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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绛浍河河道治理工程方案设计
李!莹

!运城市水利勘测设计研究院" 山西 运城!%PP%%%#

!摘!要"!浍河河道由于河岸坍塌"河槽摆动比较频繁"形成许多险工险段"直接危及沿河村镇和两岸堤防安全%

为了提高防洪标准"结合河道治理的依据和原则"提出了适宜该河道的设计方案"实践表明)该河道治理效果较好"

是一项利国利民$费省效宏的工程%

!关键词"!防洪标准& 河道治理& 工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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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概况

浍河在新绛县境内全长 I$HJG>#为汾河的一级支

流#位于汾河左岸#于该县东南部中村北进入县境#从

县城南部通过后在新纺桥附近西村一带汇入汾河& 该

次河道治理范围为宋村至浍河入汾口段#长度 PH"G>&

该段属平原冲积性蜿蜒型河流#河道蜿蜒曲折#河槽

最大摆动幅度达 IG>以上#呈复式河道形态#河槽单

一#滩槽分界明显#有 f形弯道 I 个& 入汾口宽约

R%>& !

现主槽深 "H%>#宽 IJ M"%>左右#常年有污水#流

量约 %HJ>

L

N?&

/)工程存在的主要问题

6H汾河顶托倒灌浍河& 由于汾河河床较高#每当

汾河河道行洪时#汾河顶托倒灌#造成浍河下游行洪受

阻#河道大量淤积#致使浍河两岸农田淹没#遭受严重

的洪涝灾害&

CH现有堤防防洪标准低%质量较差%防护工程不

足& 据地质勘探资料#堤防的干容重为 I"HJ M

IJHJG)N>

L

(大部分堤防边坡陡#临河边坡在 IeIHJ M

IeIHK 之间#部分堤防只有 IeI(背河边坡在 IeI M

IeIHK之间(个别堤段堤身内还有一些鼠类洞穴等& 部

分河段堤线不顺#间距狭窄#过流宽度不足#形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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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洪的卡口#导致上游河段大量壅水& 部分河段弯度

很大#行洪不畅#堤防处于主流直接顶冲的位置#工程

难以防守&

5H河岸坍塌严重#河槽摆动频繁& 该段河床为砂

壤土和粉细砂#结构松散%抗冲能力较差#河岸坍塌#河

槽摆动比较频繁#形成许多险工险段#直接危及沿河村

镇和两岸堤防安全& 由于河槽频繁摆动#洪水常常顶

冲堤防#造成堤防坍塌#甚至决口成灾&

FH河床淤高%主槽萎缩#河道行洪能力下降& 该

段河道坡降平缓#泄洪输沙能力不足#河床逐渐抬高&

随着河道年径流量减小#行洪主槽大量萎缩#致使河道

行洪能力下降& 同一流量下水位持续升高& 由于河床

持续淤高#加之近年来洪水较少#沿线居民向河道内倾

倒垃圾#导致主槽严重萎缩#河道行洪能力大幅降低#

洪水位不断抬高#河道工程防洪标准严重降低&

=H投入严重不足#问题日益突出& 长期以来#浍

河治理工程投资缺乏#由于+两工,政策取消#群众投

劳农田水利投入机制和组织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对

中小河流的治理日趋减少#灌区对引洪流量越来越少#

致使浍河防洪面临的问题日益突出&

%)工程规模及建设内容

LHI!工程规模

根据河道防洪总体规划#按照+轻重缓急%统筹兼

顾%分期实施,的指导思想#河道治理范围为宋村至浍

河入汾口段#长度 PH"G>&

LHIHI!堤防防洪标准与等级

新绛县浍河堤防防护区以乡村为主#依据.防洪标

准/"*QJ%"%I-IRRP$中第 LH%HI 条规定#防洪标准为

"% MI% 年一遇#结合实际情况#设计堤防工程防洪标

准为 I% 年一遇& 按照 .堤防工程设计规范/ "*Q

J%"K$-IRRK$#属 J 级堤防&

LHIH"!堤线布置原则

6H堤线应与河势流向相适应#并与大洪水的主流

线大致平行& 一个河段两岸堤防的间距大致相等#不

宜突然放大或缩小&

CH堤线应力求平顺#各堤段平缓连接#不得采用

折线或急弯&

5H堤防工程尽可能利用现有堤防和有利地形#修

筑在土质较好%比较稳定的滩岸上#留有适当宽度的滩

地#尽可能避开软弱地基%深水地带%古河道%强透水

地基&

FH堤线布置在占压耕地%拆迁房屋等建筑物少的

地带#利于防汛抢险和工程管理&

=H在不影响过水断面的条件下#结合实际#充分

考虑工程建设地地形特征#尽可能合理保护%利用

土地&

LHIHL!堤距确定

根据河道地形%地质条件#河床演变特点#冲淤变

化规律等#结合已有堤防现状特征#设计堤防堤距为

#J MRJ>&

LH"!工程建设内容

LH"HI!治理目标

确保浍河河道在设计洪峰流量为 L%%>

L

N?时安全

入汾&

LH"H"!工程建设内容

根据现有堤防工程和险工护岸工程的实际状况#

针对河道现状存在的问题#按照河道治理工程的依据%

原则及目标#设计工程建设内容!

'

按设计纵坡整修现

有主河槽 PH"G>(

(

按设计断面整修%加高培厚拓宽退

建或新建左右堤防 "左堤防长 PH%G>#右堤防长

PHILG>$#对河道行洪影响较大的 IP aL%% MIP aR%%

"原长度 "IJL>$畸形弯道进行裁弯取直(

*

堤防边坡

采用草皮护坡#堤顶道路采用泥结碎石路面(

+

理顺河

势#疏浚局部卡口地段#对主河槽弯道处采用干砌石护

岸#对堤防弯道处进行干砌石护砌(

-

在 IP aL%% M

IP aR%% 截弯取直段的过路处新建机耕桥一座#桩号

为 IP a#KJ#修建上堤道路 $ 处#修建穿堤涵管 P 座&

$)工程设计

PHI!河道治理方案

PHIHI!堤防加固

6H对于入汾口的 IJ a#J% MI$ aJ%% 段堤防#基本

'&#'



上依据现有堤防布置#堤距狭窄%过流宽度不足的#按

照堤距满足 L%%>

L

N?的过流要求进行拓宽退建&

CH对于形成死弯%死角#堤线不顺%行洪不畅的河

段堤防#进行堤防改建#调整理顺堤线#以保证堤线平

顺和行洪通畅&

5H对堤距满足要求#但堤高不够%堤身质量差的

堤防#采用背水侧削坡%临水侧加高培厚的加固方式(

当两岸堤距过窄或堤防临水侧边坡已护砌时#采用临

水侧削坡%背水侧加高培厚的加固方式&

FH对影响堤防安全的近堤沟槽#采用堤防加高培

厚时#清基和旧堤削坡的弃土进行回填整平#回填高度

与滩面齐平&

=HI" aL%% MIP a#J% 无堤防段#根据地形#按照

满足洪水流量 L%%>

L

N?的过流要求新建堤防#新建堤

防须满足堤线平顺和行洪通畅的要求&

:H对原主河槽畸形弯道段#采用裁弯取直#改道后

河道可缩短 IHJJLG>#裁弯取直段以起始和终点河道

断面为控制点#将其顺畅连接&

PHIH"!纵断面(横断面设计

治理段河道为复式断面#该次设计仍维持原断面

型式#主河槽断面基本不变#裁弯取直段主槽深及宽同

现主槽断面尺寸#即深约 I>#底宽约 I%>#边坡 Ie"&

PH"!堤型选择

浍河已有堤防为均质土堤#治理段新建堤防地处浍

河下游#滩地及两岸均有较为充足的土料& 堤身设计为

均质土堤#利用附近的土料填筑& 为便于工程管理和防

汛抢险#堤顶道路铺设 "%5>厚的泥结碎石路面&

PHL!堤身设计

PHLHI!堤顶超高

堤顶超高的计算按 .堤防工程设计规范/ "*Q

J%"K$-IRRK$的要求进行#堤顶高程为设计洪水位加

堤顶超高& 堤顶超高由波浪爬高%风壅增高和安全超

高三部分组成& 经计算#堤防的堤顶超高取 IH%>&

PHLH"!堤顶高程

左右堤防堤顶高程为设计洪水位加堤顶超高&

PHLHL!堤顶宽度

确定堤顶宽度的原则是在保证工程安全的前提

下#满足防汛交通%工程抢险及工程正常运行管理的需

要& 对于浍河 J 级堤防#设计堤顶面宽度取 P>&

PHLHP!堤防边坡的确定

按照.堤防工程设计规范/要求#在满足渗流稳定

和抗滑稳定要求基础上#参照汾河中下游已建堤防#结

合堤防填筑土料性质#堤防拟采用低液限粉土填筑#堤

防临水坡%背水坡边坡均取 Ie"&

PHP!跨堤建筑物设计

PHPHI!机耕桥

在 IP aL%% MIP aR%% 截弯取直段的过路处新建

机耕桥一座#桥桩号为 IP a#KJ#荷载按+汽8IJ,设计#

+挂8K%,校核& 桥板长 "P>#桥面宽 $HJ>#分三跨#每

跨 K>#桥板采用预制 _"J 钢筋混凝土平板结构#厚

%HL$ >#桥台和桥墩为 #̀HJ 水泥砂浆砌石桥墩#基础

采用现浇_"J 钢筋混凝土板式基础& 机耕桥面及两端

道路均高出滩面 L$5>#桥两端道路穿浍河大堤采用

IeI%引坡#当通过设计洪水时#桥面可以淹没过流&

PHPH"!穿堤涵管

为使浍河沿岸低洼处洪水顺利进入河道#需在各

低洼处洪水入河口处设置穿堤涵管#治理段新建穿堤

涵管共 P 座& 涵管为
#

J%% 钢筋混凝土排水管#每节

">#管道接口形式为钢丝网水泥砂浆抹带接口#管基

为现浇_IJ 混凝土#宽 R%5>#高 "K5>&

PHJ!堤防稳定计算

堤防稳定包括渗流稳定和抗滑稳定两部分& 由于

堤防战线长#根据地质资料#该次计算选择堤防高度较

大%设计水位较高的左堤桩号 R aI%% 处断面作为典型

断面进行分析计算& 从计算结果可以看出#堤身%堤基

渗流比降均小于允许渗流比降 %HP$#渗透稳定满足要

求& 堤坡抗滑稳定满足规范要求&

#)结)论

浍河河道治理工程的实施#不仅提高了河道的防

洪标准#对整个汾河下游的生态环境起着举足轻重的

作用#而且对于促进各行业的全面发展%维护社会的稳

定%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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