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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堤河大寺泵站!四合一"集成排灌
改造方案研究
王!蕾!舒婷婷!翟!菡

!聊城市水利勘测设计院"山东 聊城!./.%%%#

!摘!要"!金堤河是鲁豫两省的边界河道"下游三角地带的灌溉与排水一直是困扰区域发展的主要因素$ 为解决

金堤河南小堤以南部分低洼耕地的灌溉&排水问题"本文提出对现有大寺泵站进行专项改造方案"使之成为具有

'自排&抽排&自灌&抽灌(多种功能的'四合一(综合灌排泵站"从而满足该地区农业发展需要$

!关键词"!大寺泵站%灌溉%排水%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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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概况

金堤河是黄河的一条支流"起源于河南省新乡县"

流域涉及豫鲁两省 / 市 ). 县"于濮阳市台前县张庄村

入黄河"全长 )/+]#12"流域面积 /%"$12

.

"耕地 /.+ 万

亩' 金堤河两岸设北金堤&南小堤' 北金堤既是黄河

北金堤滞洪区束水滞洪工程"又是金堤河的北堤"堤长

)/+]#12' )--- 年对金堤河干流进行治理"在金堤河

南与黄河大堤之间三角地带"按防御金堤河 .% 年一遇

洪水标准修筑南小堤"以保护其间的村庄和耕地"堤

长 +(12'

大寺泵站位于阳谷县李台镇大寺村南"金堤河南

小堤桩号 (# *%+% 处"处于金堤河下游三角地带中段"

控制灌排面积 )%%%% 亩'

金堤河位置如图 ) 所示'

(&!(



图 '%金堤河位置

+%大寺泵站改造的必要性

金堤河干流治理后"上游排水顺畅' 但下游由于

受黄河河床淤高的影响"受黄河水位顶托"大量洪涝水

常常滞蓄在河道内"造成南小堤以南三角地带的耕地&

村庄的涝水不能自流排入金堤河"特别是低洼区涝水

滞留时间长"易形成涝灾' 而灌溉期受南小堤阻隔"难

以引金堤河水灌溉"形成旱涝交替的局面'

大寺泵站为单向抽水灌溉泵站"控制范围内农田

地势低洼"汛期涝水受金堤河水位顶托"不能自流排入

金堤河"形成内涝' 泵站多年运用"管理维护差"存在

水泵锈蚀&泵室和穿堤涵闸损坏严重等问题"已基本丧

失提水灌溉能力' 为改善区域的灌排条件"提高农业

产出能力"亟须对大寺泵站进行改造'

L%工程改造方案

金堤河为排涝河道"枯水期水位低"来水量小%汛

期水位较高"来水量大' 枯水期往往也是泵站灌溉期"

水源地水位较低"泵房位置需布置在较低处才能满足

抽水要求% 但进入汛期后河内水位猛涨"位于低处的

泵房容易受到洪水的威胁' 为解决低水位时取水灌

溉&高水位时泵站自身防洪安全问题"采用坝后式泵

站' 此外大寺泵站还承担排涝任务"泵站布置需将两

者相结合起来"充分发挥泵站作用'

(])!设计参数确定

泵站提排流量按 / 年一遇洪涝水计算"提排模数

%].)"2

(

dE(12

.

%灌溉流量按灌溉模数 )]%2

(

dEd万亩

计算,)-

'

排涝工况!金堤河内水位高于堤外排涝支沟水位

时抽排' 泵站进水池设计水位采用地面高程以下

%]/2"最低水位采用支沟沟底高程以上 %]/2%出水池

设计水位采用金堤河 )% 年一遇排涝水位"最高水位采

用 .% 年一遇行洪水位'

灌溉工况!灌溉期金堤河内水位低于支沟灌溉水

位时抽灌' 泵站进水池设计水位采用金堤河灌溉期平

均水位"河底高程以上 )]/2"最低运行水位采用金堤

河灌溉期最低水位"河底高程以上 %]/2%出水池设计

水位采用支沟灌溉水位,.-

'

大寺泵站设计参数见下表'

大 寺 泵 站 设 计 参 数 表

工!况
面积d

亩

流量d

#2

(

dE$

单泵流量d

#2

(

dE$

进水池设计

水位d2

出水池设计

水位d2

进出水管路

水头损失d2

设计扬

程d2

最高扬

程d2

最低扬

程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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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布置及运用模式

大寺泵站为排涝与灌溉相结合的泵站"即灌溉&排

涝共用泵室&水泵&穿堤涵洞及引水闸"通过闸门控制

进水池&出水池水流流向"阀门控制管道连接方向"形

成灌溉&排涝两用通道"可满足自流灌溉&自流排涝&抽

水灌溉及抽水排涝四种功能'

按照灌溉时的水流方向"将泵站分为上游连接段&

引水闸&穿堤涵洞&控制闸 )#含进水池$&泵房&阀井&

控制闸 .#含出水池$和出口连接段等几部分' 配备 .

台 /%%3Ug立式轴流泵"单泵设计流量为 %]$2

(

dE'

自流排涝!汛期堤外排涝水位高于金堤河水位时"

开启控制闸 )&控制闸 . 及引水闸"关闭阀门 )&阀门 ."

堤外涝水可自流排入金堤河'

抽水排涝!汛期堤外排涝水位低于金堤河水位时

抽排' 开启引水闸&控制闸 ."关闭控制闸 )&阀门 .".

台水泵启用%涝水由支沟通过控制闸 .&箱涵流入泵站

前池"由水泵抽入控制闸 ) 出水池"经穿堤涵洞&引水

闸排入金堤河'

自流灌溉!灌溉期金堤河内水位高于支沟灌溉水

位时"开启控制闸 )&控制闸 ."关闭阀门 )&阀门 ."金

堤河内蓄水可自流进入支沟供农业灌溉'

抽水灌溉!灌溉期金堤河内水位低于支沟灌溉水

位时抽灌' 开启引水闸&控制闸 )"关闭控制闸 .&阀门

)") 台水泵启用%灌溉水通过引水闸&穿堤涵洞&控制

闸 ) 进入泵室前池"由水泵提入控制闸 . 出水池"通过

下游连接段进入支沟,(-

'

大寺泵站改建布置如图 . 所示'

图 +%大寺泵站改建布置

$%结%语

大寺泵站/四合一0工程布局型式"使泵站在面对

各种运行工况时"均有对应的模式保证工程正常运行"

达到一站多用的目的' 随着*省级政府耕地保护责任

目标考核办法+的出台"工程永久占地的控制越来越严

格"水利工程设计中节省永久占地也成为工程布置考

虑的重要因素"采用灌排综合泵站设计方案可以有效

减少占地' 大寺综合泵站灌&排采用同一引水闸与穿

堤涵洞"使用同一台泵站"减少了工程投资' 泵站在运

行中遵守高水自流&低水提排#灌$的原则"使泵站运

行费用大幅度降低"节约了能源' /四合一0综合泵站

改造方案可达到设计经济&灵活&适用的良好效果"必

将为区域农业增产丰收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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