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1&2%$3&%$&%$6

常熟市$畅流活水%工程溢流堰
设置应用分析

徐佳易
"常熟市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处$ 江苏 常熟!"$--###

!摘!要"!常熟市遵循(河网沟通&水体流动&科学引排&生态修复)的原则$通过实施(畅流活水)工程建设全市骨

干水系连通调控体系$全面提升常熟市城区的防洪&除涝&排水能力$实现城区河网畅流活水&环境改善&水质稳定

的目标' 本文以常浒河溢流堰工程为例$介绍了溢流堰的设置及在(畅流活水)工程中的具体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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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内许多著名学者对城市河道溢流堰设

置和应用开展了广泛的研究# 王锦旗/$N"0等通过物理

模型实验的方式"比较溢流堰对河道水体溶解氧'氨

氮'高锰酸盐指数等影响程度"分析研究了相关变化机

理(张振兴/)0从河流生态修复理念出发"模仿实验河道

并结合河道溢流堰的方式"探讨了北京中小河流的生

态修复方法(陈浩//0等针对苏州古城区自流活水配水

工程"采取溢流堰的方式"实现了古城区全面活水'改

善水质的目标(金红珍/-0通过分析苏州吴江区水系现

状及问题"提出了吴江区畅流活水工程总体思路及相

关规划#

常熟市是典型的平原河网地区"河网水系发达"由

于流域地势平坦"河网密布"导致水系流速缓慢"水体

自净能力弱# 因此"常熟市政府'水利局转变治水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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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在整治境内流域性骨干河道的同时"加大了对区域

内部水系的治理力度# 为全面提升常熟市生态文明建

设水平"常熟市从 "#$- 年起开始实施%畅流活水&工

程"促进建成全市骨干水系连通调控体系"其中规划新

建 - 座内部配水工程"分别为常浒河'青墩塘'护城河'

环城河'横泾塘溢流堰#

本文以常浒河溢流堰工程为例"分析溢流堰对常

熟市城市河道局部水域的影响# 另外"贯彻河流生态

修复理念"借鉴国家%水专项&的河流主题等"对城市

河道水质提升及生态修复做一些研究#

)'水系概况及水系主要问题

$.$!水系概况

常熟市境属长江三角洲冲积平原"整个地势由西

北向东南倾斜# 望虞河'盐铁塘纵横贯穿全境"将全市

分为虞西'阳澄和滨江 ) 个水利分区# 常熟市望虞河

以东地区属阳澄水系"依据)常熟市水资源规划*"划

分为城区片水系和城外片水系"主要水系由城区的护

城河'环城河'东环河 ) 条环形河和向城外发射的常浒

河'白茆塘'元和塘等 $$ 条河道组成"常浒河为常熟境

内 ' 条区域性河道之一"常浒河溢流堰工程布置于常

浒河上#

$."!水系主要问题

$.".$!引排能力不足

由于河道规模的限制"部分引水河道引排功能受

影响"如!盐铁塘河口宽 "# V/#C"徐六泾河口宽 "- V

)-C"金泾河口宽 $' V)#C"盐铁塘的分流作用将影响

徐六泾'金泾引水进入城区方向"且金泾引水量较小"

现状条件下引水作用十分有限# 海虞镇的曲塘泾及周

边河道主要从北福山塘引水排入走马塘"但其规模较

小"且因周边为居民集聚区"影响该区的引排能力# 又

如!马泾'项泾'鱼连泾的部分河段河道规模小"汛期排

水不畅#

$."."!局部水系格局有待恢复

随着常熟市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开发区'城镇建设

和农村交通道路建设改变了原有水系格局"填埋河道'

道路过河筑坝代桥现象十分普遍"导致水系空间萎缩'

水面率减少'水流不畅'水质恶化等问题"影响防洪排

涝能力'水环境改善和水景观建设#

$.".)!城市扩张与水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

常熟市覆盖 $# 个镇区'多个集镇和工业区,包括

沿常浒河工业区'新桥工业园区'白茆工业区'辛庄镇

南部工业园区等-"这些重点集镇和工业区污染源分布

较散"沿河工厂污水排入河道的水量逐年增加"流经集

镇和工业区河段的水环境普遍较差# 水质较差的河段

有虞山镇的四新河和五星河'海虞镇,崔浦塘以东"望

虞河以西部分片区-的部分河道'梅李镇内沈村河'碧

溪镇内里睦塘与徐六泾交汇段'宁塘南段 ,南塘以

南-'朱堰塘中段,建新塘至北港塘段-'高浦塘南段

,建新塘至扬子江大道段-'北港塘中段,苏嘉杭高速

至金泾段-等#

%'溢流堰

".$!溢流堰基本特征

溢流堰"一些研究中也称溢流坝# 溢流堰是水利

设施中常用的水工泄水建筑物"其作用有拦洪'拦砂'

调蓄水位等"并能将下泄水流的动能转变成热能以达

到消能的目的# 城市河道溢流堰主要作用是保持河道

一定的水位"以满足城市河道的生态用水和景观用水#

"."!城市河道溢流堰功能

".".$!维持城市河道水体连续性

河道溢流堰的透性结构能够增加降水在河流内的

停留时间"实现自然降水向生态用水和景观用水的转

换"同时又能形成高低落差水头"营造水流活力"避免

河道出现明显断流"保证城市河道连续性#

"."."!提高清理河道垃圾效率

河流内经常有大量垃圾是中国河流的国情之一"

这就要求溢流堰的设计不仅能够允许河流垃圾顺利通

过"不堵塞河流"还要能够保证溢流堰将垃圾进行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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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截留"以便开展后期垃圾清理工作"提高河流管理工

作效率#

".".)!提高水体自净能力

评价水环境污染情况有溶解氧'高锰酸盐指数'氨

氮'总磷等多个指标"其中溶解氧的高低影响水体中好

氧生物的生长"降低水环境中有机污染物降解能力"进

一步对氮'磷等污染指标有间接影响"可以说"溶解氧

的高低决定了水环境自我净化的效果# 水流经过溢流

堰发生曝气是一种提高水体溶解氧非常经济的手段"

可以促进河道水体中好氧生物的生长"进一步使有机

污染物降解及营养盐转化"最终有效提高水体自净

能力#

".)!溢流堰工程建设必要性

为切实改善常熟市城乡水环境"保障人民生活品

质"提高生态文明建设水平"近年来常熟市开展了以畅

通活水'截污治污'生态修复为重点的水环境治理工

作"其中%畅流活水&工程的实施将促进全市骨干水系

连通调控体系的建设# %畅流活水&项目系统优化了常

熟市老城区和城区河网水系'工程布局和闸泵工程运行

调度"提高区域水资源和水环境承载能力"促进河流生

态修复"可实现%水清'流畅'岸绿'景美&的综合目标#

常浒河溢流堰工程为常熟市%畅流活水&工程项

目的组成部分"该溢流堰工程能有效控制相关河网水

位"提高城区水体容积"通过后期运行"能有效实现对

各相关河道分退水能力的控制#

B'工程概况

常浒河溢流堰工程布置在常熟市锁澜南路与泰安

街交叉口"规模为 $%C活动溢流堰 $ 座"闸门底槛高程

为 $.##C"闸孔居河道中线布置"闸孔南侧布置液压启

闭机室"闸门顶高程为 ).%#C# 闸室采用开敞式钢筋

混凝土坞式结构"闸室底板垂直水流总宽 "$.'#C"顺

水流向长度为 $".##C"工作闸门采用底轴驱动翻板门

型式"通过液压启闭机进行控制# 液压启闭系统'电控

设备及冲淤系统的高压水泵等均布置在南侧的空箱

内"空箱顶高程为 -.##C"采用现浇板结合活动盖板进

行封闭# 常浒河溢流堰工程位置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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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浒河溢流堰工程位置图

).$!门型比选

平原地区常见溢流堰有固定堰'橡胶坝'底轴驱动

翻板门,钢坝-"三种闸坝上部均无建筑物"但固定堰

不可调节堰顶高度"达不到调节水位'调控分水流量的

功能要求"故对橡胶坝'底轴驱动翻板门两种结构型式

进行比选#

橡胶坝投资相对节省"坝体为柔性"能抵抗地震'

波浪等冲击"但充水缓慢"易受损伤"如!漏水面积较

大'修复困难'使用寿命短等"升坝或塌坝后各种残留

物滞流在坝袋上给景观带来负面影响# 而底轴驱动翻

板门虽然投资相对较大"但设备运行可靠"当塌坝'升

坝和调节水位时任意角度都可锁定(内外河水位差允

许值大"可以长时间完成坝顶溢流"形成瀑布美景"使

用寿命长"不易受损伤破坏# 综合比较"该溢流堰工程

闸门采用钢坝结构型式#

)."!水质指标分析

江苏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苏州分局监测点位于常

浒河溢流堰下游"位置在常浒河与新世纪大道交叉口"

监测频率为 $ 次T月# 溢流堰施工期为 "#$- 年 $" 月

至 "#$% 年 / 月"监测数据为施工前 ) 个月即 "#$- 年

$#.$" 月和完工后 - 个月即 "#$% 年 -.& 月"具体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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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数据见下表#

常 浒 河 水 质 监 测 数 据 表

指!!标
施!工!前 完!工!后

$# 月 $$ 月 $" 月 均值 - 月 % 月 ( 月 ' 月 & 月 均值

溶解氧T,C<T0- -.$( ).-( /.'$ /.-" -.-% ).&' %."& -."/ /.(( -.$(

高锰酸盐指数T,C<T0- -.&# &.%# '.)# (.&) -.(# %./# /.'# %.)# /.)# -.-#

氨氮T,C<T0- ".-" )."$ ".&' ".&# $./# #.'& #.'# #.-" #.$/ #.(-

!!由上表分析可得!

#

水体溶解氧含量单从月份比

较"变化规律不是很明显"而从均值而言"溶解氧含量

从 /.-"C<T0增加至 -.$(C<T0"增加了近 $/S"表明水

体经过溢流堰后溶解氧有所增加(

$

完工后高锰酸盐

指数较施工前有明显下降"由均值 (.&)C<T0降为

-.-#C<T0"下降近 )#S# 而氨氮含量变化更加明显"

由均值 ".&#C<T0降为 #.(-C<T0"下降了近 (/S"表明

水体经过溢流堰曝气后"高锰酸盐指数和氨氮含量降

低幅度较大#

$'总'结

溶解氧含量'高锰酸盐指数和氨氮均为衡量水体

中有机污染和还原性物质污染程度的重要指标# 数据

表明"溢流堰能有效增加水体中溶解氧'降低高锰酸盐

及氨氮含量"对水体起到一定净化作用#

常浒河溢流堰是常熟市内部配水控制堰之一"是

常熟市%畅流活水&工程组成部分"通过该工程项目的

建设能有效改善片区生态环境"对维护工程所在区域

的社会稳定和改善人民生活条件有重要意义"为社会

经济及生态文明城市建设创造良好的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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