136.8km2，其中耕地面积 14.39 万亩，全部

为旱田，主要以种植玉米和大豆。截止 2018 年底全镇实现国内总产

值 2.275 亿元，财政收入 1029.73 万元，人均纯收入 8501.2 元。 

（3）平山镇

平山镇位于兰西县西北部，全镇共辖 10 个行政村，56 个自然屯，

其中沿河村 1 个。2018 年全镇总人口 3.4 万人，该镇地处平原，土壤

肥沃，全镇总面积为 206km2，其中耕地面积 22.1 万亩，全部为旱田，

主要以种植玉米和大豆。截止 2018 年底全镇财政收入 1200 万元，人

均纯收入 6800 元。 

（4）红光镇

红光镇位于兰西县北部，全镇共辖 6 个行政村，38 个自然屯，其

中沿河村 4 个。2018 年全镇总人口 2.63 万人，该乡地处平原，土壤



肥沃，全镇总面积为 137.36km2，其中耕地面积 14.9 万亩，其中水田

0.43 万亩，旱田 14.47 万亩，主要以种植玉米和大豆。截止 2018 年底

全镇实现国内总产值 3.02 亿元，人均纯收入 7963.8 元。 

（5）兰西镇

兰西镇位于兰西县腹部，全镇共辖 9 个行政村，49 个自然屯，其

中沿河村 4 个。2018 年全镇总人口 2.8 万人，该乡地处平原，土壤肥

沃，全镇总面积为 133km2，其中耕地面积 6 万亩，全部为旱田，主要

以种植玉米和大豆。截止 2018 年底全镇实现国内总产值 3830 万元，

财政收入 2200 万元，人均纯收入 8850 元。总产值中工业所占比例为

8%，农业所占比例为 86%。 

（6）红星乡

位于兰西县西部，距县城 7.5km，幅员面积 113km²，耕地面积 10.4

万亩，共有五个行政村，39 个自然屯，总人口为 17744 人，全乡属平

原地带，年平均积温 2700℃，无霜期 130 天，降水量 470 毫米，主栽

作物有玉米、小麦、大豆、杂粮、亚麻及蔬菜等。农业总产值 3450

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 6960 元。 

1.2 水利工程划界修改前范围 

颜家河兰西县段河道管理范围和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界

区域为北安乡城安村处至入呼兰河河口，河道长 55.5km。颜家河划

界河道位置如图 1-1 中蓝色线所示。 

颜家河河道管理范围划界所采用的工作底图地形图比例尺为

1:1 万，坐标系为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 



2 划界标准 

2.1 基本原则 

（1）依法划定。依据国家及黑龙江省法律法规划定江河湖库管

理范围。 

（2）统筹协调。县河长负责统筹协调江河湖库管理范围划定具

体工作。江河湖库管理范围的划定要统筹好与生态保护红线、防洪规



划区、水工程管理保护范围和自然保护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湿地

公园保护范围等各类保护地边界的衔接。 

（3）权属不变。此次河道管理范围的土地权属维持不变，相关

职能部门依法实施管理范围监管，维护江河湖库水生态水环境安全。 

（4）分级负责。由县领导担任县级河长的江河湖库管理范围划

定工作，由县水务局统一领导，相关乡镇政府及有关职能部门配合，

县级政府负责公告实施。 

2.2 划界依据 

2.2.1 主要依据的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

（4）《黑龙江省河道管理条例》；

（5）《黑龙江省水利工程管理条例》。

2.2.2 主要依据标准、规范 

（1）《防洪标准》（GB 50201）；

（2）《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洪水计算规范》（SL 44）；

（3）《水利水电工程测量规范》（SL 197）；

（4）《国家三、四等水准测量规范》（GB/T 12898）；

（5）《1:500 1:1000 1:2000 外业数字测图技术规程》（GB/T 14912）； 

（6）《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分类与代码》（GB/T 13923）；

（7）《土地勘测定界规程》（TD/T 1008）；

（8）《全球定位系统（GPS）测量规范》（GB/T 18314）；



（9）《全球定位系统实时动态测量（RTK）技术规范》（CH/T 2009）； 

（10）《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图式第 1 部分：1:500 1:1000 1:2000

地形图图式》（GB/T 20257.1）； 

（11）《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GB/T 24356）；

（12）《黑龙江省河湖和水利工程划界技术要求》。

3. 划界工作

根据上述岸线控制线划定的原则和标准，颜家河干流河段的河湖

管理范围线总长度为 93.06km，其中左岸 46.53km，右岸 46.53km。河

道管理范围划界长度成果表，详见表 3.1-1。 

表 3.1-1    河道管理范围划界长度成果表

序号 河湖名称
流域面积

（km²） 河湖级别
长度

（km） 河长级别 岸别

1 颜家河左岸外缘线 571 3 46.53 市级 左

2 颜家河右岸外缘线 571 3 46.53 市级 右

合计 93.06 

3.1 水利工程管理和保护范围线划定 

3.1.1 主要依据标准、原则 

（1）《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

（2）《黑龙江省河道管理条例》；

（3）《黑龙江省水利工程管理条例》；

（4）《黑龙江省河湖和水利工程划界技术要求》。



 

3.2 完成工作内容 

3.2.1 河道管理范围划界内容 

颜家河干流左岸河湖管理范围划界长度为 46.53km，右岸河湖管

理范围划界长度为 46.53km；左岸河道为 55.50km，右岸河道长度为

55.50km。 

4.颜家河腰城子至刘申屯治理工程段划界调整方案 

4.1 水利工程划界变更示意图 

依据兰西县河湖长制办公室《关于兰西颜家沟腰城子至刘申屯治

理工程段规划岸线调整的报告》（兰河办字〔2022〕6 号）要求，对

兰西县颜家河腰城子至刘申屯治理工程段规划岸线的划界成果进行

调整变更。根据变更段实测数据地势高程对比，按十年一遇洪水不出

槽， 

 
 
 
 
 
 
 
 
 
 
 
 
 
 
 
 
 
 
 
 
 
 
 
 
 

 



 

颜家河腰城子至刘申屯段变更前： 
 
 
 

 
 
 

 
 
 
 
 
 
 
 
 
 
 
 
 

 



 

 
颜家河腰城子至刘申屯段变更后： 
 

 



 

  

颜家河腰城子至刘申屯段变更前后对比图： 
 

 
 

 

  



 

 

4.2 颜家河河湖管理范围划界坐标成果表 

颜家河河湖管理范围划界坐标成果表 

序号 河湖名称 河长级别 岸别 经度 纬度 
1 颜家河 市级 右 126.2252442 46.2700729 
2 颜家河 市级 右 126.2257447 46.2705924 
3 颜家河 市级 右 126.2264395 46.2714276 
4 颜家河 市级 右 126.2267874 46.2719087 
5 颜家河 市级 右 126.2269189 46.2721761 
6 颜家河 市级 右 126.2272961 46.2728240 
7 颜家河 市级 右 126.2274061 46.2730022 
8 颜家河 市级 右 126.2273696 46.2731849 
9 颜家河 市级 右 126.2275640 46.2735400 
10 颜家河 市级 右 126.2280024 46.2741367 
11 颜家河 市级 右 126.2278253 46.2744492 
12 颜家河 市级 右 126.2274180 46.2746000 
13 颜家河 市级 右 126.2269090 46.2747385 
14 颜家河 市级 右 126.2264987 46.2749177 
15 颜家河 市级 右 126.2264429 46.2752357 
16 颜家河 市级 右 126.2269119 46.2755094 
17 颜家河 市级 右 126.2272051 46.2758219 
18 颜家河 市级 右 126.2273418 46.2763169 
19 颜家河 市级 右 126.2273497 46.2771220 
20 颜家河 市级 右 126.2274667 46.2777707 
21 颜家河 市级 右 126.2275061 46.2784546 

 

 颜家河河湖管理范围划界坐标成果表 

序号 河湖名称 河长级别 岸别 经度 纬度 
1 颜家河 市级 左 126.2283367 46.2708384 
2 颜家河 市级 左 126.2290205 46.2718212 
3 颜家河 市级 左 126.2294624 46.2725149 
4 颜家河 市级 左 126.2295801 46.2735494 
5 颜家河 市级 左 126.2296047 46.2742935 
6 颜家河 市级 左 126.2294864 46.2748303 
7 颜家河 市级 左 126.2295390 46.2755044 
8 颜家河 市级 左 126.2297258 46.2759920 

 
 

 



1

兰西县河湖长制办公室文件
兰河办字〔2022〕6 号

关于兰西颜家沟腰城子至刘申屯治理工程段

河湖管理范围划界变更调整的报告

省河湖长制办公室：

颜家沟是我县境内的一条河流，属于呼兰河下游右岸一级支

流，发源于兰西县北安乡境内的刘申屯和马达屯之间的坡地，地

理坐标标为东经 126.18°-126.12°，北纬 46.49°-46.27°,河

源始向南流，在兰西镇南折向东，至兰西县境内的南黄崖子屯汇

入呼兰河，河道全长 56km，流域面积 567k ㎡。已纳入中小河流

治理工程项目库。

目前完成了防洪评价，正在推进腰城子至刘申屯治理工程的

前期工作，已通过了省级专家审查，主要建设内容河道清淤、疏

拓、结合岸坡防护。工程计划 2023 年实施，实施后的河道提高行

洪排水能力，解除洪涝灾害。通过疏浚、疏拓顺畅排水，达到十

年一遇洪水不出槽。按照《<黑龙江省河湖和水利工程技术要求>




	220407093932_0001
	颜家河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界变更调整报告 
	1 划界河流基本情况
	1.1 概况
	1.1.1流域概况
	1.1.2河流沿岸权属单位及社会经济发展概况

	1.2 水利工程划界修改前范围

	2 划界标准
	2.1 基本原则
	2.2 划界依据
	2.2.1主要依据的法律、法规
	2.2.2主要依据标准、规范


	3. 划界工作
	3.1 水利工程管理和保护范围线划定
	3.1.1 主要依据标准、原则

	3.2 完成工作内容
	3.2.1河道管理范围划界内容


	4.颜家河腰城子至刘申屯治理工程段划界调整方案
	4.1水利工程划界变更示意图
	4.2 颜家河河湖管理范围划界坐标成果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