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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完善和改造武穴市
!三湖"地区排涝系统的思考

李龙绪!查!敏
%武穴市河道堤防管理局' 湖北 武穴!M"PM%%&

!摘!要"!随着城市化进程的迅速推进'城市洪涝灾害日趋严重'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发展受到极大威胁'因

此建立合适的城市防洪排涝标准(提高城市防洪排涝能力成为社会发展的当务之急) 本文以处于+三湖,地区的武

穴市防洪排涝工程体系现状为例'提出该地区在排涝系统中存在的问题'并分析缓解内涝的一些方法'最后对未来

解决内涝应该增加的水利基础设施提出建议)

!关键词"!水利工程*排涝系统* 清淤扩容* 排洪泄洪* 武穴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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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概况

"三湖#地区及西隔堤位于鄂皖交界华阳河流域

上游$因其境内有武山湖&太白湖&龙感湖等 " 个主要

湖泊而得名$其中武穴市境内有武山湖&太白湖-与黄

梅县共有.$涉及武穴市武穴&刊江&大法寺&四望&大

金&石佛寺&花桥&龙坪&万丈湖农场 O 个镇-办事处.%

"三湖#地区东与安徽省宿松县为邻$北接蕲春县$西

起武穴市盘塘$南临长江$涉及黄梅县&武穴市和龙感

湖管理区% 西隔堤保护面积 #MMN3'`E

$

$耕地面积 #NN

万亩$人口 #P"3$ 万人$保护区 $%#M 年工农业产值

"&'3O 亿元% $% 世纪 P% 年代以来$黄梅&武穴&龙感湖

三县-市&区.坚持高筑堤&深挖港&建大闸$调整水系$

基本形成"三湖# -武山湖&太白湖&龙感湖.调蓄&"三

,%&,



闸#-童司牌&梅济&沱湖.调控&"三站# -官桥西&清江

口&八一.排涝&"两堤# -黄广大堤&西隔堤.挡洪的防

洪排涝工程体系%

#3#!水利工程现状

自 $% 世纪 N%/'% 年代大修水利工程以来$武穴

市建设和完善了以长江干堤为屏障$一级电排站为枢

纽$二级电排站为基础$沿江涵闸为咽喉$官桥大港为

动脉的"一港串五湖#排灌系统% 该系统多年来为保

障武穴市农业生产丰收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

湖#地区防洪排涝骨干工程包括!

53黄广大堤% 上至武穴市盘塘$下至黄梅县段窑

与安徽省同马大堤相接$全长 &'3"M`E$其中武穴市

$&3M'P`E-桩号 P& a&NP U&' a"M%.%

<3华阳河分蓄洪区西隔堤% 该堤南端与黄广大

堤 $ aPN% 处搭接$北至黄梅县城东北抱儿山$全长

"&3OM`E$其中 % a%%% U$M a%%% 为临湖段$$M a%%% U

"& aOM% 为临河段% 西隔堤主要挡水堤段高程 #&3$N U

$"3$#E-冻结吴淞高程系统$下同.$有穿堤闸站 #$

座$其中沱湖闸&新开闸&湖口闸为较大涵闸%

23武穴大闸% 位于黄广大堤桩号 NO aO#' 处$共

M 孔$孔口尺寸 MEZNE$闸底板高程 #%3""E$闸顶高

程 $M3P%E$设计排水流量 #$%E

"

S;%

/3童司牌节制闸% 位于连通武山湖与太白湖的

官桥大港上$共 & 孔$孔口尺寸 MEZNE$底板高程

##3'PE$设计流量 #%%E

"

S;%

03官桥西泵站% 位于武穴城东$紧邻武山湖$距武

穴大闸 "3P`E$装机 N Z&%%`($设计排水流量 P#E

"

S;$

设计起排水位 #N3%%E%

#3$!武山湖及太白湖来水情况

武山湖位于武穴市城区北郊城脚下的河积平原

区$湖泊水面面积 #N3"`E

$

$相应容积 P"M" 万 E

"

$是华

阳河流域上串联的一座中型湖泊$上集梅川河

-#NO3'O`E

$

.&大金河-P'3#'`E

$

.&铁石河-PP3%N`E

$

.

以及城区东港&西港&黄泥湖垦区截流港来水$控制流

域面积 M'O3&`E

$

%

太白湖是华阳河流域串联的一座中型湖泊$位于武

穴市东部$湖面跨武穴市和黄梅县$流域面积 #$"P`E

$

%

当湖水位为 #N3%%E时$湖面积为 "%`E

$

$相应容积

O"%% 万E

"

% 武穴市境内主要入太白湖河-港.道有官

桥-丰收.大港&荆竹河&东河$西河-花桥河.&农场港

等% 湖水由梅济港流经龙感湖后至安徽省内的华阳河

入江%

#3"!武山湖及太白湖湖区内涝洪水排放途径

53在汛期$当下游太白湖&龙感湖水位较低时$打

开童司牌闸将洪水泄入下游湖泊'汛期降暴雨$武山湖

高水位运行$当自排不能满足湖区安全时$开启官桥西

泵站削峰$提排湖水经百米大港和武穴大闸入江'当华

阳河流域湖泊水位普遍较高$下游顶托不能自排时$关

闭童司牌节制闸由官桥西泵站提排入江'当武山湖水

位降至 #N3P%E以内$预报近日无雨时$官桥西泵站停

机'当武穴大闸长江水位超过 $$3%%E时$视百米大港

承受能力确定泵站是否运行%

<3当太白湖水位在 #'3%%E以上且官桥大港下泄

流量趋近于零时$关闭童司牌闸$当黄冈市"三湖#地

区防汛分指挥部指示关闭童司牌闸时$执行上级关闸

命令$同时$官桥西泵站开机排涝%

,&武穴市武山湖&太白湖排涝系统存在的

问题

!!53进入汛期$长江水位上涨$在一般情况下$位于

华阳河流域末端的安徽华阳闸&杨湾闸关闭$武山湖和

太白湖的洪水将不能从华阳闸&杨湾闸入江$易形成

"三湖#地区内涝%

<3汛期武山湖高水位$官桥西泵站提排湖水经百

米港和武穴大闸入江% 官桥西泵站距武穴闸近

"3P`E$提水排涝受两个方面的限制!

!

受长江水位的限制% 当内涝发生时$长江水位

比较高$到 $$3P%E以上时$百米港两坝防御能力达到

极值$基本不能排涝%

"

百米港东西坝断面不达标$堤身土质差% 高水

位运行$东西坝险象环生$百米港排涝防汛需要武穴办

事处和龙坪镇及沿港各村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



23梅雨季节前中期$湖库泄洪与湖库渔业养殖蓄

水之间存在矛盾% 湖库渔业养殖需要蓄水$受人为和

工程设施的影响$湖库泄洪力度往往不到位% 如武山

湖设防水位 #N3%%E$而养殖拦水坝高程 #P3$%E$其间

库容只有 $%'M 万 E

"

$仅相当于一个小中型水库的库

容$严重制约湖库汛前泄洪$而武山湖控制流域面积

M'O3&`E

$

$汛期武山湖调蓄能力较差% 因此$有关政府

部门在汛前积极协调湖库养殖与洪水调蓄关系$强化

湖库梅雨期洪水调度管理%

$&缓解武穴市湖区内涝的几种方法

53建设和完善城区排涝系统% 在原三八闸处-黄

广大堤相应桩号 'M aO'P.新建青林闸和提水排涝泵

站$通过新建青林闸$增建排水泵站$配套改造东港&西

港&东风港三条主排港和节制闸$解决城区内涝问题%

配套建设提水泵站解决枯水期城区水污染% 城区及其

上游盘塘至武穴城区来水-主要是东港&西港&东风

港.可通过青林闸排涝泵站排入长江$汛期削减武山湖

来水流量%

<3新建武穴大闸-黄广大堤桩号 NO aO#'.临江提

水泵站$解决长江高水位泵站不能启排问题$缓解武山

湖上游武穴城区和梅川河&大金河&铁石河及武山湖区

防汛压力% 同时避免百米港排涝防汛两镇及各村投入

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23重建龙坪闸$新增龙坪闸排涝泵站% 龙坪闸位

于黄广大堤桩号 NM a#N# 处$是武穴市长江干堤上的

一座病险闸$需要拆除重建% 结合龙坪闸重建$进一步

完善龙坪农场地区引排水体系% 农场港长 $$3P`E$是

武穴市平原地区龙坪镇和万丈湖农场排涝的枢纽工

程$西通过王胜一闸接百米港$东到农场 #$ 队入太白

湖$北通过农场"百米港#长约 "3P`E连接官桥大港$

南接龙坪闸引水港&经龙坪闸连接长江% 在黄广大堤

龙坪闸建一座排涝泵站$连接农场港$并配套改造农场

港及其支流$可及时解决龙坪和农场的涝灾$同时在关

闭童司牌闸时可排出官桥大港的洪水$缓解武山湖&官

桥大港及官桥大港以北石佛寺&花桥城塘湖等地洪水

压力%

/3加强中型水库错峰调蓄$减轻湖区防汛压力%

武穴市有中型水库-梅川&荆竹&仙人坝&大金.M 座$总

库容 #3O 亿E

"

$由于中型水库库容量大$对湖区调蓄

作用非常大$因此对 M 座中型水库调度非常重要% 武

穴防办加强对上游 M 座中型水库的科学调度$充分发

挥水库防洪功能$抢抓晴好天气$利用湖区低水位的有

利时机$腾空库容$拦蓄洪峰% 据统计$P 月 # 日以来$M

座中型水库共泄洪 P%'O 万 E

"

$同时严禁在湖水位较

高的情况下泄洪$对湖区防汛起到积极作用$极大缓解

了武山湖区及其下游的防洪压力%

03清淤扩容$退田还湖% #OMO 年$武山湖水位

#N3%%E时水面面积 $P`E

$

% #O&& 年水面面积 #N3#`E

$

$

武山湖湖面缩小近 O`E

$

$包括 $% 世纪 '% 年代围湖造

田形成涉及武穴市 N 个镇的黄泥湖圩&白水塘圩&仓头

圩&冯秀圩&和尚塘圩&朱奇武圩等 #P 座圩%

N% 年来太白湖水面缩减一半以上% $% 世纪 P% 年

代中期$太白湖湖泊面积仍有 N"3'`E

$

$水面面积

N%3#%`E

$

% 目前$水位 #M3P%E时$水面面积仅为

$P3N`E

$

% 武穴市太白湖区湖围总面积 $P3$&`E

$

$主

要有泥湖圩&连接圩&团结圩&赤脚圩&丰收圩等%

"三湖#地区围垦区面积增多$受围湖造田&圈圩

养殖&种植和围网养殖等人为活动影响$再加上入湖水

杂质多$淤泥沉积严重$湖泊面积明显减少$湖泊防洪

能力明显降低$严重影响防洪功能的正常发挥及区域

防洪除涝的安全性%

湖区具有蓄水防洪&农田灌溉&水产养殖&观光旅

游&调节气候等多种功能$对"三湖#地区经济社会发

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治理武山湖&太白

湖的根本出路是清淤扩容&退田还湖$有效增加湖体体

积$增强蓄洪能力% 同时起到改善周边环境&保护生态

的作用%

#&对排涝水利工程建设的几点意见

53建一座临江泵站和一条直通太白湖的港道$将

太白湖水直排入长江%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座泵站

将太白湖水直排入江% 汛期黄梅县利用"北水南调#

工程$将老县河&张湖&梅济港下游& '下转第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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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项目进行验收'验收通过后将请款报告报送至县财

政部门$经县财政部门审核后拨付至乡镇财政所$乡镇

财政所支付给施工单位%

#&结&语

自实施维修养护项目以来$辽宁省本着制度先行

的原则$从项目实施过程&资金分配管理&质量监督

管理等方面不断探索$制定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制度

体系$规范了项目管理和资金使用$让维修养护资金

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农村水利工程运行状况有了较

大改善$工程运行管护水平也有了大幅提升% 辽宁

省在农村水利工程维修养护项目管理方面所做的探

索和尝试$可为各地水利工程维修养护项目的有效

实施提供借鉴和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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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白湖&王大圩港等防区内的渍水由王大圩泵站自排

闸通过孔龙镇的义务沟&邢港&幸福港引入东西港$启

动清江口&八一泵站以 P%E

"

S;排入长江% 武穴市在 '

月 $P 日 $% 时童司牌闸开闸引太白湖 $%E

"

S;水入武

山湖$共计排出流量达 '%E

"

S;% 太白湖 ' 月 $' 日 ##

时最高洪水位 #N3&OE$& 月 $ 日 $# 时太白湖水位只退

到 #N3NPE$N5 时间降 %3$M0E% 而武山湖水经官桥西

泵站抽出$过百米港后直入长江$排水流量 P#E

"

S;% '

月 " 日 $% 时$武山湖水位达最高洪水位 #'3&ME$' 月

$N 日 #' 时水位退至警戒水位 #N3P%E$每天水位下落

%3%P U%3#%E% 武山湖直接通过百米港排水$没有连

接圩堤$排水效果明显%

<3建立"三湖#地区联防联治机制$促进经济环境

协调发展% 按照区域联防联治工作机制$三县-市&

区.加强协调互动$实现信息共享% 一方面$统一编制

"三湖#地区抗旱排涝规划% 整合资源$合理布局$完

善区域抗旱排涝体系$进一步促进华阳河流域抗旱排

涝统一调蓄% 尽力争取临江建设排涝泵站$减轻内湖

防洪压力% 另一方面$建立重大问题应急响应制度$统

一预警和应急响应等级$加强相邻地区应急联动$及时

通报跨行政区域影响或可能影响相邻县-市&区.的重

大舆情等$做到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解决% 同时$

建立重点项目信息通报制度%

23打造百米港景观工程% 从武穴闸到官桥泵站

长 "3P`E$港上口面宽度达 #%%E% 东西坝坝面宽度

&E以上$内外边坡 #g$% 在非汛期时$将百米港水位

控制在 #'3%% U#&3%%E之间$东西坝建成景观工程%

百米港距武穴主城区只有 P`E$从南到北有长江干堤&

百米港二桥&百米港一桥贯穿$交通极为便利% 可以通

过整治堤防&绿化"一港两岸#$沿岸设置景观小品$逐

步形成一定规模的旅游景点%

%

,'',

梁立章等S辽宁省农村水利工程维修养护项目实施中的问题及对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