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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北京作为中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城市化迅速发展的城市,
各种基础设施基本健全,地标性建筑林立。各国各地人流汇聚于此,人流聚集,人们对城市需日益增加,对
基础设施增容、扩容,保障民生势在必行。北京市通惠河乐家花园水文站位于朝阳区通惠河北路,庆丰闸
遗址下游,为国家基本水文站,始建于1977年,是北运河水系通惠河控制站,流域面积199km2,实测最大洪
峰流量567m3/s(2012.07.21)。因为右岸附近工程施工,岸坡开挖,测流缆道及塔架受到毁坏,整座缆道全部
瘫痪,失去测验功能。为保证水文站正常测流,需新建缆道及右岸塔架。
[关键词] 塔架；塔架基础；测流缆道
中图分类号：TU279.7+44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随着北京城市化发展进程不断加快,
可开发利用空间逐渐减少,合理开发利
用场地,保护现有建构筑物安全显得尤
为重要。北京市区内河道及配套设施已
基本完工投入使用,周边开发、优化建设
项目时有发生,施工过程中与河道及配
套设施存在交叉问题屡见不鲜。为使新
建项目顺利施工,对现有设施保护、避让
十分必要,当无法避免时对其合理恢复、
修缮必不可少。

1 工程概况
北京市通惠河乐家花园水文站位
于朝阳 区 通 惠 河 北路 ,庆 丰 闸 遗址 下
游,为国家基本水文站,始建于1977年,
是北运 河 水 系 通 惠河 控 制 站 ,流 域 面
图1

2
3
积199km ,实测最大洪峰流量567m /s

(2012.07.21)。

工程位置示意图

场区位于通惠河南岸,庆丰桥以东

场地为适宜工程建设的一般场地。

水文站测验设施建设有基本水尺

100m左右,塔架敷设在人行步道旁靠近

(人工观测)和测流缆道一座。河道左

河岸一侧,场区地貌经人类改造,地形变

低于设计开挖基底,不存在施工降水问

岸有测验站房、缆道房,测验河段顺直

化较大,现状地面高程约35~36m,高于通

题；场区所在的通惠河河岸及河底已做

长度约为200m,测验断面为复式断面。

惠河河底约6m。

护砌,河水与地下水联系微弱,但施工若

勘察期间场区地下水位埋深13~14m,

近期因 为 右 岸 附 近工 程 施 工 ,岸 坡 开

该场区20m深度范围内,表层为厚度

挖,测流缆道及塔架受到毁坏,整座缆

约9~10m的人工填土,其下以第四系全新

道全部瘫痪,失去测验功能。为保证水

统冲积粘性土、砂层及卵砾石层为主。

塔架位于河岸岸坡,岸坡高约6m,

文站正 常 测 流 ,需 新 建 缆 道 及 右岸 塔

地层分布较稳定,不存在影响场地整体

岸坡地层以人工填土为主,建 议充分

架。

稳定性的明显不良地质作用,但人工填

做好河岸护砌工程,以防止出 现冲刷

土较厚,对人工填土进行适当处理后,本

稳定问题。

2 地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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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影响护砌的工程,需考虑河水对施
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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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Pmax ——基底应力的最大值
min

或最小值(kPa)；
∑M——作用在基础上的全部竖向
和水平向荷载对于基础底面垂直水流方
向的形心轴的力矩(kN.m)；
2

A——基础底面的面积(m )；
W——基底面对于该底面垂直水流
3

方向的形心轴的截面矩(m )。
经计算,地基承载力为44.91kPa小
于90kPa,满足要求。
表1

稳定计算成果表

项目 Mx（kN.m) My（kN.m)
抗倾覆 692.39
图2

抗滑

塔架示意图

Mx/My

结论

4.33

满足

∑G（kN) ∑H（kN) f∑G/∑H 结论
467.07

44.89

3.12

满足

塔架连接,基础顶面靠滨河路侧布设1根

基底 Pmax（kPa） Pmin（kPa） Pmax/Pmin

结论

3.1现状分析

φ25主锚,主锚上下游0.6m处各布置1根

应力

满足

河道现状断面为复式断面,河底宽

φ25拉线。

3 工程布置

①稳定计算

重式挡墙,顶其顶部设5m宽巡河路,后

塔架重2.15t,缆道主索加载拉力为

接1.5m高重力式挡墙,墙后为1:2河坡
与岸肩砖砌小挡墙连接,河坡铺筑砼植
草砖,岸肩小挡墙与右岸滨河路间为1m
绿化带。
根据物探报告结果,1m宽绿化带下

(1)根据《水工挡土墙结构设计规

MR

涵,顺滨河路下埋深约8~9m。

(2)基础底面抗滑稳定计算：

——抗滑力矩(kN.m)。

新建塔架位置需综合考虑左岸现有

Kc =

避让、保护。

f G

H

新建测流缆道设计主要包括右岸新

Kc——沿基底面的抗滑稳定安全系

约5.8m。

4 方案设计
4.1塔架基础设计

数,1.2；
F——基底面与地基之间的摩擦系
数,0.3；
∑H——作用在基础上的全部水平
向荷载(kN)；
∑G——作用在基础上的全部竖向
荷载(kN)；
(3)基础底面应力计算：

塔架基础采用C30F150钢筋混凝土
结构,顺河道方向长4m,垂直河道方向宽
2.6m,深1.2~1.9m。基础预埋螺栓与上部

Pmax =

土压实度不小于0.94。
4.2缆道、塔架设计及安装
(1)塔架结构设计
新建右岸塔架为自立式钢架,由角
Q235-B,用螺栓连接,构件采用镀锌处

式中：

2.6m,深1.2~1.9m。塔架采用钢结构,高

砂卵砾石相对密度不应小于0.75,回填

钢、钢板、螺栓等部件组成。钢材为

3.2工程布置

结构,顺河道方向长4m,垂直河道方向宽

为持力层,基础开挖后需验槽,地基承载

土必须分层压实,每层厚度为150~200mm,

式中：

及不明地下管线,其中污水管线为2孔方

水方涵内侧。塔架基础采用钢筋混凝土

根据地勘结果,地面下2~3m为杂填

卵砾石,换填深度1.5m。砂卵砾石及回填

MR/Ms>1.4
Ms——滑动力矩(kN.m)；

邻滨河路,布置于河道1：2河坡上,在污

2.17

力不应小于90kpa,承载力不足的换填砂

范》抗倾覆稳定性验算：

有电力管线,右岸滨河路下有雨水、污水

建塔架、主索、循环索等。新建塔架紧

28.33

土,物理力学性质差异较大,不可直接作

2000kg,结构计算如下。

塔架对应,与现有建筑物交叉关系,合理

61.49

②基础回填

38m,上口宽约53m。河道下部两侧为衡

96

159.91

G ±  M
A

W

理。经过计算主材采用L63×63×6等边
角钢,横斜材采用L50×50×5等边角钢。
(2)塔架防雷接地设计
塔架接地应满足《交流电气装置的
接地设计规范》GB50065-2011,金属塔架
本体、架空主索均应与低压电缆PE相连
接,塔架接地电阻不大于10欧。采用50
×5镀锌扁钢作为水平接地体,采用4m长
50×50×5镀锌角钢作为垂直接地体。
(3)缆道设计
主索釆用6×19+fc-15.5mm,断破拉力
Tj=12500kg,安全系数=8.0,主索架设空。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水电水利

Hydropower and Water Resources

第 4 卷◆第 9 期◆版本 1.0◆2020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529-7821 /（中图刊号）：868GL002

水土保持对水资源的作用及其影响分析
李超华 樊西杰
黄河水利委员会三门峡库区水文水资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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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我国的水资源问题日益严峻。水资源在我国国
民经济的发展进步中占有重要地位,随着工业化程度不断加快,水资源遭到了不合理的利用,致使水资源
受到了严重的污染,因此,为了使水资源问题得到缓解,使生态环境得到改善,文章分析水土保持措施对水
资源与水环境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水土保持；水资源；影响；作用
中图分类号：S278 文献标识码：A
1 我国水资源和水环境的现状

危害。

较匮乏,南水北调的工程是保证大部分

2.1通过水土保持措施可以对流域

3 水土保持措施对水资源和水
环境的具体作用

地区拥有水资源的有所举措,同时,我

的产沙数、径流量进行减少,降低水流当

3.1农田抗旱能力有所提升。水土保

国人口数量较多,对于水资源的需求也

中的含沙量,推迟洪峰到来的时间,减少

持会对农田产生影响主要原因就是通过

更大。以往我国为了取得良好的经济效

洪水的产生,对产沙和产流两者的关系

水土保持措施的使用实现了土壤蓄水能

益,一味的进行重工业的发展,环境的

进行有效的调整。这样就会对该领域水

力以及渗水效率的大幅度提升,也就是

保护工作并没有得到重视,从而导致水

循环和水资源量造成一定的影响。

将土壤自身的适度予以提升。根据之前

从实际情况来看,我国水资源相对

2 水土保持对水资源的影响

源量的总体质量。

资源短缺、水土流失、水污染等问题逐

2.2对水土保持采取科学合理的措

的研究结果不难总结出来,水土保持措

渐突显出来。工业排水污染和居民用水

施,有利于对该区域的水资源量进行较

施的有效执行,可以将土壤自身的适度

污染,以及受到自然因素的影响,导致

好的控制,并且可以对水资源内部结构

提升25%到30%之间,土壤自身的湿度提

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比如,水土流失、

进行有效的调整,降低当前该区域水资

升,对于农作物的种植、生长以及农田自

滑坡等,其给我国生态环境带来极大的

源的污染情况,有效的增强该区域水资

身抗寒能力的提升有着十分显著的效果,

索垂度控制为L/70(L为跨度)。一端

有平衡锤的布设型式,循环索安装完成

架基础、钢制塔架,便于施工维护,为北

安装主索紧线器,行程1000mm,用于调整

后调整铅鱼、平衡锤及游轮的相对位置,

京市安全度汛提供保障。

主索垂度。

安装后进行试运行。

循环索(升降索)釆用6×19+fc-4.2mm,

4.3地下管线保护

断破拉力Tj=860kg,安全系数5.6。根据

根据物探结果,1m宽绿化带下有电

循环索的布设型式,平衡锤为200kg,并

力管线,右岸滨河路下有雨水、污水、燃

配套有平衡锤吊杆、吊架各一套。导向

气及不明地下管线。塔架基础位于电力

滑轮釆用直径160mm,厚25mm,配用轴承

管线下,施工过程中需对电力管线进行

8206,轴径30mm的铸铁滑轮。

保护,确保安全运行。

(4)设备安装

5 建议

安装工序：塔架组立、主索架设、

本文主要介绍了通惠河乐家花园水

导向架及滑轮安装、循环索架设、铅鱼

文站因附近项目施工导致测流缆道和右

和平衡锺安装等。施工严格按水文缆道

岸塔架损坏,不能正常运行,不利于安全

施工技术要求进行,高空作业做好安全

度汛。

保护措施,锚杆防腐处理,刷底漆后机油

通过实地勘察,明确现有交叉建构

渗黄油。循环索安装,采用开口式游轮,

筑物情况,采用钢筋混凝土承台作为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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