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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利用液压钢坝闸对沣河

治理的方法，结合沣河流域气象、水文及地质条

件，本发明介绍了液压钢坝闸在沣河河道综合整

治工程中的应用，与传统的拦河闸(坝)相比，其

具有坝体跨度大，过流能力强，不产生上游泥沙

淤积，坝体升降速度快，流量调节方便，避免河道

漂浮物卡塞等方面的特点，充分体现了液压钢坝

闸在城市河道综合治理建设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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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利用液压钢坝闸对沣河治理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如下：

1)地基处理

通过对河床及两侧漫滩进行勘察，对坝址进行标贯试验，对坝址处现状问槽进行整平，

将液压钢坝基础下的表层土挖除后，然后用级配碎石进行回填，回填最大高度为2.1m；

2)坝基防渗

对坝基采用垂直铺塑防渗截断渗漏通道，垂直铺塑深入粉质粘土层，底高程为

380.00m；根据防渗、防冲、稳定要求，在液压坝底板上游设钢筋混凝土铺盖，铺盖顺水流方

向长10.0m，厚0.3m；结合蓄水区整体防渗及渗透稳定要求，与蓄水区底部垂直铺塑防渗进

行衔接；

3)坝底板高程、坝高及坝长的设计

液压坝底板顶高程与河床冲淤平衡高程相适应；沣河入渭口断面设计河底高程按渭河

南岸滩面高程确定，其值为377.00m；

沣河水面工程上段河段冲淤平衡比降为0.67％；水面工程下段河段冲淤平衡比降为

0.60％，以沣河入渭口断面设计河底高程377.00m为起点，确定河道冲淤相对平衡状态时的

河道比降，确定坝址处的设计河底高程为389.50m；

河底高程取坝底板高程389.50m；该坝正常蓄水位393.00m，坝高3.5m，回水长度3.7km；

对少量滩地进行开挖，形成约80.0m-150.0m宽的河道水面，根据河道堤线、滩槽线布置

确定坝长102.0m，两侧边墩各宽1.2m；

该坝采用底流消能，消力池前由1∶5.0的斜坡与液压坝底板连接；消力池深度1.8m；消

力池水平段长度为21.0m，消力池底板采用厚1.0m的C25钢筋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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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利用液压钢坝闸对沣河治理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利用液压钢坝闸对沣河治理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陕西省西成新区沣河综合治理II期工程地处渭河南岸秦岭山前洪积平原中部，属

中纬度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流域多年平均降水量806.6mm，时空分布不均，7、

8、9三个月占全年降水量50％以上。该段沣河河床及漫滩宽度上窄下宽，两侧河流各级阶地

断续发育。河床以中粗砂为主，平均渗透系数较大，约为6.91m/d，且透水层厚度大。工程治

理范围上游起西汉高速桥，下游至G310国道桥，距咸阳市区25.0km。工程以修建防洪工程为

主，在保证河道行洪能力安全的基础上主槽布设景观水面工程，治理河道长度8.7km。堤防

工程级别为I级，工程按沣河100年一遇洪水进行设防，设防流量为1820m3/s。

[0003] 目前的拦河蓄水坝主要有拦河闸、滚水坝、橡胶坝、翻板闸、液压坝和气盾坝等。拦

河闸方案需设多孔平板或弧形闸门，可靠性高，工程投资大，且阻水面积大，抬高上游河段

行洪水位，增加堤防投资；滚水坝施工简单，但坝上河床会逐渐淤积，从而失去蓄水功能，且

导致行洪水位抬高，会引起上游问道防洪工程投资明显增加；橡胶坝广泛应用于防洪、灌溉

和城市美化，具有管理方便，景观优美，泄洪时坝面全部坍平，有利于河道行洪，明显减少上

游防洪工程投资，正常使用年限约20年，但是坝袋易受冲击物破坏，行洪时水中粗颗粒沙会

对坝袋造成磨损，升降坝时间长，对河道上多座拦水坝联合调度带来较大困难；水力自控翻

板闸具有过流能力强、制造方便、管理方便等优点，但翻版闸具有易被漂浮物卡塞或上游泥

砂淤积致使自动翻板困难而影响防洪安全等问题。气盾坝升降坝时间约为30-50分钟，但因

充气囊需要从国外进口，工程造价较高，后期维修周期较长，费用较高。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技术问题，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利用液压钢坝闸对沣河

治理的方法。

[0005] 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6] 一种利用液压钢坝闸对沣河治理的方法，如下：

[0007] 1)地基处理

[0008] 通过对河床及两侧漫滩进行勘察，对坝址进行标贯试验，以及根据《建筑抗震设计

规范》要求，对坝址处现状问槽进行整平，将液压钢坝基础下的表层土挖除后，然后用级配

碎石进行回填，回填最大高度为2.1m；

[0009] 2)坝基防渗

[0010] 对坝基采用垂直铺塑防渗截断渗漏通道，垂直铺塑深入粉质粘土层，底高程为

380.00m。根据防渗、防冲、稳定要求，在液压坝底板上游设钢筋混凝土铺盖，铺盖顺水流方

向长10.0m，厚0.3m；结合蓄水区整体防渗及渗透稳定要求，与蓄水区底部垂直铺塑防渗进

行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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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3)坝底板高程、坝高及坝长的设计

[0012] 液压坝底板顶高程与河床冲淤平衡高程相适应；沣河入渭口断面设计河底高程按

渭河南岸滩面高程确定，其值为377.00m；

[0013] 沣河水面工程上段河段(即沣河1+400断面～沣河5+400断面>冲淤平衡比降为

0.67％；水面工程下段河段(即沣河5+400断面～沣河14+561断面)冲淤平衡比降为0.60％，

以沣河入渭口断面设计河底高程377.00m为起点，确定河道冲淤相对平衡状态时的河道比

降，确定坝址处的设计河底高程为389.50m；

[0014] 河底高程取坝底板高程389.50m；该坝正常蓄水位393.00m，坝高3.5m，回水长度

3.7km；

[0015] 坝宽度需结合规划要求河内水面景观与沣河以东外围人工水系形成环绕城市中

心区的高品质水景观体系，对少量滩地进行开挖，形成约80.0m-150.0m宽的河道水面，根据

河道堤线、滩槽线布置确定坝长102.0m，两侧边墩各宽1.2m。

[0016] 该坝采用底流消能，消力池前由1∶5 .0的斜坡与液压坝底板连接；消力池深度

1.8m；消力池水平段长度为21.0m，消力池底板采用厚1.0m的C25钢筋混凝土。

[0017]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18] 本发明通过液压钢坝闸对沣河进行综合整治，利用液压升降坝作为新型翻板坝，

力学结构科学；可以无限宽度式组装，面板间无须设置闸墩，适用于各种宽度的河道。面板

以最底部为铰连轴，塌平后紧贴河床，行洪效果好，且不受泥砂淤积和漂浮物影响；流量调

控更加便捷，可单面板操作，分区式控制；任何漂浮物均可通过设置部分门体倒伏快速冲至

下游，不会淤积阻挡影响行洪；坝体升降快速，易于防洪安全调度。液压升降坝在克服了常

规活动坝型主要缺陷的基础上，又保留了它们的各自优点，是性价比较高的低水头拦河建

筑物，在城市河道水环境治理中值得借鉴和推广。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结合具体方式对本发明进行说明：

[0020] 本发明陕西省西成新区沣河综合治理II期工程地处渭河南岸秦岭山前洪积平原

中部，属中纬度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流域多年平均降水量806.6mm，时空分布

不均，7、8、9三个月占全年降水量50％以上。该段沣河河床及漫滩宽度上窄下宽，两侧河流

各级阶地断续发育。河床以中粗砂为主，平均渗透系数较大，约为6.91m/d，且透水层厚度

大。工程治理范围上游起西汉高速桥，下游至G310国道桥，距成阳市区25.0km。工程以修建

防洪工程为主，在保证河道行洪能力安全的基础上主槽布设景观水面工程，治理河道长度

8.7km。堤防工程级别为I级，工程按沣河100年一遇洪水进行设防，设防流量为1820m3/s。

[0021] 拦河蓄水坝主要有拦河闸、滚水坝、橡胶坝、翻板闸、液压坝和气盾坝等。[2]拦河闸

方案需设多孔平板或弧形闸门，可靠性高，工程投资大，且阻水面积大，抬高上游河段行洪

水位，增加堤防投资；滚水坝施工简单，但坝上河床会逐渐淤积，从而失去蓄水功能，且导致

行洪水位抬高，会引起上游问道防洪工程投资明显增加；橡胶坝广泛应用于防洪、灌溉和城

市美化，具有管理方便，景观优美，泄洪时坝面全部坍平，有利于河道行洪，明显减少上游防

洪工程投资，正常使用年限约20年，但是坝袋易受冲击物破坏，行洪时水中粗颗粒沙会对坝

袋造成磨损，升降坝时间长，对河道上多座拦水坝联合调度带来较大困难；水力自控翻板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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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过流能力强、制造方便、管理方便等优点，但翻版闸具有易被漂浮物卡塞或上游泥砂淤

积致使自动翻板困难而影响防洪安全等问题。[1]气盾坝升降坝时间约为30-50分钟，但因充

气囊需要从国外进口，工程造价较高，后期维修周期较长，费用较高。

[0022] 液压钢坝是近年来城市河道治理中用到的低水头挡水建筑物。液压升降坝的构造

由面板、液压缸和液压泵站等组成。采用液压启闭系统直接驱动活动坝面，使其绕底轴在一

定角度范围内转动，实现升坝挡水降坝泄洪的功能。具有结构简单、操作灵活、水力条件优

越、耐久性好、易于形成瀑布景观等优点。液压降坝，速度迅速(结合需求可以在15分钟内升

降坝面)，解决了橡胶坝塌坝时间长的问题，确保汛期行洪安全；挡水高度可以根据洪水调

度进行控制，部分面板微降即可快速冲掉上游漂浮物，恢复水面清洁，泄洪通畅，确保汛期

行洪安全。经多方案比较，液压坝的性能能较好的适应沣河防洪和景观的功能，故沣河挡水

结构形式处采用液压钢坝闸方案。

[0023] 具体设计方案如下：

[0024] 1.液压坝底板高程

[0025] 在沣河修建液压坝工程蓄水、形成水域，主要功能是创造一个好的生态环境及人

居环境。为减少挡水工程建设后对河道冲淤平衡状态和过洪能力的不利影响，液压坝底板

顶高程应与河床冲淤平衡高程相适应。[3]渭河下游是多泥沙河流，沣河入渭河道口受渭河

洪水倒灌淤积的影响，造成沣河入渭口河段淤积。从沣河下游防洪安全角度考虑，沣河入渭

口断面设计河底高程按渭河南岸滩面高程确定，其值为377.00m。

[0026] 根据实测的渭道纵断面，考虑禁止采砂后河道回淤和渭河洪水倒灌影响，参考河

道采砂影响前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河道比降，确定沣河水面工程上段西户铁路～严家

渠村黄土峡谷型河段(沣河1+400断面～沣河5+400断面>冲淤平衡比降为0.67％。，水面工

程下段严家渠村～陇海铁路桥低滩宽槽河段(沣河5+400断面～沣河14+561断面)冲淤平衡

比降为0.60％。，以沣河入渭口断面设计河底高程377.00m为起点，确定河道冲淤相对平衡

状态时的河道比降，确定4#坝坝址处的设计河底高程为389.50m。

[0027] 2.坝高

[0028] 由于坝址处河道常年冲刷，河底比西户铁路桥上游低4.0m左右，而且现状铁路桥

底砌护高程为391.75m，根据确定的设计河底高程取坝底板高程389.50m，考虑上游滩面高

程及形成良好景观水面的要求，与上游自然水面相衔接的要求，确定该坝正常蓄水位

393.00m，坝高3.5m，回水长度3.7km。

[0029] 3.坝长

[0030] 本次治理段河道水岸景观主题特色鲜明，沣河的特点主要是水清、量小、滩槽分

明，水面工程结合景观布局采用天然河槽蓄水，两侧滩区人工生态修复的生态湿地治理模

式与两侧漫滩为滨河生态园加中部主河槽蓄水的模式相结合，蓄水区水面以蓄水后形成的

自然水面为主。结合河道防护工程对问道进行疏浚，改善不利河势，增大主槽过洪能力，达

到保障河道行洪畅通，河道环境改善的目的。4#坝宽度需结合规划要求河内水面景观与沣

河以东外围人工水系形成环绕城市中心区的高品质水景观体系，对少量滩地进行开挖，形

成约80.0m-150.0m宽的河道水面，根据河道堤线、滩槽线布置确定4#坝长102.0m，两侧边墩

各宽1.2m。

[0031] 4.地基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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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通过对河床及两侧漫滩进行勘察，对坝址进行标贯试验，判定在在正常运用时，4#

坝坝基分布的级配不良砂属地震液化砂土，厚度约为2.0m，液化最大深度为5.0m。根据《建

筑抗震设计规范》4.3.6条，对轻微、中等液化地层上的丁类建筑，可不采取抗液化措施。该

建筑物高度均不大，且坝基础坐落在壤土层，壤土层厚度4.0m-7.0m。综合以上分析，本次对

该坝基础轻微、中等液化地层不再进行处理。但液压坝基础部布置于主河槽内，坝基底面高

于现状河底高程，设计对坝址处现状问槽进行整平，将液压坝基础下的表层土挖除后，然后

用级配碎石进行回填，回填最大高度为2.1m。

[0033] 5.水力计算

[0034] 过流能力的计算：

[0035] 根据设计运行情况，液压坝在过设计洪水时处于坍坝状态，采用宽顶堰公式计算。

液压坝挡水运行条件下过流能力根据运行情况，采用为薄壁堰流公式计算。根据控制运用

工况，坝顶水头不超过0.5m，当超过该值液压坝应该倒伏泄流，根据上游洪水水情调控坝体

泄流量。

[0036] 液压坝过流能力成果表(设计洪水)

[0037] 上游水位(m) 389.70 390.20 390.70 391.20 391.70 392.20

过流能力(m3/s) 0 56.9 161.6 297.2 457.7 639.8

上游水位(m) 392.70 393.20 393.70 394.20 394.70 395.20

过流能力(m3/s) 841.1 1059.9 1295.0 1545.2 1810.1 2087.9

[0038] 液压坝过流能力成果表(挡水运行)

[0039] 上游水位(m) 393.00 393.10 393.20 393.30 393.40 393.50

过流能力(m3/s) 0 5.8 16.3 29.9 46.0 64.4

[0040] 2.消能防冲

[0041] 在设计洪水条件下，坝底板全塌平，对水流的阻碍作用很小，上下游水面纵向衔接

平顺，与设计洪水水面线情况一致。对本工程较为不利且常见的工况为：当坝前水深达到坝

顶以土0.4m时逐渐塌坝泄洪情况，对下游冲刷最为严重，按照该工况计算消力池长度和深

度。该坝采用底流消能，池前由1∶5.0的斜坡与液压坝底板连接。经计算消力池深度1.75m，

设计消力池深1.8m；消力池水平段计算长度20.35m，设计消力池水平段长度为21.0m，消力

池底板计算厚度0.96m，设计采用1.0m厚C25钢筋混凝土。

[0042] 6.坝基防渗

[0043] 液压坝渗透稳定性问题主要发生在坝基之下的级配不良砂中，允许水力比降J允

＝0.26，坝基处前后水头差ΔH＝6.4m，基底宽度B＝40.0m，则通过坝基下渗透水流的实际

比降J实＝ΔH/B＝6.4/40＝0.16，J实＜J允许，故不会产生渗透破坏。[4]

[0044] 液压坝坝基坐落在壤土层上，属于中～弱透水层，蓄水后在不采取工程防渗措施

情况下，4#坝基向下游渗漏量约209m3/d。本次对坝基采用垂直铺塑防渗截断渗漏通道，垂

直铺塑深入粉质粘土层(弱透水层)，底高程为380.00m。根据防渗、防冲、稳定要求，在液压

坝底板上游设钢筋混凝土铺盖，铺盖顺水流方向长10.0m，厚0.3m。结合蓄水区整体防渗及

渗透稳定要求，与蓄水区底部垂直铺塑防渗进行衔接。

[0045] 本发明通过液压钢坝闸对沣河进行综合整治，利用液压升降坝作为新型翻板坝，

双三角形超静定结构，力学结构科学；无限宽度式组装，面板间无须设置闸墩，适用于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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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度的河道。面板以最底部为铰连轴，塌平后紧贴河床，行洪效果好，且不受泥砂淤积和漂

浮物影响；流量调控更加便捷，可单面板操作，分区式控制；任何漂浮物均可通过设置部分

门体倒伏快速冲至下游，不会淤积阻挡影响行洪；坝体升降快速，易于防洪安全调度。液压

升降坝在克服了常规活动坝型主要缺陷的基础上，又保留了它们的各自优点，是性价比较

高的低水头拦河建筑物，在城市河道水环境治理中值得借鉴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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