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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特稿

在 !"!! 年全国水利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水利部党组书记! 部长!李国英

!"#"" 年 $ 月 % 日"

!!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 总结 "#"$ 年水利工作"

分析当前形势与任务" 部署 "#"" 年水利重点工作#

一! !"!# 年工作回顾

"#"$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 周年" 是党和国家

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 党中央$ 国务院高度

重视水利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南水北调工程$ 黄

河入海口视察" 主持召开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

量发展座谈会$ 深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多次就水旱灾害防御$

水资源节约保护$ 河湖治理保护等作出重要指示批

示# 李克强总理多次主持召开会议对防汛救灾$ 水库

除险加固$ 重大水利工程建设等进行安排部署" 并赴

河南防汛救灾一线考察指导工作# 韩正副总理多次部

署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长江经济带

发展$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

发展等工作# 胡春华副总理多次召开会议并赴现场考

察南水北调$ 全面推行河湖长制$ 华北地下水超采综

合治理等工作# 王勇国务委员多次赴一线检查指导防

汛抗旱工作#

一年来" 在党中央$ 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 各级

水利部门心怀 %国之大者&" 完整$ 准确$ 全面贯彻

新发展理念" 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节水优先$ 空

间均衡$ 系统治理$ 两手发力& 治水思路和关于治水

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 真抓实干$ 克难奋进" 推动

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迈出有力步伐" 实现了 %十四

五& 良好开局#

"""全面深入开展 #三对标! 一规划$ 专项行

动% 去年 " 月下旬" 水利部党组决定在水利部机关和

直属单位全面开展 %政治对标$ 思路对标$ 任务对

标" 科学编制 '十四五( 水利发展规划体系& 专项

行动# 各司局各单位全员参与" 分层次$ 分阶段$ 分

主题" 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的重要讲话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

%十六字& 治水思路和关于治水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

神$ 党中央 %十四五& 规划建议和国家 %十四五&

规划纲要" 历时 & 个多月" 反复对表对标$ 深入讨论

研究" 进一步提高了把握新发展阶段$ 贯彻新发展理

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政治判断

力$ 政治领悟力$ 政治执行力" 进一步找准了落实

%十六字& 治水思路的方向$ 目标$ 举措" 进一步明

确了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的主题$ 路径$ 步

骤" 形成了以 %' 项水利专业规划为主体的定位准确$

边界清晰$ 功能互补$ 统一衔接的 %十四五& 水利

发展规划体系# 完善流域防洪工程体系$ 实施国家水

网重大工程$ 复苏河湖生态环境$ 推进智慧水利建

设$ 建立健全节水制度政策$ 强化体制机制法治管理

等 % 条实施路径的指导意见和实施方案全部出台" 部

分工作取得重要进展#

"""全力以赴打赢抗击严重水旱灾害硬仗% "#"$

年我国水旱灾害多发重发" 一些流域雨情汛情旱情历

史罕见# 面对持续时间长$ 洪水量级大$ 防御战线广

的严峻洪涝灾害形势" 各级水利部门把防汛作为重大

政治责任和头等大事来抓" 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

!



上" 锚定 %人员不伤亡$ 水库不垮坝$ 重要堤防不决

口$ 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 目标" 全力投入大战大

考# 水利部及时研判全国雨情水情汛情工情" 逐流

域$ 逐工程研究应对举措" 启动 $$ 次水旱灾害防御

应急响应" 及时派出 $"" 个工作组赴一线技术指导#

加密雨水情监测" 落实预报$ 预警$ 预演$ 预案措

施" 发布洪水预报 &&(" 万站次$ 水情预警 $%)* 次$

山洪灾害预警信息 $"($' 亿条$ 淤地坝风险预警 &#%'

坝次" 洪水情报预报及应对措施建议直发一线# 按照

系统$ 统筹$ 科学$ 安全原则" 以流域为单元科学精

细调度水工程" 流域$ 省$ 市$ 县四级共下达调度令

"(* 万道" 嫩江尼尔基水库$ 漳河岳城水库关键时刻

零下泄# 成功抵御长江$ 黄河$ 漳卫河$ 嫩江$ 松花

江$ 太湖等大江大河大湖 $" 次编号洪水$ )+$ 条河流

超警以上洪水" 有效应对黑龙江上游$ 卫河上游特大

洪水以及松花江流域性较大洪水" 有效应对超强台风

%烟花& 登陆北上形成的大范围长历时强降雨洪水"

有效应对特大暴雨洪水对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冲击"

确保了工程安全$ 供水安全# 特别是入秋以后" 提前

预置抢险力量$ 料物$ 设备" 下足 %绣花& 功夫"

%一个流量$ 一方库容$ 一厘米水位& 地精细调度水

库" 战胜了黄河中下游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秋汛$

海河南系漳卫河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秋季洪水和汉江

+ 次超过 $ 万立方米每秒的秋季大洪水# 汛期 &*&+ 座

)次* 大中型水库投入拦洪运用$ 拦洪量 $*'# 亿立方

米" $$ 个国家蓄滞洪区投入分蓄洪运用$ 分蓄洪水

$*(", 亿立方米" 减淹城镇 $&'& 个次" 减淹耕地

")*& 万亩" 避免人员转移 $)") 万人" 最大程度保障

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面对南方地区冬春连旱$

西北地区夏旱和华南地区秋冬旱" 有力有序有效实施

抗旱措施" 特别是面对珠江流域东江$ 韩江 %# 年来

最严重旱情" 构筑当地$ 近地$ 远地供水保障三道防

线" 精细调度流域骨干水库" 确保香港$ 澳门及珠江

三角洲城乡供水安全#

"""扎实有效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认真贯彻党中

央决策部署" 按照学史明理$ 学史增信$ 学史崇德$

学史力行的要求" 精心组织实施$ 有力有序推进水利

系统党史学习教育# 部党组示范引领" 带头深入学

习" 开展 $% 次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 党组

成员带头讲党课" 赴李大钊烈士陵园$ 香山革命纪念

馆$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等地接受教育" 组织部属

系统 ",$# 个基层党组织$ &() 万余名党员开展研讨交

流$ 主题党日$ 专题培训$ 现场教育$ 辅导讲座$ 演

讲比赛$ 调研实践$ 网络答题$ 志愿服务等系列活

动" 深入领悟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 深

刻理解 %两个确立& 的决定性意义# 按照 %切口小$

发力准$ 效果好& 和 %可量化$ 可办成$ 可考核&

要求" 聚焦群众反映突出的涉水问题" 部党组直接组

织和推动四批 &" 项 %我为群众办实事& 项目" 示范

带动部属系统推出 *,# 项办实事项目" 水利干部职工

深入一线推动" 直接听取群众意见" 切实解决了群众

急难愁盼的一批民生水利问题# 通过党史学习教育"

水利系统党员干部普遍受到全面深刻的政治教育$ 思

想淬炼$ 精神洗礼" 进一步增强了做到 %两个维护&

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达到了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

事$ 开新局的目标#

一年来" 各级水利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

务院决策部署" 着眼保安全$ 促发展$ 惠民生" 重点

做了以下工作#

一是扎实推进水利基础设施建设% 全年完成水利

建设投资 +)+% 亿元" 为做好 %六稳& %六保& 工作$

稳定宏观经济大盘作出了水利贡献# 按照建设一批$

开工一批$ 论证一批$ 储备一批的安排" 加快水利基

础设施建设" $)# 项重大水利工程已批复 %+ 项" 累计

开工 %" 项" 水利基础设施投资惠民面大$ 带动力强

的优势充分显现# 深入开展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

发展重大问题研究和重大专题论证" 积极推进东线二

期$ 中线引江补汉工程前期工作" 南水北调东$ 中线

一期工程累计完成设计单元完工验收 $&% 个" 占全部

$)) 个设计单元的 '&("-# 玉龙喀什$ 引汉济渭二期

等 % 项工程初步设计报告获批" 一批重大工程实现重

要节点目标" 内蒙古东台子$ 陕西东庄实现截流" 安

徽江巷$ 四川红鱼洞$ 贵州黄家湾$ 广东高陂$ 新疆

大石门等水库下闸蓄水" 甘肃引洮供水二期$ 湖北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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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水资源配置工程全线通水" 荆江大堤综合整治工

程$ 嫩江尼尔基水利枢纽$ 山东庄里水库$ 河南出山

店水库等 "# 项重大水利工程通过竣工验收# 推进防

汛抗旱水利提升工程建设" 完成中小河流治理 $($ 万

公里" 实施重点山洪沟治理 $+) 条# 巩固拓展水利扶

贫成果同乡村振兴水利保障有效衔接" 脱贫地区水利

项目稳步推进" 提升了 &"%* 万农村人口供水保障水

平" 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 创历史新高" 完

成 '(' 万处农村供水工程维修养护" 开展 )$" 处大中

型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 开展水利工程建设质

量管理提升活动" 强化质量终身责任" 加大工程稽察

核查力度" 扎实开展水利行业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

行动集中攻坚# 做好在建工程移民安置工作#

二是全面加强水利工程运行管护% 持续抓好三峡

后续工作规划实施" 开展三峡水库运行安全监管行

动" 三峡水库连续 $" 年实现 $+) 米满蓄目标" 全年

为下游补水 $*, 天$ 补水总量 ""#(, 亿立方米# 南水

北调东$ 中线一期工程年度调水 '+(", 亿立方米" 累

计调水 &',(+ 亿立方米" 东线各监测断面水质稳定在

!

类及以上" 中线水质稳定在
"

类及以上# 丹江口水

库大坝加高后首次实现 $+# 米满蓄目标" 小浪底$ 岳

城水库拦蓄运用至建库以来最高水位# 加快病险水库

除险加固" 实施大中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 $"' 座$ 小

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 &"') 座$ 病险淤地坝除险加固

))% 座# 推动水利工程运行管理标准化" 加快国有水

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 健全工程信息档案" 积

极推广区域集中管护$ 政府购买服务$ %以大带小&

等专业化管护模式#

三是持续加大水资源节约和管理力度% 全面推进

国家节水行动" 建立节水工作部际协调机制" 研究建

立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 明确了 %十四五& 全国及

分省的用水总量和强度控制目标" 推动万元 9:;用

水量指标纳入国家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评价体系" 公

布 +公民节约用水行为规范," 新发布实施 $'%% 项国

家和省级用水定额" 计划用水覆盖水资源超载区

''-的工业企业" 开展 ,&+& 个规划和建设项目节水

评价" 从严叫停 """ 个项目# 建成第四批 &+, 个节水

型社会建设达标县 )区*$ "%" 所节水型高校$ $'$&

家水利行业节水型单位" 发布 $%, 家公共机构水效领

跑者$ $) 家灌区水效领跑者# 实施合同节水管理项

目 '* 项# 征集发布 $'" 项成熟适用节水技术$ 工艺

和装备# 对黄河流域 $* 个地表水超载地市$ %" 个地

下水超载县暂停新增取水许可审批# 累计批复 %* 条

跨省江河水量分配方案$ "*# 条跨地市江河水量分配

方案" 确定 $$, 条跨省重点河湖$ *#+ 条跨市河流生

态流量目标" 加强行政区界和生态流量监测" 推进

*$ 条跨省江河水资源统一调度" 完善国家$ 省$ 市

三级重点监控用水单位名录" 加强取水口监测计量"

完成取水口核查登记 ),# 万个" 实际监控用水量超过

全国用水总量的 )#-# 开展京津冀水资源专项执法

行动" 查办水资源违法案件 ,"& 件# 加快推进地下水

管控指标确定工作" 开展新一轮地下水超采区划定#

启动典型地区再生水利用配置试点#

四是全面加强水生态保护治理% 全面强化河湖长

制" 建立长江$ 黄河流域省级河湖长联席会议机制"

建立完善流域管理机构与省级河长办协作机制" 进一

步完善河湖长履职尽责$ 监督检查$ 总结评估$ 考核

问责$ 正向激励等制度# 清理整治河湖乱占$ 乱采$

乱堆$ 乱建问题 "(% 万个# 全面完成水利普查名录内

河湖管理范围划界工作" 首次明确 $"# 万公里河流$

$')) 个湖泊的管控边界# 持续推进华北地区地下水

超采综合治理" 治理区地下水位总体回升" 滹沱河$

子牙河$ 子牙新河以及南拒马河$ 大清河等多年断流

河道全线贯通" 永定河实现 "% 年以来首次全线通水"

潮白河实现 "" 年以来首次贯通入海# "" 个补水河湖

有水河长同比增加约 '& 公里" 水面面积增加约 )+ 平

方公里# 补水河湖周边 $# 公里范围内浅层地下水位

平均同比回升 "(' 米" 地下水亏空得到有效回补# 白

洋淀生态水位保证率达到 $##-# 印发实施长江$ 黄

河$ 淮河$ 海河$ 珠江$ 松辽流域重要河道岸线保护

与利用规划$ 采砂管理规划# 开展全国河道非法采砂

整治$ 长江河道采砂综合整治和采砂船舶治理专项行

动" 拆解非法采砂船舶 $))' 艘" 整改长江干流违法

违规岸线利用项目 "&&$ 个" 腾退长江岸线 $%" 公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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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整治长江干流及洞庭湖$ 鄱阳湖非法矮围" 恢复

水域面积 %(, 万亩" 核定黄河及重要支流岸线违法违

规项目 $%&* 个并已整改销号 $%*, 个# 完成水土流失

治理面积 %(" 万平方公里" 依法查处违法违规项目

"(& 万个# 巩固长江经济带小水电清理整改成果" 累

计退出小水电站 *)## 多座" 修复减水河段 ' 万多公

里" 累计创建绿色小水电示范电站 ,+# 座# 基本完成

第一批 )) 个水美乡村试点县建设任务" 治理农村河

道 *,## 多公里$ 湖塘 $*## 多个" 受益村庄 **## 多

个" 农村河湖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开展向乌梁素海应

急生态补水$ 望虞河引江济太调水" 河湖生态环境稳

定向好# 新增国家水利风景区 "& 家#

五是着力提升水利行业发展能力% 水利立法进程

明显加快" 长江保护法$ 地下水管理条例颁布施行"

黄河保护法 )草案* 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节

约用水条例等提请国务院审议# 强化水事案件的源头

防控$ 动态巡查" 查处水事违法案件 "($ 万余件# 全

面加强重大决策和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 出台水利

相关管理办法 "& 项# 大力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 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重大战略水利重

点工作# 重大水利规划体系不断完善" 国家水网建设

规划纲要$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水安全保

障规划$ 粤港澳大湾区水安全保障规划$ 重点流域综

合规划编制取得重要进展# 建立健全太湖流域调度协

调组工作制度# 加强部管干部队伍建设" 大力推进人

才创新行动" 新选拔 "# 名水利领军人才$ $# 名水利

青年科技英才$ $## 名水利青年拔尖人才" 打造 $# 个

水利人才创新团队$ $# 个水利人才培养基地" $ 人入

选工程院院士" " 人入选全国勘察设计大师" $ 家单

位入选创新人才培养示范基地" $$ 人次入选其他国

家重点人才工程" 创近年最好成绩# 深化 %放管服&

改革" 行政许可事项由 *+ 项合并为 "& 项" 取水许可

电子证照全面推广应用" 配合做好水资源税$ 生态保

护补偿改革" 深化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积极培育用水

权交易市场" 中国水权交易所交易 $&&* 单" 交易水

量 *(#" 亿立方米" 单数$ 水量实现双增长# 举办线

上多双边交流活动 *# 余场" %一带一路& 建设$ 中

欧$ 澜湄水资源合作稳步推进" & 位中国专家当选重

要涉水国际组织领导职务# 启动 &" 项水利重大关键

技术研究项目" 立项实施 &, 项长江$ 黄河水科学研

究联合基金项目" 改革重组 $# 家部级重点实验室"

新筹建 ) 家部级重点实验室# 遴选 $#& 项成熟适用水

利科技成果推广应用# 启动数字孪生流域及数字孪生

工程建设" 推进北斗水利应用# 有力有序做好综合政

务$ 宣传教育$ 水文化建设$ 离退休干部$ 社团管

理$ 后勤保障等工作" +中国黄河文化大典, 编纂全

面启动#

六是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

治责任# 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 按照 %基本<&

工作思路" 建立问题$ 任务$ 责任三个清单" 完善并

落实整改周 )月* 调度机制$ 对账销号机制$ 工作

专报机制" 推动整改件件有着落$ 事事有结果# 加大

审计整改力度" 将整改任务逐项细化分解成可操作$

可落实$ 可评估的清单" 加强督导落实" 严格验收销

号" 确保整改到位# 扎实开展部党组第九轮$ 第十轮

巡视" 稳步推进巡视巡察上下联动工作# 开展建党

$## 周年系列庆祝活动# 对照 %四强& 党支部要求"

广泛开展 %水利先锋党支部& 创建工作" 不断提高

基层党组织建设质量" 评选表彰 $' 个创建模范机关

先进单位$ )& 个 %水利先锋党支部& 和 *# 个先进基

层党组织# 始终保持严的主基调不放松" 加强对 %一

把手& 和领导班子的考核与监督" 全面完成规范领导

干部配偶$ 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行为工作" 开展

部属系统干部职工非职务违法犯罪专项整治和贯彻执

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专项检查" 持续整治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 推动为基层减负常态化# 强化监督执纪问

责" 深化运用 %四种形态&" 处分违纪司局级干部 $"

人" 一体推进不敢腐$ 不能腐$ 不想腐# 确定 +% 家

第九届全国水利文明单位" 推选出 $# 名第三届 %最

美水利人&" 积极宣传东深供水等先进典型" 激发了

全行业干事创业的精气神#

过去一年的成绩来之不易" 是党中央$ 国务院坚

强领导的结果" 是各有关部门$ 地方各级政府以及社

会各方面大力支持的结果" 也是水利系统广大干部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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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砥砺奋进$ 顽强拼搏的结果# 在此" 我代表水利

部" 向所有为水利事业发展提供帮助$ 给予支持的有

关部门$ 地方各级政府以及社会各方面表示衷心的感

谢- 向全国广大水利干部职工表示衷心的感谢-

二! 形势与任务

今年将召开党的二十大" 这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

中的一件大事" 保持平稳健康的经济环境$ 国泰民安

的社会环境$ 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 具有特殊重要的

意义# 各级水利部门要深刻认识$ 准确把握当前水利

工作面临的形势"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强领导下"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 十九届历次全会精

神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 深

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十六字& 治水思路和关于治

水重要讲话指示批示要求"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坚持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完整$ 准确$ 全面贯彻新发展

理念"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统筹发展和安全" 统筹

水灾害$ 水资源$ 水生态$ 水环境系统治理" 推动新

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提供有力的水安全保障" 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

大胜利召开#

从高质量发展要求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新时

代新阶段的发展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 必须是高质量

发展. 经济$ 社会$ 文化$ 生态等各领域都要体现高

质量发展的要求#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六中全会都

对立足新发展阶段$ 贯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

局$ 推动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 面对当前我国

经济发展的困难和挑战"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 必

须坚持高质量发展" 推动经济实现质的稳步提升和量

的合理增长# 当前" 水利发展的总体态势向好" 但水

利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 一方面" 水资源

水环境承载能力面临瓶颈制约" 河湖生态环境问题长

期累积凸显" 流域和区域水资源情势动态演变" 水旱

灾害$ 病险水库等风险隐患带来严峻挑战. 另一方

面" 应对经济发展风险挑战$ 保障经济发展稳中求进

对水利的要求更高" 人民群众对水旱灾害防御的安全

性及良好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需求日益增长# 推动新

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 成为多重约束条件下寻求最优

解的过程# 我们要完整$ 准确$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

念" 坚定不移落实 %十六字& 治水思路" 更加自觉

地走好水安全有力保障$ 水资源高效利用$ 水生态明

显改善$ 水环境有效治理的集约节约发展之路" 全力

以赴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

从统筹发展和安全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安全

是发展的前提" 发展是安全的保障# 党的十九届五中

全会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写入 %十四五& 时期经济社

会发展指导思想" 明确要求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

各领域和全过程" 防范和化解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

各种风险" 筑牢国家安全屏障# 水安全是国家安全的

重要组成部分#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 水安全是生

存的基础性问题" 不能觉得水危机还很遥远" 要高度

重视水安全风险# 水利既面临着水旱灾害$ 工程失事

等直接风险" 也影响到经济安全$ 粮食安全$ 能源安

全$ 生态安全# 我国自然气候地理的本底条件" 水资

源时空分布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不匹配的基本特征"

以及流域防洪工程体系$ 国家水网重大工程尚不健全

的现状" 决定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防洪安全$ 供水

安全$ 水生态安全中的风险隐患仍客观存在# 对此"

必须始终保持高度警惕# 我们要进一步增强风险意

识" 树牢底线思维" 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一些" 把风

险查找得更深入一些" 深入分析致险要素$ 承险要

素$ 防险要素" 下好先手棋$ 打好主动仗" 扎实做好

防汛抗洪减灾$ 城乡供水保障$ 水生态保护等工作"

牢牢守住水利安全底线#

从极端天气变化风险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

高度重视全球气候变化的复杂深刻影响" 从安全角度

积极应对" 全面提高灾害防控水平" 守护人民生命安

全# 我国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和显著影响区# 近

年来" 受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影响" 我国气候形

势愈发复杂多变" 水旱灾害的突发性$ 异常性$ 不确

定性更为突出"局地突发强降雨$超强台风$区域性严

重干旱等极端事件明显增多# "#"$ 年"郑州%+/"#&

暴雨最大小时降雨量达 "#$(' 毫米" 突破了我国大陆

%

本期特稿

./0123450/678



小时降雨量的历史极值. 黄河中下游秋汛时间之长$

洪量之大" 历史罕见. 塔克拉玛干沙漠地区发生洪

水" 淹没面积达到 *## 多平方公里. 与此同时" 南方

丰水地区的珠江流域降雨持续偏少" 珠江三角洲部分

地区遭遇 %# 年来最严重旱情# 在极端天气的超标准

载荷下" 水利工程隐患极易集中暴发" 形成灾害链放

大效应#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加剧$ 极端天气增多" 我

国水旱灾害多发重发的态势只会加强$ 不会减弱# 对

此" 务必要有清醒的认识" 决不能因为局部地区短系

列的降水变化就盲目乐观认为水旱灾害将减轻# 我们

要主动适应和把握全球气候变化下水旱灾害的新特点

新规律" 坚持以防为主$ 防抗救相结合" 坚持常态减

灾与非常态救灾相统一" 努力实现从注重灾后救助向

注重灾前预防转变" 从减少灾害损失向减轻灾害风险

转变" 从应对单一灾种向综合减灾转变" 强化预报$

预警$ 预演$ 预案措施" 做好各方面充分准备" 有力

有序有效应对极端天气事件风险#

从防汛查漏补缺找出的问题看% 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 要加快构建抵御自然灾害防线" 立足防大汛$ 抗

大灾" 针对防汛救灾暴露出的薄弱环节" 迅速查漏补

缺" 补好灾害预警监测短板" 补好防灾基础设施短

板# 水利部迅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对

去年汛情和防汛工作进行全面复盘$ 深入检视" 查找

出一批突出薄弱环节和短板# 在水库安全方面" 病险

水库数量多$ 除险加固任务重" 部分水库泄洪能力不

足$ 安全监测设施不全$ 管理体制机制不顺" 一些小

型水库运行管理责任落实不到位. 防洪库容调度运用

淹没损失补偿机制和政策缺失" 一些水库部分防洪库

容运用受限" 无法充分发挥调蓄功能# 在河道及堤防

方面& 中小河流缺乏系统治理" 人类活动缩窄或压缩

河道空间" 阻水建筑物$ 阻水片林$ 高杆作物等阻塞

河道" 影响行洪安全. 一些河流行洪能力底数不清"

河道安全下泄流量测算不足" 难以支撑防洪精准调

度. 部分河流堤防未达到设计标准" 一些河段堤防质

量差$ 险工险段多" 维修养护不到位# 在蓄滞洪区方

面& 一些蓄滞洪区建设严重滞后" 围堤普遍标准低$

质量差$ 豁口多" 穿堤建筑物年久失修$ 老化病险"

围村堤$ 避水台$ 撤退路等安全设施严重不足. 缺乏

实时监测和进退洪设施" 调度运用决策程序复杂" 难

以安全$ 精确$ 及时启运用. 长江流域洲滩民垸众

多" 单退双退垸启用难# 在 #四预$ 措施方面& 局

地极端暴雨预报准确率不高" 山洪灾害预警精度不

够$ 发布渠道不畅$ 信息传递受阻$ 预警覆盖面不

足. 防洪调度预演能力不足$ 模拟验算功能不强" 一

些预案修订不及时$ 可操作性差" 难以满足实践需

要# 在法规制度方面& 水法规体系不完善" 安全度汛

制度不健全" 有法不依$ 执法不严$ 违法不究现象依

然存在. 流域区域统一调度机制不顺畅" 多目标调度

统筹协调难度大$ 水工程调度运用决策难. 应急响应

启动条件设置不合理" 预判不足$ 响应滞后$ 联动不

够. 水旱灾害防御日常监督检查不到位" 部分地区对

监管发现问题重视不够$ 整改不力# 我们要坚持问题

导向$ 目标导向$ 效用导向" 统筹体制机制法治$ 统

筹规划工程技术$ 统筹目标任务责任$ 统筹近期中期

长期" 分类施策$ 精准施策" 切实增强水旱灾害防御

能力" 为打好今后更加艰巨的水旱灾害防御硬仗提供

有力支撑和有效保障#

三! !"!! 年重点工作

今年水利工作任务重$ 挑战多$ 要求高" 要突出

重点$ 把握关键" 扎实有效做好以下工作#

!一" 做好水旱灾害防御准备# 确保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 防汛抗旱是水利部门的天职" 是必须牢

牢扛起的政治责任# 要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 增

强底线意识$ 忧患意识$ 责任意识$ 担当意识" 立足

防大汛$ 抗大旱" 坚持防住为王$ %预& 字当先$

%实& 字托底" 锚定 %人员不伤亡$ 水库不垮坝$ 重

要堤防不决口$ 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 目标" 落实

预报$ 预警$ 预演$ 预案 %四预& 措施" 贯通雨情$

水情$ 险情$ 灾情 %四情& 防御" 抓紧补短板$ 堵

漏洞$ 强弱项" 从最坏处着想" 向最好处努力" 做好

迎战更严重水旱灾害的准备#

提高水旱灾害监测预报预警水平% 改进水文测报

技术和手段" 积极推进测雨雷达试点应用" 实现超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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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空分辨率短临暴雨预警# 加强降雨预报$ 洪水预警

与水利一张图基础数据叠加分析和深度融合" 并将预

警信息直达一线" 直达工程管理单位" 直达病险水库

%三个责任人&# 完成全国水库$ 堤防$ 水闸$ 国家

蓄滞洪区基础数据整合集成" 建设部省两级雨水情测

报和大坝安全监测平台#

优化防汛抗旱应急响应机制% 修订 +水利部水旱

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作规程 )试行*," 科学设置应

急响应条件" 量化响应启动标准" 健全完善联动响应

机制# 各流域$ 各地都要结合实际" 修订完善水旱灾

害防御应急预案或应急响应工作规程" 关口前移" 变

%过去完成时& 为 %将来进行时&# 强化应急响应执

行" 对不响应$ 响应打折扣的" 严肃追责问责#

强化水库安全管理% 健全水库大坝安全责任制#

建立覆盖所有水库的信息档案" 全面$ 精准$ 动态掌

握水库基本情况# 严格水库运行监管" 统筹病险水库

除险加固与安全度汛" 加快小型水库雨水情测报和大

坝安全监测设施建设" 逐库修订完善调度方案$ 应急

预案# 主汛期病险水库原则上一律空库运行# 每一座

水库都必须落实安全运行管理责任" 都必须责任到机

构$ 责任到岗$ 责任到人#

开展妨碍河道行洪突出问题大排查大整治% 将确

保河道行洪安全纳入河湖长制目标任务" 依法依规严

肃处理侵占河道$ 湖泊等行为" 违法违规建筑物$ 阻

水障碍等突出问题清理整治要在汛前基本完成" 确保

河道行洪畅通#

提升山洪灾害防御能力% 汛前开展山洪风险隐患

排查整治" 建立危险区动态管理清单# 优化山洪灾害

监测站网布局" 完善省级监测预报预警平台" 规范预

警信息发布" 畅通预警信息 %最后一公里&" 实现风

险预警信息及时直达受影响区域人员# 完善山洪灾害

防御责任机制$ 动员机制" 从针对性$ 可行性$ 有效

性全面检视和完善县乡村三级山洪灾害防御预案#

强化工程调度运用管理% 精准掌握重要江河骨干

河道行洪能力" 精准掌握蓄滞洪区分洪运用风险隐

患" 精准掌握控制性水库影响区居民分布$ 重要基础

设施$ 防洪高水位下居民及生产设施情况" 研究完善

超征地移民线防洪库容调度运用补偿机制和政策" 分

级负责强化工程日常管理和监督检查" 及时完善水工

程调度方案" 牢牢掌握汛期工程调度决策主动权#

全面开展汛前隐患排查% 针对防汛薄弱环节" 组

织开展汛前全面检查" 各地要对辖区内各类水库逐一

进行检查" 重点对 %三个责任人& 落实情况和水库

大坝$ 溢洪道$ 放空设施等关键部位安全隐患进行排

查" 对发现的问题建立台账" 限期整改# 汛前不能整

改完成的" 要采取临时安全度汛措施# 水利部将按不

低于 $#-的比例进行抽查" 并建立考核奖惩机制#

抓好水利工程安全度汛% 健全在建水利工程安全

度汛工作监管体系$ 责任体系$ 标准体系" 水利部直

管工程由各流域管理机构负责" 各地在建水利工程由

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 汛前分级开展全覆盖闭环

检查# 抓好南水北调工程安全度汛" 以渠道与河流交

叉部位为重点" 全面排查防范沿线安全风险# 强化淤

地坝安全度汛" 管住增量" 改造存量" 加快实施病险

淤地坝除险加固# 抓好灾损水利工程设施修复" 倒排

工期$ 压茬推进" 主汛期前基本完成修复任务# 强化

水库$ 堤防等工程汛期巡查防守" 险情抢早$ 抢小"

及时处置" 确保安全#

提升流域水工程联合调度水平# 统筹运用河道及

堤防$ 水库$ 蓄滞洪区等各类水工程" 综合采取

%拦$ 分$ 蓄$ 滞$ 排& 等措施" 充分发挥流域水工

程体系减灾效益# 要充分发挥流域防总办公室作用"

强化水工程联合调度" 实现协同作战$ 集团作战" 做

到联调联控$ 共同发力" 科学$ 精细调控洪水#

!二" 提升农村供水保障水平# 确保农村供水安

全$ 保障农村供水" 事关亿万农民群众重大民生福

祉# 要加快提升农村供水工程建设管理水平" 为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有力支撑

保障#

加快农村供水工程改造提升% 锚定 "#"" 年底全

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的目标" 推进城乡供

水一体化$ 农村供水规模化发展及小型供水工程标准

化改造" 减少小型分散供水人口数量# 严把工程建设

质量关" 优先利用大中型水库和引调水等骨干水源作

'

本期特稿

./0123450/678



为农村供水水源" 因地制宜建设一批中小型水库# 加

强水源保护和水质监测" 加快划定农村饮用水水源保

护区或保护范围" 配套完善净化消毒设施设备" 加强

水源水$ 出厂水和末梢水水质检测监测" 着力提升农

村供水水质#

健全运行管理长效机制% 落实农村供水管理 %三

个责任&" 确保有名有实有效# 推进农村供水工程统

一运行管理" 以县为单元" 整体提升工程运行管理和

技术服务水平# 有条件的地区" 要积极推进城乡供水

区域统筹管理# 强化数字赋能" 以规模化供水工程为

重点" 加强智慧应用系统建设" 构建农村供水信息化

管理一张图#

守住农村饮水安全底线% 去年水利部 $"*$& 监督

举报服务平台转办核查的问题线索中" +'(%-是农村

饮水安全问题# 要持续做好农村饮水安全监测排查"

发挥乡镇$ 村组干部和管水员作用" 实行农村饮水状

况全覆盖排查" 不漏一村一户. 对脱贫地区和供水薄

弱地区加大监测频次# 健全农村供水问题快速发现和

响应机制" 继续用好水利部 $"*$& 监督举报服务平台

等监督渠道" 建立问题清单$ 整改台账" 动态清零#

将农村供水问题及处置情况作为最严格水资源管理考

核评分依据" 推动列入脱贫攻坚后评估分省问题清

单# 要做实做好县级和千吨万人供水工程应急供水预

案" 储备应急物资" 健全抢修队伍" 加强应急演练"

逐县逐处落实" 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 系统性$ 碰底

线的饮水安全问题#

推进乡村振兴水利工作% 推动脱贫地区$ 革命老

区$ 民族地区$ 边疆地区巩固拓展水利扶贫成果同乡

村振兴水利保障有效衔接" 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

帮扶县在项目$ 资金$ 人才$ 技术等方面支持力度"

持续推进水利援疆$ 援藏工作" 强化 %一对一& 监

督检查" 扎实抓好定点帮扶各项工作" 打牢乡村振兴

的水利基础#

!三" 完善流域防洪工程体系# 加快构建抵御水

旱灾害防线$ 坚持建重于防$ 防重于抢$ 抢重于救"

从流域整体着眼把握洪水发生和演进规律" 加快完善

以河道及堤防$ 水库$ 蓄滞洪区为主要组成的流域防

洪工程体系" 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

提高河道泄洪及堤防防御能力% 加快长江干流河

道整治及堤防达标建设和提质升级$ 黄河干流河道和

滩区综合提升治理$ 淮河下游入海水道二期$ 海河河

道治理$ 西江干流和辽河干流堤防达标建设$ 太湖环

湖大堤后续$ 吴淞江及扩大杭嘉湖南排新通道等重点

工程建设" 保持河道畅通和河势稳定" 解决平原河网

地区洪水出路不畅问题# 以防洪任务重$ 存在安全隐

患$ 遭洪水冲毁直接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河

段为重点" 加快实施大江大河主要支流和中小河流治

理" 确保重点河段达到规划确定的防洪标准" 实现治

理一条$ 见效一条#

增强洪水调蓄能力% 以提高流域洪水整体调控能

力为目标" 加快珠江流域大藤峡" 松辽流域阁山" 长

江流域牛岭$ 跳蹬$ 黄石盘$ 江家口" 黄河流域东庄

等控制性枢纽建设. 推进黄河古贤" 柳江洋溪等水利

枢纽前期工作. 开展黄河黑山峡$ 桃花峪水库" 交溪

上白石水利枢纽等前期论证# 大力推进 $## 余座大中

型$ *&## 余座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 确保高质量

完成年度建设任务" 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确保蓄滞洪区功能% 加快长江$ 淮河$ 海河等流

域蓄滞洪区布局优化调整和建设" 重点推进启用几率

大$ 分洪滞洪作用明显的蓄滞洪区建设# 推动长江杜

家台$ 华阳河$ 康山等蓄滞洪区建设" 继续实施珠江

流域鷈江蓄滞洪区工程和安全建设" 优化松花江流域

胖头泡$ 月亮泡蓄滞洪区启用方式# 加强洲滩民垸分

类管理" 推进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 鄱阳湖综合

治理" 推进黄河滩区居民迁建" 做好淮河干流行蓄洪

区和滩区居民迁建工作# 加快进退洪闸建设" 确保蓄

滞洪区 %分得进$ 蓄得住$ 退得出&" 确保关键时刻

能够发挥关键作用#

!四" 实施国家水网重大工程# 提升水资源优化

配置能力$ 立足流域整体和水资源空间均衡配置" 科

学谋划 %纲& %目& %结& 工程布局" 统筹存量和增

量" 加强互联互通" 加快构建 %系统完备$ 安全可

靠" 集约高效$ 绿色智能" 循环通畅$ 调控有序& 的

国家水网" 增强我国水资源统筹调配能力$ 供水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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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战略储备能力#

加快国家水网建设% 编制完成 +国家水网建设规

划纲要," 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 科学

有序推进南水北调东$ 中线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 深

入开展西线工程前期论证# 加快推进滇中引水$ 引汉

济渭$ 引江济淮$ 内蒙古引绰济辽$ 福建平潭及闽江

口水资源配置$ 广东珠三角水资源配置等引调水工

程" 以及内蒙古东台子$ 福建白濑$ 海南天角潭$ 贵

州凤山$ 西藏湘河$ 新疆库尔干等重点水源工程建

设# 加快环北部湾水资源配置$ 河北雄安干渠引水$

澳门珠海水资源保障$ 湖北姚家平$ 河南张湾$ 重庆

福寿岩$ 四川三坝等重大水利工程前期工作" 完善国

家骨干供水基础设施网络#

推进省级水网建设% 各地要切实谋划和实施好本

地区水网建设任务" 做好与国家水网建设布局和重点

任务的有效衔接" 按照 %确有需要$ 生态安全$ 可以

持续& 的原则" 重点推进省内骨干水系通道和调配枢

纽建设" 加强国家重大水资源配置工程与区域重要水

资源配置工程的互联互通# 做好北京冬奥会$ 冬残奥

会水安全保障工作#

打通国家水网 #最后一公里$% 依托国家骨干网

及省级水网的调控作用" 优化市县河湖水系布局# 加

强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和现代化改造" 完善灌溉水源

工程$ 渠系工程和计量监测设施" 推进标准化规范化

管理" 打造一批现代化数字灌区# 推动在东北三江平

原$ 黄淮海平原$ 长江中下游地区$ 西南地区等水土

资源条件适宜地区" 新建一批现代化灌区" 夯实保障

国家粮食安全水利基础#

!五" 复苏河湖生态环境# 维护河湖健康生命$

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坚持山水林田湖草

沙综合治理$ 系统治理$ 源头治理" 提升江河湖泊生

态保护治理能力" 维护河湖健康生命" 实现人水和谐

共生#

开展母亲河复苏行动% 全面排查确定断流河流$

萎缩干涸湖泊修复名录" 制定 %一河一策& %一湖一

策&" 从各地的母亲河做起" 开展母亲河复苏行动"

让河流流动起来" 把湖泊恢复起来# 推进京津冀地区

河湖复苏" 恢复白洋淀" 恢复永定河$ 潮白河$ 大清

河$ 滹沱河等" 统筹上下游用水" 实现水流贯通# 实

施大运河$ 西辽河水生态保护修复" 推进北运河$ 南

运河具备条件的河段通水" 逐步复苏西辽河生态环

境# 推动实施新一轮太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 巩固

黄河$ 塔里木河$ 黑河$ 石羊河等水资源优化配置和

修复治理成果#

保障河湖生态流量% 全面确定全国重点河湖名录

明确的 &++ 条河湖基本生态流量保障目标" 有序开展

已建水利水电工程生态流量复核" 研究新建水利水电

工程生态流量标准# 将河湖生态流量目标纳入江河流

域水资源调度方案及年度调度计划" 作为流域水量分

配$ 水资源统一调度$ 取用水总量控制的重要依据#

加强生态流量日常监管" 严格跨省江河流域省界断

面$ 重要控制断面和生态流量控制断面下泄流量水量

考核和监督检查# 推进小水电分类整改" 逐站落实生

态流量" 实施小水电绿色改造和现代化提升工程" 持

续开展绿色小水电示范创建#

加强河湖保护治理% 深入落实国家 %江河战

略&" 大力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长

江经济带发展水利工作# 纵深推进河湖 %清四乱&

常态化规范化" 坚决遏增量$ 清存量" 将清理整治重

点向中小河流$ 农村河湖延伸# 全面完成各行政区域

内河湖划界工作" 划定落实河湖管理范围# 加强河湖

水域岸线空间分区分类管控" 确保重要江河湖泊规划

岸线保护区$ 保留区比例总体达到 )#-以上# 开展

丹江口 %守好一库碧水& 专项整治行动" 全面清理

整治破坏水域岸线的违法违规问题# 严格依法依规审

批涉河建设项目和活动" 严禁未批先建$ 越权审批$

批建不符# 因地制宜实施河湖空间带修复" 加快推进

长江$ 嘉陵江$ 乌江$ 岷江$ 涪江$ 沱江等生态廊道

建设# 以长江$ 黄河等大江大河为重点" 完善部际协

作机制" 开展全国河道非法采砂综合整治#

强化地下水超采治理% 贯彻地下水管理条例" 制

定地下水开发利用管理办法" 启动地下水回补$ 地下

水管控指标确定等标准制定修订工作# 加快推进新一

轮地下水超采区划定" 推进禁采区$ 限采区划定"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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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分区管控# 完善地下水监测站网" 加快确定地下水

管控指标" 实施地下水取水总量$ 水位双控管理" 完

善地下水水位变化通报机制# 统筹华北地区地下水超

采综合治理$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受水区地下水

压采$ 晋鲁豫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 落实地下水压采

和河湖生态补水任务# 不折不扣完成 +华北地区地下

水超采综合治理行动方案, 确定的近期目标任务" 全

面总结评估任务落实情况和治理成效" 编制华北地区

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实施方案 )"#"*0"#") 年*# 实

施好三江平原$ 松嫩平原$ 辽河平原$ 西辽河流域$

黄淮地区$ 鄂尔多斯台地$ 汾渭谷地$ 河西走廊$ 天

山南北麓与吐哈盆地$ 北部湾地区等 $# 个重点区域

地下水超采治理工作#

推进水土流失综合防治% 全面完成年度 %(" 万平

方公里水土流失治理任务" 突出抓好黄河多沙粗沙区

特别是粗泥沙集中来源区综合治理" 实施淤地坝$ 拦

沙工程和沙棘生态建设工程" 加大长江上中游$ 黄河

中上游$ 东北黑土区等重点区域水土流失治理力度#

以山青$ 水净$ 村美$ 民富为目标" 打造一批生态清

洁小流域# 优化国家水土保持监测站点布局" 实施全

国水土流失动态监测" 依法严格查处水土保持违法违

规行为" 整体提升水土保持监测$ 评价$ 决策$ 管理

水平# 落实水土保持工程建设以奖代补政策# 推进全

国水土保持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和国家水土保持示

范创建#

!六" 加快建设数字孪生流域和数字孪生工程#

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 按照 %需求牵引$ 应用

至上$ 数字赋能$ 提升能力& 要求" 全面推进算据$

算法$ 算力建设" 对物理流域全要素和水利治理管理

全过程进行数字化映射$ 智能化模拟#

做好顶层设计% 出台 +数字孪生流域建设技术大

纲, +数字孪生水利工程建设技术导则, +水利业务

%四预& 功能基本技术要求, 和成果共建共享制度办

法" 以流域为单元" 编制七大江河数字孪生流域建设

方案# 三峡$ 南水北调$ 小浪底$ 丹江口$ 岳城$ 尼

尔基$ 万家寨$ 大藤峡等工程管理单位要编制数字孪

生工程建设方案# 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流域管理机

构$ 工程管理单位$ 地方水利部门先行实施建设#

构建数字化场景% 优化完善监测站网布局" 建立

与防汛调度和国家水网相匹配的水文站网" 重点提高

洪水来源区$ 水资源来源区$ 行政管理边界$ 重要防

御对象$ 重要用水对象等重要节点覆盖率" 加大天$

空$ 地遥感技术应用力度" 构建天$ 空$ 地一体化水

利感知网# 在完善全国水利一张图的基础上" 抓紧细

化流域水利专题图$ 定制水利工程实体场景" 构建全

国统一的数据底板# 建立健全物理流域及水利工程等

基础数据更新机制" 实时更新重要站点监测信息$ 发

生洪水的河道遥感信息$ 参与调度运用的工程安全监

控信息" 及时更新流域下垫面$ 重要水文站大断面$

重点河段河道地形$ 模型参数等信息" 及时定期更新

影响区经济社会信息#

开展智慧化模拟% 深入研究流域自然规律" 融合

流域多源信息" 升级改造流域产汇流$ 土壤侵蚀$ 水

沙输移$ 水资源调配$ 工程调度等水利专业模型" 研

发新一代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通用性水利专业模型"

实现变化流场下数字孪生流域多维度$ 多时空尺度的

高保真模拟# 聚焦水利工程体系科学精细调度" 推进

预报调度一体化智能化$ 实体工程与数字孪生水利工

程同步交互调度# 构建水利业务遥感和视频人工智能

识别模型" 不断提高河湖 %四乱& 问题$ 水利工程运

行和安全监测$ 应急突发水事件等自动识别准确率#

构建水利智能业务应用体系% 坚持大系统设计$

分系统建设$ 模块化链接" 全面构建 %" <=& 应用

体系# 加快推进水工程防灾联合调度等流域防洪应用

系统建设" 以流域为单元" 构建下垫面动态变化的数

字流场" 结合防洪工程数字孪生成果" 升级流域防洪

预报$ 预警功能" 增强预演功能" 支撑科学制定预案#

建设水资源管理调配应用系统" 整合水资源总量$ 水

权分配$ 取用水量$ 省界断面监测以及经济社会等数

据" 完善数字孪生平台中红线预警等模型和功能" 支

撑水资源监管$ 调配决策预演等业务# 结合各级数字

孪生平台建设" 同步抓好其他各业务应用系统建设#

!七" 建立健全节水制度政策# 提升水资源集约

节约利用能力$ 坚持节水优先" 全方位贯彻 %四水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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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原则" 守住生态保护红线" 严守水资源开发利用

上限" 精打细算用好水资源" 从严从细管好水资源"

把节水作为根本出路" 全面提升水资源集约节约安全

利用能力和水平#

健全初始水权分配和交易制度% 加快推动建立水

资源刚性约束制度" 强化用水总量强度双控" 建立健

全省级行政区双控指标体系" 各地要进一步分解明确

到地市# 新批复 $# 条以上跨省江河水量分配方案#

加快明确各地区可用水量" 明晰初始水权" 制定出台

推进用水权改革的指导意见" 建立健全统一的水权交

易系统" 推进区域水权$ 取水权$ 灌溉用水户水权等

用水权交易# 鼓励通过用水权回购$ 收储等方式促进

用水权交易# 在条件具备的地区探索实行用水权有偿

取得#

严格水资源保护监管措施% 深入推进取用水管理

专项整治行动" 全面完成整改提升工作" 开展专项整

治行动 %回头看&# 建立长效监管机制" 严格建设项

目水资源论证和取水许可管理" 推进水资源超载地区

暂停新增取水许可# 全面推行取用水 %双随机$ 一公

开& 监管" 依法规范取用水行为及管理秩序# 制订规

划水资源论证管理办法" 推动相关行业规划$ 重大产

业和项目布局$ 各类开发区和新区规划开展水资源论

证# 推进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区域评估和取水许可告

知承诺制# 强化取水口取水监测计量" 加快实现非农

业取水口和大中型灌区渠首取水口计量全覆盖" ) 万

亩以上的大中型灌区渠首取水口全部实现在线计量#

强化饮用水水源地监督管理# 按照水资源刚性约束要

求完善水资源管理考核内容" 优化考核指标" 改进考

核机制#

深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 发挥节约用水工作部际

协调机制作用" 深入推进县域节水型社会达标建设"

推动北方 )#-以上$ 南方 *#-以上县 )区* 级行政

区达到节水型社会标准# 全面强化计划用水管理" 黄

河流域和京津冀地区实现年用水量 $ 万立方米及以上

的工业和服务业用水单位计划用水管理全覆盖# 大力

推动农业节水" 提高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 推动

水利行业全面建成节水型单位" 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推动非常规水源纳入水资源统一配置" 开展典型地区

再生水利用配置试点# 大力推广合同节水管理" 严格

用水定额管理" 制定出台节水评价技术导则" 严格规

划和建设项目节水评价# 强化节水宣传教育" 向全社

会宣传推介公民节约用水行为规范" 增强全民节约用

水意识#

打好黄河流域深度节水控水攻坚战% 推进黄河流

域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坚决抑制不合理用水需求"

严把黄河流域建设项目节水评价关# 大力发展节水产

业和技术" 督促不符合节水标准的已建项目加快节水

改造# 严控高耗水项目建设" 建立高耗水工业项目台

账" 推动火电$ 钢铁等高耗水行业节水型企业建设#

开展黄河流域高校节水专项行动" 推进节水目标责任

考核" 推动用水方式由粗放向集约节约转变#

!八" 强化体制机制法治管理# 不断提升水利治

理能力和水平$ 坚持目标导向$ 问题导向$ 效用导

向" 深入推进水利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 加快破

解制约水利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 进一步完善水法规

体系" 善用体制机制法治" 不断提升水利治理能力和

水平#

强化流域统一治理管理% 突出流域治水单元" 坚

持流域系统观念" 强化流域统一规划$ 统一治理$ 统

一调度$ 统一管理# 以流域综合规划为龙头" 健全流

域规划体系" 建立流域规划实施责任制" 完善监测$

统计$ 评估$ 考核制度" 强化流域规划法定地位和指

导约束作用# 七大流域管理机构牵头" 建立流域工程

项目库" 统筹工程布局和项目实施# 统筹防洪调度$

水资源调度$ 生态调度" 建立流域水工程多目标调度

体系" 充分发挥流域防总办公室的平台作用# 建立流

域层面河湖长制工作协作机制" 加强流域综合执法"

强化流域河湖$ 水资源管理# 深化流域管理机构改

革" 推动 %三定& 规定报批" 理顺流域管理事权"

明确权责事项# 流域管理机构要尽职履责" 切实当好

江河湖泊 %代言人&#

推动河湖长制有能有效% 出台强化河湖长制指导

意见"明确各部门河湖治理任务"形成党政主导$水利

牵头$部门协同$社会共治的河湖管理保护机制# 充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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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全面推行河湖长制工作部际联席会议作用"在七

大流域全面建立省级河湖长联席会议机制"完善流域

管理机构与省级河长办协作机制"明确上下游$左右

岸$干支流的管理责任"变%分段治&为%全域治&# 全

面建立南水北调工程河长制体系# 开展河湖健康评

价"把群众满意度作为重要考核指标"加强对河湖长履

职情况的监督检查$正向激励和考核问责"推动河湖长

考核评价与干部综合考核评价挂钩# 完善基层河湖巡

查管护体系"鼓励各地设立巡)护*河员等公益岗位"

解决河湖管护%最后一公里&问题#

健全工程建设管理和运行管护机制% 完善水利建

设法规技术标准" 开展水利工程建设质量提升行动"

落实水利工程质量终身责任制" 改进政府质量工作考

核制度" 深化水利建设市场信用体系建设" 规范建设

市场秩序" 确保水利建设质量安全# 严格落实水利工

程注册登记和安全评价制度" 强化工程检查监测和维

修养护" 突出病险工程安全管理" 推进水利工程标准

化管理和划界工作# 完善水利工程安全保障制度" 建

立风险查找$ 研判$ 预警$ 防范$ 处置$ 责任等全链

条管控机制# 建立常态化水利设施运行管护机制" 落

实管护主体$ 经费$ 人员和措施" 推广市场化$ 专业

化管护模式# 完善农村供水保障监管机制" 探索建立

小型水库 %巡库员& 机制# 着眼 %大时空$ 大系统$

大担当$ 大安全&" 强化三峡工程自身安全以及防洪$

供水$ 生态等功能安全管理# 强化南水北调工程沿线

水资源保护" 强化安全调度管理" 加大东线一期北延

应急供水工程调水力度" 更好地满足华北部分地区生

活$ 生产$ 生态用水需求# 做好水库移民安置和后期

扶持$ 对口支援工作#

深化水利重点领域改革% 落实适度超前开展基础

设施投资要求" 健全多元化水利投融资机制" 积极争

取扩大中央水利投资规模" 用好水利中长期贷款等金

融信贷资金" 推进水利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

)5>?@A* 试点" 支持社会资本参与水利工程建设运

营# 深化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推动修订水利工程供水

价格管理$ 定价成本监审办法" 完善动态调整机制#

研究建立水网区域综合定价机制# 推动全面推开水资

源税改革试点# 研究推动建立水流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完善水利法治体系% 加快推进水法$ 防洪法等基

础性法律修订工作" 推动黄河保护法$ 节约用水条例

等尽早出台" 抓好长江保护法$ 地下水管理条例等配

套制度建设" 健全完善水利重点领域规章制度# 支持

上下游$ 左右岸$ 干支流省份在水资源节约利用$ 河

湖管理$ 防洪调度$ 生态水量管控等方面立法协同#

实施水行政执法效能提升行动" 完善水行政执法与刑

事司法衔接机制" 开展重点领域$ 敏感水域常态化排

查整治" 实施地下水管理$ 汛前 %防汛保安& 等专

项执法行动" 依法严厉打击重大水事违法行为# 严格

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 加强 %以案释法&" 推深做实

水利普法" 提升水利系统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

决问题的能力和水平# 推动建立涉水领域公益诉讼制

度" 发挥公益诉讼保障监督作用#

!九" 加强水利行业能力建设# 夯实水利高质量

发展基础$ 立足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需要" 扎

实做好打基础$ 利长远的工作" 着力提升行业发展综

合能力#

抓好水利干部人才队伍建设% 选优配强领导班

子" 强化政治素质把关" 加强年轻干部培养选拔和实

践锻炼" 不断优化专业结构和年龄结构" 增强干部队

伍整体效能" 确保水利事业后继有人# 加快人才创新

团队$ 培养基地建设" 加快培养水利领军人才$ 科技

英才$ 重点领域人才$ 复合型人才$ 青年拔尖人才#

推广水利人才 %订单式& 培养模式" 加强基层人才

队伍建设" 强化领导干部水利专业化能力培训# 全链

条做好人才发现$ 培养$ 使用$ 激励$ 保障工作" 让

水利事业激励水利人才" 让水利人才成就水利事业#

强化水利科技基础支撑% 抓实水利科技创新平台

建设" 在智慧水利$ 国家水网建设$ 水生态环境保护

等领域筹建$ 新建一批部级重点实验室# 加强科技攻

关" 加大泥沙$ 地下水$ 土壤侵蚀等领域基础研究力

度" 实施水利重大关键技术研究和流域水治理重大关

键技术研究项目" 努力取得一批突破性进展# 加快生

态流量$ 中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 智慧水利等相关

标准制定修订工作" 推进水利技术标准国际化# 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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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科技投入机制$ 研发机制$ 应用机制$ 激励机

制" 形成贯通产学研用的水利科技创新链条" 推广应

用 $## 项左右成熟适用水利科技成果#

推动水利国际交流合作% 积极推进 %一带一路&

水利基础设施建设" 不断深化水利多双边合作" 积极

参与第九届世界水论坛等重要多边水事活动" 持续深

化澜湄水资源合作# 充分发挥协调机制作用" 积极推

进跨界河流涉外合作和管理工作" 巩固强化跨界河流

水文报汛及重大水情灾情信息共享合作#

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 推进水利 %放管服& 改

革" 公布水利行政许可事项清单" 编制水行政备案事

项清单" 在流域管理机构推行行政许可一次申报$ 一

本报告$ 一次审查$ 一件批文 %四个一& 改革# 健

全事中事后监管制度" 完善水利部 %互联网 <监管&

系统# 完善水利部 $"*$& 监督举报服务平台$ 在线政

务服务平台" 开展移动端建设" 推动政务服务事项

%网上办& %掌上办&# 推进基层水利政务公开标准化

规范化" 扎实做好政务督办$ 信访$ 保密$ 档案$ 离

退休干部$ 财务审计$ 后勤保障等工作" 高质量完成

电子政务工程建设# 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 统筹

做好新闻宣传$ 水情教育$ 水文化建设# 毫不松懈抓

好常态化疫情防控#

!十" 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引领保障新阶段

水利高质量发展$ 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必须把

加强党的建设贯穿水利工作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 要

认真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 坚定不移推进

全面从严治党" 以高质量党建工作引领保障新阶段水

利高质量发展#

强化政治引领%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 %十六字& 治水

思路和关于治水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 用以武装头

脑$ 指导实践$ 推动工作" 确保水利工作始终沿着习

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 巩固拓展党史学习教育

成果" 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 长效化# 扎实开展

模范机关创建" 推动政治机关意识教育向基层单位延

伸" 严格执行党内政治生活$ 重大事项请示报告等制

度" 持续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 巩固深化

整改成果" 进一步增强 %四个意识&$ 坚定 %四个自

信&$ 做到 %两个维护&#

抓实组织建设% 将基层组织建设作为机关党建工

作的重中之重" 进一步巩固完善党的组织体系" 做到

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全覆盖# 深入推进党支部标准化

规范化建设" 开展第二届 %水利先锋党支部& 评选

表彰" 严格党员教育管理" 开展党建督查并针对问题

抓好整改$ 强基固本#

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坚定

不移纠%四风&$树新风"深化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 深入开展廉政警示教育"抓好

%关键少数&"做实做好%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 保

持反腐败高压态势"紧盯要害部门$重点领域和关键岗

位"坚决查处违规违纪违法问题"纠治侵害群众利益问

题"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深化内部巡视

巡察"加快构建上下联动$贯通融合的巡视巡察工作体

系"进一步提升巡视巡察监督质量#

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对党员干部职工综合

素质和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水利系统广大党员干部

职工要自觉加强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

训练"特别是要悟透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正

确的政绩观"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态"提高政治

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要坚持系统思维$

科学谋划"加强调查研究"坚持%三严三实&"崇尚实

干$力戒空谈"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做到守土有

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坚决防止简单化$乱作为"坚

决反对不担当$不作为# 要抓细抓实迎接党的二十大

和学习贯彻工作"做到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

意气风发迈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同志们" 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使命如磐$

重任在肩# 让我们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周围" 埋头苦干$ 勇毅前行" 为全面提升

国家水安全保障能力$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而不懈奋斗-

!来源# 水利部网站$ 网址# B88/# CCDDDEFD7EG6HE

1ICJDCA4KDC"#""#$C8"#""#$#+ L $)),++'EB8F4$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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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管理

水利企业发展低碳经济的战略管理创新探讨

吴则稳

!山东黄河河务局东平湖管理局$山东 泰安!"+$###"

'摘!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 年远景目标纲要&为我国社会经济结

构的转型发展指明了方向$低碳经济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经济发展趋势' 文章基于低碳经济发展背景之下的企业

长远发展理念$从战略管理创新方面着手$对现阶段企业战略管理方面存在的缺陷进行了分析$对企业战略管理创

新途径进行了探讨$旨在推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低碳经济(企业战略(创新策略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

/0123110454567897:;02<959;:=:57>554?970454@/:?:A4B05; C4D,298E45

F2454=G 05H97:8I451:8?952G F57:8B801:1

MNO0D0I

)!"#$%&#$ '()*+,-&#&./0(/&"# 120*(2 "345(#,"#$ 6*77"89&:*0120*(2" ;(&((# "+$###" <5&#(*

JE178927% PQ842I06R8B0;06/40&A50/QS4216RTB2I3$&8B U2H0VW037;43I R67=3826I34>16I6F213IX .61234:0H046/F0I8

3IX Y6IGV53IG0PSZ0182H0AR67"#*)#2IX21380A8B0X2701826I R678B0873IAR67F3826I 3IX X0H046/F0I86RA612343IX 016I6F21

A87Q18Q702I TB2I3EY6DV137S6I 016I6FKB3AG73XQ344KS016F03I 2F/6783I8016I6F21X0H046/F0I8870IXE@B0/3/072A

S3A0X 6I 8B046IGV807FX0H046/F0I816I10/86R0I807/72A0AQIX078B0S31[G76QIX 6R46DV137S6I 016I6F21X0H046/F0I8E?8

A8378AD28B 8B0A87380G21F3I3G0F0I82II6H3826IE@B0X0R018A2I 8B0A87380G21F3I3G0F0I86R0I807/72A0A388B0/70A0I8A83G0

3703I34K\0XE@B02II6H382H0D3KA6R0I807/72A0A87380G21F3I3G0F0I8370X2A1QAA0X 32F2IG38/76F682IG8B0AQA832I3S40

X0H046/F0I86R0I807/72A0AE

K:G D48L1% 46DV137S6I 016I6FK' 0I807/72A0A87380GK' 2II6H3826I A87380GK

!!在全球性低碳经济发展的背景之下"中共中央审

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明

确了我国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支持绿色技术创新"

推动清洁生产"推动重点行业和重要领域绿色改造"推

动能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利用"发展绿色建筑等# 水

利部李国英部长在 "#"$ 年 % 月 ", 日的+水利部%三对

标$一规划&专项行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指出%绿色

发展理念贯穿水利高质量发展始终&# 所以"水利企业

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必须走低碳经济模式的发展道路#

从低碳经济模式在我国发展的现状来看"由于起步较

晚"企业对低碳经济的认识和关注不多# 而在低碳经

$!



济发展模式之下"企业必须在战略管理方面进行创新"

将低碳经济理念融入企业的战略管理中"推动企业的

可持续发展#

#'低碳经济概念

从低碳经济的概念来看"所谓的低碳经济就是指

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指导下采用技术创新$制度创新$

产业转型$新能源开发等多种方式来降低对煤炭等不

可再生能源的消耗"通过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来实现

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最大化发展的一种新型经济发展

形态# 低碳经济模式主要涉及三方面内容!

#

低消

耗$低碳.

$

开发清洁能源.

%

低碳生活# 总体来说"

实施低碳经济模式已经是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

途径"需要得到人们高度重视#

!'企业战略管理存在的问题

目前"发展低碳经济已经成为国际共识"我国也采

取了诸多的措施来推动低碳经济的发展"国内很多企

业也开始从事低碳业务的探索# 然而"由于我国低碳

经济起步较晚"现阶段企业经营管理指导思想的战略

管理并不符合低碳经济发展的需求"这就容易为企业

的发展带来损失和风险"所以企业必须进行战略管理

的创新#

"($!对低碳经济意识不够充分

目前"低碳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同时低碳

经济也具有较强的商业性价值# 但是"低碳经济在国

内发展的形势却不尽如人意"目前"我们很多水利企业

对于低碳经济理念存在着抵触意识"甚至很多企业的

高层管理者看到的仅仅是低碳经济的高风险$高投资"

却错过了低碳经济为企业战略管理创新带来的新机遇#

一旦错过这个机遇就难以在市场经济中抢占先机#

"("!低碳技术体系不够完善

从企业实施低碳经济模式的角度分析"低碳技术

的研发及创新是企业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支撑# 然

而"目前我国对于低碳技术创新的定位尚不准确"意在

追赶国际先进水平上"对于低碳技术创新内容上则是

一味地追求高端技术"对于低碳技术创新组织方面尚

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 由于上述因素的存在导致现阶

段我国低碳技术创新与企业发展的实际情况不符"由

于低碳技术创新体系不完善"造成与企业战略管理目

标缺乏配合性"难以为企业的长远发展提供有效的

服务#

"(*!低碳经济发展资源较少

从低碳经济发展角度来看"其需要一定的资源作

为支撑"这些资源主要是指企业在发展低碳经济方面

所投入的人力$物力及财力等资源"这些都是低碳经济

战略实施的重要基础和保障# 但是"从我国企业现阶

段发展低碳经济的情况来看"最为稀缺的资源就是人

力资源# 由于当前致力于低碳经济研究的专业人士和

研发新型低碳技术的人才过少"造成低碳经济发展难

以获得资源方面的保障"最终导致我国低碳经济发展

水平不高#

+'基于低碳经济的企业战略管理创新策略

针对目前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现状及低碳

经济不受重视的情况"需将低碳经济纳入企业战略管

理体系"从企业战略制定$实施$控制等方面对低碳经

济进行全过程管理"以此来推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健全企业战略管理体系

从企业发展愿景来看"低碳经济是企业依据自身

内外部环境情况对企业未来发展的一种展望"涉及企

业的经营业务$发展方向$发展规划$经济效益指标等

方面# 在提倡低碳发展的今天"将低碳经济纳入企业

发展愿景之中已经成为必然的发展趋势"对于完善企

业的战略管理体系也是非常关键的一招# 在企业战略

管理体系中融入低碳经济"首先"需要企业依据自身的

实际情况来明确本企业将要开辟和从事的低碳业务.

其次"企业在明确从事的低碳业务之后要确定今后的

战略发展方向"识别低碳业务在未来的发展趋势及前

景"并将战略发展方向朝着这些机会靠拢. 再次"明确

企业战略发展方向之后需要制定相匹配的发展规划.

最后"企业需要确定衡量低碳业务的业绩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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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理念融入企业目标

低碳理念融入企业目标"首先是低碳理念与企业

价值观的结合# 从企业发展的角度来看"企业价值观

及企业目标决定着企业的发展方向"同时也决定着企

业创新活动的方向# 将低碳理念融入企业价值观中"

作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和企业文化的核心理念"成为

引导企业创新发展的一个基本价值取向"并以此为基

础来制定战略目标"确保能够将低碳理念贯彻到企业

战略目标$经营$管理计划等方面# 其次是低碳理念与

企业战略目标的结合# 从企业的战略目标来看"低碳

经济是企业所采取的战略行为最终实现的成果# 基于

低碳经济来制定企业战略管理目标体系"则需要从多

个角度来对低碳业务与企业战略目标的契合度进行界

定# 包括对于低碳业务盈利能力的界定$对于低碳业

务生产效率的界定$对于低碳业务市场地位的界定$对

于低碳业务产品及服务结构等因素的界定等.企业需

要从产品的宽度及深度$低碳产品产值占企业总产值

比率$低碳产品收入占企业总收入比率等方面来进行

界定"以此来实现低碳理念与企业战略目标的有效

契合#

*(*!健全低碳技术研发机制

目前"从低碳经济发展及整体需求的角度来看"企

业必须掌握低碳技术才能够增强自身在低碳经济市场

中的竞争优势"可以说低碳技术的研发及应用决定了

企业未来的发展方向"低碳技术必然会成为今后企业

竞争的关键所在# 因此"企业目前必须将低碳技术的

研发和应用工作重视起来"将企业低碳技术研发工作

放在企业战略管理的重要位置"并将其作为重点工作

来看待# 也就是说"今后企业需要以长远的眼光来看

待低碳技术研发工作"将企业低碳技术研发工作放在

战略管理的重点内容中"抓住低碳经济带来的发展机

遇"并对低碳经济的时机与发展趋势进行准确的定位"

结合本企业自身的资源来采用创造性的战略管理模式

及方法"实现对战略资源的优化配置"发展低碳化经营

业务# 同时"企业既需要以完善的战略管理体系作为

支撑"还需要正确政策的支撑# 由于新时期经济发展

背景下"政府关于低碳经济发展的方针及政策为企业

发展低碳经济指明了正确的发展方向"所以企业在实

施战略目标之前必须构建完善的战略管理创新体系"

从研发$资金$人员$生产$监督等方面对低碳经济后期

的风险及应对方案进行明确"以此来构建完善的低碳

技术研发机制#

*(&!储备低碳经济创新资源

企业任何项目的开展都需要一定的资源作为支

撑"低碳经济的发展亦不能例外"在企业发展低碳经济

的过程中人力$财力$物力等资源都非常的关键# 从低

碳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其重点在于通过技术创新来

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对于新型能源的研发需要专

业人才来实现# 因此"现阶段企业在发展低碳经济的

过程中需要重视培养和储备技术型$专业型人才"为企

业今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同时"由于科技

创新是推动低碳经济开展的技术保障"所以科技进步

是解决生态环境$能源资源等问题的必由之路"所以企

业需要重视能源科技的发展"尽早做好谋划和安排"建

立能源科技储备"并瞄准低碳能源和低碳能源技术的

研究和开发"推动企业战略管理的创新发展# 此外"企

业还需要调整能源结构"采用清洁可再生的能源"在提

升能源利用率的基础上降低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利用#

.'结'语

从现阶段的技术条件和资源条件来看"发展低碳

经济已是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 目前"企

业唯有抓住低碳经济带来的机遇"构建起全新的企业

核心竞争优势"开辟机会多$潜力大的绿色产品市场"

才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异军突起# 所以"现阶段

企业必须明确发展低碳经济的意义和紧迫性"在战略

管理创新方面融入低碳经济理念"健全低碳经济发展

机制和低碳技术体系"强化对低碳经济风险的监督和

管理"储备低碳经济创新资源"推动企业的可持续发

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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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技术

抛石平堵龙口合龙施工关键技术分析

黄!伟

!长江河湖建设有限公司$湖北 武汉!&*##$#"

'摘!要( 长江澄通河段围堤龙口合龙工程位于潮汐河口$传统陆路龙口封堵技术不适用于此项目施工' 该工程

采用开底驳)甲板驳抛石平堵龙口$成功解决了潮汐河段龙口合龙的技术难题$取得了良好的实施效果$为今后围

堤龙口合龙工艺提供了参考方案'

'关键词( 抛石(平堵(龙口合龙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

J59AG10145K:G $:2M54A4;G 4@N9BIA4138:I4517832704505

O0B89BPA97(A42Q05;

N̂_=9M02

)<5(#$=&(#$ 9&:*0(#, '()*<"#./02>/&"# <"(" '/,(" ?25(# &*##$#" <5&#(*

JE178927% @B0G3/ 146AQ70/76Z0186R0FS3I[F0I82I TB0IG86IG5031B 6R8B0W3IG8\052H072A461380X 2I 82X340A8Q37KE@B0

873X2826I3443IX G3/ 146AQ70801BI646GK2AI683//4213S40868B016IA87Q1826I 6R8B0/76Z018E@B0801BI2134/76S40F6R8B0G3/

146AQ702I 8B082X347031B 2AAQ110AARQ44KA64H0X SKQA2IGS6886FS37G03IX X01[ S37G086S461[ 8B0G3/ R4384KE>J10440I8

2F/40F0I83826I 0RR0182A31B20H0X# 8B070SK/76H2X2IG370R070I10A1B0F0R678B0G3/ 146AQ70801BI646GK6R0FS3I[F0I82I

8B0RQ8Q70E

K:G D48L1% 72/73/' R438S461[2IG' G3/ 146AQ70

#'概'述

长江澄通河段通洲沙西水道长沙河0福山塘段边

滩综合整治工程"位于张家港市乐余镇和南丰镇"包括

南岸边滩综合整治工程围区
&

和南岸边滩综合整治工

程围区
'

# 南岸边滩综合整治工程围区
'

上起七干

河"下至福山塘"岸线全长 *#"&F"围堤总长度 )$&+F"

最大水深约 $$F"岸线调整后形成陆域面积约 *%+%

亩# 其中长江澄通河段通洲沙西水道长沙河0福山塘

段边滩综合整治工程
!

标围堤桩号为
'

# <### `

'

"

<,"$.隔堤长 +$#F# 龙口位置中心桩号
'

$ <*)##

工程总体布置见图 $#

长江澄通河段为潮汐河口"传统陆路龙口封堵技

术不适用于此项目"为了如期完成该工程"项目部和公

司工程部在确定施工方案时充分考虑自然条件"制定

了开底驳$甲板驳抛石平堵龙口合龙技术方案"形成了

'!



图 #'工程地理位置示意图

抛石平堵龙口合龙施工方法#

!'龙口工程设计

"($!龙口布置

龙口一般排列在平直的岸线上"地质条件较好"地

形平缓"水域相对较深# 平直的岸线和平缓的地形可

以保证水顺利流入龙口入口"避免了因入口流态紊乱

而造成的关闭龙口困难.地层承载力高$抗冲刷能力

强"有利于龙口堤防基础的稳定和龙口堤防的抗冲刷

防护# 龙口水深应适度"太深底部保护的龙口量太大"

太浅水流的缓冲效果不明显# 综合上述分析结合地形

地质条件"龙口中心线布置在桩号
'

$ <*)# 处#

"("!龙口水力学演算

为了采取措施保证龙口合龙的顺利运行"有必要

验证龙口合龙宽度"了解龙口合龙过程中闸门水力指

标的变化情况#

"("($!演算推理

在龙口河截流过程中"龙口流量和河堤水量随入

口内外潮位变化和龙口河底高程提高而随时间变化#

忽略通过护堤及其地基的渗流量"假定护堤内水量的

变化等于进出龙口的水量"根据水量平衡原理"在一定

时期内"龙口流量与护堤内水量变化的关系如下!

)@

$

A@

"

*

(

/B" CD

"

ED

$

式中!@

$

000计算时段开始的龙口流量.

!@

"

000计算时段截止终了的龙口流量.

!D

"

000计算时段起始的围堤内水量.

!D

$

000计算时段终了截止的围堤内水量.

!

!

/a#($B#

"("("!龙口泄水量计算

根据护堤内外水位"按宽顶堰流量计算龙口在以

下两种情况下的流量!

9(F外 b5内"围堤进水"落差GaF外 c5内# 自由流

! "槡 $@C-1)F外 E5口门* H*B"

淹没流! @CD1)5内 E5口门*":C

!

"槡 $G

当G

"

$C* )F外 c5口门 *时为自由流"反之为淹

没流#

E(F外 d5内"围堤退水"落差Ga5内 cF外#

自由流! @C-1 "槡 $)5内 E5口门* H*B"

淹没流! @CD1)5外 E5口门*":C

!

"槡 $G

当 G

"

$C* )F内 c5口门*

时为自由流"反之为淹

没流#

式中!F外000某时刻口门外潮位高程"F.

!5内000某时刻口门内水位高程"F.

!5口门000口门底槛高程"F.

!-000流量系数"取 #(*%.

!

!

000流速系数"取 #('.

!1000龙口平均过水断面宽度"F#

"("(*!计算结果及分析

影响截流难度的关键因素是设计潮汐过程线对应

的截流时间的选择$龙口的宽度和下垫面高程# 通过

对计算结果的分析"选择了前半个落潮期开始截流"有

效地降低了龙口的截流难度"大大减少了保护工程量#

不同龙口宽度时龙口在设计潮型下的流速记录见

表 $#

表 #' 龙 口 流 速 记 录

龙口宽度CF 龙口最大流速C)FCA*

)# *($#

+# "('+

'# "(,&

"(*!设计龙口宽度

龙口宽度受龙口水力参数$围垦面积等因素的影

响# 龙口宽度对龙口截流及后期高度影响较大"工程

量大"龙口宽度小"断面流速增大"冲刷影响大"增加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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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口河底护岸工程的难度和工程量"一般控制龙口最

大流速不超过 *(#FCA# 综合上述分析结合地形地质

条件"龙口置在桩号
'

$ <*$) `

'

$ <*,) 处"口门底

宽 $##F"护底垂直水流方向宽 $,#F# 图 " 为龙口布

置断面#

图 !'龙口布置断面

"(&!龙口工程设计

9(龙口合龙棱体# 在设计潮位线的最高潮位上

加 #()F# 确定了棱体顶高度# 闭合棱体是用抛石做

的# 上游坡度比为 $ e*(#" 下游坡度比为 $ e"()#

E(龙口护底# 为了减少龙口河在封堵过程中对

地基的侵蚀" 降低封堵过程中的水深和封堵难度" 必

须在封堵外堤前采取封堵底部的防护措施# 在底部防

护结构施工前" 在 #()F厚的砂层上铺设 *##GCF

" 编

织物" 在砂层上压入 *#1Ff)#1F装砂管袋" 形成龙

口前围区排水通道#

龙口围堤放坡" 坡比为 $ e*" 坡面铺设 "*#GCF

"

防老化编织布#

"()!合龙时间选择

合龙工程主要受潮汐影响" 潮差愈小" 龙口水力

条件愈好" 合龙开始时间选择在高平潮时段较为

理想#

根据当地的水文资料综合考虑上述因素" 在龙口

* 月份高潮位较低$ 潮差较小的情况下进行了龙口的

封闭试验# 截流标准在 * 月份采用了 $#-设计潮位

线# 潮水位过程线见图 *" 特征值见表 "#

图 +''设计潮水位过程线

表 !'#"R设计潮水位过程特征值 )单位! F*

项!目 最高潮水位 最低潮水位 最大潮差

* 月 "(+" c#(% *(*"

+'龙口抛石截流

*($!开底驳选择

龙口宽度$ 龙口水深是选择龙口合龙开底驳主要

影响因素#

沿江$ 沿海围区造地项目龙口布置一般在 "##F

以内" 开底驳船长控制在 %#F以内. 龙口水深一般在

* )̀F之间" 开底驳船深控制在 "F以内" 满载吃水

控制在 $()F以内. *##F

* 开底驳尺寸为 ))Fg+()F

g$(, F" )##F

* 开底驳尺寸为 %#Fg, Fg"($ F# 根

据龙口宽度$ 龙口水深限制因素 *## )̀##F

* 开底驳

能满足龙口合龙要求#

*("!块石料径选择

准确抛投块石至水下滩面" 并形成一定自然坡比

棱体断面是龙口合龙的关键# 在水深$ 水流速度确定

情况下" 块石重量尺寸是主要影响因素# 龙口水深取

&F. 块石流距控制在 "F以内. 龙口水流速度 *FCA#

在龙口合龙前选择不同尺寸块石进行抛投实验 )实验

数据见表 **" 根据块石漂距实验" 选择 $)# "̀##[G

块石#

表 +' 块 石 漂 距

块石质量C[G 块石漂距CF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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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石备料

为保证封堵顺利进行" 必须进行块石备料# 根据

施工强度" 考虑备用 +,&##F

* 块石" 基本满足开底驳

龙口块石抛填需求#

为保障堤心石抛填的工程质量" 石料要求坚硬无

风化" 抛填块石重量在 $)# "̀##[G之间#

*(&!水流流速监测及船定位

加强龙口水流监测" 观测涨落潮时水流速# 堤身

沉降观测和记录要详细#

龙口合龙时龙口位置水流流速较高" 龙口合龙施

工强度大" 为保证龙口顺利合龙" 必须准备定位船辅

助定位" 采用 "###8方驳作为定位船# 定位船平行于

龙口棱体轴线布置" 用四根锚呈八字锚固在龙口位

置" " 根锚锚固在龙口内 $##F滩地上" " 根锚锚固在

龙口外 $)#F水中" 抛锚后要进行稳定测试" 保证不

走锚# 定位船上配备 " 台 9;." 船头$ 船尾各布置一

台" 用于平面定位. 布置测深仪一台" 用于高程测

量# 定位船定位见图 &#

图 .'定位船定位示意图

*()!龙口合龙施工

龙口抛石截流棱体分两阶段实施" 开底驳满载吃

水深度在 $(# $̀()F之间" 因此在龙口截流棱体抬升

到距离水面 $()F左右时必须改用抛石船继续完成一

次性断流抛石#

*()($!第一阶段开底驳龙口合龙施工

第一阶段龙口整个堤身范围通长抛石棱体抬高至

距水面 $(# $̀()F之间" 采用开底驳施工# 将开底驳

装满块石后抛锚等待# 待天气$ 水文条件达到龙口合

龙要求时开始施工# 施工时安排每条开底驳每个高平

潮只进行一次抛石施工#

开始施工前定位船放内锚$ 收外锚" 定位船停船

在龙口外 ,#F处. 开底驳自航行至施工区域" 在拖轮

辅助下靠泊定位船" 开底驳$ 定位船用缆绳绑牢. 定

位船在拖轮辅助下收内锚$ 放外锚" 9;. 定位停锚至

指定抛投位置. 开底驳抛投块石# 定位船上 9;.$ 测

深仪时时检测" 根据测量数据调整下次定位船位置#

施工中随时测量水下棱体变化" 随时做出施工调

整" 待水下棱体整体距离水面 $()F时" 开底驳龙口

合龙抛石施工完毕" 改用甲板驳抛石船继续施工# 开

底驳龙口合龙抛石见图 )#

图 S'开底驳龙口合龙抛石

*()("!第二阶段甲板驳抛石船龙口合龙施工

第二阶段一次性断流加高到龙口棱体出水" 采用

甲板驳抛石船施工# 甲板驳抛石船满载块石在现场抛

锚等待# 开底驳完成预定抛投施工后在下个高平潮进

入龙口合龙施工" 完成龙口棱体出水" 断流#

甲板驳抛石船靠泊定位船" 在拖轮辅助下到达指

定抛投位置. 甲板驳抛石船自带反铲挖掘机" 反铲挖

掘机开始抛石施工# 龙口棱体出水" 完成龙口截流.

在低平潮时人工观测棱体渗水情况" 随时补抛块石#

防止出现险情. 当龙口棱体基本稳定后" 乘低平潮时

水上挖机整理块石" 龙口棱体成型# 甲板驳龙口合龙

抛石见图 %#

图 )'甲板驳龙口合龙抛石

!下转第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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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能水压爆破技术在渝黔高速扩能

项目应用分析

崔长贵

!中铁十八局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 天津!*##&)'"

'摘!要( 为有效解决渝黔高速扩能项目大兴隧道工程施工中超) 欠挖问题$ 文章通过运用聚能装药水压光面

爆破技术$ 对聚能管水压光面爆破机理) 施工技术和工效进行了分析' 分析表明该施工技术不仅减少了隧道超

挖量$ 还具有降尘效果$ 大大改善了隧道施工环境$ 有利于绿色施工'

'关键词( 公路隧道( 聚能水压( 光面爆破技术

中图分类号) T.SS''''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 *!"!!+ "#,"!#,")

JBBA0297045J59AG1014@6M9B:LIM98;:H97:8U8:1138:VGL893A02

(A91705; $:2M54A4;G 05IM45;W05; 95LN30XM43V0;M,6B::LF5:8;G

FYB951045U84Z:27

TN?TB3IGGQ2

);5*I&3/5 J#$&#**0&#$ <"(" '/,(" <5&#( 9(&78(K$,/5 120*(2 L0"2%" ;&(#=&# *##&)'" <5&#(*

JE178927% @B0F01B3I2AF# 16IA87Q1826I 801BI646GK3IX 0RR2120I1K6R8B0D3807/70AAQ70AF668B S43A82IG6RAB3/0X 0I07GK

/2/0A3703I34K\0X SKQA2IG8B0AB3/0X 1B37G0D3807/70AAQ70AF668B S43A82IG801BI646GK2I 67X07860RR0182H04KA64H08B0

/76S40FA6R6H07V0J13H3826I 3IX QIX07V0J13H3826I 2I 8B016IA87Q1826I 6R:3J2IG@QII04;76Z0186RTB6IGh2IG3IX 9Q2\B6Q

2̂GBVA/00X >I07GK>J/3IA26I ;76Z018E?82A/76H0X 8B388B016IA87Q1826I 801BI646GKI686I4K13I 70XQ108B06H07V0J13H3826I

3F6QI86R8B08QII04# SQ834A6B3A8B00RR0186RXQA870F6H34# 8B070SKG70384K2F/76H2IG8B08QII0416IA87Q1826I

0IH276IF0I8# DB21B 2AS0I0R2123486G700I 16IA87Q1826IE

K:G D48L1% B2GBD3K8QII04' AB3/0X 1B37G0D3807/70AAQ70' AF668B S43A82IG801BI2hQ0

#'概'述

光面爆破技术作为新奥法原理的重要支撑" 已成

为隧道轮廓线控制爆破最常见的方法" 但由于常规光

面爆破钻孔工作量大" 其对炮孔间距和光爆孔装药量

的控制还在相当程度上依赖现场管理和操作者的个人

素质和自我约束能力" 光面爆破工作的持续性和可靠

性较不稳定" 现场管理难度大1$2

#

聚能管水压光面爆破技术" 是目前在隧道爆破领

域施工中比较先进的一种爆破技术# 渝黔 )重庆0贵

州* 高速公路扩能项目大兴隧道工程地质复杂" 施工

难度大" 通过在该项目应用聚能管水压光面爆破技

术" 借助聚能管的高压射流切割作用" 不仅能将隧道

开挖轮廓线与设计相吻合" 降低隧道超挖方量" 同时

!"



由于在光爆炮孔中采用水袋进行填塞" 具有降尘效

果" 大大改善了隧道施工环境" 有利于绿色施工# 聚

能管水压光面爆破技术与常规光面爆破效果对比见

图 $#

图 #'聚能管水压光面爆破技术与常规光面爆破效果对比示意图

!'工程概况

渝黔 )重庆0贵州* 高速公路扩能项目大兴隧

道左$ 右线合计全长 $+&"F" 特别是进口段浅埋偏压

严重" 存在侧壁容易失稳$ 塌方$ 滑坡$ 冒顶的风

险" 而且隧道出口段的斜坡坡体存在探煤洞" 为低瓦

斯隧道# 隧道围岩为石英砂岩$ 煤层顶板岩$ 煤矸

石$ 炭质页岩和夹页岩# 隧道轮廓控制一直是困扰和

制约工程进度和安全的问题之一" 有必要探索一种易

于管理$ 连续可靠的隧道轮廓控制爆破方法#

+'聚能水压爆破技术研究

渝黔高速扩能项目引进了市场上技术先进的聚能

管装置并结合工程自身特点" 通过新材料试验并总结

出符合本工程特点$ 复杂地质条件下隧道轮廓线控制

爆破方法并运用于工程实践中#

*($!聚能水压爆破机理

炸药爆炸后" 爆炸能量传递到水袋后" 因为水袋

中的水几乎不能被压缩" 因此能量通过水传播后" 由

于炮眼被炮泥进行了严实封堵" 水在压缩气体爆炸膨

胀冲击下出现缓冲效果" 在减少炸药能量损失的同

时" 减少了对隧道围岩的扰动" 而水压爆破在隧道里

产生的水幕也起到很好的水雾效果" 降低了隧道里粉

尘的弥漫#

在隧道光面爆破中采用聚能水压爆破时" 由于能

量箱内装药线圈的能量聚集作用和非耦合装药结构的

共同作用下" 在能量聚集腔方向的能量最集中" 也就

意味着产生的爆破冲击破坏力最大# 在炮眼周边裂纹

开始形成的同时" 高压气体的膨胀和高能气体流动的

气体边缘的共同作用下" 致使能量射流沿裂纹喷射"

从而进一步促进并加强了裂纹的膨胀和扩展# 这是隧

道聚能光面爆破的原理所在" 也是隧道聚能光面爆破

能够有效控制单位面积装药量以及单位面积打孔率的

重要因素之一#

*("!聚能光面爆破主要特点

聚能水压爆破与传统的爆破技术区别在于装药管

的结构型式以及炮孔堵塞有些不同! 在聚能水压爆破

炮眼中" 部分炸药被水袋替换 )见图 "$ 图 **" 水压

爆破在炮眼里合适位置装入专用水袋" 并通过炮泥进

行封口" 把炮眼密封好. 聚能水压爆破通过专用炮泥

封口" 而传统光面爆破采用普通纸袋进行封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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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能管装置组成

在隧道施工中采用聚能管$ 导爆索$ 乳化炸药$

雷管等进行聚能水压光面爆破# 而聚能管由聚能槽$

聚能穴$ 盖板组成" 材质通常为 ;iT" 壁厚为 "FF"

聚能管由专业生产厂家进行生产配送" 根据钻孔的深

度来确定聚能管长度# 聚能水压爆破装药与传统爆破

装药见图 "$ 图 *" 聚能水压爆破施工工艺流程见

图 &#

图 !'传统爆破装药示意图

图 +'聚能水压爆破装药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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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水压爆破施工工艺流程

*(&!聚能药卷制作

在隧道光面爆破中采用聚能水压爆破技术时" 聚

能药卷制作1%2采用特制的异形管装入乳化炸药作为聚

能管装置 )见图 )*# 制作方法为! 根据开挖进尺及

炮孔深度选择聚能管长度" 制作时将聚能管摆放在工

作台上. 注药枪与空压机相连" 手持注药枪沿聚能槽

从一端向另一端缓慢注入炸药" 通常装炸药的密度可

以依据围岩的实际情况进行合理调整" 通常的装药量

为 &##GCF. 将导爆索装入已经注入炸药的聚能槽内"

并用手轻压与乳化炸药黏连" 导爆索通长布置" 孔口

端尾部预留长度不小于 $#1F. 将聚能管盖板盖好"

并用电工胶带每隔 $F缠绕黏结牢固" 套上定位圈"

孔底端安装 $C" 节乳化炸药卷 )加强药卷*" 用胶带

缠绕固定#

图 S'聚能管制作

*()!聚能药卷的隧道轮廓线安装技术

聚能药卷在隧道掌子面安装非常快速且便捷" 聚

能管安装分以下四个步骤! 插入雷管
#

手工推送进炮

孔并调整方向
#

炮棍送至孔底
#

孔口堵塞水沙袋 )完

成*#

第一步预先在加强药上用刀片划开小口" 插入毫

秒雷管. 第二步手工将聚能管缓慢推送进周边眼" 推

送过程中调整聚能管方向" 保持聚能穴与开挖轮廓线

平行" 方向不得偏离 )安装要点*. 第三步采用炮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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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聚
能
光
爆
试
验
数
据
收
集
情
况

序 号
试
验
日
期

试
验
地
点

试
验
里
程

围
岩

级
别

进
尺
／

ｍ

初
支
喷
混
凝
土
／ｍ
２

设
计

实
际

支
护
方
式

断
面
面

积
／ｍ
２

轮
廓
周

长
／ｍ

炮
孔
间

距
／ｃ
ｍ

炮
孔
深

度
／ｍ

聚
能
管

长
／ｍ

加
工
药

量
／ｋ
ｇ

聚
能
管

数
／个

试
验
情
况

１
２０
１９
年
４
月
６
日

左
　
线

ＺＫ
５２
＋
７７
１
～
７７
３
７

Ⅳ
ａｌ

２
７

１３
１
０

２０
格
栅
钢
架

６８
０
９

２０
７
１

７０
３
５

２
５

２５
２

２８
正
常

２
２０
１９
年
４
月
７
日

左
　
线

ＺＫ
５２
＋
７６
８
２
～
７７
１

Ⅳ
ａｌ

２
８

１３
５
８

２５
格
栅
钢
架

６８
０
９

２０
７
１

７０
３
５

２
５

２５
２

２８
正
常

３
２０
１９
年
４
月
８
日

左
　
线

ＺＫ
５２
＋
７６
５
５
～
７６
８
２
Ⅳ
ａｌ

２
７

１３
１
０

２０
格
栅
钢
架

６８
０
９

２０
７
１

７０
３
５

２
５

２５
２

２８
正
常

４
２０
１９
年
４
月
１１
日

左
　
线

ＺＫ
５２
＋
７６
３
～
７６
５
５

Ⅳ
ａｌ

２
５

１２
１
３

２１
格
栅
钢
架

６８
０
９

２０
７
１

７０
３
５

２
５

２５
２

２８
正
常

５
２０
１９
年
４
月
１３
日

左
　
线

ＺＫ
５２
＋
７６
０
３
～
７６
３

Ⅳ
ａｌ

２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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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将聚能管推进直至孔底. 第四步准备好预先灌满

水和沙子的水沙袋" 将其装入孔口至聚能管之间的孔

内" 靠近聚能管端部安装水袋" 孔口安装水沙袋# 按

照以上步骤将周边眼全部装好聚能管及水沙袋" 其他

炮孔按照常规装药方式装填完毕炸药后" 连线起爆#

周边眼聚能管装药结构见图 *#

.'聚能水压爆破试验情况

&($!聚能光爆试验数据收集情况

聚能光爆试验过程中" 对数据进行了收集整理"

见表 $#

&("!火工品用量对比情况

对火工品用量情况进行了对比分析" 见表 "#

&(*!经济性对比

现以 *()F孔深" 以常规爆破周边眼 &* 个与聚能

水压爆破周边眼 *# 个钻孔成本 $"(** 元CF$ 炸药 ,(+

元C[G$ 雷管 )(* 元C发$ 导爆索 "(+& 元CF$ 聚能管

表 !' 火 工 品 用 量 对 比

内!!容 常规光面爆破 聚能光面爆破

周边孔直径CFF &# &#

光爆孔间距C1F )# ,#

半断面周边孔数C个 &* *#

间隔装药孔数C个 ") ",

连续装药孔数C个 $, "

*()F孔深导爆索用量CF ') %"

*()F孔深光爆孔药量C[G "# "%(%

*()F孔深连续孔药量C[G ",(& &(&

*()F孔深周边孔药量C[G &,(& *$

$+ 元CF及人工加工费为基本价计算直接成本 )见表

**# 根据对比数据" 在计入钻孔成本的前提下" 采用

聚能爆破成本有所节约" 其节约成本为 )$*+')(&)

元c$")%)("* 元*C*()Fa*)$(&' 元CF. 不计入钻孔

成本" 节约成本为 )$$'*'(, 元 c$$"+#(% 元*C*()F

a$'$(" 元CF#

表 +' 经 济 性 对 比

工序及材料 单价C元
通常的光面爆破 聚能水压光面爆破 )聚能C常规* 成本

消耗量 合价C元 消耗量 合价C元 节约C元 增加C元

钻!孔 $"(** &* g*()F $,))(%+ *# g*()F $"'&(%) )%$ !

炸!药 ,(+ &,(&[G &"$(#, *$[G "%'(+ $)$(& !

雷!管 )(* &* 发 ""+(' *# 发 $)' %,(' !

导爆索 "(+& ')F "%#(* %"F $%'(,, '#(& !

竹!片 $ #F # #F # ! !

聚能管 $+ #F # ", g"()F $$'# ! $$'#

喷混凝土 )锚喷* %)#

$%('+F

*

$$#*#()

$&(",F

*

'"," $+&,() !

工!资 "## # 天 # $ 天 "## ! "##

计入钻孔费用合计 $*+')(&) ! $")%)("* "%"#(" $*'#

不计钻孔费用合计 $$'*'(, ! $$"+#(% ! !

S'聚能水压爆破适用性分析

)($!隧道轮廓炮孔装药稳定性大幅提高

由于聚能水压爆破药卷特殊的装药结构" 需由专

人预先在加工点对炸药进行二次加工" 不占用工序循

环时间" 光爆孔药卷加工避开了现场恶劣环境" 便于

提高光爆药卷装药结构稳定性" 也便于工程技术人员

对药量的调整$ 检查和控制" 对光爆工作促进作用

巨大#

)("!节约钻爆工序时间

通过在隧道正洞 ) 级锚喷支护断面和 % 级拱架支

护断面的连续使用" 采用聚能水压爆破减小了隧道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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廓线上的钻孔工作量 $* $̀+ 个 )见图 %$ 图 +*# 以

现场实测 *()F孔深$ "#F2IC孔的时间计算" 能节约

钻孔时间 "%# *̀&#F2I" 能大大减轻操作者劳动强度"

聚能水压爆破由于药卷装药前已加工好" 现场装药方

便快捷" 经现场测试" 常规爆破装一个炮孔用时

*F2I" 而聚能水压爆破装药用时 $F2I" $* $̀+ 个周

边孔装药环节时间节省为 "% *̀&F2I#

图 )'聚能水压爆破钻孔布置

图 *'常规爆破钻孔布置

综合节省钻爆工序时间约 *,F2I" 计算如下!

)"%#F2I <"%F2I *C, 人
$

*)F2I. ) *&#F2I <

*&F2I*C, 人
$

&+F2I ), 人为周边孔打钻及装药人数"

隧道上台阶开挖台架一架 " 人" 二架 " 人" 顶拱 &

人*. )*)F2I <&+F2I*C" a*,F2I#

)(*!便利现场数据收集和管理

聚能水压爆破在隧道轮廓线上的炮孔个数较常规

爆破数量少" 为测量人员对每个炮孔的孔底超欠挖数

据进行测量和收集" 提高了可操作性" 也对炮孔质量

的提高和对光爆工作管理提供了有效依据和手段#

)'聚能水压爆破试验工效分析

%($!工序循环时间节约

根据大兴隧道项目工序消耗时间统计 )取正常循

环工序消耗时间平均数*" 循环用时见表 &#

表 .'工序时间统计对比

序号 项!!目 常规爆破 聚能水压爆破

$ 钻孔装药时间CB %() )(#

" 出渣时间CB )() )()

* 排险时间CB #(+ #()

& 初支时间CB +(# )(,

合!计CB $'(+ $%(,

!!由表 & 得出! 由于聚能光爆能减少操作者劳动强

度和得到较好的光面爆破效果" 整个循环时间能节省

$'(+B c$%(,B a"('B#

%("!增加月进尺减少初支消耗量

每月除去 & 天休息日" 按照 "% 个工作日每天平

均开挖进度 *F进行计算" 每月能增加开挖进度是

1)"% 天g"&B*C$%(,B c)"% 天 g"&B*C$'(+2 g*FCB

a$%(&F# !

周边孔眼痕率多少" 直接反映光面爆破的好坏"

聚能水压爆破效果不但能保证安全" 还能减少 $)-

"̀#-隧道初期支护混凝土消耗#

%(*!降低管理难度

由于常规爆破周边眼装药结构稳定性和可靠性全

部依赖现场操作者的个人素质和自我约束能力" 管理

人员很难在现场把控周边孔炸药药量及装药结构稳定

性" 而聚能水压爆破做到了装药结构和现场操作分

离" 且管理人员的经验和意见能很直接地指导聚管药

卷加工人员" 大大地降低了管理难度" 也提升了管理

人员对钻爆龙头工序的指导性和参与性#

%(&!大幅度提升周边孔眼痕率

一节 "#1F )"##G* 长度的炸药在聚能管中炸药

长度可加长为 )#1F" 增加了炸药在炮孔中的线装药

长度" 使爆破能量更好地分散于整个 !下转第 **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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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电站技术

双江口水电站地下厂房岩锚梁高地应力

处理与施工

李培丰!刘宁博!郑铠浩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工程咨询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

'摘!要( 高地应力地区进行地下厂房岩锚梁开挖$ 首先进行地应力分析是非常必要的' 双江口水电站地下厂

房开挖施工$ 岩锚梁开挖前$ 进行了多次工艺试验$ 确定了爆破参数) 支护型式) 支护参数及支护时机$ 通过

严格施工$ 没有造成大面积开裂脱落$ 没有发生安全事故$ 确保了最终岩锚梁开挖成型效果'

'关键词( 岩锚梁( 高地应力( 开挖支护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 *!"!!+ "#,"!*,"*

V0;MN8435L678:11$8:97=:5795LI451783270454@O42QJ52M48(:9= 4@

T5L:8;8435LU4D:8V431:056M395;Z095;Q43VGL84B4D:86797045

Y?;02R0IG" Y?N=2IGS6" Ô >=9j32B36

)<5&#( ?(/*09*."20>*.(#, FK,0"%"8*0<"#./02>/&"# J#$&#**0&#$ <"#.27/&#$ <"(" '/,(" 1*&=&#$ $###"&" <5&#(*

JE178927% ?82AH07KI010AA37K863I34K\0G76QIX A870AAR27A84KR670J13H3826I 6R761[ 3I1B67S03FA6RQIX07G76QIX /6D07

B6QA02I B2GB G76QIX A870AA3703AE]3IK801BI646G213480A8A370137720X 6Q8S0R6708B00J13H3826I 6R761[ 3I1B67S03FA# 3IX

8B0S43A82IG/373F0807A# AQ//6782IGR67FA# AQ//6782IG/373F0807A3IX AQ//6782IG82F2IG370X0807F2I0X XQ72IG8B0

0J13H3826I 3IX 16IA87Q1826I 6RQIX07G76QIX /6D07B6QA0A6R.BQ3IGZ23IG[6Q K̂X76/6D07.83826IE=6437G037031731[A3IX

R344A37013QA0X# 3IX I6A3R08K3112X0I8A611Q78B76QGB A8721816IA87Q1826I# 8B070SK0IAQ72IG8B0R2I340J13H3826I 3IX R67F2IG

0RR0186R761[ 3I1B67S03FAE

K:G D48L1% 761[ 3I1B67S03F' B2GB G76QIX A870AA' 0J13H3826I AQ//6782IG

#'工程概况

双江口水电站是大渡河流域水电规划 %* 库 ""

级& 开发方案的第 ) 个梯级" 为大渡河干流上游控制

性水库电站工程" 工程开发任务以发电为主# 水库正

常蓄水位 ")##F" 总库容 ",('+ 亿 F

*

" 调节库容

$'($+ 亿 F

*

" 具有年调节能力# 电站装机总容量

"###]M" 多年平均发电量 ++(#+ 亿 [M/B#

地下厂房布置于左坝肩坝轴线上游" 厂房纵轴线

方向为=$#kM" 主厂房最小水平埋深约 &##F" 垂直

埋深约 *"# )̀##F# 主机间$ 副厂房和安装间呈

%一& 字形布置" 安装间和副厂房分别布置在主机间

'"



的两端# 主机间开挖断面尺寸为! 顶拱跨度 ",(*#F"

岩锚吊车梁以下跨度 ")(*#F" 最大开挖高度

%,(*"F" 长度 $*)(#%F. 安装间跨度与主机间相同"

最大高度 "'(""F" 长度 )&(#"F. 副厂房开挖断面尺

寸为! 跨度 ")(*#F" 最大高度 &"(+"F" 长度 *#(&#F.

厂房总长度为 "$'(&,F#

根据设计总体规划引水发电系统地下洞室群中主

厂房竖向布置自上而下共分为 ' 层" 岩锚梁位于厂房

* 层" 分层高程为 ""%'(#" "̀"%$(&"F" 分层高度为

+(%F# 岩锚梁布置在主机间及安装间" 上$ 下游侧

)厂横* # <$"#("% ` )厂横* # c%,(," 处" 单侧长

度为 $,'(#,F" 总长 *+,($%F" 岩锚梁上拐点高程为

""%+(&#F" 下拐点高程为 ""%)(*#F" 根据主副厂房

中部开挖支护图" ""%+(& "̀"%)(*F为岩锚梁开挖范

围" 总高度为 "($F# 岩锚梁斜面长 "(),F" 与主厂

房边墙成 *)()&k夹角#

!'厂房高地应力现状

双江口水电站厂房施工时" 在进行厂房第 $$ "

层开挖过程中" 频繁出现片帮$ 层状剥落$ 掉块等地

应力较高$ 岩爆突发情况# 目前" 实测地应力量值高

达 *+(,];3" 主要集中在上游侧的拱肩及下游侧的拱

脚" 属于高地应力地区" 为国内最高地应力在建水

电站#

+'工艺试验

主副厂房岩锚梁层开挖高度为 +(%F" 分两小层

)*(,F* 开挖 )见图 $*#

图 #'厂房
!

层开挖分区 )尺寸单位! 1F*

*($!保护层开挖试验

*($($!上游侧保护层开挖试验

第一次开挖试验在上游侧 )厂横* # <$# ` )厂

横* # <"# 段进行" 高程 ""%'(#" "̀"%%(&"F" 保护

层光爆孔孔距为 &#1F" 手风钻垂直造孔" 单孔装药

*)#G" 线装药密度 $,)GCF" 孔数 "% 个 )见图 "$ 图

**# 爆后效果检查! 爆破后每个孔位均留有半孔" 但

半孔成型仅为炮孔长度的 $C*" 分段装药处半孔破坏

较严重. 孔间岩面平顺光滑" 平整度好. 部分半孔孔

壁内有爆破裂隙. 爆破后三天光爆面存在明显的片帮

现象#

图 !'保护层开挖爆破布孔及联网 )单位! 1F*

!!第二次开挖试验在上游侧 )厂横* # <"# ` )厂

横* # <*# 段进行" 高程为 ""%'(#" "̀"%%(&"F" 保

护层光爆孔孔距为 &#1F" 手风钻垂直造孔" 单孔装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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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保护层光爆孔典型装药结构

*##G" 线装药密度 $%)GCF" 孔数 "% 个# 第三次开挖

试验在上游侧 )厂横* # <*# ` )厂横* # <&# 段预

留保护层上进行" 高程为 ""%'(#" "̀"%%(&"F" 保护

层光爆孔孔距为 &#1F" 手风钻垂直造孔" 单孔装药

*##G" 线装药密度 $%)GCF" 孔数 "% 个 )见图 &*# 爆

后效果检查! 爆破后每个孔位均留有半孔" 半孔成型

较好. 半孔内孔壁没有明显的爆破裂隙" 且分段装药

处没有明显的爆破裂隙$ 半孔没有明显破坏" 爆点清

晰可见. 孔底部位出现一条横向裂缝" 影响整体成型

效果#

图 .'优化后光爆孔典型装药结构

!!第四次开挖试验在上游侧 )厂横* # <$# ` )厂

横* # <*# 段预留保护层上进行" 高程 ""%'(#" `

""%*('"F" 保护层光爆孔孔距 &#1F" 手风钻垂直造

孔" 单孔装药 *##G" 线装药密度 $%)GCF" 孔数 %#

个" 爆破参数同第二$ 三次保护层开挖试验# 爆后效

果检查! 每个孔位均留有半孔" 半孔率达到 $##-.

孔间岩面平顺光滑" 平整度好. 半孔孔壁内无爆破裂

隙. 残孔显示" 孔间距满足设计要求" 无飘钻现象#

*($("!下游侧保护层开挖试验

第五次开挖试验在下游侧 )厂横* # <$# ` )厂

横* # <"# 段预留保护层上进行" 高程 ""%'(#" `

""%*('"F" 保护层光爆孔孔距为 &#1F" 手风钻垂直

造孔" 单孔装药 *##G" 线装药密度 $"'(,GCF" 孔数

"% 个 )见图 )*#

图 S'下游侧保护层光爆孔典型装药结构

!!爆后效果检查! 爆破后每个孔位留有半孔" 半孔

率较差. 受保护层层状结构影响" 下游侧保护层光面

爆破整体成型较差#

在开挖过程中厂房出现局部应力集中" 最大应力

超过岩体的强度" 局部能够产生受压破坏#

*("!岩台开挖试验

*("($!上游侧岩台开挖试验

第一次开挖试验在 )厂横* # <$# ` )厂横* #

<*# 段进行" 垂直光爆孔单孔装药 $%"()G" 线装药

密度 ''($GCF. 斜面光爆孔单孔装药 *$"()G" 线装药

密度 $"#GCF )见图 % 图̀ ,*# 共 %# 个孔" 最大单响

药量为 "+(+)[G# 下游侧验证试验因所选部位保护层

图 )'岩台开挖爆破布孔联网 *+S2=孔距+ )单位! 1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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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层状结构 )图 '*" 且该部位层状结构上部出现明

显裂缝" 存在向下滑移的现象" 为保证施工安全及试

验效果故取消下游侧验证试验#

图 *'垂直光爆孔典型装药结构 *上游侧+ )单位! 1F*

图 -'斜面光爆孔典型装药结构 *上游侧+ )单位! 1F*

图 &'三层中部拉槽后下游侧层状结构

!!爆后效果检查! (爆破后检查" 爆点清晰" 半孔

率达 ')-以上" 孔壁无爆破裂隙. 在 )厂横* # <"*

` )厂横* # <*# 段进行平整度检测" 共选取 *+ 个

测点" 最大值为 '("1F" 最小值为 $(&1F" 平均值为

&(,$1F. 斜壁面 & 个断面! )厂横* # <$*$ )厂横*

# <"#$ )厂横* # <"&$ )厂横* # <"' 超欠挖显示没

有欠挖存在" 上拐点位置处超挖最大值为 '1F" 超挖

最小值为 "(%1F. 对岩台斜壁面成型角度进行测量"

角度大致为 *%k" 设计岩台斜面角度为 *)()&k" 可满

足设计要求. 保护层试验开挖后岩台开挖前即揭露存

在一条横向裂隙# )厂横* # <*# ` )厂横* # <"# 段

岩台开挖揭示在岩锚梁上拐点 )高程 ""%+(&F* 附近

存在水平裂隙" 水平裂隙高程约为 ""%+($F" 此裂隙

影响了上拐点的开挖成型. )厂横* # <"# ` )厂横*

# <$# 段开挖前自身较破碎" 开挖后斜面光爆孔出现

塌孔" 影响装药" 该段开挖成型较差. 下拐点成型较

好" 无破坏现象发生 )见图 $#*#

图 #"'岩台开挖试验爆破效果

*("("!下游侧岩台开挖试验

第一次开挖试验! 本次开挖桩号为 )厂横* # c

&# ` )厂横* # c*#" 垂直光爆孔单孔装药 $&&G" 线

装药密度 ,%(+GCF. 斜面光爆孔单孔装药 *$"()G" 线

装药密度 $$&()GCF )见图 $$ `图 $**# 共 *& 个孔"

最大单响药量为 $*("[G#

图 ##'下游侧第一次试验岩台开挖爆破布孔联网

*+"2=孔距+ )单位! 1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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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第一次试验垂直光爆孔典型装药结构 *下游侧+ )单位! 1F*

图 #+'第一次试验斜面光爆孔典型装药结构 *下游侧+ )单位! 1F*

!!爆后效果检查! 爆破后检查" 岩台斜面爆后保存

基本完整. 受中部拉槽影响" 高地应力导致保护层产

生新生裂隙" 呈扇形破坏" 下游侧保护层破碎" 按照

设计要求进行了预锚固措施施工" 起到了一定的效

果" 保证了岩台的成型. 爆破后半孔率较低" 个别孔

位存在爆破裂隙. 对岩台斜面 " 个断面! )厂横* # c

*$$ )厂横* # c*) 进行测量验收显示" 斜面无欠挖

情况" 超挖最大值出现在上拐点位置处" 最大值为

$%1F. 在下游侧桩号 )厂横* # c*# 处设置围岩松动

圈检测孔" 检测爆破前后的围岩松动圈变化" 检测数

据符合规定#

第二次开挖试验! 本次开挖桩号为 )厂横* # <

##& ` )厂横* # c#"#" 垂直光爆孔单孔装药 $#%G"

线装药密度 $"%GCF. 斜面光爆孔单孔装药 *+)G" 线

装药密度 $*+GCF )见图 $& 图̀ $)*# 共 %# 个孔" 最

大单响药量为 ""()[G#

图 #.'第二次试验垂直光爆孔典型装药结构

图 #S'第二次试验斜面光爆孔典型装药结构

!!爆后效果检查! 爆破后检查" 爆点清晰" 半孔率

达 ')-以上" 孔壁无爆破裂隙. 下拐点成型较好"

无破坏现象发生. 因保护层开挖爆破使得岩台
)

区剩

余薄薄一层" 在岩台
)

区斜面孔钻孔时将角度向下倾

斜" 使得岩台
)

区开挖后有明显的炮孔槽" 形成了一

定的超挖. 斜壁面 ) 个断面! )厂横* # <##$ )厂

横* # c#)$ )厂横* # c$#$ )厂横* # c$)$ )厂横*

# c"# 超欠挖显示没有欠挖存在" 上拐点位置处超挖

最大值为 $,1F" 超挖最小值为 "1F#

.'开挖施工

&($!T层开挖

厂房T层开挖遵循 %预支护$ 短进尺$ 弱爆破"

及时支护$ 早封闭$ 勤量测& 的施工原则" 以确保洞

室的稳定# 中部拉槽采用液压钻钻孔" 单次梯段开挖

长度为 %('F" 孔径 +%FF" 垂直孔" 间排距为 "##1F

g$,#1F" 采用
"

+#乳化炸药" 炸药单耗为 #(%$[GCF

*

#

保护层开挖采取人工使用手风钻钻孔" 上游侧保

护层开挖光爆孔线装药密度 $%)GCF" 单次开挖爆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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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度 *#F )为了减小爆破对岩台稳定影响将单次爆破

长度调整*" 光爆孔间距为 &#1F" 下游侧保护层光爆

孔采用 *#1F孔距" $"'(,GCF线装药密度" 单次开挖

爆破长度 *#F#

&("!岩台开挖

上游侧岩台斜面光爆孔间距为 *#1F"

"

") 乳化

炸药入孔" 单孔装药 *+)G)底部 $C" 支$ 间隔 "#1F

装 $C& 支*" 线装药密度 $*+GCF. 岩台垂直光爆孔间

距为 *#1F"

"

")乳化炸药入孔" 单孔装药 $#%G)底部

$C"支$ 间隔 $)1F装 $C,支*" 线装药密度 $"%GCF#

下游侧岩台斜面光爆孔间距为 *#1F"

"

") 乳化

炸药入孔" 单孔装药 *$"()G)间隔 *#1F装 $C& 支*"

线装药密度 $$&()GCF. 岩台垂直光爆孔间距为 *#1F"

"

") 乳化炸药入孔" 单孔装药 $&&G)底部 $C* 支$ 间

隔 "#1F装 $C, 支*" 线装药密度 ,%(+GCF#

S'支'护

)($!支护型式

岩锚梁共计分 * 种支护型式" 砂浆锚杆支护 )岩

台斜面*$ 锚喷和锚索支护 )下拐点以下边墙*$ 砂

浆锚杆支护 )斜面以上边墙*# 岩台开挖前预锚固$

岩台开挖过程中支护$ 岩台开挖后系统支护#

)("!支护参数

岩台开挖前预锚固支护! 砂浆锚杆直径 ")FF"

' a*F" 排距 $()F" 竖直方向共计 & 排" 上部 " 排水

平布置" 垂直岩台斜面 $ 排" 下拐点 $ 排" 上部 * 排

有保护层打入岩台中 )沉头锚杆" 锚杆孔深度

&()F*" 以岩台底面为界外露 *1F" 下拐点锚杆外露

)1F" 并用 " 根直径 ")FF的钢筋分别布置于锚杆上

下紧贴岩面纵向焊接牢固# 由于下游侧岩台保护层岩

石破碎" 需进行清理后再喷T") 混凝土" 厚 )1F#

T层下游侧边墙预加固支护! 在下游侧边墙与 T

层交接面" 布置 " 排玻璃纤维锚杆" 直径 ")FF" ' a

&()F" 间排距 $()F" 垂直于 T层新生裂隙层面 )T

层中部拉槽开挖后呈现扇形开裂破坏*" 伸入边墙#

系统支护! 自上而下依次为_$ l$ T$ :四种类

型锚杆" _型砂浆锚杆" 直径 &#FF" ' a$"F" 间距

,#1F" 锚入基岩 '()F. l型砂浆锚杆" 直径 &#FF"

' a$"F" 间距 ,#1F" 锚入基岩 '()F. _$ l型锚杆

梅花形布置. T型砂浆锚杆" 直径 *"FF" ' a+F" 间

距 $%#1F" 锚入基岩 )()F. :型砂浆锚杆" 直径

*"FF" ' a,F" 间距 ,#1F" 锚入基岩 %(,F#

厂房边墙系统支护! 预应力砂浆锚杆带钢垫板"

钢垫板尺寸 "## g"## g$#FF" 直径 *%FF" ' a'F"

;a$"#[=" 锚固长度 "()F. 普通砂浆锚杆带钢垫板"

钢垫板尺寸 $)# g$)# g$#FF" 直径 *"FF" ' a+F"

预应力与普通砂浆锚杆间排距 $()F" 相间布置# 钢

筋网" 直径 ,FF" 间距 "# g"#FF#

)(*!支护时机

岩台垂直保护层开挖完成后" 根据现场实际情

况" 一般 $"B内应完成岩锚梁下拐点以下 $ 排砂浆锚

杆支护施工" 岩爆特别突出部位需在 % ,̀B 后才能支

护" 然后进行上部 * 排沉头锚杆支护施工#

在岩台斜面开挖前应完成岩台下拐点以下边墙系

统支护" 支护完成后方可进行岩台斜面爆破开挖# 经

过现场多次试验对比分析" 只在完成预锚固支护前提

下就进行岩台斜面开挖爆破" 对于地应力一般部位可

采取此方法" 但对岩爆和片帮突出部位此开挖支护方

法不可取" 虽爆破后岩台斜面效果较好" 但由于系统

支护和边墙系统支护的工程量大" 支护资源投入不到

位或未组织好现场支护施工" 将由于支护滞后导致岩

爆和片帮发生" 下拐点以下边墙出现开裂脱落情况"

严重时将影响岩锚梁岩台斜面最终成型效果#

支护时机! 根据工程经验可在岩台斜面开挖完成

后进行" 但对于高地应力地区" 岩爆和片帮频繁部位

必须及时进行支护" 方能确保岩锚梁最终成型效果"

确保施工安全#

)'施工要点

结合设计资料认真全面研究地下厂房应力分布特

征" 逐步提高岩爆对岩锚梁破坏的思想认识" 组织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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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施工召开开挖前专题会" 提前综合考虑针对岩爆

突出的预锚固和支护措施" 尽可能避免应对策略不到

位$ 不及时情况#

在进行岩锚梁层开挖前" 应根据上层开挖岩爆地

应力情况" 确定岩锚梁所在开挖层的中部拉槽位置#

可根据上层上下游边墙应力情况确定" 上下游边墙地

应力基本一致时" 中部拉槽位置在正中间" 如上下游

边墙地应力情况偏差较大时" 可适当调整中部拉槽位

置" 拉槽应偏向岩爆较弱一侧边墙# 在中部拉槽完成

后" 通过现场实际查看" 岩爆呈扇形辐射# 在地应力

较高施工部位进行岩台试验时" 爆破参数需较经验数

值偏小" 在此基础上开展试验" 试验前必须在合适位

置进行围岩爆破振动监测" 用于指导爆破参数优化#

由于地应力较高" 岩爆现象突出" 在岩锚梁最后一次

保护层完成后" 应根据试验情况进行岩锚梁开挖前的

预锚固措施" 主要有下拐点沉头锚杆和斜面玻璃纤维

锚杆" 在预锚固措施实施后再进行岩台开挖#

岩台开挖成型后" 在应力释放前必须严格执行一

炮一支护" 且需注意支护时机" 岩石应力释放迅速部

位$ 岩爆频发部位 % ,̀B内须完成锚杆支护# 前一炮

锚杆支护完成方可允许进行下一炮支护开挖爆破施

工# 防止出现开挖爆破后岩台体型效果较好" 但由于

未及时进行岩台$ 边墙支护" 造成开裂脱落" 影响岩

台最终效果" 确保施工期间安全#

*'结'语

高地应力地区进行地下厂房岩锚梁开挖" 首先进

行地应力分析是非常必要的" 在首次中部拉槽爆破后

及时对现场岩爆和片帮情况进行分析" 判定上$ 下游

边墙地应力高低" 可为下步岩锚梁爆破试验和预锚固

提供直接依据# 进行开挖爆破参数试验是岩锚梁开挖

的前提" 根据爆破后岩爆和片帮情况" 确定最佳支护

时机" 才能确保最终岩锚梁开挖成型效果#

%%%%%%%%%%%%%%%%%%%%%%%%%%%%%%%%%%%%%%%%%%%%%%

!

!上接第 "% 页" 炮孔中" 而常规爆破通常是炸点分

布. 加之聚能穴对能量的有效引导" 对隧道围岩的扰

动更少" 所以聚能光爆眼痕率基本上在 ')-以上"

对工程质量和生产安全的提升效果非常明显#

*'结'语

通过在大兴隧道右线
!

级围岩锚网喷段落 )小里

程* 和
*

级围岩钢拱架段落 )大里程* 的使用聚能

水压爆破技术" 很好地解决了周边钻孔量大$ 装药结

构不稳定和持续性差的致命缺点" 减小了钻孔工作劳

动强度" 大幅度提升了半壁孔孔痕保留率" 对开挖工

序的良性循环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 虽然钻爆直接成

本有所提高" 但其对钻爆工序和管理带来的促进作用

十分明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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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设计

深大基坑地下水控制设计合理性分析

蔡东明

!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北京!$###,""

'摘!要( 近年来$ 随着城市交通的快速发展$ 越来越多的地区尤其是一线发达城市选择修建地下道路' 明挖

法是修建地下道路最常用的施工方法之一' 但随着地下水位的上升$ 基坑开挖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地下水问题$

为保证基坑及结构在无水条件下施工作业$ 基坑的地下水控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文章以广渠路东延道路工程为

例$ 采用降水) 隔水) 回灌多种地下水控制方法相结合的方案# !局部" 落底式帷幕<坑内降压<坑外回灌) 悬

挂式帷幕<坑内降水<坑外回灌$ 本方案可为同类工程提供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 基坑( 降水( 设计

中图分类号) T.#''''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 *!"!!+ "#,"+.,")

J59AG10145/:10;5O970459A07G 4@N8435LD97:8I45784A/:10;5@48

/::B95LC98;:P435L97045U07

T_?:6IGF2IG

)1*&=&#$ L*#*0(7M2#&>&%(7J#$&#**0&#$ !*.&$# (#, 9*.*(0>5 N#./&/2/*<"(" '/,(" 1*&=&#$ $###,"" <5&#(*

JE178927% ]6703IX F6703703A# 0A/012344K8B0R27A8V8207X0H046/0X 12820A# 1B66A086SQ24X QIX07G76QIX 763XAD28B 8B073/2X

X0H046/F0I86RQ7S3I 873RR212I 7010I8K037AE@B06/0IV1Q8F08B6X 2A6I06R8B0F6A816FF6I 16IA87Q1826I F08B6XAR67

16IA87Q182IGQIX07G76QIX 763XAE 6̂D0H07# 8B00J13H3826I 6RR6QIX3826I /28D2442I0H283S4K0I16QI8078B0/76S40F 6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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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J80IA26I 763X /76Z0186R9Q3IGhQ 563X 2A3X6/80X 3A3I 0J3F/402I 8B0/3/07E_A1B0F016FS2I2IGH3726QAG76QIXD3807

16I8764F08B6XA6R/7012/283826I# D38072A643826I 3IX 702IZ01826I 2A3X6/80X# I3F04K!46134" S6886FVR3442IG1Q7832I <

X0/70AAQ72\3826I 2I 8B0/28<702IZ01826I 6Q8A2X08B0/28# B3IG2IG1Q7832I </7012/283826I 2I 8B0/28<702IZ01826I 6Q8A2X0

8B0/28E@B0A1B0F013I /76H2X070R070I10R67A2F2437/76Z018AE

K:G D48L1% R6QIX3826I /28' /7012/283826I' X0A2GI

#'概'述

近年来" 随着城市交通的快速发展" 越来越多的

地区尤其是一线发达城市选择修建地下道路# 明挖法

是修建地下道路最常用的施工方法之一# 但随着地下

水位的上升" 基坑开挖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地下水问

$#



题" 为保证在基坑内无水条件下施工作业" 基坑的地

下水控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根据城市道路工程的特点" 以 %安全至上$ 质量

第一& 为准则确保施工安全. 重视工程环境问题" 防

止产生不良工程环境影响. 有效控制降水工程引起地

面及相邻建筑物沉降以及对地下水环境的影响. 尽量

降低降水工程成本. 必须考虑方案实施的可行性和可

靠性. 考虑对地下水资源的合理保护和利用#

本文以广渠路东延道路工程为依托" 以第三标段

为例" 对其基坑地下水控制进行设计" 提出了相应的

解决方案" 并验证了地下水控制方案的合理性#

!'工程概况

广渠路东延是北京市城市副中心综合设置景观大

道$ 交通隧道与综合管廊的重点项目# 工程分为地面

道路和地下道路两个交通系统" 地面道路全长

+(%[F" 地下道路全长 %()[F# 地下道路为明挖暗埋

双洞隧道" 综合管廊与地下道路合建# 隧道采用地下

连续墙支护及闭合框架结构" 明挖法施工" 实施过程

中面临深基坑施工$ 下穿两处重要节点$ 隧址区管线

复杂$ 施工期间影响交通出行等问题 )见图 $ 图̀ "*#

图 #'地下道路纵断面

图 !'地下道路标准横断面

+'水文地质条件

本标段地表下约 %,F深度范围内一般可分布 ) `

+ 个饱水砂层# 根据对各饱水砂层的分布及岩性特

征$ 静止水位情况" 以及相对隔水的黏性土层分布特

征等综合分析" 可将上述饱水砂层概化为 & 个含水

层" 各含水层对应的地下水类型自上而下依次为第 $

层潜水$ 第 " 层承压水$ 第 * 层承压水和第 & 层承压

水 )见表 $*#

表 #' 地 下 水 情 况

桩!号 地下水类型
地下水稳定水位 )承压水测压水头*

水位CF 水位埋深CF

地 下 水 赋 存 地 层

O*j$& <%%# `

O&j$% <**#

潜!水 $#($% $̀#(,) ,(') $̀"(++ 主要赋存于细砂$ 中砂
)

层

第 $ 层承压水 ,(+& $̀#(%+ '(** $̀&(&*

主要赋存于细砂$ 中砂为主的
+

c"

层$

,

层$

-

层中

第 " 层承压水 +('# +̀('+ $)(*% $̀)(&* 主要赋存于细砂$ 中砂为主的
.

层中

!!9(第 $ 层潜水# 该层地下水在本工程段普遍分

布" 主要赋存于标高c#(,+ '̀(*"F以上的细砂$ 中

砂
)

层中" 其地下水类型为潜水# 该层地下水静止水

位埋深为 ,(') $̀"(++F" 静止水位为 $#($% $̀#(,)F#

E(第 " 层承压水# 该层地下水在本工程段普遍

分布" 主要赋存于标高 c$()" &̀(&,F以下$ 标高

%#

工程设计

>IG2I0072IG:0A2GI



c""(') `c$%(%+F以上以细砂$ 中砂为主的
+

c"

层$

,

层和
-

层中" 其地下水类型为承压水# 该层地

下水静止水位埋深为 '(** $̀&(&*F" 静止水位为

,(+& $̀#(%+F#

2(第 * 层承压水# 该层地下水在本工程段普遍分

布" 主要赋存于标高 c*#(&' `c"&(,+F以下$ 标高

c*)(+, `c*#(,%F以上的细砂$ 中砂
.

层中" 其地

下水类型为承压水# 该层地下水静止水位埋深为

$)(*% $̀)(&*F" 静止水位为 +('# +̀('+F#

本标段结构底板均位于潜水$ 承压水以下" 主要

受潜水$ 承压水影响#

.'地下水控制设计方案

本标段内基底标高为 $($, &̀(+&F# 潜水静止地

下水位取 $#(,%FF" 第一层承压水地下水位取

$#(%+F# 本标段结构底板均位于潜水$ 第 $ 层承压水

以下" 主要受潜水$ 承压水影响" 且潜水含水层底板

在基坑范围内全部揭露# 承压水含水层顶板标高为

c)($) %̀('%F" 承压水含水层厚度按 $%(* *̀#(+F

考虑" 开挖面以下 )F范围内无适当隔水层# 满足

+北京市建设工程施工降水方案专家评审细则 )"#$*

版*, 中第 &("($ 条3款 %基底位于含水层水位以下"

且基底以下 )F之内无适当的隔水层& 的技术不可行

条件" 可以进行施工降水#

据勘察资料$ 现场施工场地条件$ 地下管线情

况$ 现场构筑物影响等多方面因素分析" 本标段采用

降水$ 隔水$ 回灌多种地下水控制方法相结合的方

案! )局部* 落底式帷幕 <坑内降压 <坑外回灌$ 悬

挂式帷幕<坑内降水<坑外回灌 )见表 "*#

表 !'三标段各降水区域地下水处理方式

区段

编号

结构底标高C

F

潜水含水层

底标高CF

第 $ 层承压水

含水层顶

标高CF

含水层底

标高CF

帷幕类型
拟采用帷幕底

标高CF

地下水类型 处理方式 设计方案

???V$V$ &()& &̀(+& +('$ ,̀(,' $(&$ "̀(''

c$'(,+ `

c$)(*,

局部落底式

帷幕

c%($% `

c)(%"

潜!水 疏!干

第 $ 层承压水 降!压
降压井

???V$V" "(%% &̀()& %(+& $̀#(&* "(*, %̀('%

c$'(,+ `

c$)(*,

悬挂式帷幕
c,($" `

c%($%

潜!水 疏!干

第 $ 层承压水 抽!降
降水井

???V" $()" "̀(%%

c$(#) +̀(+)

)潜水与承压水混层*

c$,(') `

c$+(,#

悬挂式帷幕
c'(+" `

c,($"

潜水与第 $ 层

承压水混层水
抽!降 降水井

???V* $($, $̀()" *(#* &̀(+$ #(#, "̀(*)

c$'(&* `

c$+("+

悬挂式帷幕
c$#()$ `

c'(+"

潜!水 疏!干

第 $ 层承压水 抽!降
降水井

&($!降水方案

降水井沿道路结构线于基坑内双排布设" 距结构

外边线 "()F# 所有降水井开$ 终孔直径 %##FF" 井

管采用 &##FF无砂混凝土管" 外裹 $## 目尼龙布"

管外填 " )̀FF滤料# 井管内安装潜水泵" 潜水泵泵

量根据水文地质条件选用 ,F

*

CB" 扬程不小于 &#F"

部分降水井施工完成后应做抽水试验" 根据试验结果

及时复核水文地质设计参数# 降水井正式运行前" 应

进行生产性验证试验" 检验控制方案" 并根据降水井

水量水位及时调整泵量#

&("!回灌方案

本道路工程基坑降水深度大" 将引起周边地面产

生较大沉降# 为减小周边建 )构* 筑物沉降" 同时

保证降水效果" 设置了回灌井#

回灌井布置于占地红线与外围建筑物间" 占地红

线内 )F处# 具体位置需依据现场建筑物结构$ 距离$

基础型式以及地下管线分布情况进行调整" 在老旧低

矮$ 无地基处理的建筑物位置处进行密布# 回灌井

开$ 终孔直径 %##FF" 井管采用 &##FF无砂混凝土

管" 外裹 $## 目尼龙布" 管外填 " )̀FF滤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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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基坑外环境进行跟踪监测" 一旦基坑外沉降比

较大或沉降加速变化" 或基坑外承压水水位变化超过

"F" 便立即启动回灌措施# 依据监测结果灵活启动"

以坑内降水井抽取的地下水作为回灌水" 回灌管线建

议临时$ 灵活铺设#

&(*!排水$ 封井方案

降水C疏干井均位于基坑支护结构内侧 )即布于

坑内*" 这将加大维护$ 维修$ 保养水泵等工作的难

度# 在结构未全部完成或未超过地下水的浮力时" 为

保证降水井工作需在大底板及各层楼板上留洞# 在降

水结束后" 对降水井进行封井处理" 对结构进行补洞

处理# 封井$ 补洞措施不理想" 将造成大底板溢水等

问题# 为避免大量的破坏结构" 以三口井为一个单

位" 两侧两口井从大底板穿出后将泵管并至中间井"

随中间井泵管一并穿出结构将水排到基坑外# 合并排

水在保证降水井可维护的同时" 有效减少了楼板的补

洞量#

S'合理性分析

)($!降水方案验算

)($($!水位降深验算

将上述方案代入数值模型进行验算" 模型仅针对

降水区域 ???V" 区域 )O*j$) <&'"('" ` O*j$% <

#")(,$* 建立 )验算结果见图 *$ 图 &*# 模拟结果显

示" 三标段基坑降水区域水位基本在 c$("#F左右"

降深为 $"(#)F# 纯降水段结构底板最深标高为

$()*F" 可满足干槽作业" 同时总体降深也得到了控

制# 地下连续墙处降深为 '('+F" 占地红线位置处降

深约 '(#&F# 本次模拟未考虑两侧其他标段降水井的

影响因素" 由图 * 和图 & 可见" 基坑两侧降深较小"

实际施工时降深可能偏大" 模拟结果均超设计要求"

建议依据实际情况更换部分降水井内的潜水泵#

图 +'三标段[+K#S \.&!]&! [̂+K#) \"!S]-# 降水区域稳定后水位等值线 )单位! F*

)($("!过滤管进水能力和允许井壁进水流速复核

9(过滤管进水能力验算!

O

G

C

/

#!

G

7

D

:

G

式中! O

G

000过滤管的进水能力" F

*

CA.

!#000过滤管进水面层有效孔隙率" 宜按过滤管

面层孔隙率的 )#-计算" 综合取值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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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三标段[+K#S \.&!]&! [̂+K#) \"!S]-# 降水区域稳定后降深等值线 )单位! F*

!!!:

G

000允许过滤管进水流速" FCA" 不得大于

#(#*FCA" 综合取值 #(#*FCA.

!7

D

000降水井过滤管有效进水长度" F" 宜按

过滤管长度的 ,)-计算" 依据不同区段

分段取值 "()F#

计算结果见表 *#

E(允许井壁进水流速复核# 本工程含水层为松

散地层" 单井设计出水量除满足过滤管进水能力外"

还应满足下式!

O

/

!

[

7

D

&

:

Z

:

Z

C

槡P
$)

式中!O000单井设计出水量" F

*

CA.

!!

[

000过滤器处的井径" F" 取值 #(%F.

!:

Z

000允许井壁进水流速" FCA.

!P000土层的渗透系数" FCA#

将不同区段单井设计流量代入" 得出计算结果

)见表 **#

表 +' 降 水 井 设 计 参 数

区段编号
设计单井出水量C

)F

*

CX*

过滤管进水能力

O

$

)F

*

CX*

井壁进水流速
O

/

!

[

7

D

B

)FCA*

允许井壁进水流速:

Z

C

)FCA*

是否满足要求

???V$V$ $'" ,$&(*# #(###'& #(##$# 满!足

???V$V" $'" ,$&(*# #(###'& #(##$# 满!足

???V" $'" ,$&(*# #(###'& #(##$# 满!足

???V* $'" ,$&(*# #(###'& #(##$# 满!足

)($(*!降水引起地面沉降验算

+城市建设工程地下水控制技术规范, ):l$$C

$$$)0"#$&* 方法和北京地区经验! 根据土有效应力

增量计算管井降水导致的沉降量# 因地下水位下降引

起的土层附加荷载" 按下式计算!

(

QC

#

D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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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Q000降水引起的土层附加荷载" [;3.

!

(

5000水位变化量" F.

!

#

D

000水的重度" [=CF

*

#

降水引起的地面附加沉降量" 采用分层总和法计

算" 公式为!

4 C

'

#

&C$

4

&

C

'

#

&C$

$

&

(

Q

&

J

&

F

&

式中!4000降水引起的地面总附加沉降量" FF.

!4

&

000第&层土的附加压缩量" FF.

!

$

&

000第&层土的压缩量经验修正系数" 结合

北京地区经验" 取值 #().

!

(

Q

&

000第&层土降水引起的附加荷载" [;3.

!J

&

000第&层土的压缩模量" ];3.

!F

&

000第&层土的土层厚度" F#

各土层沉降量累加之和为降水引起的总沉降量"

潜水与第 $ 层承压水混层含水层的细$ 中砂层的压缩

模量为 *# %̀)];3#

将各参数代入上式" 计算得到各个位置的沉降值

)见表 &*# 本次沉降计算均为未考虑回灌的计算结果#

表 .'数值模拟>>>,! 区段沉降量

区段编号 位!!置 模拟降深CF 沉降量CFF

???V"

基坑中心部位 $"(#) "%(&+

基坑支护地连墙部位 '('+ ""()"

占地红线部位 '(#& "#(%)

)("!回灌井设计

回灌系统由水源$ 水箱$ 流量计$ 回灌总管$ 支

管及回灌井点构成# 采用降水井抽取的地下水为主要

回灌水源" 回灌水箱由大的铁皮箱或者散装水泥罐等

改装而成" 在回灌水箱与回灌总管间设置流量计以控

制水量# 回灌水箱$ 回灌管线可依据监测水位临时布

置# 若部分区域无建筑物$ 水位下降较小" 可不进行

回灌# 本次回灌为应急补救措施#

)'结论与建议

9(采用降水$ 隔水$ 回灌多种地下水控制方法

相结合的方案! )局部* 落底式帷幕 <坑内降压 <坑

外回灌$ 悬挂式帷幕<坑内降水<坑外回灌#

E(基坑两侧降深较小" 实际施工时降深可能偏

大" 模拟结果均超设计要求" 建议依据实际情况更换

部分降水井内的潜水泵#

2(降水井设计$ 降水引起的地面沉降均满足

要求#

L(根据施工现场实际情况实时反馈信息" 进行

动态设计" 保证工程安全#

!

参考文献

1$2!施成华"彭立敏E基坑开挖及降水引起的地表沉降预测1m2E土

木工程学报""##%))*!$$+V$"$E

1"2!谢康和"柳崇敏"应宏伟"等E成层土中基坑开挖降水引起的地

表沉降分析1m2E浙江大学学报)工学版*""##")**!'V$"""$E

1*2!金小荣"俞建霖"祝哨晨"等E基坑降水引起周围土体沉降性状

分析1m2E岩土力学""##))$#*!)&V%#E

1&2!郑刚"曾超峰E基坑开挖前潜水降水引起的地下连续墙侧移研

究1m2E岩土工程学报""#$*"*))$"*!

%%%%%%%%%%%%%%%%%%%%%%%%%%%%%%%%%%%%%%%%%%%%%%

"$)*V"$%*E

!上接第 "# 页"

.'龙口闭气断流

龙口抛石完成截流后" 铺筑一层碎石袋" 铺设完

毕后从龙口两侧两个作业面相向阶梯式推进内棱体及

闭气土方" 防止下一潮大汛对龙口的冲刷" 确保龙口

段的安全#

S'结'语

通洲沙西水道长沙河0福山塘段边滩整治工程
!

标施工" 对传统龙口合龙工艺进行了优化设计" 采用

开底驳抛石平堵龙口合龙技术" 缩短了龙口封堵的时

间" 为今后类似工程提供了施工经验#

!

参考文献

卢永金"佟宏伟"李锐"等E潮汐河口上超大龙口保护与截流工艺及结

构研究与实践1m2E水利水电技术""##'"&#)$$*!,,V'*E

)#

工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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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克苏水库 +SQ%变电站电气

一次设计分析

许!笛

!水利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 新疆 乌鲁木齐!,*####"

'摘!要( 变电站对保证工地的机械设备运行有着决定性作用$ 设计中关系到众多设备' 文章以新疆白杨河阿

克苏水库工程 *)[i变电站为例$ 通过对电气主接线和主要电气设备选择设计$ 对变电站电气一次部分进行设

计$ 包括对主变压器) *)[i和 $#[i侧接线$ 以及 *)[i和 $#[i电路的导体进行选择$ 其中前者导线型号 Y9mV

$)#C"#$ 后者主变进线选用O5VWmi""V,(+C$)V* g$)# 电缆' 同时$ 对变电站防雷接地) 电缆敷设等设计要点进

行说明'

'关键词( 水库( *)[i变电站( 电气主接线( 电气设备选择( 变电站导体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 *!"!!+ "#,".","+

U80=98G FA:278029A/:10;595LJ59AG1014@+SQ%63E17970454@

JQ13O:1:8?408

nN:2

)R&#=&(#$ SK$20+2/"#"-"2.9*$&"# ?(/*0<"#.*0:(#>K(#, FK,0"%"8*0420:*K(#, !*.&$# N#./&/2/*"

M&#&./0K"3?(/*09*."20>*." S02-O&,*####" <5&#(*

JE178927% .QSA83826I B3A3X012A2H076402I 0IAQ72IG8B06/073826I 6RF01B3I21340hQ2/F0I86I 8B016IA87Q1826I A280# 3IX

F3IKX0H210A370704380X 868B0X0A2GIE*)[iAQSA83826I 6R_[AQ 50A07H627;76Z0182I l32K3IG52H072I n2IZ23IG2A3X6/80X

3A3I 0J3F/402I 8B0/3/07E@B0/72F37K0401872134/3786R8B0AQSA83826I 2AX0A2GI0XE@B76QGB 8B0A0401826I 3IX X0A2GI 6R

8B0F32I 0401872134D272IG3IX F32I 04018721340hQ2/F0I8# 8B0/72F37K/3786R8B0AQSA83826I&A0401872134X0A2GI 2A137720X

6Q8# 2I14QX2IG8B0A0401826I 6RF32I 873IAR67F07# *)[i3IX $#[iA2X0D272IG3IX 16IXQ1867A6R*)[i3IX $#[i1271Q28A@B0

R67F0716IXQ18678K/02AY9mV$)#C"## 3IX 8B0438807F32I 873IAR67F072I16F2IG42I02AO5VWmi""V,(+C$)V* g$)# 13S40E

]03IDB240# 8B042GB8I2IG/76801826I G76QIX2IG6RAQSA83826I# 13S4043K2IG3IX 68B07X0A2GI [0KA3700J/432I0XE

K:G D48L1% 70A07H627' *)[iAQSA83826I' F32I 0401872134D272IG' 04018721340hQ2/F0I8A0401826I' AQSA83826I 16IXQ1867

!!随着大型施工设备的普及" 各类工地对电力需求

很大" 因此变电站成了重要的配套设施# 变电站工程

既要保证施工地的电力供应正常" 又要保证绝对安

全" 因此对电气设备$ 接线敷线等要求很高#

#'工程概况

阿克苏水库工程施工用电负荷约 ",##[M" 生产

生活管理区用电负荷约 &%#[M" 根据当地电源分布情

况及施工负荷分布情况" 综合考虑" 本工程采用

*$



*)[i电压供电# 为保证施工用电及生活用电的可靠

性" 本工程新建 $ 座 *)C$#[i降压变电站" 主变容量

&###[i_" 变电站位于施工负荷中心区域# *)[i施工

变电站新建 $ 回 *)[i线路引至东沟乡 *)[i变电站#

线路长约 ""[F" 导线采用Y9mV$"#C"##

!'电气一次部分主要设计

"($!电气主接线设计

"($($!主变容量

本项目变电站设计安装 $ 台 .O$$V&###V*)C$#()

三相双绕组油浸自冷有载调压降压变压器1$2

" 部分技

术参数见表 $#

表 #'6[##,.""",+S_#"]S 型变压器技术参数 *部分+

技术参数 额定频率 调压方式 调压位置 调压范围 中性点接地方式 阻抗电压

数!值 )# \̂ 有!载 *)[i侧 o* g"()- 不直接接地 S

,

a+()-

"($("!*)[i侧接线

根据变电站建设规模及进$ 出线特点" 本工程

*)[i侧接线可采用线路0变压器组接线与单母线接

线 " 种接线方式# 由于本变电站为施工变电站" 从施

工负荷的不确定性及后期变电站扩建难易程度及经济

指标等各方面综合考虑" 本工程 *)[i设计采用单母

线接线! $ 回 *)[i线路" $ 回主变进线# *)[i电压

等级短路电流为 *$()[_

1"2

#

"($(*!$#[i侧接线

本工程 $#[i设计采用单母线接线! 终期 & 回

$#[i电缆馈线" $ 回 $#[i电容器无功补偿装置馈

线$ $ 回主变进线" 变电站按终期规模一次建成#

$#[i电压等级短路电流为 ")[_

1*2

#

"("!主要电气设备选择

主要电气设备选择时" 以电气设备长期额定工作

条件和短路条件下的动$ 热稳定校验等为准则" 主要

对变电站内高压断路器$ 隔离开关$ 主母线$ 电力电

缆等进行了选择" 并根据海拔高度对其进行校验1&2

#

"("($!*)[i主要设备

*)[i配电装置可采用户外 _?. 设备或户内铠装

移开式高压开关设备" 从变电站运行维护难易程度$

当地环境条件$ 经济指标等因素综合考虑" 本工程

*)[i采用户外_?.设备布置形式" 具体配置见表 "

1)2

#

表 !' +SQ% 主 要 设 备

序号 设备名称 型 式 及 主 要 参 数 备 注

$ 断路器

瓷柱式真空断路器

OMV&#()" &#()[i" $")#_" *$()[_

附T@! Y5lV*)" "## &̀##C$_"

);*#C);*# Y5V*)" "## &̀##C$_"

#()C#("A

" 隔离开关

双柱水平开启式隔离开关

9M&_V&#(): )9(M*C

$")#_*$()[_C&A

* 接地开关 &#()[i" *$()[_C&A

&

电压互

感器

m.O9UMV*) )全绝缘" 抗铁磁谐振*

*)C槡* e#($C槡* e#($C槡* e#($C*[i

#("C#()C*;

母线型

"("("!$#[i主要设备

$#[i配电装置采用jW=V$" 型铠装移开式高压开

关设备" 室内布置形式# 断路器选用国产优质固封极

柱式真空型断路器# 电压互感器采用抗铁磁谐振型"

主要设备选择技术参数见表 *

1%2

#

"(*!变电站导体选择

本工程导体选择根据 +导体和电器选择设计技术

规定, ):YC@)"""0"##)* 进行#

"(*($!*)[i导体选择

9(主母线选型# 根据变电站规划容量" 在满足动$

热稳定" 电晕" 机械强度等条件下" 本工程 *)[i主母

线选择钢芯铝绞线" 导线型号Y9mV$)#C"##

!$

工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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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Q% 主 要 设 备

序号 设备名称 型 式 及 主 要 参 数 备!注

$ 断路器

真空断路器" $"[i" $")#_" ")[_ 主变进线

真空断路器" $"[i" $")#_" ")[_ 电缆馈线

真空断路器" $"[i" $")#_" ")[_ 电容器馈线

"

电流互

感器

YOOlmV$"" 户内$ 干式" $#[i"

&##C$_" );*#C);*#C#()C#("A

主变进线

电缆馈线

电容器馈线

*

电压互

感器

m:OnV$#" 户内$ 干式 槡$#C*e#($C

槡 槡* e#($C*e#($C*[i

#("C#()C*;

$#[i母线

!!E(*)[i线路及主变压器进线回路导体选择# 由

经济电流密度及热稳定控制" 选用Y9mV$)#C"# 导线#

"(*("!$#[i导体选择

主变压器低压侧进线工作电流 "*#_# $#[i主变

进线选用 O5VWmi""V,(+C$)V* g$)# 电缆" $#[i主母

线选用矩形铜封闭母线 ,# g$##

$#[i电缆其截面按允许工作电流选择" 满足载

流量$ 经济电流密度及热稳定的要求# 选型为Wmi"""

电缆线规格型号为Wmi""V,(+C$)V* g+# *̀ g$"#

1+2

#

+'变电站一次部分辅助设计

*($!防雷接地设计

*($($!直击雷保护

为防止屋外配电装置遭受雷击" 根据 +电力设备

过电压保护设计技术规程, ).:m+0+'* 的要求" 在

变电站内设置 $ 座 *#F高独立避雷针" 用作防直击雷

保护" 主变及站内所有配电装置均在其保护范围内#

*($("!侵入波保护

为防止由线路雷电侵入波以及雷电感应过电压和

断路器操作时的过电压对电气设备的损坏" 根据 +交

流电气设备的过电压和绝缘配合, ):YC@%"#0$''+*

的要求" 在 *)[i输电线路终端$ 主变高低压侧进线$

*)[i变电站各级母线$ $#[i电缆馈线终端1,2装设氧

化锌避雷器#

*($(*!变电站接地

本工程 *)[i变电站为不接地系统" 接地电阻应

满足9

&

&

0

# 变电站接地网是以水平接地体为主$ 垂

直接地体为辅的联合接地网# 接地网及设备接地引下

线" 根据流过单相接地短路电流热稳定进行计算" 主

接地网考虑 +)-分流系数# 水平接地体均采用 c%#

g% 热镀锌扁钢" 垂直接地体采用热镀锌钢管和接地

模块" *)[i设备接地引下线$ 主变压器接地引下线

截面均采用c%# g% 热镀锌扁钢#

*("!电缆敷设设计

站内低压电力电缆和控制电缆采用电缆沟$ 穿管

的敷设方式# 电缆沟采用角钢电缆支架敷设电缆. 在

电缆沟的接口处" 公用主电缆沟与引接分支电缆沟的

接口处" 屏$ 柜$ 箱的底部电缆孔洞等处" 采用耐火

材料进行封堵. 电缆沟内每隔 %#F处设置阻火墙#

户外电缆沟支架全部采用热镀锌防腐处理. 在控

制电缆与电力电缆之间设置层间耐火隔板. 对直流电

源$ 事故照明$ 火灾报警系统的全部电缆" 屏$ 柜$

箱底部 $(#F长的电缆" 户外电缆进入户内后 $(#F

长的电缆" 阻火墙两侧各 $(#F长的电缆" 采用电缆

防火涂料进行涂刷. 对靠近含油设备的电缆采用穿管

敷设" 邻近的电缆沟盖板用水泥砂浆做预密封处理#

本站二次设备集装箱保护柜下层抗静电地板内$

二次电缆沟道中及开关场的就地端子箱内" 敷设截面

不少于 $"#FF

" 的裸铜排 )缆*" 构建室内$ 外的二

次等电位接地网#

.'结'语

阿克苏水库工程施工变电站的设计紧密结合了工

地的实际情况" 各项参数指标均满足使用要求" 可以

为工地提供可靠$ 稳定的电力供应# 在设计变电站

时" 一定要注意设备选型应保证匹配良好" 施工时严

格按照规范进行# *)[i变电站是目前国内工地最常

见的形式之一" 本文所阐述的该型变电站的设计要

点" 可以为类似工程提供必要的参考 !下转第 &, 页"

"$

工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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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交流

南水北调长沟泵站盘柜及线缆整理

探索与实践

彭!坤!杜!威!许!桃

!南水北调东线江苏水源公司宿迁分公司$ 江苏 宿迁!""*,##"

'摘!要( 为促进我国南北方的经济) 社会与人口) 资源) 环境等各项协调发展$ 国家建设了改变我国南涝北

旱) 北方区域水资源极其缺少局面的重大国家战略性工程***南水北调工程' 其中泵站工程在协调南北水资源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文章分析了长沟泵站枢纽工程存在的主要问题$ 提出了开展盘柜及线缆整理的必要性和线

缆整理施工技术要求$ 保障了运维人员的人身安全$ 满足了南水北调工程管理标准化) 规范化) 精细化要求'

可在东) 中线一期工程中推广实施'

'关键词( 南水北调( 泵站( 盘柜( 线缆整理

中图分类号) $%)*S''''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 *!"!!+ "#,".+,")

FYBA489704595LU892702:4@U95:AI9E05:795LI9EA:J8895;:=:5705

IM95;;43U3=B67970454@6437M,74,̀487MH97:8/0?:81045U84Z:27

;>=9jQI" :NM02" nN@36

)42O&(# 10(#>5 "3T&(#$.2 ?(/*04"20>*<"(" '/,(" &# J(./'&#*"34"2/5U;"UV"0/5 ?(/*0!&:*0.&"# Q0"=*>/"

42O&(#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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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概况

长沟泵站枢纽工程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第十一

级抽水梯级泵站" 坐落在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的长沟

镇# 一期设计输水流量 $##F

*

CA" 采取 & 台液压全调节

式 *$)#OYpV& 立式轴流泵" 泵站总装机容量 ,'%#[M#

长沟泵站枢纽工程包括主厂房$ 副厂房$ 引水渠$ 出

水渠$ 引水闸$ 出水闸$ 梁济运河节制闸$ 变电站$

办公及生活福利设施等" 总占地面积 *,,() 亩#

!'存在主要问题

桥架及支架上线缆未进行分层$ 未悬挂电缆标

牌$ 铺设间距不符合要求. 线缆弯曲半径达不到 +电

力工程电缆设计规范, )9l)#"$+0"##+* 要求. 电

压回路控制电缆线截面为 $(#FF

"

" 小于 $()FF

"

" 不

符合规范要求. 线缆预留量过大" 相互缠绕. 线缆缺

少防火和杜绝延燃措施. 部分线缆存在老化$ 破皮现

象. 盘柜及线缆未接地. 防火封堵材料老化$ 破损"

起不到阻断火源的作用#

+'开展盘柜及线缆整理的必要性

*($!保障运行人员人身安全的需要

线缆老化和电气接地系统不完善" 电缆接头保护

脱落等现象" 给运行人员的人身安全带来较大威胁#

实施盘柜及线路整理有利于保障运行人员人身安全#

*("!保证调水工程安全运行的需要

电缆沟$ 桥架内多条电缆层叠混放" 散热不良"

存在电磁干扰. 盘柜内线缆接头保护不全" 容易断线

或短路" 造成设备损坏. 现有消防设备无法满足现行

防火消防的需求# 实施盘柜及线路整理有利于保证调

水工程安全运行#

*(*!发挥设备最佳性能的需要

线缆布放不合理$ 标识缺失" 日常维护不好开

展" 将不可避免地造成设备稳定性差$ 设备故障率增

加等# 实施盘柜及线路整理会对发挥设备最佳性能起

到巨大作用#

*(&!精细化管理的需要

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山东段工程建设周期较

长" 在此期间" 国家$ 行业技术标准及规范变化较

大" 设计$ 施工$ 设备一定程度上存在标准不统一的

现象" 对实施标准化$ 规范化$ 精细化管理产生相应

的影响# 实施盘柜及线路整理有利于提高标准化$ 规

范化$ 精细化管理水平及管理效率#

*()!提升南水北调工程形象的需要

南水北调工程是一项优化水资源配置$ 促进区域

协调发展的基础性工程" 也是新中国成立后跨流域调

水规模最大$ 涉及面最广的一项战略性工程# 因电气

盘柜和线路问题造成调水中断" 会对南水北调工程形

象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 实施盘柜及线路整理" 能够

提升南水北调工程的整体形象#

.'线缆整理工序流程

线缆整理工序流程见图 $$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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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高压电缆整理工序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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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动力! 控制及信号线缆整理工序流程

S'线缆整理施工技术要求

)($!线缆标记

参照竣工电缆清册" 核对起止端电缆标识# 缺少

电缆标识的" 重新对线" 补充起止端电缆标识# 所有

控制电缆的各个芯线编号均需一一标明#

)("!线缆拆除

)("($!停电验电

停电" 悬挂接地线" 悬挂 %禁止合闸" 有人工

作& 标牌# 核对要拆除的电缆两侧标识" 再次确认两

侧电缆属同一根电缆# 根据表中列出的芯线逐根拆

卸# 拆除芯线后的端子及相关插件应充分紧固" 保持

其位置# 确认电缆两边每个芯线拆卸完后" 把电缆两

边从盘柜上摆至地上" 做好每根线的标号#

)("("!电缆拆除

水平桥架电缆拆除! 电缆临时吊起" 底部桥架通

过扳手移除" 按段施工# 再通过滑轮将电缆吊起并缓

慢码放于地面保护垫上" 以利于接下来检查与分类#

垂直桥架电缆拆除! 把水平及垂直处电缆悬吊

后" 先拆除垂直桥架" 再利用 " 组滑轮交替缓慢往下

放" 临边洞口采用保护垫防护#

电缆沟电缆拆除! 必须清理干净电缆沟内杂物"

预防操作拉电缆时导致电缆外皮被刮损# 电缆沟内杂

物打扫应使用特定的器具" 避免采用锋利铁器如铁

锹" 避免电缆外包皮层被损坏# 将电缆用人力拉出"

电缆沟边缘采用保护垫防护" 跨过电缆沟时在底部放

置保护垫#

保护管电缆拆除! 检查保护管管口是否有毛边"

以防毁坏电缆绝缘层# 逐段将电缆用人力拉出" 管口

处要有专人照看" 平放至保护垫上" 直至全部拉出#

)(*!线缆处理与保存

绝缘层损坏 )破裂$ 老化* 的$ 测试电缆性能

指标不达标的$ 电缆型号不符合规定的铝芯$ ii电

缆等应作报废处理#

对完好的电缆进行包装# 直径大的电缆必须使用

电缆盘完成包装" 直径小的电缆可以完成卷盘后在外

层包裹塑料薄膜" 每根单独一盘" 不能多根混到一

起# 完好且能满足原位铺设的电缆在盘外贴铺设信息

)电缆相应编号$ 规格型号$ 长度及起止点* 等# 完

好但长度不能满足原位铺设的电缆进行统计$ 配盘"

能够铺设至本站其他位置的电缆" 在盘外贴更新后的

铺设信息 )电缆编号$ 规格型号$ 长度及起止点*#

施工场所需要安排恰当场所用作仓库 )满足防

尘$ 防潮$ 防雨水要求*" 对拆卸并卷包好及新购买

的电缆由专人负责暂时看管#

)(&!线缆铺设

)(&($!支架( 桥架内铺设

全部电缆严格按照电缆铺设断面图完成铺设# 按

照铺设电缆的标准" 安排好必需人员并安排妥当" 主

要部位派专人掌管# 电缆桥架的电缆根据电压等级标

准分层铺设" 把电力电缆$ 强电至弱电的控制和信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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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缆$ 通信电缆自上到下的按层级排列#

当电缆槽$ 桥架空间有限" 不具备电缆分层铺设

条件时" 强弱电分开铺设并用隔板隔开# 同位置桥架

上的控制电缆可以紧密放置在信号电缆周围# 需要

时" 可以将起止点相同的控制和信号电缆绑扎成束再

进行铺设 )见图 **#

������

������ ������

����� �����

������ ������

图 +'电缆铺设顺序

相同层级的电缆应尽可能一次铺设完成" 专业操

作工人负责确定铺设电缆的方向" 一根电缆铺设完成

后即可进行末端整理$ 检查$ 固定和挂牌工作" 留好

长度并锯断" 开始铺设下一根电缆" 在用扎带固定电

缆同时应把多余的扎带末梢剪去" 并做出必要的铺设

记录#

电缆铺设必须避免交错和重合" 为此" 通常将同

层同侧的电缆一次性完成铺设工作" 否则" 操作时应

将其地方预留出来# 放电缆操作中" 需要检视电缆外

部情况" 磨伤$ 扭曲等现象须避免" 电缆线的绝缘层

须完好# 电缆铺设应做到布局统一" 伸出方向$ 相互

弯度间距等都要统一" 以达到美观整齐#

电缆转弯点的最小弯曲半径必须满足规范要求

)见表 $*#

表 #'电缆最小允许弯曲半径

序 号 电!缆!种!类 最小允许弯曲半径

$ 无铅包钢铠护套的橡皮绝缘电力电缆 $#!

" 有钢铠护套的橡皮绝缘电力电缆 "#!

* 聚氯乙烯绝缘电力电缆 $#!

& 交联聚氯乙烯绝缘电力电缆 $)!

) 多芯控制电缆 $#!

!!注!!为电缆外径#

!!电缆端部要穿管铺设时" 应预留出适当长度" 待

排列$ 检查$ 固定完毕后再穿管#

)(&("!导管内铺设

试牵引! 经过校验后的通道" 可利用一段 )长约

)F* 的相同电缆进行模拟牵引" 而后查看电缆表面"

校核磨损是不是在允许范围#

铺设电缆! 铺设电缆期间把电缆卷置于入孔外

侧" 第一步通过涂完电缆润滑油且配置有电缆牵引头

的钢丝绳与电缆其中的一头相连" 另一头要穿过电缆

通道# 抽拽电缆线时要小心" 不可用力过大" 同时检

视是否存在卡阻情况# 一旦出现张力异常" 立即停

止" 查清原因后继续工作#

)(&(*!线槽内铺设

绝缘导线和电缆不可同时铺设于相同槽盒# 同一

线槽可以放置相同路线并无抗干扰要求的导线. 线槽

内导线的总截面面积 )包括外护层* 必须低于线槽

内截面面积的 "#-" 载流的导线数量必须少于 *# 根#

线槽内铺设的仅用于控制和信号的导线总截面面积

)包括外护层* 必须小于线槽内截面面积的 )#-" 不

限根数# 放置线路顺序遵循 %先远后近& 原则" 扯

线时每部分线长需要小于 "#F" 超出部分必须指定人

员送铺#

为了减少导线的损毁" 铺设时要安排固定人员在

线路转弯处送铺" 扯线时注意仔细操作" 轻拿轻放#

缆线通过变形缝位置时应留有一定的线缆补偿余量#

绝缘导线在槽盒内应设置一定冗余" 并应根据回

路一段一段进行捆绑" 捆绑处间隔必须小于 $()F.

当垂直或大于 &)k倾斜铺设时" 应将绝缘导线一部分

一部分地固定在槽盒内的特定部件上" 每段至少应有

一个固定点. 当直线段长度大于 *("F时" 其固定点

间隔要小于 $(%F. 在缆线进出槽盒部位$ 转弯处应

绑扎固定#

密封槽盒内缆线布放应顺直" 不宜交叉# 导线接

头应设置在盒 )箱* 或器具内" 严禁设置在线槽内"

专用接线盒应设置在便于检修的位置# 导线和分支接

头的总截面积不应超过该点槽盒内截面积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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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缆绑扎

电缆通过桥架间隔处及机柜内全都需捆绑结实#

利用扎带捆绑线束时" 需要根据情况采用相应规格的

扎带# 减少利用多根扎带相连后并扎" 增强绑扎后强

度# 线缆可以根据布放位置进行捆绑" 铺设与固定工

作按根顺序进行" 有利于电缆相互独立# 电缆捆绑后

应保持顺直" 水平电缆的扎带绑扎在一致高度" 垂直

线缆绑扎后应能保持顺直且垂直于地面# 绑扎后的线

缆应互相紧密靠拢" 外观平直整齐# 线缆捆绑在一起

时绑带间隔保证在线缆束直径的 * &̀ 倍" 同时间隔

要匀称#

电缆捆绑完成后" 首尾段要切剪处理平整" 避免

因凸起尖刺损毁其余线缆# 捆绑形成的电缆卷在转弯

处" 尽可能选用大弯曲半径" 防止在线缆转弯处用力

不当导致断裂#

)(%!电缆标识与测试

在电缆线路的接头和结尾端$ 线缆更换方位点$

电缆沟和竖井出入口点$ 电缆从一处翻越至另一处"

电缆引至电气柜$ 盘或控制屏$ 台等位置必须按照要

求悬挂电缆标志牌# 电缆标志牌应该标明的内容包括

编号$ 起点$ 终点$ 规格型号$ 二维码等#

在进行接线之前" 必须完成导通检查以及绝缘电

阻的测试工作" 满足条件后方可进行#

)'施工中 #四新$ 的应用

%($!固线器

控制电缆及通信电缆采用固线器固定" 固线器是

近些年综合布线工程中出现的新产品" 批量线缆排列

固定时采用固线器可以使线缆更加顺直$ 美观" 并且

具有松紧度可调节$ 拆卸方便等优点" 有利于线缆检

查$ 维保$ 更换 )见图 &*#

%("!*#& 不锈钢包边双层夹胶钢化玻璃盖板

9?.室盖板原为复合树脂材质盖板" 盖板封盖

后" 运行人员无法及时了解电缆沟内线缆运行情况"

为了方便日后巡视线缆运行情况$ 提升工程形象" 将

图 .'固线器应用

复合树脂材质盖板改为 *#& 不锈钢包边双层夹胶钢化

玻璃盖板" 电缆沟边缘增加 *#& 不锈钢止口和绝缘垫

层" 以确保盖板封盖的严密性和稳定性 )见图 )*#

图 S'+". 不锈钢包边双层夹胶钢化玻璃电缆沟盖板

%(*!定制支架

$#[i配电室竖井桥架中运用横向分隔的新工艺"

解决了传统铺设叠层较多$ 影响后期线缆维保的问

题# 电缆夹层运用定制支架" 使桥架至高低压柜底电

缆具有绑扎固定点" 有利于电缆排布$ 定位" 方便查

找每台盘柜进出线电缆 )见图 %*#

%(&!电缆标牌

电缆标牌使用有色成品标牌" 分别用红色$ 黄

色$ 绿色来区分强电$ 弱电及通信电缆" 并在标牌上

运用二维码信息储存新技术 )见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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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定制支架应用

图 *'三色二维码电缆标牌

%()!新型防火材料

引水闸$ 节制闸$ 出水闸盘柜$ 桥架穿墙处及箱

变低压柜采用 iT装甲防火绝热板$ i]防火模块$

防火坪等新型防火材料封堵 )见图 ,*#

图 -'采用新型防火材料封堵

*'结'语

通过开展盘柜及线缆整理工作" 可进一步消除安

全事故隐患" 提高泵站运行的平稳可靠性" 保障运维

人员的人身安全" 满足南水北调工程管理标准化$ 规

范化$ 精细化的要求# 目前" 盘柜及线缆整理已作为

南水北调工程补短板$ 强弱项的一项措施" 在东$ 中

线一期工程中推广实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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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2)34&5%55&%$&%7

基于抽水蓄能多重价值的储能市场

盈利模式分析

张柏林$

!崔!剑$

!吴国栋$!"

!$(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 甘肃 兰州!+*)###(

"(兰州理工大学$ 甘肃 兰州!+*)###"

'摘!要( 目前$ 限制储能事业发展的最大问题不是对储能的需求$ 而是储能的盈利问题' 文章依托甘肃较为

完善的市场体系和交易品种$ 通过具体算例分析了储能的成本回收周期$ 探讨了通过抽水蓄能带动电化学储能

发展及盈利促进规模化$ 进而带来成本下降$ 实现储能的大规模应用的可行性$ 并提出了市场机制下发展储能

的路径建议及下一步研究方向'

'关键词( 储能( 电力市场( 盈利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 *!"!!+ "#,".&,")

U84@07<4L:AJ59AG1014@F5:8;G 67489;:<98Q:7E91:L45U3=B:L

67489;:<3A70BA:%9A3:1

Ô _=9l642I

$

" TN?m23I

$

" MN9Q6X6IG

$""

)$W4/(/*L0&, L(#.2 J7*>/0&>Q"8*0<"(" '/," '(#X5"2 +*)###" <5&#(.

"W'(#X5"2 S#&:*0.&/K"3;*>5#"7"$K" '(#X5"2 +*)###" <5&#(*

JE178927% @B0S2GG0A8/76S40F42F282IG8B0X0H046/F0I86R0I07GKA8673G02AI688B0X0F3IX R670I07GKA8673G0SQ88B0/76R28

6R0I07GKA8673G01Q770I84KE@B016A87016H07K1K1406R0I07GKA8673G02A3I34K\0X 8B76QGB A/012R210J3F/40A2I 8B0/3/07

S3A0X 6I 8B0704382H04K/07R018F37[08AKA80F3IX 873X2IGH3720820A2I 93IAQ ;76H2I10# 3IX X2A1QAA0X 8B0R03A2S2428K6R

X72H2IG8B0X0H046/F0I86R04018761B0F21340I07GKA8673G08B76QGB /QF/0XA8673G03IX /76F682IG8B0A13406R/76R28# 8BQA

S72IG2IG3S6Q816A870XQ1826I# 3IX 70342\2IG8B0437G0VA13403//4213826I 6R0I07GKA8673G0E@B0/38B AQGG0A826IA6R0I07GK

A8673G0X0H046/F0I8QIX07F37[08F01B3I2AF3IX 8B0I0J870A0371B X2701826I 370/76/6A0XE

K:G D48L1% 0I07GKA8673G0' 0401872128KF37[08' /76R28

!!在 "#*# 年碳达峰$ "#%# 年碳中和目标要求下"

中央已经明确未来要建立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

系统" 确立了未来风电$ 光伏的长期发展道路# 预计

%十四五& 期间" 风电$ 光伏年均新增装机将超过一

亿千瓦# 新能源装机的快速增长" 进一步加剧了其波

动性$ 间歇性对电力系统带来的诸多挑战" 储能技术

可以在提高可再生能源消纳比例$ 保障电力系统安全

稳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是支撑我国大规模发展新能

源$ 保障能源安全的关键技术1$2

# 截至 "#"# 年底"

中国已投运储能项目累计装机规模 *)(%9M" 占全球

)$



市场总规模的 $,(%-" 同比增长 '(,-" 比 "#$' 年

同期增加 %(" 个百分点# 其中" 抽水蓄能的累计装机

规模最大" 为 *$(+'9M" 同比增长 &('-. 电化学储

能的累计装机规模位列第二" 为 *"%'("]M" 同比增

长 '$("-#

目前" 新能源发展势头迅猛" 将在几年内实现容

量翻倍" 但抽水蓄能 + $̀# 年的建设周期过长" 电化

学储能成本过高" 导致储能的建设跟不上新能源的建

设# 当新能源占比高到一定程度" 而储能跟不上后"

电网的调峰缺口会急剧增加" 随着新能源出力的波

动" 电网供电能力不足和消纳能力不足的问题将会同

时凸显# 因此以新能源为主的电力系统建设必然要有

规模化的储能建设匹配#

目前" 限制储能发展的最大问题不是对储能的需

求" 而是储能的盈利问题1"2

# 以抽水蓄能为例" 单纯

靠赚取充放电价差无法实现抽水蓄能的成本回收1*2

#

只有解决了储能的盈利问题" 使目前在运的抽水蓄能

有成熟的成本回收及盈利模式" 才能引导中长期规划

的抽水蓄能加快建设" 也才能引导电化学储能等新型

储能实现规模化发展" 进而实现降低成本" 促进抽水

蓄能$ 电化学储能$ 其他新型储能的规模化发展和协

同运行" 提升在电网安全稳定发展的前提下新能源占

比的上限" 实现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的

构建#

#'抽水蓄能的价值和目前的电价模式

$($!抽水蓄能在新型电力系统的价值

在以新能源为主的新型电力系统构建中" 包括抽

水蓄能电站在内的储能将发挥必不可少的作用# 抽水

蓄能利用电力负荷低谷时的电能抽水至上水库" 在电

力负荷高峰期再放水至下水库发电的水电站# 在电网

中承担调峰$ 填谷$ 紧急事故备用任务" 兼有调频$

调相和黑启动任务# 抽水蓄能电站是电力系统中最可

靠$ 最经济$ 寿命周期长$ 容量大$ 技术最成熟的储

能装置" 是新能源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配套建

设抽水蓄能电站" 可有效减少新能源并网运行对电网

的冲击" 提高新能源和电网运行的协调性以及电网运

行的安全稳定性# 但是抽水蓄能建设周期较长" 对短

期内新能源的大规模并网" 需要电化学储能等新型储

能装置作为补充# 但目前抽水蓄能的电价模式不利于

其成本的有效回收" 电化学储能的盈利模式还尚未

成熟#

$("!抽水蓄能目前的电价模式

欧美国家已建立起较为成熟的电力市场" 其抽水

蓄能电价机制的发展实践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英国抽

蓄电站收入由固定收入与变动收入组成# 固定收入以

年度合约形式固化按年度支付" 体现了提供快速响

应$ 调频调相$ 黑启动$ 备用等辅助服务的补偿1&2

.

体现了参与削峰填谷保障基荷机组平稳运行" 降低全

社会成本的价值1)2

# 变动收入由抽水蓄能电站预留辅

助服务及调峰填谷外的剩余容量参与电力电量平衡市

场交易获得1%2

# 美国加州和欧盟抽蓄电站具备了独立

参与市场竞争实现生存的基础条件" 其收入的主要来

源包括参与辅助服务市场和现货市场峰谷电价

套利1+2

#

从国外经验看" 成熟市场化抽水蓄能电价机制的

形成取决于两大关键因素! 一是运行良好的现货市

场" 能够提供真实反映电力系统运行成本的峰谷电价

套利空间. 二是完善的辅助服务市场" 使得抽蓄电站

提供调峰$ 调频$ 调相$ 旋转备用$ 事故备用$ 黑启

动等辅助服务的价值得到合理的体现#

目前" 我国抽水蓄能价格机制主要包括三种模

式" 即单一电量电价$ 单一容量电价$ 两部制电价#

单一电量电价多用于 "##& 年以前投产的抽蓄电站"

国家发展改革委核定抽蓄电站的上网电价和抽水电

价# 如十三陵抽蓄电站" 上网电价 #(, 元C) [M/B*#

单一容量电价是应用最普遍的机制" 由国家价格主管

部门按照补偿固定成本和合理收益的原则" 核定抽蓄

电站的年租赁费" 不再核定电价# 租赁费一般由电网

企业承担 )#-" 发电企业和用户各承担 ")-# 两部

制电价在 "#$& 年被提出" 把电价分为容量电价和电

量电价两部分# 容量电价主要体现抽蓄电站提供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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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 调频$ 调相和黑启动等辅助服务价值" 电量电价

反映的是企业的变动成本# 如天荒坪抽蓄电站" 容量

电价 ))# 元C)[M/年*" 电量电价 #()+) 元C)[M/B*"

抽水电价 #(&#& 元C)[M/B*#

通过对国内外不同抽水蓄能电价机制进行对比分

析" 与国外典型电价机制相比" 我国单一电量$ 单一

容量电价机制计算方法简单明确" 但无法激发抽蓄电

站准确执行电网调度调用的积极性. 两部制电价能够

体现抽蓄电站的容量效益和电量效益" 但并未充分体

现调峰$ 调频$ 调相$ 紧急事故备用等辅助服务的动

态效益# 因此" 为适应电力市场化改革新形势" 亟须

完善抽水蓄能价格机制#

!'抽水蓄能的多种市场盈利模式

电力市场中" 包含抽水蓄能在内的储能具有容量

价值$ 能量价值和辅助服务价值等多重价值1,2

# 其功

能的多样性决定了新型储能应基于应用价值定价而不

应该是基于成本定价#

"($!调峰价值

储能具有 %削峰填谷& 的能力# 消纳空间不足

时通过充电消纳新能源. 晚高峰发电能力不足时" 通

过放电顶峰" 帮助解决电力电量平衡. 在成熟的辅助

服务市场中" 可通过系统边际电价的方式实现价格的

出清1,2

)见图 "*#

图 #'调峰系统边际价格形成机理

由于电力需求的弹性极低" 将负荷预测值作为负

荷需求" 固定时刻是以预测值作为横坐标的一条直

线. 依据报价将抽水蓄能和火电按照报价从小到大排

序" 形成报价曲线# 一个设计合理经过成熟运行的市

场" 按照激励相容的原理" 报价能够反映真实成本"

故按报价结算的补偿费用可近似为发电成本1,2

# 以 ;

为投标时段的市场出清的目标函数以成本最小化为目

标" 可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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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机组&在 /时刻的报价为
%

&

/

" 中标容量为 9

;F

&

/

.

抽水蓄能=在/时刻的报价为
%

=

/

" 中标容量为 9

*..

=

/

. 假

设系统中有M个电化学能$ V个机组参与报价" 上述

目标函数同时需要满足一下约束条件" 即抽水蓄能的

中标容量小于其在时刻/的可充电功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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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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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

为全部抽水蓄能在时刻 /的可充电功率. 4

*..

=

为抽水蓄能=的额定容量.

&

/

=表示/时刻抽水蓄能=的

.PT状态#

"("!调频价值

在调频时" 发电机组输出功率调整范围大但响应

速度慢" 而电化学纯能调整范围小但响应速度快1$$2

#

大规模电化学储能系统可以按毫秒级充放电" 相比常

规调频手段优势显著1$$2

# 但其有限的能量也是电化

学储能不容忽视的缺点# 因此" 由储能承担短程$ 快

速的频繁调节" 由常规机组和抽水蓄能承担单向大容

量频次较低的调节是调频的最佳组合1$"2

" 可以使储

能和抽水蓄能发挥各自的优势并规避各自的缺点#

调频辅助服务的效果一般是通过调频里程和调频

综合性能衡量的1$*2

# 我们可以将调频里程和调频综

合性能体现在收益里面" 具体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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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J

@;

表示调频收益. !

&

表示第 &次调频里程. #

表示调频次数.

%

&

为第&次的出清价格" 目前已将储能

纳入调频市场的省份多将储能调频补偿为 $" 元C]M.

P

&

为第&次的综合性能指标均值. P

$

为调节速率. P

"

为响应时间. P

*

为调节精度.

(

Q

0

为发电单元的实际

速率.

(

Q

A

为标准调节速率.;

X043K

为发电单元响应延迟

时间. J

3XZ

为发电单元调节误差. J

3XZL /07

发电单元允许

调节误差" 一般为额定出力的 $()-#

以甘肃辅助服务市场为例" 由于储能的P值很高"

调频的度电收益调频收益 N

@;

在 #(+ $̀($ 元C)[M/B*

之间波动#

"(*!在电能量市场中获取价差

常规调度模式下抽水蓄能可利用固定的峰谷价差

获利# "#"# 年" 江苏$ 浙江$ 山东$ 甘肃等地区通

过降低谷期电价进一步拉大了峰谷电价1$&2

# 湖北等

地在拉大峰谷差的同时还增设了尖峰电价# 峰谷价差

的拉大可进一步促进储能技术应用# 在电力现货市场

条件下" 现货市场能更精准地反映电力市场中的短期

供需关系和时空价值" 有了现货价格后" 储能充放电

的价格依据更加科学合理" 抽水蓄能可充分利用现货

价格进行充电获利1$)2

" 收益N

:T

按下式计算!

N

:T

C

'

;

/C$

)

'

:

Q

:(/

%

/7210(/

E

'

1

Q

1(/

%

/7210(/

* )'*

式中!

'

:

表示充放电效率. Q

:(/

表示放电电电量.

'

1

表示充充电效率. Q

1(/

表示充电电量" %

/7210(/

表示 /时

刻的实时电价#

"(&!平抑新能源自身波动" 减小考核

在新能源电厂内部的储能设施" 可以与新能源电

厂视为一个整体" 通过储能的充放电来提高新能源预

测的准确性" 从而减小两个细则中预测准确率考核"

也可在现货市场中减小偏差考核1$%2

# 本部分内容非

本文重点" 故不作详细分析#

+'算'例

甘肃电网省内已建成中长期交易$ 电力辅助服

务$ 电力现货市场交易等多种市场" 实现了现货市场

与中长期市场$ 辅助服务市场的有序衔接" 形成了相

对成熟的电力市场体系" 为解决储能发展中存在的价

格$ 市场主体身份及商业收益模式等问题" 提供了良

好的解决思路和实施途径# "#"# 年甘肃电网进行了

长达 ) 个月的电力现货市场长周期运行# 下文以甘肃

电网为背景" 结合上述研究" 分析本文提出的按多重

使用价值计算盈利的调度交易模式# 抽水蓄能的成本

与建设位置密切相关" 但现阶段抽水蓄能的度电成本

普遍比电化学储能高" 因此下文对市场收益按照抽水

蓄能和电化学储能均适用的原则进行分析" 但对于成

本按照电化学储能分析" 如果电化学储能可以收回成

本" 则抽水蓄能更可以收回成本实现盈利#

*($!新能源弃电特性分析

以甘肃省 "#"# 年实际弃电数据为样本进行分析"

甘肃电网总装机 )+$$ 万 [M" 新能源装机占比 &*-

)位居全国第四*" 新能源发电占比 "*- )位居全国

第二*" "#"# 年甘肃市场化交易电量 "$) 亿 [M/B"

占比 %%-# 全年新能源利用率 ')(",-" 限电天数

"$) 天" 按持续受限小时数分析" 受限在 &B 及以下

"+, 次" 累计 ))'B" 占比 ")-# 出现频率最高的为受

限 &B )共 &# 次" 累计 $%#B" 占比 +(#*-*" 其次为

受限 *B )共 )# 次" 累计 $)#B" 占比 %()'-*" 受限

)B )共 "& 次" 累计 $"#B" 占比 )("+-*#

按受限电力分析" 小时受限电力最大为 )&)

万 [M/B"+)(#+-集中在 $## 万 [M/B以下 )见表 $*#

表 #' 受 限 电 力 分 析

受限电力C)[M/B* 对应小时数CB 占比C-

# $̀## 万 $%$, +$(#'

$## 万 "̀## 万 &#& $+(+)

"## 万 *̀## 万 $)# %()'

*## 万 &̀## 万 %* "(++

&## 万 )̀## 万 *) $()&

)## 万 %̀## 万 % #("%

!!根据以上分析" 大部分限电时段持续超过 &B

)占比 +)-*" 大部分限电电力集中在 $## 万 [M/B以

下 )占比 +$-*" 故在典型场景分析中" 充放电次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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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 天 $ 次$ 每次满充满放考虑" 且按限电天数取 I

值为 "###

*("!储能应用典型场景分析

以装机 "##]M新能源场站为例" 按 "#-$ "B 的

标准配置储能" 储能的功率Qa&#]M" 为简化计算"

取充电时长 ;a"B" 调峰收益 N

@U

a#(* 元C)[M/B*"

调频收益N

@;

a#(+ 元C)[M/B*" 现货市场电能量差价

N

:T

a#()$ 元C)[M/B*" 度电收益 NaN

@U

<N

@;

<N

:T

a

$()$ 元" 大于度电成本 <

YPP>

)#(), #̀(%' 元*" 存

在盈利空间# 我们对成本回收周期继续分析# 取利用

率 ')-对应的全年充放次数 Pa"## 次" 在不考虑损

耗情况下测算储能年收益#

调峰收益J

@U

CQ;IN

@U

C, H"## H#(* C&,#万元

调频收益J

@;

CQ;IN

@;

C, H"## H#(+ C$$"#万元

能量差价收益J

:T

CQ;IN

:T

C, H"## H#()$ C

,$% 万元

储能年累计收益为J

.N]

CJ

@U

AJ

@;

AJ

:T

C"&$%

万元#

本配置对应储能投资为 $(#& 亿元" 按储能全年

收益 "### 万元计算" 需要 ) 年即可收回投资成本#

*(*!新能源消纳敏感性分析

保持储能配置不变" 按目前国内市场建设现状"

调峰收益取 #(" #̀(, 元C)[M/B*" 调频收益取 #(* `

$(# 元C)[M/B*" 现货市场电能量差价取 #(" $̀(#

元C)[M/B*"按各类收益均取最高$ 最低两种极端情

况" 对全年充放电次I值变从 *# *̀## 变动进行分析

)储能成本回收年限敏感性分析见图 "*# 图中横轴为

不同利用率情况下的不同限电天数" 纵轴为回收年

限" 两条曲线分别为收益最高$ 最低两种极端情况下

曲线 )实际情况下各省对不同类型的收益不同" 应介

于两条曲线之间*#

由图 " 可知" 在收益均取最低的情况下" 限电天

数为 "## 天时" 则 , 年可以收回成本. 限电天数为

$)# 天时" 则 $# 年可以收回成本. 限电天数为 ,# 天

时" "# 年才能收回成本# 考虑到新能源装机大规模

图 !'储能成本回收年限敏感性分析

增加" 利用率呈下滑趋势 )见图 **" 全国平均利用

率将低于 ')-" 限电天数应该在 "## 天左右" 故大部

分省份配置的储能应该在 , 年可以收回成本#

图 +' #十四五$ 期间新能源利用率变化趋势

.'储能市场化发展的路径建议

通过参与调峰$ 调频市场及利用能量市场中的多

重价值盈利机制" 可以实现储能的快速成本回收及盈

利" 有利于引导储能的进一步规模化和降低成本# 在

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的情况下" 由于

新能源装机的快速增长" 如果采用体现储能多重价值

的市场机制" 大部分省份的电化学储能在 , 年内可收

回成本# 为进一步加快储能发展的规模化效应" 促进

新型电力系统的建设" 建议完善电力辅助服务市场运

营规则$ 现货市场运行规则" 充分发挥各类储能的市

场价值#

&($!提前规划以抽水蓄能建设为主中长期大容

量储能计划

!!中长期大容量储能建设以抽水蓄能建设为主"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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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要提前规划建设# 短期储能以电化学储能为主" 需

降低储能市场准入门槛" 扩大储能配置容量# 鼓励已

投产新能源电厂配置储能设施" 以新能源 <储能模式

参与各类市场交易# 降低储能市场准入条件" 将有利

于储能全面配置" 提高电网储能容量" 扩大储能参与

调峰$ 调频市场份额" 提升电网快速调节能力" 增加

其收入来源" 为新能源投资储能奠定商业基础# 飞

轮$ 压缩空气$ 氢储能等新型储能技术短期内均存在

着一些难以克服的缺陷" 但随着技术不断进步" 未来

其技术经济水平都将得到进一步改善" 结合特定场景

需求" 凭借其功率或能量成本的比较性优势将得到一

定的商业化应用" 成为储能体系中的重要补充要素#

&("!提升区域电网源网荷储互动响应水平

持续促进完善抽水蓄能价格形成与疏导机制" 在

两部制电价的基础上" 按照 %谁受益" 谁负担& 原

则" 增加或明确抽水蓄能提供调相$ 旋转备用$ 事故

备用$ 黑启动等辅助服务的补偿机制" 为最大限度挖

掘利用抽蓄电站资源和潜力提供平台# 加强抽水蓄能

运营机制研究" 探索通过市场化手段" 构建抽水蓄能

资源跨省调配机制" 进一步提升区域电网源网荷储互

动响应水平#

&(*!彻底解决现有储能充$ 放电价盲区问题

电网侧储能具有规模大$ 易于控制的优势" 受储

能充放电价政策限制" 目前仅以虚拟电厂模式参与电

网调频调峰# 随着电力现货市场的推进" 储能电价将

进一步明确" 抽水蓄能在电网备用$ 黑启动以及无功

电压调节等市场完善" 储能在全网电力平衡紧张" 电

网事故情况下" 也可发挥重要调节支撑作用" 获取更

多的市场发展机遇#

&(&!引导用户侧通过增配储能降低用能成本

用户侧储能通过削峰填谷获取套利" 目前正常的

峰谷平价差不足以吸引用户投资" 通过双边现货市场

实时价格 1最低下限 #(#& 元C) [M/B*" 最高上限

#(% 元C)[M/B*2 可拉大充$ 放电价差" 进而提高投

资收益" 降低用户用能成本# 如果双边市场开展及需

求侧响应规模的扩大降低了峰谷价差" 则会拉长储能

成本的回收周期" 此时应该探索将储能纳入容量市场

的机制#

&()!优先调用储能设施

在实际调度运行过程中" 通过储能设施优先调

用" 最大化地发挥储能价值# 储能作为新型技术" 现

阶段研发和生产成本相对较高" 为鼓励引导企业积极

投资新型储能" 应给予储能设施参与市场的优先权

利" 以发挥储能在电网中的最大价值及先行先试的引

导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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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生态治河新技术在丰台河西

河道的应用

李福利

!北京市丰台区供排水管理所$北京!$##$%)"

'摘!要( 文章以大兴灌渠水质保障工程为例$进行了生态治河新技术在丰台河西河道的试验$构建了水生态系统

与微生物净化系统相结合的方式$采取清淤)截流拦挡生态化改造及水下生态生物滤床等生态治理技术措施对河

道水生态环境进行了综合治理' 治理后$提高了河道景观效果$改善了河道水生态环境$降低了各项水污染超标指

标$达到了北京市环境检测标准'

'关键词( 生态治河(生态化(治理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SS,")

J59AG10145JBBA02970454@̀ :D$:2M54A4;G 4@F24A4;029AO0?:8

I45784A05P:5;790V:Y0O0?:8IM955:A

Y?UQ42

)1*&=&#$ I*#$/(&!&./0&>/?(/*042%%7K(#, !0(&#($*M(#($*-*#/N#./&/2/*" 1*&=&#$ $##$%)" <5&#(*

JE178927% :3J2IG?772G3826I TB3II04M3807pQ3428K.01Q728K;76Z0182A3X6/80X 3A3I 0J3F/402I 8B0/3/07E@B0I0D

801BI646GK80A86R01646G213472H0716I87642I U0IG832̂ 0J272H071B3II042A137720X 6Q8E@B0F6X016FS2I2IG8B0D3807

016AKA80F3IX F2176S234/Q72R213826I AKA80F2A16IA87Q180XE@B072H07D380701646G21340IH276IF0I8B3AS00I 16F/70B0IA2H0

870380X SK83[2IG01646G213487038F0I8801BI2134F03AQ70AAQ1B 3AX0A2482IG# 146AQ70# 01646G2134873IAR67F3826I 3IX

QIX07D380701646G2134S2646G2134R24807S0XE@B043IXA13/00RR0186R8B072H072A2F/76H0X# 8B0D380701646G21340IH276IF0I8

6R8B072H072A2F/76H0X# 8B0D3807/644Q826I 2IX0J2A70XQ10X# 3IX 8B00IH276IF0I83480A82IGA83IX37X 6Rl02Z2IG2A7031B0X

3R80787038F0I8E

K:G D48L1% 01646G213472H0716I8764' 01646GK' 16I8764

#'工程概况

$($!工程位置

大兴灌渠又名永定河灌渠"是一条人工开挖的渠

道"原建设目的是从永定河引水用于大兴的农田灌溉#

大兴灌渠北起卢沟新桥上游左岸进水闸"紧邻永定河

左堤由北向南至北天堂村南进入大兴区境内"丰台境

内长约 +()[F"设计流量 *# &̀#F

*

CA"为丰台河西地区

区管河道之一#

$("!河道现状

现状大兴灌渠河底为 T"# 混凝土方砖铺砌"两

%%



侧岸坡为 _. 生态水工砌块及 M>渗滤砌块"河道内

设有 ) 道混凝土截流拦挡设施"高度 %#1F"顶宽

*#1F

1"2

# 河道起点处进水闸全年几乎不开闸放水"河

道内没有原水进入"现河道内的水体主要是晓月苑污

水处理厂处理后排放的中水$自然降水以及河道两岸

部分居民生活污水#

$(*!存在问题

现状河道内存在生活垃圾弃置不规范的现象"部

分河段泥沙淤积"影响河道整体生态环境.河道内缺少

必要的生物过滤地带# 河道虽进行过治理"但目前植

被构成单一"降低了生物多样性"河流自净能力较低.

河道内 ) 处截流拦挡设施"高度均为 #(%F"顶宽

#(*F"采用混凝土浇筑"外观生硬"与河道整体景观效

果不协调# 截流拦挡设施间距较长"水深较浅"水深仅

$#1F"不利于构建生物通道以及后期的生化处理#

两岸居民区部分生活污水直排河道"造成河道内

水体污染较为严重# 根据河道管理单位水质指标自测

结果"TP:检测最高值为 "#+FGCY.氨氮最高值为

))(+FGCY.总磷最高值为 $,(,FGCY# 除汛期外"TP:

全年检测最低值为 %#FGCY"氨氮全年检测最低值为

$#(%FGCY"总磷全年最低值为 *()%FGCY#

!'工程建设目标

"($!施工范围

此次水质保障工程选取大兴灌渠晓月苑至大兴交

界处河道"长约 )(#[F"治理面积约为 $# 万F

"

"平均水

深 *#1F#

"("!建设目标

河道内无影响水质的生活$建筑垃圾.截流拦挡生

态化改造"改善河道景观效果. 构建水质净化生物通

道"提升河道水生态环境.降低河道下游出境水水质各

项指标"达到基本符合北京市环境检测标准"减少出境

水水质不达标#

+'工程总体布置及措施设计

*($!项目方案总体布置

通过构建水生态系统与微生物净化系统"辅助投

撒微生物结合无害化学药剂)主要包括好氧厌氧复合

微生物菌剂$生物酶$化学氧化剂$有机酸解毒剂$除磷

剂*对大兴灌渠水生态进行综合治理#

第一个区域为生态景观区# 晓月苑污水处理厂的

出水口位于第一道截流拦挡设施上游"污水处理厂排

出的中水水质情况良好"在该区域内布置生态滤床及

盆栽水生植物"在净化水质的同时提升该区域整体

景观#

第二个区域为重点治理区域"该段河道沿线分布

有丰台农场生活区和部分小工厂"大量生活污水直排"

在该区域内布置生态滤床及盆栽水生植物净化水质"

并向该区域内投放氧化剂"用于氧化直排污水中的有

机质#

第三个区域为水质提升预处理区"投放解毒剂"用

于络合上游来水中的不明有害物质"为下游的微生物

进行生化处理提供良好的生长环境#

第四个区域及第五个区域均为生化处理区"布置

生态生物滤床及人工水草$结合生物通道对水体进行

净化"并投放复合微生物和酶制剂"使水质得到提升#

第六个区域为强化处理区"用于投放除磷剂去除

总磷# 如TP:$氨氮还未达到考核标准"再次投放强氧

化剂"直至基本达到检测标准#

*("!措施设计

*("($!河道清理整治

对河道内淤积的泥沙及杂物进行清理整治"为进

一步提升水质净化能力"在河道内营建生物通道做好

准备#

*("("!构建生物通道

由于大兴灌渠现状河底采用 T"# 混凝土方砖铺

砌"所以本次构建生物通道采用盆栽苗"部分水生植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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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栽植时可直接脱盆"在水生植物分布区域的上下游

分别布设生物滤床"防止由水生植物构建的水质净化

生物通道受到水流的冲刷"保证水生植物群体的稳

定性#

水生植物选择千屈菜$水葱$黄菖蒲$香蒲$荷花$

黑藻等挺水$浮水和沉水植物"形成生物净化通道"同

时提升河道景观效果)见图 $*#

图 #'生物通道布置

*("(*!截流拦挡生态化改造

为进一步加强生物通道对水质的净化效果"同时

为微生物定植提供空间"在不影响行洪安全情况下"增

加水体驻停时间"对现状河道 ) 处截流拦挡设施进行

生态化改造# 主要形式为在现状截流拦挡设施上下游

分层砌筑 *## &̀##FF景石"形成高 $($F$顶宽 $(#F$

底宽 $()F的生态截流区域# 改造后每道截流拦挡设

施之间水深 #() $̀(#F"可以满足水生植物栽植和药

剂投放要求# 原泄水口处布置直径为 )##FF的混凝

土管"为增加行洪空间"通过切割现状截流拦挡设施增

加溢流口"新增溢流口处安装混凝土管"混凝土管上游

进水口处设置板闸"非汛期时关闭板闸"增加驻水时

间.汛期时打开板闸"满足行洪要求# 借助河道内的自

然流水"一方面可以为水生物提供栖息繁衍空间"另一

方面也形成了一定的动态水系景观# 景石间点缀水生

植物"提升河道整体生态景观效果)见图 "$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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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复式断面截流拦挡改造

图 +'梯形断面截流拦挡改造

*("(&!新建生态跌水

生态跌水高 $($F"长 ,F"顶宽 $(#F"底宽 "(#F"

形成水面高度约 $(#F# 采用 *## &̀##FF厚景石分层

砌筑"下部景石间布设混凝土排水管# 非汛期时"关闭

生态跌水混凝土管进水口处板闸.汛期时打开板闸"满

足排水需求# 景石间点缀水生植物"提升河道整体生

态景观效果)见图 &*#

*("()!生态生物滤床的布设

在水生植物分布区域的上下游分别布设生物滤

床"保证生物通道的稳定性# 横向布设生态生物滤床"

使其作为微生物的附着体"增加水体与微生物的接触

面"强化对水质的净化功能# 每道滤床根据河道实际

宽度布设"由镀锌铁丝网制成的 $Fg$Fg#(&F的笼

体拼制构成"单个笼体内填放陶粒$砾石和火山岩的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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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生态跌水)单位!FF*

合滤料# 每道生态滤床间距为 $()F"共设置 &# 道生

态生物滤床"并且结合水生植物的布置布设部分生物

滤床)见图 )*#

图 S'生态生物滤床)单位!FF*

*("(%!人工水草的布置

人工水草可作为好氧微生物的载体"形成生物膜"

净化水质"它不受气候的影响"不像天然水草会枯萎"

可一直发挥作用# 人工水草沉入水底"不影响自然景

观# 人工水草带宽度为 , $̀)F"每株人工水草的间距

为 )#1F"每 )F通过固定锚固定在水底# 人工水草带

间距为 $#F"共设置 $## 组人工水草带)见图 %*#

图 )'人工水草布置)单位!F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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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期运行维护管理

对生长的杂草及时清除.在其生长茂盛$成熟后及

时进行收割"防止腐烂对水体造成二次污染.每天专人

清理截流拦挡设施上的漂浮物"确保水面干净整洁"无

杂物漂浮积聚#

.'效果综合分析

&($!经济效益

此次通过采取清淤整治$截流拦挡生态化改造$新

建生态跌水$生态生物滤床布设及人工水草布置等措

施进行的生态化治理"TP:由 %# FGCY下降到 *'FGC

Y"氨氮由 $#(% FGCY下降到 +(&FGCY"总磷由 *()%FGC

Y下降到 #(&%FGCY"出境水水质各项指标降幅明显"

基本符合北京市环境检测标准"从而减少了出境水水

质不达标的处罚款数"经济效益显著#

&("!社会生态效益

通过治理"可以切实解决沿岸居民的民生问题"为

沿岸居民创造良好的生态居住环境"保证了居民的身

体健康"同时提高了政府与群众的和谐度"维护了社会

的稳定# 项目治理后"保证了周边的空气质量"提高了

河道整体水质净化能力"避免了不合格的水体对下游

及地下水的污染"同时提升了河道的景观效果)见图 +

图̀ $#*#

图 *'治理前*一+

S'结'语

生态治河新技术此次在大兴灌渠的试验应用"主

要有以下几方面的意义!证明了想要保证治理建设理

图 -'治理后*一+

图 &'治理前*二+

图 #"'治理后*二+

念与方向适应河道$能够改善河道"就必须先明确河道

存在的最大问题"只有找到了问题"方能针对治理"达

到改善及提升河道的目标# 此次大兴灌渠的治理就是

找到了河道存在的中心问题"%对症下药&"从而达到

改善及提升河道的目标"为接下来河西其他河道以这

种模式治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积累了经验"也为日后

的河道治理开拓了新的方向.这种生态治河新技术必

定会给丰台河西河道打造出新的焦点"成为河西地区

又一瞩目的亮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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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定河涿州廊坊段生态补水水量分析

韩!伟!杨通信

!永定河流域投资有限公司廊坊分公司$河北 廊坊!#%)###"

'摘!要( 永定河是横跨内蒙古)京)津)冀)晋地区的生态大动脉' 文章结合永定河涿州廊坊段综合治理与生态修

复项目实施案例$计算分析了涿州廊坊段生态补水来源途径及水量$提出了生态补水保障方案$通过+水净)水清)

水美,三步曲$统筹了水系连通)河道清障)清淤疏浚)岸坡整治)水源涵养与水土保持)河湖管护等多项水利措施$

实现了治水美村$生态富民$乡村振兴$恢复了永定河是幸福河的自然属性'

'关键词( 永定河(涿州廊坊(生态补水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

J59AG10145F24A4;029AH97:863BBAG J=435705[M34XM43C95;@95;

6:270454@a45;L05; O0?:8

_̂=M02" W_=9@6IGJ2I

)'(#$3(#$ 10(#>5 "36"#$,&#$ 9&:*01(.&# N#:*./-*#/<"(" '/,(" '(#$3(#$ #%)###" <5&#(*

JE178927% W6IGX2IG52H072A3I 01646G213437807KA/3II2IG?II07]6IG6423# l02Z2IG# @23IZ2I# 0̂S023IX .B3IJ2E@B0

A6Q710/38B 3IX D38073F6QI86R01646G2134D3807AQ//4K2I OBQ6\B6Q Y3IGR3IG.01826I 3701341Q4380X 3IX 3I34K\0X 2I 8B0

/3/07S3A0X 6I 8B02F/40F0I83826I 13A06R16F/70B0IA2H087038F0I83IX 01646G213470A8673826I /76Z0182I OBQ6\B6Q Y3IGR3IG

.01826I 6RW6IGX2IG52H07E@B001646G2134D3807AQ//4KGQ373I800A1B0F02A/76/6A0XE_IQFS076RD380716IA07H3I1K

F03AQ70A3701667X2I380X# AQ1B 3AD3807AKA80F16II0182H28K# 72H07S37720770F6H34# X70XG2IG# S3I[ A46/070GQ43826I# D3807

16IA07H3826I# A6243IX D380716IA07H3826I# 72H073IX 43[0F3I3G0F0I83IX /76801826I# 081E8B76QGB 8B700A80/A6R)D3807

/Q72R213826I# D38071403I2IG3IX D3807S03Q82RK2IG&# 8B070SK70342\2IGD380716I87643IX H2443G0S03Q82RK2IG# 01646G2134

/76A/0728K3IX 7Q73470H28342\3826IE@B0I38Q73438872SQ806RW6IGX2IG52H073A3B3//K72H072A70A8670XE

K:G D48L1% W6IGX2IG52H07' OBQ6\B6Q Y3IGR3IG' 01646G2134D3807AQ//4K

!!永定河横跨内蒙古$山西$北京$河北$天津"是串

联京津冀晋地区的生态大动脉"全长 +)'[F"流域面积

&(+ 万 [F

"

# 其中河北省境内长约 $#)()[F"流经张家

口市$保定市和廊坊市# 永定河泛区)廊坊段*位于永

定河下游"上起廊坊市固安县梁各庄"下至廊坊天津

界"全长 &)[F# 泛区总面积 *%,(,%[F

"

"占永定河泛区

总面积的 +$-"是永定河流域防洪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承担着%缓洪$沉沙$削峰&和保护京山铁路及下游

天津市防洪安全的任务#

#'基本情况

永定河泛区)廊坊段*经过多年治理"已逐步形成

了主次堤防"制定了分级运用方案"泛区内堤埝以北遥

堤$新北堤$护路堤为主堤"南北小埝$南北前卫埝$南

!&



北围埝为次堤"主堤防防御标准为抗御上游来量

")##F

*

CA洪水"次堤通过分洪口门的分级运用可抵御

上游来量 )## "̀###F

*

CA洪水"现泛区已初步形成分

级运用防洪体系# 永定河泛区廊坊段地跨永清县$广

阳区和安次区 * 个区县"尽管多次进行治理"但由于受

各种因素制约"河道断流多年"水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

坏"亟须通过生态补水来改善生态环境#

!'!"!# 年永定河全线试验性通水多水源实

施统筹情况

!!"#"$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是%十四五&

开局之年"也是永定河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基本完成

近期治理任务$向%流动的河$绿色的河$清洁的河$安

全的河&目标继续奋进的起步之年"永定河实现全线通

水对流域整体生态环境改善和华北地下水超采综合治

理意义重大#

"($!通水目标

永定河全线通水范围为桑干河东榆林水库至朱官

屯"洋河友谊水库至朱官屯"永定河朱官屯至三家店$

三家店至屈家店"永定新河屈家店至防潮闸"共计

,%)[F# 经多年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实施永定河多

水源配置与生态水量统一调度"桑干河东榆林水库至

朱官屯$洋河友谊水库至朱官屯$永定河朱官屯至三家

店$永定新河屈家店至防潮闸已基本实现全年有水"通

水河长 +$'[F#

"#"$ 年永定河全线试验性通水重点聚焦永定河

三家店至屈家店河段"全长 $&%[F# 通过册田水库$友

谊水库$洋河)响水堡*水库$官厅水库$三家店枢纽$

卢沟桥枢纽等工程联合调度"统筹官厅水库来水$小红

门再生水和南水北调中线引江水等多种水源"贯通三

家店至屈家店河段"实现全线通水#

"("!工程措施

为保障实现 "#"$ 年永定河全线试验性通水"已对

北京平原南段$廊坊段$武清段局部河段主槽实现应急

疏通# 永定河泛区)廊坊段*按 *#F

*

CA过流能力对永

清县张庄子至永兴河汇合口处主槽进行疏挖"全长

)()&[F"并新建张庄子村北和安育村北两座跨河桥"

对其他河段主河槽 " 处局部堵点进行开挖疏通# 疏挖

断面主槽上口宽 *#F"底宽 $#F#

"(*!水源条件

"(*($!官厅水库

, 月 "* 日"官厅水库蓄水量 &(, 亿 F

*

# 根据统筹

安排"讯后引黄生态补水和集中输水共 $("$亿F

*

"预计

入官厅水库 #()" 亿 #̀(%$ 亿 F

*

# 根据中长期水文预

报"预计至年底基流来水量 #(), 亿 F

*

"如不考虑出

库"预计官厅水库年底累计增水量达到 )(' 亿 %̀(#

亿F

*

#

"(*("!小红门再生水

"#"$ 年度小红门再生水通过园博支线向永定河

生态补水 #(* 亿 F

*

# "#"$ 年 * 月 $) 日"小红门再生

水厂开始向永定河生态补水"每日补水量 ) 万 `

$& 万F

*

"预计向南大荒湿地补水总量 #($ 亿 F

*

"向园

博园湿地补水总量 #(" 亿F

*

#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引调水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相机向永定河生态补水"补水

能力为 $#F

*

CA"全线试验性通水期间可向永定河补水

#() 亿F

*

# !

"(*(&!北运河补充水源

北运河补充水源利用天津市武清区秦营进水闸引

水# 通过河北省廊坊市北运河木厂节制闸和土门楼青

龙湾减河泄洪闸联合调度"经龙凤河$龙凤河故道$二

十八支渠入永定河"计划向永定河补水 #($ 亿 #̀("

亿F

*

#

+'永定河涿州廊坊段生态补水水量分析

*($!生态环境需水量

*($($!基本要求

复苏河湖生态环境是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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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实施路径之一# 保障生态环境需水量是恢复河

流生态功能$打造河流生态廊道$提升水生态系统质量

和稳定性的关键因素# +永定河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

总体方案,明确了永定河生态功能定位"平原段应恢复

水体连通和景观环境功能#

永定河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实施以来"随着河道

治理工程推进"治理理念逐步转变"永定河河道治理采

取%地表$地下立体修复&"取替原方案河道主槽防渗

减渗措施# "#"# 年春秋季官厅水库生态补水"通过

%以水开路$用水引路&"平原段实现了%湿河底$拉河

槽$定河型&# 由于周边地下水亏空尚未完全弥补"平

原河道渗漏量大"总体方案提出的 "(% 亿 F

* 生态水量

近期将无法维持平原段常年所需水量#

永定河平原段划分为平原北段 )三家店0卢沟

桥*$平原南段)卢沟桥0梁各庄*及平原郊野段)梁各

庄0屈家店*"平原郊野段全长 %+[F"也是永定河泛区

段"其中廊坊段长 &)[F)梁各庄0邵七堤*# 河道纵坡

较缓"水面宽度 ") %̀#F"受地下水及区间涝水的补

充"水流进入泛区后河道入渗流量明显减少#

本方案以生态功能定位为基础"按照%流动的河&

的目标"结合 "#$'0"#"$ 年生态补水期间重要断面水

量沿程变化和地下水位变化"重新核算近期以及常年

生态补水后平原南段)涿州与北京房山交界至梁各

庄*$平原郊野段)梁各庄至屈家店*生态环境需水量#

*($("!计算方法

平原南段)涿州与北京房山交界至梁各庄*$平原

郊野段)梁各庄至屈家店*以保障一定河道内生态水

面为主要目标"采用生态环境功能需水法"计算维持贯

穿溪流及河道内湿地水面的生态环境需水量#

9(蒸发量# 根据水量平衡原理"当水面蒸发量大

于降水时"蒸发量为水面蒸发与降水量的差值# 计算

公式为

?蒸发 C+)JEQ*

式中!?000蒸发为水面蒸发量"F

*

.

!+000水面面积"F

"

.

!J000蒸发系数"FC3"取 $(&%FC3.

!Q000降水量"FC3"取 #()&FC3#

E(入渗补给量# 结合 "#$'0"#"$ 年平原郊野段

生态补水期间水文监测数据"分段确定近期及常态化

补水后河流补给地下水的入渗量# 计算公式为

?渗漏 C+P

式中!?000水面渗漏需水量"F

*

.

!+000水面面积"F

"

.

!P000渗漏系数"FC3#

*($(*!计算成果

按照功能定位$治理布局及修复目标"采用生态环

境功能法计算维持水体连通生态环境需水量# 平原段

基本生态环境需水量成果见表 $#

表 #' 平 原 段 生 态 环 境 需 水 量 成 果

河!!段
河道长度C

[F

水面面积C

万F

"

水体连通功能需水量C亿F

*

蒸发量 下渗补给量 合!计

沿程补水超渗

量C亿F

*

总需水量C

亿F

*

平原南段)金门闸0梁各庄* *#(#% &'* #(#& #(') #('' #(''

平原郊野段)梁各庄0屈家店* %+ ,)# #(#, #($& #("" ! #(""

!!平原南段)涿州与北京房山交界至梁各庄*$平原

郊野段维持水体连通所需的生态水量预计为 #('' 亿

F

*

$#("" 亿 F

*

"其中廊坊段)涿州与北京房山交界至

后沙窝*生态需水量 $($" 亿F

*

#

*("!生态补水保障方案

平原段主要补水水源为河道上游来水"廊坊段)梁

各庄至后沙窝*生态需水量 $($" 亿F

*

#

*("($!补水条件

9(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 建设南水北调中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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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永定河生态补水工程"通过稻田$马厂水库调蓄"从

大宁调压池退水涵取水"利用新建的补水管涵向永定

河补水"设计补水流量 $#F

*

CA"多年平均和 +)-年份

补水量 #() 亿F

*

#

E(天堂河$龙河# 根据天堂河更生闸$龙河)岳庄

子闸$东张务闸*实测径流数据"结合下游未来经济社

会发展情况"规划年多年平均$+)-和 ')-来水频率

下天堂河和龙河可向永定河梁各庄以下河段补水

#("$ 亿F

*

$#($) 亿F

* 和 #(#' 亿F

*

#

*("("!补水方案

涿州与北京房山交界至梁各庄段需水量 #(''亿F

*

"

通过上游下泄和中线一期工程补水"多年平均和 +)-

年份满足生态用水需求"')-年份补水量 #('% 亿F

*

#

梁各庄至屈家店段生态需水量 #("" 亿 F

*

"通过

上游下泄以及龙河$天堂河补水"多年平均和 +)-年

份满足生态用水需求"')-年份补水量 #(#' 亿 F

*

)见

表 "*#

表 !' !"!S 年永定河平原郊野段生态补水量 单位!亿F

*

河!段 范!!!围 频!率 需水量

配!置!水!量

上游来水
中线一期

工程

龙河$天堂

河补水
合!计

下泄水量

平原南段 涿州与北京房山交界0梁各庄

郊野段 梁各庄0屈家店
')-

#('' #('% # # #('% #

#("" # # #(#' #(#' #

.'结'语

在永定河涿州廊坊段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项目实

施过程中"因地制宜"前期规划"特别是泛区内生态$地

形条件复杂"要与大兴机场临空经济区紧密结合"多方

面着手确定治理的思路"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的发展理念# 落实%四河 <两河&建设目标"开发

绿色产业"满足%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流域治理

与产业开发&结合的要求# 统筹水系连通$河道清障$

清淤疏浚$岸坡整治$水源涵养与水土保持$河湖管护

等多项水利措施"保障水安全$修复水生态$彰显水文

化$提升水管理$促进水产业"通过%水净$水清$水美&

三步曲"将廊坊永定河沿线建设成为安全生态$休闲旅

游$运动健康$产业富民的美丽河道"带动区域产业发

展"让断流 *# 多年的永定河真正流动起来"真正实现

治水美村"生态富民"乡村振兴"恢复昔日%无定历来期

永定"今朝瞩目一河清&的幸福河#

%%%%%%%%%%%%%%%%%%%%%%%%%%%%%%%%%%%%%%%%%%%%%%

!

!上接第 )& 页"

1$&2!朱刘柱"叶斌"任曦骏"等E电网侧储能成本回收机制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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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

1$)2!李军徽"范兴凯"穆钢"等E应用于电网调频的储能系统经济

性分析1m2E全球能源互联网""#$,)**!*))V*%#E

1$%2!蒙海泳E再生水为主水源的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分析1m2E中

国水能及电气化""#"#))*!),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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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与管控1m2E中国水能及电气化""#$,)$"*!&V+E

1$,2!张华峰"宋曦"周丽娟E电力系统风险评估算法研究1m2E中国

水能及电气化""#$,)$#*!)V$#E

1$'2!邹仕鑫E福建仙游抽水蓄能电站水库调度探讨1m2E中国水能

及电气化""#$+)'*!$'V""""E

1"#2!孙冰莹"杨水丽"刘宗歧"等E国内外兆瓦级储能调频示范应

用现状分析与启示 1m2E电力系统自动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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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磁共振技术在水利行业的应用前景展望

张!钊$

!杨瑞坤"

!孙!博*

!$(山东省水利科学研究院$ 山东 济南!")##$&(

"(北京海策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

*(山东省调水工程运行维护中心$ 山东 济南!")##$""

'摘!要( 核磁共振=]5是一个基于原子核特性的物理现象$ 在稳定磁场作用下$ 原子核处于一定的能级$ 如

果用适当频率的交变磁场$ 可使原子核在能级间产生共振跃迁$ 称为核磁共振' 核磁共振技术是利用水中氢质

子的磁共振现象$ 在不破坏物质结构的前提下$ 快速) 准确获得物质内部结构信息的一种探测技术' 近年来$

该技术已经被广泛应用于物理) 化学) 医疗) 石油) 化工) 考古) 食品等众多科技领域' 由此核磁共振的技术

原理$ 昭示了其在水利行业的广泛应用前景'

'关键词( 核磁技术( 水利(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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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磁共振技术背景

核磁共振是在固体微观量子理论和无线电微波电

子学技术的基础上被发现的# 核磁共振经过了 +# 多

年的发展和应用" 已经成为物理$ 化学$ 医学$ 生

物$ 地质$ 材料$ 能源领域的一项重要技术#

$'*, 年"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伊西多/拉比

)?A2X67?A33153S2* 使用分子束方法发现了在磁场中

的原子核会沿磁场方向呈正向或反向有序平行排列"

而施加无线电波之后" 原子核的自旋方向发生翻转#

凭借这项研究" 拉比于 $'&& 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

奖# $'&) 年底" 美国哈佛大学 ;Q71044在石蜡样品中

观测到稳定的核磁共振信号# 几乎在同一时间 )$'&%

年初*" 斯坦福大学 l461B 在水中观测到了稳态的核

磁共振现象# 两人凭借这一发现分享了 $')" 年诺贝

尔物理学奖# "# 世纪 %# 年代" 科学家利用 =]5技

术" 分析检测到了动物体内分布的氢$ 氮$ 磷的

=]5信号" 从而开始了对生物组织的化学分析研究

工作# $'+$ 年" 美国州立大学的 53KF6IX :3F3X23I

在 +科学, 杂志上发表了名为 %=]5信号可以检测

疾病& 和 %癌组织中的 @

"

时间延长& 的论文" 为

=]5成像技术在生物医学中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 年" ;(T(Y3Q807SQ7教授在 +自然杂志, 发表论

文" 为=]5成像技术的出现和发展拉开了序幕#

!'核磁共振原理

核磁共振是一个基于原子核特性的物理现象" 在

稳定磁场的作用下" 原子核处于一定的能级# 如果用

适当频率的交变磁场" 可使原子核在能级间产生共振

跃迁" 称为核磁共振#

"($!原子核特性

核磁共振现象是原子核特性的表现" 通常用质量

数 )+*$ 质子数 )G*$ 动量矩 )'*$ 磁矩 )

(

* 和

能级等概念描述#

"($($!原子核自旋动量矩

具有一定质量和体积的原子核总在做自旋运动"

大多数原子核与旋转陀螺一样绕着某一轴做自身旋转

运动" 用自旋动量矩 ) '* 描述# 按量子力学计算"

原子核子自旋动量矩的数值为 q' qa 1N)N<

$*2

$B"5

C"

/

# 其中 5为普朗克常数" N为原子核自旋量

子数#

自旋量子数为原子核的固有特性" 不同的原子核

有不同的N值# N取值为零$ 半整数和整数" 遵循一

定规律# 只有当原子核中的质子数G和中子数至少有

一项为奇数时" N值不为 #" 也就是原子核具有自旋

动量矩#

对于只有一个质子的氢核$

^自旋量子数 Na$C"#

原子核自旋动量矩的方向是量子化的" 氢核自旋动量

矩的方向在空间只有两个取向" 一个与 X轴平行" 另

一个与X轴反平行#

"($("!原子核磁矩

具有一定电荷的原子核做自旋运动将形成电流而

产生磁性" 用磁矩 )

(

* 描述原子核的磁性" 原子核

的磁性具有量子化的性质# 原子核磁矩与自旋动量矩

的关系为
(

a

#

'" 其中
#

为磁旋比" 是测量值" 是原

子核常数#

#

a*B)"-*" *为原子核电荷量" -为原

子核质量# 磁旋比与质点的运动特性无关" 只依赖于

质点的电荷和质量#

"("!稳定磁场作用

"("($!晶格作用

物质中原子核位于原子之中" 原子组成物质的晶

格" 晶格本身不断地做热运动" 原子核处于热运动的

晶格包围之中# 宏观样品可以认为是由原子核系统和

晶格系统组成的" 两系统间存在着互相作用" 进行能

量交换#

"("("!稳定磁场对原子核磁矩的作用

在稳定磁场中" 原子核系统释放的一部分能量转

化为晶格系统热运动的能量" 一些原子核从高能级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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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到低能级" 因此低能级的核粒子数比高能级多" 直

到晶格系统不再接收原子核系统释放的能量时" 原子

核系统和晶格系统达到热平衡#

对于只有一个质子的氢核" 在稳定磁场中有两个

能级" 沿磁场方向的一部分磁矩" 处于低能级. 与磁

场方向相反的一部分磁矩" 处于高能级" 并且处于低

能级的核粒子数大于处于高能级的核粒子数" 由此就

有过剩的沿稳定磁场方向的核磁矩纵向分量 )M*

存在#

"("(*!拉摩尔进动

如图 $ 所示" 在稳定磁场1

#

中" 磁矩M绕1

#

的

运动类似于陀螺在地球重力场中的运动" 称为拉摩尔

进动# 进动频率称为拉摩尔频率# 磁矩 M在磁场 1

#

中进动的角速度
)

#

a

#

1

#

" 由上述可知
#

为磁旋比#

进动频率3a

)

#

C)"

/

*#

B0

1/2

�1/2

M0

µ

图 #'原子核在稳定磁场!

"

中进动示意图

"(*!弛豫作用

对于被磁化后的核自旋系统" 其旋进频率 )拉摩

尔频率* 为
)

#

# 如果在垂直于稳定磁场 )1

#

* 方向

再施加一个交变电磁场 )1

$

*" 而且使其频率
)

a

)

#

"

根据量子力学原理" 核自旋将发生共振吸收现象" 处

于低能态的核磁矩通过吸收交变磁场能量跃迁到高能

态" 此即核磁共振现象#

激发脉冲施加前" 核自旋系统保持平衡状态" 宏

观磁矩M

#

与1

#

方向相同# 激发脉冲作用期间" 磁化

矢量吸收电磁能量而偏离磁场方向. 激发脉冲作用结

束后" 磁化矢量释放电磁能量" 通过自由进动" 向

1

#

方向恢复#

使核自旋从高能级的非平衡状态恢复到低能级的

平衡状态" 这一过程叫作 %弛豫&# 弛豫分为横向驰

豫和纵向弛豫" 以 ;

"

表示横向驰豫时间" ;

$

表示纵

向弛豫时间# =]5利用自旋回波技术测得原子核不

同状态下的 ;

$

$ ;

"

值" 从而得到原子核在不同状态

下的分布情况# 以氢核$

^为例" 国内外的研究$ 统

计规律表明" 自由水和束缚水的变化范围为 *#FA

&

;

$

"

d$###FA" 而自由束缚水为 ;

$

"

d*#FA

1$2

# 由此可

以根据不同形态水分的弛豫特征值反演得到研究对象

的含水特征#

+'水利相关专业领域的核磁共振研究应用

概述

*($!岩土物理学特性表征

近些年" 核磁共振技术以其无损检测$ 无放射

性$ 检测速度快$ 微观结构三维成像$ 设备便携等优

势" 广泛地应用于岩土方面物理学特征的表征" 并取

得了重要研究成果及应用效果#

土的物理性质指标" 一类是试验测定的" 如含水

率$ 密度和土粒比重" 传统试验方法为烘干法$ 环刀

法等. 另一类是根据试验测定的指标换算得来的" 如

孔隙比$ 孔隙率和饱和度等# 核磁共振技术通过衰减

信号反演获得的不同相态水分的弛豫参数 );

$

$ ;

"

*"

除可快速获得以上参数外" 还可获得常规测试手段无

法测得的重要信息" 如样品中不同相态水分的含量及

分布情况$ 流体剖面及流体迁移信息等# 而且磁共振

技术还具有测试速度快$ 对样品标准与否不作限制的

技术优势#

李彰明等1"2在淤泥$ 超软土地基排水固结处理方

面" 运用核磁共振技术可测得土体中自由水$ 结合水

比例的优势" 得出了通过施加荷载使非自由水转化为

自由水的荷载水平及速率# 对应于通常工程荷载的较

低能量真三轴试验" 在 $##[;3以下的荷载水平及

'&

经验交流

>J/0720I10>J1B3IG0



$(%];3CA荷载速率下" 淤泥类超软土中非自由水不

能转化为自由水# 对应于静动力排水固结法条件的高

速冲击荷载下 )每击荷载水平 *+,+[;3" 速率

%*$("];3CA*" 非自由水可转化为自由水#

王琨等1*2通过对国内外诸多文献资料的研究" 总

结了核磁共振技术在岩石物理与空隙结构表征中的应

用" 如! 核磁共振技术对碳酸盐岩$ 致密砂岩及页岩

等岩样的孔隙度表征" 能获得与氦气测孔基本一致的

结果1&V+2

. U0443B 0834

1,2根据一定质量钻屑的$

^信号

和$'

U信号" 分别确定钻屑孔隙体积和钻屑外表体积"

再计算得到钻屑孔隙度" 其结果表明钻屑孔隙度与标

准岩芯孔隙度基本一致" 解决了不规则样孔隙度测试

困难的问题#

*("!水泥基材料

由于现代混凝土的水灰比普遍较小" 其水分渗透

率比岩石材料的还要低 & %̀ 个数量级1'2

" 试验测量

非常困难# 而对水泥基材料孔结构与水分渗透率的研

究" 对混凝土耐久性能分析具有重要意义# 谢恩慧

等1$#2的研究表明" 以压汞和气体吸附法为代表的经

典测孔技术" 测量得到的是多孔材料在干燥状态下的

孔结构特征" 干燥作用的影响无法从测量结果中解耦

并剔除# 为此" 作者使用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

"]̂ \磁共振分析仪 Y2F0V]5?V:" 对砂浆样品在饱水

状态下的孔径分布进行了试验测试" 同时对烘干后的

样品采用压汞法进行测试# 通过两种测试结果的对比

分析" 得出砂浆在饱水与干燥状态下的孔结构差异显

著# 研究还表明" 基于低场磁共振弛豫技术测得的饱

水状态下的孔结构特征" 可准确预测水泥基材料的水

分渗透率#

孙振平等1$$2将核磁共振技术广泛应用于混凝土

的研究" 主要包括水分在混凝土中的扩散$ 混凝土高

温爆裂$ 混凝土的自扩散系数$ ;

$

c;

"

相关谱$ 混凝

土内养护剂的作用$ 混凝土保护层厚度$ 混凝土孔结

构$ 混凝土水化过程和水化产物等方面# 作者认为核

磁共振作为一种多尺度研究手段" 可用于分析混凝土

性能与水分迁移的相关性$ 多种因素对水化过程的影

响及TV.V̂ 凝胶等水化产物的微观结构#

*(*!水文地质

$''+ 年底" 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引进了中国

第一套 =N]?." 率先在我国利用地面核磁共振

).=]5* 方法成功在湖北$ 湖南$ 河北$ 福建$ 内

蒙古$ 新疆等 $" 个省区开展找水实践# 中国地质科

学院水环所$ 新疆水利厅石油供水办公室$ 水利部内

蒙古牧区水利科学研究所$ 乌兰浩特水利局先后引进

=N]?.系统" 在找水实践中得到了成功的应用#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下" "##$0"##* 年" 中

国地质大学 )武汉* 利用 .=]5方法对赵树岭滑坡

共进行了 % 次监测# 对 % 次实测数据进行数据处理和

反演" 获得核磁共振测深点的含水量直方图" 由该图

可以直观地看出地下含水层 )或隔水层* 的个数"

各含水层的深度$ 厚度$ 含水量. 同时由色标可以看

出各含水层的平均衰减时间 ;

(

"

值的大小" 即各含水

层颗粒大小的变化情况#

.'核磁技术在水利行业的应用前景

水利事业关系国计民生" 行业功能为通过相关的

工程$ 技术和管理措施" 解决人与水之间一系列问

题" 以实现水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和水灾害的防治#

核磁共振技术的研究和应用以$

^核的磁共振特性为

基础# 通过上述对核磁共振技术的历史$ 发展$ 现状

的探讨" 结合水利行业的性质" 磁共振技术在水利行

业科研$ 应用方面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水文地质

地面核磁技术 ).=]5* 在三峡库区赵树岭滑坡

监测方面的应用研究以及其在找水方面的应用实践"

表明该技术可广泛应用于水文地质勘探$ 水库库区滑

坡监测等其他与地下水存赋情况密切相关的地质工

作中#

(&

经验交流

>J/0720I10>J1B3IG0



&("!土工试验

土石坝坝体填筑施工中" 压实度检测是施工质量

控制的一项重要内容# 传统方法对压实度的检测一般

采用灌砂法" 从现场取样到实验室检测以及最后的报

告形成" 需要较长时间" 不能及时指导现场施工作

业# 前述磁共振技术在土体物理学性质表征方面的研

究应用" 以及其安全无辐射$ 检测速度快$ 设备便

携$ 现场即时出具数据和相关图像的技术优势" 可为

土石坝填筑现场质量控制工作提供高效$ 可靠的技术

支持#

&(*!土石堤坝防渗透探测

我国目前已建的 '(, 万余座大坝中 ')-以上为土

石坝1$"2

# 土石坝破坏通常以渗透破坏为主" 包括坝

体渗漏$ 坝基渗漏以及绕坝渗漏# 目前土石坝坝体内

部渗流监测通常采用渗压计# 随着技术进步" 新型监

测设施不断应用于土石坝内部的渗流监测" 如分布式

光纤温度监测系统. 此外地质雷达检测技术在大坝渗

漏检测中也有应用# 由前述地面核磁共振技术

).=]5* 在赵树岭滑坡监测方面对地下水情况探测

的研究结论" 作者认为其在土石坝$ 堤防渗流安全监

测方面的应用值得期待#

&(&!其他

以氢核$

^磁共振特性为基础的磁共振技术" 通

过表征水分在多孔介质中的存赋" 可预期其在水利行

业有着广泛的应用场景# 除上述应用场景外" 核磁共

振技术在水利工程大型混凝土特性研究$ 输水工程漏

水点探测$ 水土保持植物根系形态研究$ 加油站渗漏

污染地下水监测方面的应用同样值得探索#

S'结'语

随着=]5C]5?技术的不断发展" 磁共振设备系

统硬件发展迅速" 如超高场宽口径磁体$ 多梯度系

统$ 相控阵或一体化射频线圈$ 均场技术和屏蔽技术

相继问世1$*V$&2

# 我国水利事业历史悠久" 随着水利事

业的发展不断推进" 各种新方法$ 新技术不断开创和

应用# 核磁技术目前仍是世界上的尖端技术" 将其引

进水利行业" 将会为水利事业现代化注入新的科技力

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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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大讲堂

水利工程项目划分术语及定义

!!为有效控制施工质量和便于施工质量管理" 按照

工程实体形成的过程" 依据工程结构$ 施工部署将水

利工程整体划分为若干个单位工程$ 分部工程$ 单元

)工序* 工程#

单位工程

具有独立发挥作用或独立施工条件的建筑物#

分部工程

在一个单位工程内能组合发挥一种功能的建筑安装

工程" 是组成单位工程的部分# 对单位工程安全$ 功能

或效益起决定性作用的分部工程称为主要分部工程#

单元工程

在分部工程中由几个工序 )或工种* 施工完成

的最小综合体" 是日常质量考核的基本单位#

关键部位单元工程

对工程安全$ 效益或功能有显著影响的单元工

程# 包括土建类工程$ 金属结构设备安装工程中属于

关键部位的单元工程#

重要隐蔽单元工程

主要建筑物的地基开挖$ 地下洞室开挖$ 地基防

渗$ 加固处理和排水等隐蔽工程中" 对工程安全或功

能有严重影响的单元工程#

主要建筑物及主要单位工程

主要建筑物" 指其失事后将造成下游灾害或严重

影响工程效益的建筑物" 如堤坝$ 泄洪建筑物$ 输水

建筑物$ 电站厂房及泵站等# 属于主要建筑物的单位

工程称为主要单位工程#

工序

按施工的先后顺序将单元工程划分成的若干个具

体施工过程或施工步骤# 对单元工程质量影响较大的

工序称为主要工序#

水利枢纽工程

由若干座不同类型的建筑物构成" 可独立或联合

发挥作用" 实现除害$ 兴利目标的一组建筑物的组

合体#

河道堤防工程

为稳定河槽" 改善河流边界条件及水流流态" 达

到河道通水$ 行洪安全目的工程#

引水 *渠道+ 工程

为满足工农业及生活需要" 开发利用水资源" 改

善生态环境" 从水源地通过取水建筑物$ 输水建筑物

引水至需水地的一种水利工程#

水库除险加固工程

为保证水库运行安全" 对病险水库所采取的工程

措施#

农业灌溉及灌区工程

为解决农业灌溉水源问题而修建的渠系工程# 按

使用功能包括渠道工程$ 水闸$ 灌排站$ 桥梁等渠系

工程#

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工程

为补充地下水资源" 提高区域水资源环境承载能

力" 逐步实现地下水采补平衡" 在地下水超采区治理

过程中所采取的工程措施#

维修养护工程

为保持工程设计功能" 对水利工程及设施进行养

护$ 维持$ 恢复或局部改善原有工程面貌而采取的工

程措施# !来源# 水利之声微信公众号"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