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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庄引江闸工程改建原因
与效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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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沙庄引江闸作为淮安水利枢纽主要建筑物之一'具有引水*挡洪*排涝等功能( 为解决工程多年运行后

存在的安全隐患和工程老化问题'于 %#'& 年在原址实施改建( 改建后工程过流能力明显提高'站区拦污能力大大

增强'解决了一直困扰淮安站区泵站调水存在的过流不足和拦污困难问题( 同时'优化了工程设计*美化了工程环

境*提升了工程自动化管理水平和能力'实现了工程安全运行和水文化品牌的双提升(

#关键词$!工程) 改建) 效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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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位置及主要功能

沙庄引江闸位于苏北灌溉总渠与京杭大运河交汇

处"地处淮安市淮安区南郊三堡乡"与淮安一站&二站&

三站&四站&运西分水闸等建筑物共同构成淮安水利枢

纽+见下页图,% 沙庄引江闸是淮安抽水一站&二站配

套工程"作为淮安水利枢纽的主要建筑物之一"具有引

水&挡洪&排涝等功能"工程位置及作用十分重要"主要

功能及作用如下!当抽引江水时"沙庄引江闸全开或根

据抽水量调节流量"经淮安抽水一站&二站抽入灌溉总

*$'*



渠% 排除白马湖地区&温山河地区&新河周边地区涝水

时"关闭沙庄引江闸"与新河东闸配合协调供淮安一

站&二站抽排涝水% 当洪泽湖上游有洪水下泄时"关闭

沙庄引江闸"开启运西分水闸泄洪"经大运河排入

长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淮安水利枢纽主要泵闸工程位置示意图

-#工程改建原因分析

沙庄引江闸原闸建成于 'Q+Q 年 '# 月"闸底板为

一块四跨连拱反拱底板"闸孔总净宽 %$/"$ 孔"单孔净

宽 */"底板顶面高程 %."#/"设计引水流量 ')#/

&

,C"

校核流量 %##/

&

,C% 上游引河河底高程 %."#/"下游引

河河底高程 #.##/% 沙庄引江闸工程经多年运行"老

化及安全隐患等问题逐步凸现"过闸落差大&过流能力

不足等问题严重%

%.'!水闸过水能力不足"过闸落差远大于原设

计值

!!作为淮安一站&二站的进水闸"设计引水流量

')#/

&

,C"对应上下游设计水位分别为 *.&#/和 *.'#/

+设计过闸落差 #.%#/,"但根据历年实际运行情况"用

水高峰调水时上游水位一般在 ".$#/左右"上下游水

位差偏大% 'QQ$-'QQQ 年抗旱运行中"甚至出现了泵

站下游水位低于设计最低水位 $."%/的情况"%### 年

$ 月&" 月实测过闸水位差为 #.&# R#.")/% 由于实际

运行情况与设计工况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导致闸下水

位偏低"使站下实际水位较站下引江闸设计水位偏低

较多"造成泵站运行时站前水位较站前引江设计水位

低很多"导致泵站运行工况恶化"机组振动和汽蚀加

剧"效率降低"给泵站安全稳定运行带来严重不利影

响"不能满足泵站安全&稳定&经济运行要求和设计运

行规定%

%.%!闸站引江侧缺少清污设施

沙庄引江闸和淮安一站&二站均无清污设施"淮安

一站&二站运行时仅靠进水流道门口的垂直拦污栅拦

截水草&杂物以及人工捞草"拦污栅阻水问题突出"拦

污栅前后水位落差较大"减小了水泵的淹没深度"机组

运行偏离设计工况"效率降低"空化和振动严重影响泵

站安全&经济运行% 其中淮安二站拦污栅阻水问题尤

其突出"一般情况下"'# 天左右拦污栅前后水位差达

'/"且清理拦污栅处杂物费工费时"阻水造成机组非

正常频繁开机&停机"大大缩短设备寿命"危及泵站

安全%

%.&!结构型式落后"工程老化严重

原闸室结构型式落后"闸底板为一块四跨连拱反

拱底板"混凝土构件多为少筋结构"闸门为混凝土闸

门"无启闭机房"机电及启闭设备老化严重"无自动监

控系统%

"#改建主要内容及建成后效果分析

&.'!工程实施改建主要内容

%##Q 年 " 月"沙庄引江闸安全鉴定被评定为四类

闸% %#'& 年 '# 月"沙庄引江闸在原位置实施拆除重

建"新建闸闸室纵轴线向淮安一站侧偏离 ).'#/"闸孔

净宽 &*/"* 孔"单孔净宽 */"设计引水流量 ')#/

&

,C"

校核流 %##/

&

,C% 闸室采用钢筋混凝土平底板胸墙式

结构"闸室底板分 % 块" & 孔一联"底板顶面高程

'.##/% 闸室下游侧设现浇钢筋混凝土板公路桥"闸

室上游侧增设现浇钢筋混凝土板清污机桥"闸墩上游

增设 * 台回转式清污机% 闸室南侧设自动化设备控制

室"闸上设启闭机房"闸区管理范围内进行绿化及美

化% 工程于 %#'$ 年 " 月通过水下阶段验收"主体工程

%#'$ 年 '# 完工"%#'* 年 * 月通过单位工程验收%

&.%!改建后效果分析

&.%.'!过流能力明显提高

结合工程建设方案和模型试验成果+沙庄引江闸

改建前后下游水位影响分析成果见下页表,% 改建前

设计&校核工况下闸下水位分别为 ".&'/&$.)"/"过闸

落差分别为 #.&'/&#.*"/% 为解决淮安一站&二站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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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拦污栅堵塞严重问题"在原沙庄引江闸前增设拦污

栅设施"经计算在控制上游设计&校核水位为 ".*%/&

"."#/的情况下"最大过流量分别为 '+#/

&

,C&'""/

&

,C"

过闸流量无法满足设计要求% 改建方案降低闸底板高

程至 '.##/"增加闸总净宽为 &*/"上游增设拦污设

施"经计算设计&校核工况下闸下游水位分别为

".&&/&".'$/% 由此可见"改建方案提高了过流能力"

保证了淮安一站&二站的引水要求%

沙庄引江闸改建前后闸上!闸下水位成果表

运!行!工!况
水位,/

上游 下游

流量,

+/

&

,C,

备!注

改建前

+不增设拦污栅,

设计 ".*% ".&' ')# !

校核 "."# $.)" %## !

改建前

+增设拦污栅,

设计 ".*% ! '+#

过栅落差 #."+/"

下游自由出流

校核 "."# ! '""

过栅落差 #."&/"

下游自由出流

改建后
设计 ".*% ".&& ')# 过栅落差 #.%Q/

校核 "."# ".'$ %## 过栅落差 #.&*/

&.%.%!泵站运行工况改善明显

沙庄引江闸上游增设清污机拦污"与新河东闸西

侧新河捞草闸配合运用"为淮安一站&二站站下左右两

侧各筑起了一道拦污防线"这样无论从沙庄引江闸侧

经由沙庄引江河来污"还是从新河东闸侧经由引江河

来污"都经由两侧清污设备进行拦阻并通过打捞&清

理&外运"解决了淮安一站&二站站前拦污栅堵塞严重

问题%

同时"由于增设清污机"淮安一站&二站站下的垂

直拦污栅也可以进行重新设计选型"拦污栅的栅条外

形尺寸可大大减小"栅条间距可大幅度增加"除可节省

大量的捞草经费&降低拦污栅本身的制造成本外"更关

键的是可减少拦污栅的拦截过水断面面积"大大增加

站下过水断面"过水能力将得到明显增强% 这对于改

善泵站运行工况&增加调水效率&提高泵站的安全稳定

运行等效果将十分明显%

&.%.&!提升工程现代化管理水平和能力

工程改建消除了原有工程安全隐患"优化了闸室

底板结构"闸底板高程介于上下游原有河道工程之间"

上游河底高程由闸前混凝土护坦处 '."#/渐变至河口

处 %."#/"较好地与上下游引河衔接"有利于下游消能

防冲% 另外"工程改建后还更新了全部机电设备"增设

了启闭机房&管理用房和自动化自动监控系统"提高了

工程规范化管理和现代化管理的水平和能力%

&.%.$!水文化品牌进一步提升

工程建设对工程管理范围内进行水土保持设计和

景观设计"并结合工程管理需要进行了绿化&美化和亮

化"工程环境和工程面貌焕然一新"建成后的沙庄引江

闸和淮安水利枢纽站闸主体建筑物风格一致% 另外"

利用工程原有混凝土闸门设计并实施了闸门陈列广

场"该景点是对淮安水利枢纽风景区的有力补充"为风

光秀丽的淮安水利枢纽增添了一道靓丽风景线"进一

步提升了淮安水利枢纽整体形象面貌和水文化品牌%

'#结#语

沙庄引江闸工程作为淮安水利枢纽主要建筑物之

一"具有引水&挡洪&排涝等功能"工程地理位置和作用

十分重要% 为消除工程安全隐患和工程老化带来的一

系列问题"实施工程改建非常有必要% 改建后"工程过

流能力明显提高"站区拦污能力大大增强"解决了一直

困扰淮安站区泵站存在的过流能力不足和拦污清污困

难等问题"改善了淮安一站&二站机组运行工况"为泵

站安全&稳定&经济运行保驾护航% 另外"通过实施工

程改建"优化了工程设计&提升了工程形象&完善了自

动化监控系统&增设了启闭机房和管理用房&美化了工

程环境面貌"进一步提升了淮安水利枢纽的整体形象

和水文化品牌"确保了工程安全运行和水文化品牌的

双提升"效果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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