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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庄运河治理工程设计探讨
黄!彬

!枣庄市水利勘测设计院" 山东 枣庄!$OOP""#

!摘!要"!本文从韩庄运河治理工程设计入手"论述城市河道治理设计可以防治汛期发生较大的洪涝灾害"而且

可以满足在枯水期对农田的灌溉需求% 从实际工程出发"将其与城市环境美化道路设置等结合起来"逐渐实现人

与环境高度协调% 在治理工程期间"同时考虑节能设计$周边水土流失防治方案"以期对以后类似工程有一定借鉴

作用%

!关键词"!韩庄大运河' 排涝' 节能' 水土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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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韩庄运河承受来自山东(江苏(安徽(河南四省八

个市三十四个县区 " #(U""+,

$

$ 及韩庄以下区间

"(P$P+,

$

$ 的排洪 "水 $ 任务# 合计总流域面积

##$$P+,

$

#全长 U$RS+,#上游 #RS+,在济宁市微山县

境内#其余流经枣庄市' 随着韩庄运河的治理(上游泄

洪通道的畅通#尤其是出口段的大幅度扩宽#而下游河

道断面相对不大#汛期加之骆马湖水位顶托#给韩庄运

河中下游(中运河台儿庄段的防汛除涝工作带来巨大的

压力.(/

' 本文基于此对韩庄运河治理工程进行探讨'

,'水文气象与地质

韩庄运河工程区域属暖温带亚湿润区#具有从南

向北的过渡性气候#四季十分明显' 夏季会受到亚热

带季风的影响' 降水主要会发生在 O,Q 月#每年平均

O,Q 月的降水量占到年降水量的 S"Z左右#而冬季的

降水量仅占年降水量的 QZ左右' 有记录资料表明其

最大年降水量为 (#S#R),,#发生于 (QSU 年-最小年降

雨量为 #QP,,#发生在 (QPO 年' 年降水量的变化范围

比较大#汛期和枯水期比值达 $RSU' 平均水面蒸发量

为 P)ORU,,' 按照埋藏的条件及岩层孔隙性质#工程

)!$)



地区的地下水分为潜水(承压水和裂隙水' 潜水主要

存在第四系松散岩层黏土(壤土和中砂中' 中砂的渗

透系数为 (OR),W=左右#属中等透水层' 承压水主要

存在奥陶系石灰岩中' 裂隙水主要存在黏土岩的裂隙

中' 地下水主要来源是大气降水#地下水位随季节变

化比较大#排水主要是补给河水.$/

'

E'工程建设必要性和迫切性

韩庄运河担负着苏(鲁(豫(皖四省 #PP$P+,

$ 的排

洪"水$任务#全长 U$RS+,#最上游 #RS+,在济宁市微

山县境内#其余河段均流经枣庄市' 随着韩庄运河的

治理(河道防洪除涝标准的提高#尤其是出口段的大幅

度扩宽#给中下游台儿庄地区的排涝工作带来巨大压

力.#/

' 以 $"") 年 Q 月底 (" 月初南四湖泄水为例!南

四湖周边地区普降大雨#下级湖微山岛最高水位为

##R##,#南四湖韩庄闸持续不断以 $""",

#

W3流量泄

洪#运河出现历史最高水位#台儿庄闸上水位高达

$PRQS,"堤外城区地面高程 $SR(",$#根据实测与推

算省界运河 水位约 为 $ORP(,"堤 外 地 面 高 程

$URU",$' 台儿庄地区因提排水设施老化失修和提排

水能力不足#运河两岸大面积积水#最深达 "RQ,#全区

过水农田面积 $$R) 万亩#成灾面积 (SRU 万亩#绝产

("RU 万亩-有 #U 个村庄被洪水围困#损坏和倒塌房屋

USS 间#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受到严重损失' 据统计资

料#一次性受灾损失折合人民币 (RU 亿元'

韩庄运河治理工程设计成果见下表'

韩庄运河 %) 年及 ,) 年一遇设计水位成果表

序

号
桩 号 支流名称

)"年一遇

干流防洪

流量W

",

#

W3$

$"年一遇

干流防洪

流量W

",

#

W3$

)"年一遇

干流防洪

水位W,

$"年一遇

干流防洪

水位W,

( S \#)( 一支沟 US"" U""" #URQ ##RQ

$ (" \O(" 二支沟 US"" U""" #UR( ##R$

# (U \#OU 阴平沙河 US"" U""" ##RS #$RO

U (O \S") 魏家沟 US"" U""" ##R$ #$R$

) (P \)Q) 三支沟 US"" U""" ##R" #$R(

S $# \"SU 四支沟 US"" U""" #$R$ #(RU

O $S \P(O 大沙河分洪道 US"" U""" #(RO #(R"

P #" \(O# 峄城大沙河 )""" U""" #(R$ #"RS

Q #S \("$ 台儿庄闸上 )U"" UU"" #"R" $QRO

(" #S \#"" 台儿庄闸下 )U"" UU"" $QRQ $QRS

(( U# \(SS 省界 )S"" UU"" $QR$ $QR"

!!从左下表可以看出#以台儿庄闸上为例#韩庄运河

经本次设计治理后#$" 年一遇防洪水位 $QRO,#)" 年

一遇防洪水位 #"R",#设防标准远高于 $"") 年运河出

现历史最高水位时#台儿庄闸上水位 $PRQS,#在出现

设防标准洪水时#可确保河道堤防安全#从而保障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 因此#工程建设非常必要及迫

切#意义重大#社会效益(经济效益显著'

&'运河治理工程设计和分析

UR(!排涝工程设计

UR(R(!台儿庄排涝站

台儿庄排涝站位于越河下游入运河处(古城西南

侧#担负台儿庄城区防洪任务.U/

#一般条件下利用该站

进行排涝#排涝标准相对偏低#前池污杂物淤积#古城

水系对来水要求保证率高(水泵等设备检修困难-主机

房内外墙墙面脱落-$ 号机组运转过热#水泵运行不正

常-高压侧操作A控制A保护为跌落式熔断器(不符合配

电要求-现可编程微机操作集控系统及油开关已淘汰

和老化#系统运行很不可靠(不利于防汛和开机排涝'

UR(R$!排涝模数的确定

韩庄运河南下一期运河影响处理工程排涝站更新

改造设计中采用的排涝标准为台儿庄城区采用一日降

雨一日排完的排涝标准#设计排涝模数为 "RO(,

#

W3)

+,

$

#城区外仍采用原设计确定的三日降雨三日排完的

排涝标准#排水模数为 "R#O,

#

W3)+,

$

'

重点排涝站更新改造仍采用上述标准#但需要说

明上述标准已偏低#目前已不采用#推荐一般城区采用

一日降雨一日排完#城区外一日降雨两日排完的标准'

由水文分析可以看出#正常情况下提排模数!城外

农田采用 "R),

#

W3)+,

$

#城区采用 (R"),

#

W3)+,

$

'

由此看出#原采用的泵站排涝模数标准偏低#特别是城

区原先设计取用值和该次分析结果相比低的较多'

UR(R#!泵站设计

0R机房主体工程#机房拆除重建#更换墙下大梁(

电机梁#增加机房圈梁(抗震柱(吊车梁#增设 0HdoA#

吊车-增设高低压配电间'

=R压力池输水箱涵接长'

)"$)



2R维修加固排涝站自排涵洞'

5R原有机组拆除#更新 ( XO 号机组#更换水泵拍

门及出水管 O 套-更换排涝站内配变电设施'

.R改善院内工程管理设施' 拆除站内管理房#重

建排涝站管理房兼中控室#院围墙拆除重建#更新大

门(门卫室#院内美化(院内道路硬化'

;R增设排涝站自动化测控系统'

UR$!节能设计

为了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实现节约资源等基本

国策#加强节能工作是迫在眉睫的重要任务#同时也是

国民经济发展的一项长远战略方针' 水利工程设计对

合理利用资源(提高能源利用率(提高项目的实用率有

重要的意义'

结合工程特点#分析包括合理用能标准及节能设

计规范(建设工程能源消耗种类(项目所在地能源供应

情况(能耗指标(节能措施和节能效果等'

UR$R(!工程设计建设方面

0R优化设计工程#选取合理(经济的设计方案-在

确保工程安全(可靠的情况下#防止选取耗能过大的

设备'

=R选用能耗低的机电设备'

2R提高液压管道的严密性#防止泄漏'

5R对保温应选用绝热性能好的保温建材#优化设

计保温结构#使其散热损失减少'

.R施工中合理调整#安排好施工步骤#减少不必

要的能源损耗'

UR$R$!工程管理运行方面

0R建设节能和管理制度#分析能耗指标'

=R加强节能宣传#提高员工对节能的认识'

UR#!周边水土流失防治方案

UR#R(!防治目标

结合实际工程#为了预防工程建设施工过程中水

土流失#因地制宜采取防治水土流失的办法#减少建设

工程对韩庄运河区域生态环境造成的不利影响#全面

控制水土流失#为主体工程安全和周边环境的恢复改

善提供保障.)/

' 该工程具体防治目标为水土流失治理

度 Q"Z-扰动土地治理率 Q"Z-土壤流失控制比 "RQ-

林草植被覆盖率 (QZ-植被恢复系数 QPZ'

UR#R$!防治责任范围

由于该工程地处平原区#施工建设范围内无交叉

河道#且为封闭施工#水土流失对下游和建设区以外影

响甚微#可不计其影响#工程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主

要为项目建设区和直接影响区' 具体包括建筑物建设

区和临时工程区建设区#总面积为 #R$S 亩'

UR#R#!水土流失防治措施体系

根据项目区各项工程布置特点#将水土流失防治

分成工程建设区(弃土弃渣区(施工临时生活及设施

区#做到工程建设和保护水土流失相结合#永久防护措

施与临时防护措施相结合#控制水土流失#改善项目区

域内的环境'

%'总'结

韩庄运河作为枣庄市一条主要排洪河道# 规划设

计中汇集各方意见# 对于河道的治理# 不仅要立足于

防洪排涝的基本需要# 而且还要考虑满足城市发展功

能的需求# 逐步实现人与环境的协调' 此外#本文基

于治理工程的排涝工程的设计(节能和水土流失的研

究#来进一步优化韩庄运河治理方案#韩庄运河渐由规

划变为现实# 其排洪 (城市环境美化 (旅游等综合功

能正逐步呈现在人们的面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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