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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坝闸门在团结水闸中的应用
陈志刚

%福建惠安菱溪陈田水库管理处' 福建 惠安!&*%'##&

#摘!要$!本文通过对钢坝闸与直升平面钢闸的对比'分析了钢坝闸门的优势'描述了钢坝闸门在团结水闸中的

具体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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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概况

林辋溪为惠安县第二大溪流"集雨面积 ''QI/

%

"

全长 %'I/"承担着沿线两岸的防洪&排涝&灌溉等任

务"沿溪共设水闸 " 座% 团结水闸位于林辋溪中下游

河段"集雨面积 *$.%I/

%

"主要功能为排洪&灌溉% 该

闸已运行六七十年"现已破损严重"年久失修"被鉴定

为三类水闸"对其重建已刻不容缓%

重建团结水闸位于现有水闸上游约 &#/的林辋

溪河道上"为中型水闸% 工程等别为
3

等"水闸枢纽等

主要建筑物级别为 $ 级"次要建筑物级别为 " 级% 重

建团结水闸主要由上游段&闸室段&两岸启闭房&下游

段组成% 水闸设计孔口宽度为 &"/"共 ' 孔"两岸设有

控制房% 闸门型式为底轴驱动钢闸门"宽 &"/&高

%.*/&重 ''#<"采用液压启闭装置控制%

-#钢坝闸门特点

底轴驱动钢闸门简称钢坝闸门"是近几年发展起

来的新型闸门"属于翻板式闸门"由门叶和固定在其底

部的底横轴以及底铰座&底水封&自润滑轴承&侧水封&

液压驱动装置&液压锁定装置等共同组成% 门轴与门

叶相连"通过底铰座固定在闸底板% 门轴设置了底水

封"门叶设置有侧水封"确保了止水效果% 液压驱动装

置驱动门轴转动"进而控制闸门启闭'液压锁定装置设

定锁定点"确保闸门固定% 闸门面板设置在上游侧"门

体竖向垂直时闸门为全关"向下游侧旋转 Q#f后平卧"

闸门全开"闸门全开时门体完全淹没于门库中'闸门可

调节局部开启"全关时门顶像滚水坝一样过流"形成人

工瀑布"可营造良好的生态水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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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升平面钢闸门和钢坝闸门比较

该工程水闸主要起挡水&泄洪的作用"按单向通水

设计"挡水高度及闸孔孔径较小"根据闸门选定原则"

结合工程实际情况"工作闸门拟采用平面钢门%

平面钢闸门根据启闭方式可分为直升平面钢闸门和

底轴驱动钢闸门"以下对该两种闸门型式进行方案比较%

&.'!直升平面钢闸门方案

直升平面钢闸门门叶主要由面板&主梁&吊耳&边

柱&次梁&止水装置以及行走部分等组成"与门槽相配

合能起到控制水流作用% 门槽一般由主&侧&反支承轨

道"顶+门楣,&侧止水座和底槛组成% 闸门支承采用

滑块"具有结构简单&便于维护的优点% 平面钢闸门结

构简单"技术成熟"运用广泛"而且挡水时闸门结构受

力影响小"止水效果好% 但是由于闸门为直升结构"闸

门全开时整扇门直立于检修平台上"对景观稍有影响%

直升平面钢闸门配上拉式螺杆启闭机"需修建启闭房"

启闭房建设可结合景观进行规划设计"见图 '%

图 )#直升平面钢闸门启闭房方案示意图

&.%!钢坝闸门方案

钢坝闸门外形新颖&美观&实用"汛期闸门卧倒于

水面以下"挡水时闸门立起% 河道中没有闸墩&启闭

房"也无需设交通桥"因此土建费用较低% 门顶可以溢

流过水"从而形成人工瀑布景观% 闸门材质为钢材"在

其表面进行热喷锌"坚固耐用% 运转件采用复合材料"

在水下运行无需加润滑油% 闸门通过液压设备启闭"

运行速度快"一般情况下 ' R%/36 之内就可以完成%

特有的锁定装置"有效控制了闸门开启角度"水位也可

以任意调节"见图 %%

图 -#底轴驱动钢闸门示意图

&.&!方案比较

以上两种方案的优缺点见表 ' 和表 %%

表 )# 工 程 量 及 投 资 分 析

序号 名!!称

方!案!一 方!案!二

直升平面钢

闸门方案

钢坝闸门

方案

' 闸室

8&# 混凝土底板,/

&

'#)Q Q&#

8&# 混凝土闸墩,/

&

'%"' $'#.$

8&# 混凝土刺墙,/

&

)'

8&# 交通桥板,/

&

%%"

钢筋制安,< %*+ ''%

镀锌管栏杆,/ '%& ''$

钢模板,/

%

%)"+ Q)#

启闭房,/

%

$'$ 'Q#

% 消力池

8&# 混凝土+底板,,/

&

"&% %$#

8&# 混凝土+翼墙,,/

&

'Q& )%

钢筋制安,< +% &%

钢模板,/

%

'%$' Q*#

& 闸门

闸门门体,< +% '##

埋件,< %% &#

防腐喷锌,/

%

'&)# )##

卷扬式启闭机,台 "

液压启闭机,台 '

液压锁定装置,套 %

$ 投资合计,万元 *&Q.Q+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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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优 缺 点 比 选 分 析

序号 影响因素
方!案!一 方!案!二

直升平面钢闸门方案 钢坝闸门方案

' 闸顶景观 闸顶有美观启闭房
!利用闸门顶过水"形

成瀑布景观效果

% 维护保养 结构简单"易于维护
!主要转轴件埋没于

水底"维护相对困难

& 结构受力

!传力简单"闸墩荷

载大"软基时需做地

基处理

受力小"地基处理简单

$ 检修门布置

!每座闸单独设置检

修门"平时放置于启

闭房内"检修时安放

较为方便

无检修门

" 水流流态 门槽少许影响流态 无门槽对流态的影响

* 应急状态 可利用自重有效闭门 液压设备启闭"速度快

+ 挡水方式 可双向挡水 仅单向挡水

) 使用寿命 寿命长 寿命长

Q 投资
!土建费用高"金结

费用低"总体投资略高

!土建费用低"金结费

用高"总体投资略低

&.$!方案选定

通过以上比较"两种闸门型式主要优缺点综述如下!

1.投资分析% 直升平面钢闸门设有启闭房&交通

桥"土建费较高"闸门金结及启闭机费用略低"总体投

资略高'钢坝闸门由于不设闸墩"没有交通桥"土建费

用低"金结及启闭机费用高"总体投资略低% 原闸下游

侧将新建团结桥"因此原闸拆除后不必新建交通桥%

G.使用性分析% 直升平面钢闸门方案闸室布置常

规化"汛期过水时门体提至检修平台上"以利河道行洪'

底轴驱动钢闸门"分别在河道两岸各设置一座启闭房"

设置一台液压启闭机% 钢坝闸门是由底轴旋转来带动

门叶"从而达到实现闸门启闭"底轴由分布两侧闸墩内

的液压启闭装置来控制"因此它的开启精确度很高%

!.维护性分析% 直升平面钢闸门单独设置检修

门"平时放置于启闭房内"检修时安放检修门"将工作

闸门提至检修平台上"易于维护'钢坝闸门不设置检修

门"主要转轴件埋没于水底"闸门检修不方便%

6.景观性分析% 直升平面钢闸门启闭房方案中

闸顶布置有常规启闭房"启闭房可结合景观修建成较

为美观形式'钢坝闸门门顶可像滚水坝一样溢流过水"

形成人工瀑布景观"相对而言景观效果更好一些%

综上"从投资&使用&维护及景观等各方面综合比

较"推荐采用钢坝闸门方案%

'#钢坝闸门的具体应用

团结水闸设置的钢坝闸门"孔口尺寸为 &"/V

%.%/+宽 V高,"设计水头为 %.$/+门顶溢流按最大

#.&/,% 主要结构件材质为 j&$"X"门叶采用竖向悬

臂梁受力结构'闸门采用底横轴驱动方式启闭"底横轴

采用无缝钢管
#

)##"材质为 j&$"8"按扭转弯曲受力

条件设计"底轴在净宽 &"/范围内共设 * 个支铰点"用

以承受径向荷载"轴承采用 Wbc耐磨自润滑球面轴

承"底轴与底板及底槛采用底铰座连接固定"底轴与门

叶采用螺栓连接或焊接% 为确保止水效果"闸门两侧

设止水密封条"并在闸墙临水侧采用大理石贴面"闸门

上游底槛&底轴处设置一道底水封% 闸门顶设有破水

器及若干门侧通气孔"以避免局部开启运行时因门顶

溢流及启闭操作时造成门后负压% 底铰式翻板闸采用

的启闭方式为双边同步"每孔配置 % V')##Id液压启

闭机 ' 台"液压缸采用中部转铰支承结构"活塞杆吊头

与固定于底轴端部的转动铰拐臂直接相连接"拐臂长

度 %.&/% 液压缸&液压泵站&电控柜等布置在闸室两

侧的启闭机房内"每个液压泵站控制 ' 个液压缸"水闸

共设置 % 个液压泵站+' 机 % 站,&' 个电控柜"每个液

压泵站都要设置 % 台油泵电机组"其中 ' 台备用% 启

闭机房内配有可靠的备用电源% 考虑到闸门的运行可

靠性"启闭机房内设液压锁定装置"固定闸门%

&#结#语

溪流综合整治要在实现河道防洪&排涝&灌溉等基

本功能的前提下"把生态景观融入工程设计"改善河道

及周边空间环境"形成亲切怡人的休闲空间和绿化生

态空间"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构建人水和谐&祥

和安定的生态环境% 钢坝闸整体美观并且更加适应水

体变化的需求"在水景观建设中造价更低"施工期短"

具有良好的柔性&强度性"运行安全可靠"占地较少"符

合景观设计要求"是一种先进的新型技术"具有很好的

发展前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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