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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具体项目为例,就生态水利在水利工程河道治理中的具体技术应用措施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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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阶段, 河道治理是政府部门水利工程建设的主要

河道治理的生态化, 就需要尽可能控制水利工程的生产环

目标之一, 但一些传统的治理河道的方法存在一些问题,技

境与当地的生态环境所进行的物质交换问题, 尽可能将改

术相对比较单一而落后, 并不能很好地适应当前时代需求,

变程度降低到最小。

若想解决这一问题, 就需要利用生态水利技术来提升河道

水利工程的生态水利设计要求在通过工程建设改善水

的治理效果。如此一来,就可以在发展水利工程的同时,又可

质环境的同时,充分考虑到当地的实际情况,如当地的历史

以保证当地河道具有优良的生态环境, 还可以为当地生态

人文环境以及生活习惯、地理特点等信息、全面研究当地生

经济做出贡献,最终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态环境的自然状态, 并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生态水

1 河道治理的生态水利建设的积极作用

利设计手段,因地制宜,在尽可能控制水利工程建设成本的

生态水利工程是随着当代社会对环境保护意识的提高

基础上实现水利工程河道优秀的治理效果, 以及河流区域

而逐渐兴起的项目建设, 它在传统的水利工程中融合了生

内生态环境的健康和谐。

态学知识,对水利枢纽和生态系统提出了新的建设方法。对

3 实例分析生态水利在河道治理中的具体应用途径

于河道治理具体工作要求来说, 需要相关生态水利工程工

3.1 项目概述

作人员根据所在区域的生态环境系统中河流的所处位置,

河道治理是水利工程项目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在

详细探查河流情况以及周遭的生态环境, 如检测河流的具

当前水利工程发展阶段, 不仅仅要改善河流自身水体情况,

体水位、河流沉积的沙石情况、河流周围的生态系统中各生

还需要考虑到河流水体内部、河流两岸生态环境等等情况。

物种群的内在联系、水体内的微生物生存状态等,通过综合

某河道位于地势较低地区, 如果遇到强降雨的天气容

考虑生态系统中环境和生物相关因素, 利用当前生态学的

易形成低洼部分积水,造成内涝。同时在此基础上,当地的人

相关技术和原理, 使河道治理既可以改变人们的社会环境,

民日常生产生活所排放出的污染物将会随着内涝现象一起

又可以维持每个生物种群的正常发展, 且不会破坏当地的

流入到周围农田,并且沉积到土地之中,这对当地的农业发

生态系统,进而实现生态水利工程建设的终极目标。

展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破坏。通过对该区域内的河道流域采

2 生态水利建设需要注意的相关要点

取相应的生态水利治理方案有效的缓解了当地污染情况,

2.1 保证岸坡稳定性

并且使当地恢复至优良的生态环境。

水利工程的河道治理工程建设首先需要保持自身可以

3.2 良好的生态护坡结构设计

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一般情况下,水利工程是依靠河流的

通过利用水利工程原有的工程力学、土壤学等理论,结

岸坡进行修建的,为此特别需要保证岸坡的稳定性。影响岸

合生态水利所需要的生态学的知识, 将会帮助水利工程河

坡自身稳定的因素有很多, 包括岸坡表面受到流水冲刷,带

道治理建设形成良好的生态护坡设计。通过生态护坡设计

走了一些砂石,破坏了原有结构,导致水利工程建设不能与

与建设,将会良好的控制水土流失现象,减少侵蚀带来的不

岸坡结构相匹配,进而威胁了水利工程的整体稳定；岸坡坡

良影响。在具体的生态护坡设计过程中,需要由专业的工作

底的结构也是影响岸坡稳定的重要因素；另外工作人员还

人员仔细检查河道水体自身的性能以及周遭的环境, 在充

要考虑到岸坡深层土体对于岸坡稳定性的影响。总之,水利

分了解了当地区域内生态环境系统结构组成之后, 根据水

工程所依靠的岸坡必须要通过细致的考量, 并针对不同的

利工程自身建设需求以及生态环境内部植被、生物分布状

影响因素制定有针对性的预防和治理的方案, 进而为水利

态,进行良好的生态护坡结构设计,以保障水利工程施工不

工程的整体稳定做出贡献。

会对当地生态造成破坏。

2.2 控制对当地生态做出的改变

3.3 当地农田灌溉排水的生态治理

根据现今的生态水利设计要求, 需要水利工程在建设

由于该地区河流周围生态环境的特点, 大多以农田为

的同时不会对当地生态环境产生严重的破坏。传统的水利

主,故而就需要对于农田进行分段治理和生态修复。在生态

工程建设往往会对区域内的生态环境造成破坏, 而要确保

水利具体工作过程中, 工作人员把农田整治区划分出六个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 63 -

Hydropower and Water Resources

水电水利

第 2 卷◆第 4 期◆版本 1.0◆2018 年 4 月
文章类型：论文 | 刊号（ISSN）：2529-7821

区块的排水区域,每个区域面积如表 1 所示,进而分段处理,

排涝水位:

包括对于排水农沟、排水斗沟的生态治理工作等,以此提升

Z 排涝 =A0－D 农－∑Li－∑△Z（3）

工作的质量和效率。农田用水主要分为灌溉和排水部分,在

式中：Z 排涝为某级排水沟沟口的排涝水位;

具体的生态治理过程中,考虑到现场实际情况,实现了从灌

A0 为排水沟控制范围最远处低洼地面高程；

排水源头控制的工作手段, 之后再对排水农沟和排水斗沟

D 农为斗沟排涝水位离地面高度；

进行生态修复工作, 最后我们对于整个区域内进行排水控

L 为各级排水沟道长度；

制和污染源治理,帮助当地农业恢复良好的生态环境。

i 为各级沟道的水面比降；

表1

高标准农田整治区分区面积统计表

△Z 为排水流程上各种局部水头损失。
对于当地沟渠生态改造工作来说, 需要工作人员做好

区 域 编 号
面 积 /hm2

②
2.1

1.22

3.6

2.42

3.24

⑥

合 计

1.75

14.33

挖掘和填补淤泥的工作, 按照既定要求需要从原先沟的中
线位置开始新生态沟的挖掘工作,并且在工作过程中,严格

3.4 科学的进行水稻田间水肥高效利用综合调控技术

按照设计要求将 20-30cm 厚度的淤泥移动到农田边缘,以

根据生态水利工程建设要求, 当地的农田需要进行检

备使用。根据设计要求,对于边坡小于 0.5 的沟段要进行适

测和生态治理,实际的工作开展环节：①首先要根据综合考

当的填充修正,大于 0.5 的沟段不需调整,除此之外,确保生

量后,选取比较有代表性的农田区域作为试验区,并且要对

态沟施工结构符合要求基础上, 可以适当修剪当地生态环

区域内的农户进行相关技术培训。②每个农户需要在指定

境中的杂草、植物,移植一些菖蒲、梭鱼草和再力花等绿色

田块进行作业, 并且由专业人员对农户进行水稻田间水肥

植物到边坡底部。生态水利工程沟渠设计结构图如图 1 所

高效利用综合调控技术的相关指导。③有代表性的农田区

示。

域所在的试验田需要在周围树立醒目的标语和指示牌,并
且在标准田块内部设立推广技术处理牌和常规水肥管理模
式对照牌。④对于试验田中农田水稻生长情况抓住时机进
行抽样调查,以此测定水稻田间水肥利用综合调控的效果。
⑤通过科学调查的结果, 由相关领域专家进行现场估测,预
计产量符合要求后, 才能证明该项技术得到了良好的收益,
符合当地生态水利工程建设要求。
3.5 新农田沟渠的设计和施工

图1

HI 段排水沟现状图及改造设计图

3.6 排水沟塘中控水措施

该地区域内根据农田对于水资源利用的特点, 水利工

为保证生态水利在河道治理中发挥出充分的效果,就

程制定了 95%灌溉保证率的生态水利设计标准, 即通常情

需要科学地对于新建排水沟渠进行良好的控水措施处理,

况下可以保证农田当日需水,当日即可提供供水。经过有关

具体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技术人员的测算,水稻田的灌溉水量大约 70mm,而排水沟

①需要在排水农沟中对于护坡采取干砌铺筑, 形成雷

排水量大约 161mm。对于当地农田沟渠设计还需要进行排

诺垫层,并且可以使用砂垫层和土工布铺设于其下,将保证

涝模数的计算,包括暴雨量、排涝流量和排涝水位的计算,具

护坡具有良好的防冲刷性能, 减少了发生淤泥堵塞现象的

体计算公式如下：

概率。

暴雨量:Htp=Ht×Kp（1）

②排水支沟断面采取多级跌水的断面形式, 根据现场

式中：Htp 为 t 时段的设计频率为 p 的点雨量；

情况调查,不需要进行太大的植被状态改变,但是也可以采

Ht 为 t 时段点雨量均值；

取一些深根作物帮助进一步固定排水沟塘的坡道。图 2 为

Kp 为频率为 p 的模比系数。

排水沟塘工作现场。

排涝流量:
Ｒ=P－h 田蓄－E（2）
式中：Q 为设计排涝流量,m3/s；
q 为设计排涝模数,m3/(s·km2)；
A 为排涝面积,km2；
Ｒ 为设计径流深,mm；
t 为规定的排涝时间,3d；
P 为设计暴雨量,mm；
h 田蓄为水田滞蓄水深；
E 为排涝历时为 t 的田间水面蒸发量,1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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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排水沟施工现场

4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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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施工中围堰技术的运用与施工技术要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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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些年,我国基础设施的建设规模不断扩大,水利工程作为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内容,其建设数量也在不断增加,从

而对水利施工中围堰技术的应用提出了更高水平的要求。围堰是水利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质量与效果会直接对水利施
工的整体质量造成影响。因此,文章对水利施工中围堰技术的运用进行了具体分析,明确了其中的施工技术要点,从而提高水
利施工中围堰技术的应用水平以及应用质量。
关键词：水利施工；围堰技术；技术要点
围堰技术在水利工程施工中的应用使我国水利工程的

槽形、直板形以及 Z 形；尺寸大小以及连接形式需要根据具

整体结构更加优化, 推动了我国水利工程建造的发展与进

体情况进行选择,常用的有拉克万纳式、拉尔森式。钢板围

步,由于围堰技术对水利工程功能、性能、运行等多方面都

堰的优势在于其施工中很容易进入到地基的坚硬层中,强

有着重要的影响,研发后快速的得到了行业内部的认可；由

度较高；而且能够在渗水中进行应用, 具有良好的防水性

此导致近些年围堰技术的应用越来越普遍, 但由于很多施

能；可以根据施工需要进行不同的外形构建,而且可以进行

工单位对围堰技术的认识并不全面, 在施工中经常出现应

重复利用。因此,在水利施工,钢板围堰的使用最为普遍,但

用层错误,不仅影响了工程的质量,还造成了资源浪费,增加

多数是通过单壁封闭式的方式向围堰颞部增加纵横两个方

了水利施工成本。因此,对水利施工中围堰技术的运用与施

向的支撑,从而增加其强度与刚度。例如我国南京长江桥曾

工技术要点的探究十分必要。

在管桩基础施工中使用过钢板围堰, 其抽水深度能够达到

1 水利施工中围堰技术运用的重要意义

20m 左右。

我国传统水利施工中,结构设计的完整性、科学性、合

二是,土围堰以及土袋围堰。土围堰通常需要通过粘性

理性的水平都有待提升, 随着我国水利工程事业的发展,为

土进行填筑,但在施工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也可以使用砂

了保障水利工程功能与效益的充分发挥, 相关领域在不断

土进行填筑, 但是需要通过增加围堰宽度保障其渗流的长

探究先进的水利技术, 而围堰技术的研发是其中的突出代

度,增加围堰本身的厚度；需要注意的是使用的砂土不能颗

表,其在水利施工中的运用,不仅提升优化了水利工程的整

粒过大,否则无法保障围堰的抗渗性。而土袋围堰又被称为

体结构,同时提升了水利工程建设的合理性与科学性。而且

土堆围堰,施工过程中,需要将土袋以上下层交错的方式进

从水利工程事业的发展角度来讲,围堰技术的运用,促进了

行堆放,并且要保障土袋整齐。土围堰由于材质的关系,在应

整个行业的进步, 使水利工程功能的发挥有了更坚实的保

用过程中对应用条件有着严格的要求,例如,土围堰不能应

障,从而为我国水利工程建设事业的长足发展提供了动力。

用的水流速较高的工程中,其流速最大不能超过 0.5m/s、水

2 水利施工中围堰技术的具体运用以及施工技术要点

深也应控制在 0.5m 以下；而且河床不能存在渗水区域,河

不同的工程类型会应用不同的围堰技术, 在施工中要

床深度应超过 3m 以上。

了解具体的施工要求以及施工质量标准, 选择合理的围堰
技术,从而提升围堰技术应用的有效性。

三是,木桩土围堰。木桩土围堰施工需要在河床上打两
排木桩,并在木桩的内侧放入竹芭,用土将木桩之间的缝隙

一是,钢板围堰。这种围堰是水利施工中最常应用的围

填满,这就是土木桩围堰施工的基本操作。但土木桩围堰要

堰类型,从本质来讲其是板桩围堰的一种。具体应用中,是将

求河流的水流毒不能超过 1.5m/s,河床的深度必须在 3m 以

带有锁口的钢板桩应用到围堰施工中, 常用的截面形式有

上。为了避免土体在水流淘刷中出现流失的情况,要在围堰

综上所述, 河道治理的水利工程建设不仅仅需要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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