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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市闾江大堤挡藻工程措施浅析
陈科巨0吕晓威0何建栋

!无锡市水利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江苏 无锡0!#."!2$

!摘0要"0闾江大堤位于太湖水域重要水质保护区"现急需对大堤沿线蓝藻采取工程措施加以治理% 由于大堤沿

线分布大片芦苇"给蓝藻打捞带来困难"拟采取挡藻围堰来阻止蓝藻进入芦苇丛% 根据施工条件"选取预制桩&木

桩&固滨笼网箱三种挡藻围堰"比较分析优缺点"选定固滨笼网箱作为挡藻工程措施% 本文对固滨笼网箱的工程设

计&建设与管理&效益分析等进行具体阐述"以期为同类工程提供借鉴%

!关键词"0闾江大堤#挡藻围堰#固滨笼网箱#工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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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市地处长江三角洲中部"其所属的太湖流域

是国务院 #]]! 年批准的 #! 个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之

一"可开发的水利资源十分丰富$ 然而"!""$ 年蓝藻

事件的爆发引发了广大市民对太湖水质的担忧"给城

市供水安全带来巨大隐患$ 目前"在1科学化监测*机

械化打捞*专业化队伍*工厂化处理*资源化利用*市场

化运作2

(#)的蓝藻专项处理工作机制下"太湖流域的除

藻工作已经取得了初步进展$

闾江大堤位于太湖水域的重要水质保护区"大堤

沿线隶属于马山太湖旅游度假区"且已建成为重要的

旅游交通景观路线$ 闾江大堤沿岸水域水质情况和蓝

藻污染防治情况直接关乎无锡市旅游产业的发展态

势"现急需对大堤沿线的蓝藻采取工程措施加以治理"

以达到保护湖滨景观*改善生态环境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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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性分析

!1#0工程区现状

无锡市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地表水系发育"

河湖水位变化与降水量年际*年内变化基本一致$ 太

湖是中国第二大淡水湖"湖泊面积 !.!$1*UQ

!

"平均水

深不到 !Q$ 太湖流域蓝藻水华现象十分严重"据不完

全统计"!""$-!"#2 年无锡市共打捞蓝藻 +.+ 余万 D"

由此可见其除藻任务繁重$

闾江大堤岸边分布有大片芦苇"芦苇丛宽度多为

." c)"Q$ 其中"21+" c.1""Q高程芦苇丛宽度为!" c

)"Q"!1*" c21+"Q高程芦苇丛宽度为 #" c+"Q$ 每年

)-] 月"太湖蓝藻疯狂生长*集中爆发"而此时流域内

盛行东南风"蓝藻极易顺风漂至闾江大堤浅滩区"积聚

不散$ 一旦蓝藻进入芦苇丛"极易附着其上"难以打捞

清除(!P.)

$

!1!0存在问题

太湖地区人口密度已达每平方公里 #""" 人左右"

是世界上人口高密度地区之一$ 城市化进程加快*工

业经济迅猛发展*外来人口增多使得城市工业和生活

污水排入量迅速增大"给太湖河网带来巨大的氮磷污

染源$ 同时"伴随全球气温变暖"环太湖区域冬春季温

度逐年上升"导致越冬藻类数量提升和爆发性生长期

提前(+)

$ 以上诸多因素都给太湖蓝藻爆发提供了诱

因"加之近期太湖流动缓慢*蒸发量大"水循环能力和

自净能力明显减弱"必须采取人工措施对蓝藻进行

预防$

闾江大堤沿线附近分布大量芦苇丛"给蓝藻打捞

带来困难"必须采取合理的工程措施将蓝藻与芦苇丛

隔离开来"阻止蓝藻进入浅滩区芦苇丛"防止蓝藻大面

积富集"避免蓝藻堆积腐烂现象出现$

$%工程措施比选

为阻止蓝藻顺风向进入芦苇丛"计划在闾江大堤

的堤沿岸芦苇丛外侧新建挡藻围堰工程"将蓝藻隔绝

在芦苇丛之外"以防止蓝藻大面积富集在浅滩区芦苇

丛中$ 本文列举三种常见的挡藻围堰工程措施"根据

工程区具体情况进行比选$

21#0预制桩方案

预制桩方案为沿芦苇丛外侧布设一排预制钢筋混

凝土桩"用以阻止蓝藻进入浅滩区"沿线总长度 #!"Q$

选用预制桩边长为 "1#+Qj"1#+Q"桩长 +Q"桩中心

距 "1222Q$

其优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01太湖风浪较小时可以有效阻止蓝藻进入浅滩

区芦苇丛"即使风浪较大"蓝藻被水体搅动"也很难大

面积富集$

91采用预制桩外覆钢筋混凝土"能有效发挥挡藻

作用"还可承受较大的风浪冲击$

;1有利于对蓝藻进行集中导流和打捞$

其缺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01施工周期较长$

91工程投资相对较大$

;1采用预制桩需提前与生产厂家进行沟通$

21!0木桩方案

木桩方案为沿芦苇丛外侧修筑一条木桩围堰"阻

止蓝藻进入浅滩区"沿线总长度 #!"Q$ 木桩规格为

+Q长圆木桩"桩中心距 "1222Q"梢端直径不小于

#)EQ$ 为增强围堰抵御风浪的能力"在桩身及周围外

覆钢筋混凝土$

其优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01太湖风浪较小时可以有效阻止蓝藻进入浅滩

区芦苇丛"即使风浪较大"蓝藻被水体充分搅动"也很

难大面积富集$

91采用木桩外覆钢筋混凝土"能有效发挥挡藻作

用"还可承受较大风浪冲击$

;1有利于对蓝藻进行集中导流和打捞$

其缺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01施工周期较长$

91工程投资最大$

2120固滨笼网箱方案

固滨笼网箱方案为沿浅滩区芦苇丛外围铺设固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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笼网箱"沿线总长度 #!"Q$ 固滨笼网箱是由各种网孔

规格的格宾网片按照行业标准规范组装而成$ 其基本

原理是在整体的钢丝笼网垫中填充块石"石块之间的

间隙为水体流动创造了条件"其生态效果较好())

$

其优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01太湖风浪较小时可以有效阻止蓝藻进入浅滩

区芦苇丛$ 即使风浪较大"蓝藻被水体充分搅动"也很

难大面积富集$

91工程在挡藻的同时"生态效果良好"具有一定

的抗击风浪能力$

;1有利于对蓝藻进行集中导流和打捞$

?1工程投资相对较小$

其缺点为滩地高程低于常水位时"水下施工有一

定难度$

经过分析比较"闾江大堤挡藻工程确定采用固滨

笼网箱方案$

*%工程措施实施

.1#0工程设计

闾江大堤挡藻围堰工程采用固滨笼网箱结构形

式$ 每层网箱高度为 #Q"共布置两层网箱"上层网箱

宽 #Q"下层网箱宽 !Q"网箱下布置 2"EQ的网垫$ 网

箱采用包塑镀锌钢丝"内装石料$ 新建挡藻围堰断面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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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挡藻围堰断面图%单位!QQ&

00新建固滨笼网箱挡藻围堰 #!"Q"围堰背水面覆盖

一层土工布后回土种植芦苇 2"""Q

!

"对打捞区域进行

清淤土方约 2"""Q

2

$ 工程为太湖蓝藻处理工程的配

套项目"工程等别确定为
!

等"主要建筑物级别为

. 级$

.1!0建设与管理

严格按照建设项目基建程序要求"实行项目法人

制*招标投标制*合同管理制和建设监理制度四项制

度"确保工程顺利进行$

该工程由项目法人组成项目部"负责工程的建设

管理工作"勘测设计*监理*施工单位互相配合"各负其

责"确保工程安全进行$ 相关各方做好质量控制*进度

控制*投资控制*安全控制等工作$

工程建成后"根据各行政区域划分及部门职能"明

确日常管理单位$ 主要涉及蓝藻打捞*管道输送*调

峰*处理等环节"具有一定的复杂性"需要统一调度才

能保证正常运行$

.120效益分析

通过实施闾江大堤挡藻围堰工程"可有效改善闾

江大堤沿线区域生态环境质量"创造人水和谐的优良

环境"促进当地旅游事业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同时"工程的实施"可有效阻止蓝藻 $下转第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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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实现跨越式发展#

%

规范工程

立项*审批制度"在调查摸底基础上"制定改造工程日程

表"逐一立项"统一报批#

,

加强项目资金管理"加强项

目预%结&算和竣工决算审查"严格审定工程施工预算$

.120强化工程建设

为确保小型农田水利设施高质量*高标准建成"工

程建设方面应坚持以下原则!

$

坚持在工程实施中严

格实行工程建设项目法人制*招标投标制*建设监理

制*工程建设合同制#

%

完善工程质量管理*监督体系"

充分行使各级质量监督机构的质量监督*检查职能#

,

严格项目验收管理以及更新改造项目的审计监督*

监察工作"确保资金专款专用*工程规范管理$

(%结%语

惠山区位于无锡市西部"全区耕地面积 #"1]] 万

亩"现有小型灌区 )2 处*排涝泵站 !]# 座*圩区保护面

积 2)1]]! 万亩"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规划及管理任

务繁重"急需进行系统规划研究"以便于其长期发挥效

益$ 通过分析惠山区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现状"认定工

程缺乏统一规划*建设年代久远*重建轻管严重*运维

水平有待提高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本文划定惠山区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规划近期

水平年*中期水平年*远期水平年工程建设目标"设定

!"!" 年圩区防洪*灌溉效率等建设标准"提出以防洪

除涝减灾体系*水资源合理配置和有效供给体系*农村

水利现代化工程体系*水生态环境保护体系为组成的

总体布局$ 对防洪除涝*末级渠系*河道疏浚*山丘区

小流域治理等重点工程进行了详细阐述"建立了加强

组织领导*规范项目管理*强化工程建设为核心的管理

机制"以期为同类型区域性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规

划和管理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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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 页% 进入浅滩区芦苇丛"保护了区域水体

不受蓝藻污染"节约了人工打捞的用工成本$

(%结%语

无锡市地处长江三角洲中部"隶属于太湖流域"受

!""$ 年蓝藻污染事件影响"现持续关注除藻技术研

究$ 闾江大堤位于太湖水域的重要水质保护区"是重

要的旅游交通景观路线"现急需对大堤沿线的蓝藻采

取工程措施加以治理$

闾江大堤沿线分布有大片芦苇"给蓝藻打捞带来

困难"拟采取挡藻围堰工程措施来阻止蓝藻进入浅滩

区芦苇丛"防止蓝藻大面积富集$ 本文根据闾江大堤

的施工条件"有针对性地选取三种常见的挡藻围堰!预

制桩*木桩*固滨笼网箱"同时分别列取了各自的优缺

点进行比较分析"最终选定工程投资小*具有生态功效

的固滨笼网箱围堰作为挡藻的工程措施$

该工程实施后"太湖的水质富营养化程度一定程

度上减轻"为地区的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条件"也

有利于太湖局部区域水质的改善"具有较为显著社会

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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