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  言 

 

从上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中国灌溉排水发展中心通过实施中日政

府间专项技术合作项目与日本在农田水利技术方面开展了技术合作与

交流，在灌区节水改造、农业用水管理、农田水利技术规范等方面取得

了许多好的成果。日本人多地少，总人口 1.27 亿人（2008 年）；农村劳

动力总数为 299 万人，65 岁以上的人口占 60%，其中女性劳动力占 42%。

全国耕地面积 6825 万亩（2012 年），其中水田约占 54%，旱田约占 46%。

人均耕地仅 0.55 亩。日本实行土地私有制度，农业生产以家庭为单位

经营为主。日本的危机意识非常强，保障粮食安全、保证基本口粮（稻

米）的自给（稻米自给率在 95%以上）是日本的基本国策。农田水利是

保障稻米产量的必要措施，日本历来高度重视农田水利工程建设与管

理，在技术方面不断完善，农业土木工程技术手册已经修编 6次。中国

改革开放 30 多年经济发展，农村家庭为主经营、劳动力结构变化和成

本上升等情况与日本非常类似。为了更好地借鉴日本在农田水利技术方

面的经验，中国灌溉排水发展中心组织力量对《日本土木工程手册》进

行了部分编译，以供广大农村水利技术工作者参考。由于时间紧，又是

多人分部分翻译，难免有不妥之处，请大家谅解。 

 

                  中国灌溉排水发展中心       李仰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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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部 设计与施工 

 

1.大坝（略） 

 

2.渠首工程 

2.1 概要 

在日本，很早以前就开始从河川取水灌溉，所以渠首工程也是从古代发展起来

的设施。渠首工程这一用语是从明治末期开始使用至今，是灌渠的渠首部分设置的

水闸以及堰坝等设施的总称。日本的河川特点是短小湍急，设施设置条件比较困难

的情况很多。渠首工程在发挥其水利功能同时，还期待其发挥河川的其他功能（治

水、环保）。因此，在设置渠首工程时，首先确认灌溉规划所要求的水位、水量等

诸要素，同时要实施详实的调查，弄清设计条件，进行渠首工程整体的基本设计，

然后进行渠首工程的各构成部分的设计。因为渠首工程是设置在河川上的工程设

施，所以要按照河川法所规定的河川的定义，根据河川法制定的《河川管理设施等

构造令》（以下简称“构造令”）进行建设，关于“构造令”范围之外的河川上设计，

也是要求以“构造令”为准进行设计。 

2.2 设计的基本事项 

2.2.1 定义以及取水方式 

渠首工程是将河川等水源引入灌渠的设施，由取水口、取水堰坝、附属设施以

及管理设施构成。这里所说的河川包括湖泊，但不包括蓄水池。 

取水方式分为从河川的自然水位直接取水的“自然取水方式”和为保证一定水

位而设置取水堰坝的“堰坝提水取水方式”，至于采用哪种取水方式需要考虑河川

的水利条件来决定。 

2.2.2 设计时所需调查项目 

a.  河流状况调查 

（ⅰ）河流状况：对流况进行调查，要掌握流量状况、水位及流量、流砂量。

通过河川流量的观测记录来编制流况表（或者流况图），取得丰水期流量、平水期

流量、低水期流量、缺水期流量、年平均流量以及灌溉期流量值。在编制流况表（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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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流况图）以及水位‐水量曲线图时， 好在渠首工程规划建设地点设置水位和水量

观测点，尽可能地做长时间的观测记录。所在地点没有记录时，或者记录不多时，

要收集近处的观测记录，从这些记录来进行推算。 

流量观测原则上是采用流速观测法。如果流速测定困难时，可以采用三点水位

法。此外，目前，由于其他项目造成的人工流况调整情况多发，因此也要掌握其他

水利规划的相关事宜。 

（ⅱ）河床等的状况：对水路通道、河床坡度的形成状况和其安定程度，以及

河床材质进行调查。渠首工程的位置应该选在把水路通道包含在内的河岸的附近，

安定的地方。因为要在水路通道里设置排沙口，所以设计资料除了平水量之外，还

要调查河床质（平均粒径）开始移动状态下的洪水水量以及频度。此外，对目前形

成的水路通道的幅员、水深、坡度等进行调查，推算出 大流量。 

对水路通道的移动状况的调查尤为重要，通过比对过去的地图或者河流地图、

航拍照片等来掌握以往的河流中心（流心，即流速 大的地方）的变化情况，确认

目前水路通道以及沙洲的稳定性。河床坡度的稳定性是取水口的建设高度、取水堰

坝的基础以及附属设施设计上的重要事项，要对以往河床变动倾向、上下游的水库、

渠首工程的建设情况、沙砾的开采情况、河川改造方面的河床挖掘规划等进行调查

研究。 

进行河床质的调查目的在于推定河川的粗度系数决定是否设置沉砂池，也是为

了取得水利模型试验等的基础资料。 

（ⅲ）在感潮河段盐分的侵入：在感潮河段设置渠首工程时，为了不让盐水侵

入取水口，要推算盐水逆流上溯区间，这些将作为工程位置选定、考虑闸门操作条

件等的基础资料。 

b.  治水、利水调查 

（ⅰ）工程实施基本计划等治水计划：如果有河川管理者在治水方面已经制定

的工程实施基本计划等，要对这些计划中规定的计划高水流量、计划高水位、计划

横断情况、河川改造工程等年度计划进行调查。 

（ⅱ）河川上下游排水的流入状况：特别是对平水期上下游排水状况进行调查，

弄清取水堰坝提水对上下游排水的影响。为此，要调查上下游排水设施的目的、功

能、规模、流入河川的状况。 

（ⅲ）堤防、桥梁以及其他构造物：调查渠首工程地点附近的堤防、桥梁以及

其它构造物的根基构造和间距，研究这些对渠首工程设置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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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河川的利用状况：①其他的灌溉用水、自来水工程的水权、现行做法；

②发电等造成的水位变动；③航运船只的大小、航运量、时间；④生长的鱼类种类、

数量、生长期等。对以上事项进行调查研究。 

c.  地形调查 

（ⅰ）地形图等的收集：收集国土地理院发行的地形图、国土基本图、土地利

用图、航拍照片、地方自治体发行的图纸等，这些在调查规划的立项和设计方面都

会发挥作用。此外，如果有河川管理人员为制定河川改造规划而制作的测绘成果图

的话，也可以作为参考。 

（ⅱ）航拍照片：用于全面掌握河川、特别是水路通道及沙洲的蛇行状态。 

（ⅲ）平面测量：平面图不仅对于渠首工程本身的设计是必要的，对于临时截

流、临时设备的规划设计也是必要的。要测量渠首工程附近河川单位弯曲度、水路

通道的状态、高低等。 

（ⅳ）纵横断面测量：纵横断面图除了用于渠首工程设计之外，也是堰坝提水

回水等水理计算的资料。在测量时，要事先调整用于渠首工程或者灌渠规划水准点

的标高和用于河川规划上的水准点的标高。 

（ⅴ）用地测量：因构造物的设置要占用河面、收购民用土地、租界土地，所

以要进行测量，测量后，绘出平面图、纵横断面图。 

d.  地质调查 

为了根据地基、河床堆积物的状况来设计具有支撑力的基础构造，以及针对地

基情况对地上构造进行合理的设计，有必要对地基、地下水位极其流动状况进行调

查，开展开钻、实验性开挖、支撑力试验、透水试验等。 

e.  自然环境调查 

河川是构成自然环境的重要因素，所以要调研对自然生态等的影响，要考虑到

周边景观来进行设计。 

f.  工程施工条件调查 

（ⅰ）气象和水文：收集长期气象和水文资料，这些资料用于决定工程时间段、

在工程时间段的施工可能的天数等，以及决定临时排水渠的水位、流量、临时截流

的施工方法、高度等。 

在积雪寒冷地带，要进行气温和积雪的调查，来确立混凝土防冻措施和除雪规

划。 

（ⅱ）工程用资材、器材：调查工程用的混凝土、钢材等大量使用的材料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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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确保其供应。此外，要调研适合现场条件的功能和规格的各种材料是否可以确

保供应，还有，要调研是否能确保零部件的更换，是否要准备出备用设备。 

（ⅲ）资材、器材的运进、运出：因为要把施工用资材、闸门、大型建设机械

设备等重量大、体积大的物品运进和运出现场，所以要事先调查研究搬进搬出的道

路、桥梁等的状态。 

（ⅳ）施工用动力源：渠首工程建设在短时间内需要相当大容量的动力源。动

力源通常是电力，所以要调查可供电力容量。在上述资材、机械当中应该考虑自发

电机或者内燃机。 

（ⅴ）噪音振动等防止措施：对伴随渠首工程的设置来自堰坝、闸门的落水、

放流造成的振动、噪音以及施工所造成的振动、噪音、交通堵塞等要进行调查，研

究考虑合理的设计、施工方法。 

（ⅵ）关于用地补偿调查：对建设所需的设施用地、施工需要土地租界、补偿

（渔业补偿等）进行调查。 

g.  管理方面调查：为了合理地对渠首工程进行管理，对于设施的维护管理内容、

用水时以及高水位时闸门操作方法、管理组织结构和体制等方面进行调查，把受益

者的意向和工业生产状况等考虑进去，并进行调查研究。 

 

2.3 基本设计 

2.3.1 设计条件 

渠首工程的设计要确保“设计取水水量”所需功能，确保河川规划中使用的规

划 高水位（在高潮区间为“规划高潮水位”）以下的水位的流水的安全性，并且

在考虑管理和施工相关条件的基础上，以建成经济型良好的设施为目标来进行设

计。此外，根据需要，还要顾及渠首工程与周边的自然环境及景观的和谐统一。 

渠首工程不妨碍“规划高水位”以下的洪水流过，并且不给附近的河岸及河川

管理设施的构造和功能带来障碍，此外，构造的设计要防止与渠首工程相连的河床、

高地受到冲刷。 

而且，设计应该按照河川法等相关法令进行，特别是关于渠首工程构造的相关

法令包括以下 2项内容①、②。 

①在法律规定的河川里设置渠首工程的构造应该符合构造法令。 

②在法律规定以外的河川（以下称“普通河川”）里设置渠首工程的构造，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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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上以构造法令为基准。 

此外，在设计时，如果该河川有相关的治水规划和水利规划等，所设置渠首工

程与这些规划如何整合要与相关机构进行协商。 

渠首工程的设计条件中，需要囊括设计取水量、设计取水水位、设计洪水量以

及设计洪水水位（规划高水位）。 

基础设计中，决定渠首工程的基本元素包括：渠首工程的位置、取水方式、取

水堰坝的形态、构成渠首工程的各设施的配置、取水堰坝的坝顶标高、取水堰坝的

坝基高度、可动堰坝的跨度。 

a. 设计取水量 

设计取水量是设计取水堰坝高度以及取水口的条件，是灌溉规划中的 大规划

取水量。 

b. 设计取水水位 

取得设计取水量时，在确保灌渠起点所需水位的基础上加上从取水口到灌渠起

点间的水头损失总量所得的水位值，或者为防止土砂流入所要修筑的取水口基体高

度加上取水水深所得的水位值，在这两者中取数值较高的一方，来决定设计取水水

位值。如果是自流取水的话，因为河川水位会发生变动，灌溉期大约 10 年确率发

生一次缺水水位做为设计取水水位。损失水头会因从取水口至灌渠起点的距离、沉

砂池的有无、取水流速（取水口的大小）等而发生变化。在概略设计阶段，取水口

的损失水头，可考虑为取水流速水头（v2/2g）的 1.8至 2.3倍。 

c. 设计洪水量 

如已经制定了施工实施基本规划等治水规划，或者规定的内容都很明确，以这

些规划为基础，决定洪水量，其他情况下，根据河川的通水能力设计洪水量。 

通常法定河川，原则上是由河川管理者来决定河川规划上使用的规划 大流量

和规划 高水位。在进行渠首工程设计时，因为不只局限于河川法的规定，在进行

渠首工程设计时，为了区别开来，所以采用了“设计洪水量”、“设计洪水位”。 

设计洪水量具体根据以下三种情况之一来决定。 

① 如果河川为法定河川的情况下，根据基本规划，所在地点已经设定了规划

大水流量时，以此为计划 高水流量。 

② 如果河川为法定河川，虽然没有制定基本规划，但是，已有现行的河川工

程的河川改造规划（以下称“改造规划”），规划中规定了“ 高水流量”的情况下，

采用此数据为“ 大水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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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上述①、②之外，对湖泊区间以外的河川，采用该当地区河川的“通水可

能水量”作为“设计洪水量”。计算此流量所采用的水位值可以以规定堤防的高度

的规划 高水位的附加值（堤顶超高）的构造法令第 20条第 1项表（表 2.1）中的

值为准。 

④ 如果在湖泊里设置渠首工程时，因为没有必要设置取水堰坝，所以即使不

规定设计洪水量也可以进行设计。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不规定设计洪水量也可以。 

表 2.1    构造法令第 20 条第 1项表及小河流的特例 

项目 
规划 大水流量 

（m³/s） 

规划 高水位的

附加值（m） 

备注 

小河川特例（构造法令第 76

条，同规则第 36条 2号） 

1             未满 200 0.6 

2 200 以上    未满 500 0.8 

3 500 以上    未满 2000 1.0 

4 2000 以上   未满 5000 1.2 

5 5000 以上   未满 10000 1.5 

6 10000 以上 2.0 

除了被认为有碍于河川的管

理的情况，规划 高水位要高

于堰坝内地盘的高度。且高度

差未满 0.6m 的区间，规划

高水流量未满 50m³/s，且坝顶

宽度在 2.5m 以上时，可以在

规划 高水位之上增加 0.3m。 

 

d. 设计洪水水位 

如果已经制定了基本规划等治水规划的话，或者相关事项的规定十分明了的

话，就以这些规划为基础设定相关数值，其他情况，设计洪水量是指水流入地点所

产生的水位值。但是，即使已经制定了治水规划，如果该治水规划中的水位可以变

更时，以及其他情况下，因为设置了渠首工程水位与以往相比有所上升，但是不会

妨碍治水，渠首工程设置后，以设计洪水量流入时该地点所产生的水位值来设计洪

水水位也可以。 

这种情况下，与河川规划用语的规划高水位相区别，渠首工程设计上被称为设

计洪水水位。设计洪水水位的制定方法包括以下 5种情况。 

① 该河川为法定河川，按照针对该河川所定的基本规划在该当地点设定了规

划 高水位，就把规划 高水位设为设计洪水水位。但是，属于暂定规划的，可以

把暂定规划中的 高水位视为设计洪水水位，此外未来基本规划改定已成定局的情

况下，可以把改定预定的 高水位视为设计洪水水位。 

② 没有制定基本规划，但是存在改造规划时，改造规划里规定了该当地点的

高水位，就可以把这个 高水位值作为洪水水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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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上述①、②两种情况，如果是适用取水堰坝“构造令”第 37 条及第 38 条

规定除外的规定而设置的取水堰坝（在流入断面内设计了固定堰坝，或者没有满足

构造令的规定跨度而设计的跨度部分，不足规定跨度部分被视为无效横截面积。），

设计洪水量流下来时该渠首工程的上游一侧产生的水位高于计划高水位（包括暂定

计划、预定改造以及改造规划中 高水位被视为计划 高水位）时，此外，河川管

理者将该水位变更为计划 高水位时，把该水位作为取水堰坝上游一侧的设计洪水

位，将以往的规划 高水位作为取水堰坝的下游一侧的计划洪水位。还有，规划河

道（规划河川横断面形状）为水理计算时的河道条件。 

④ 计划 高水流量已被确定，计划高水位却没有被确定时（包括把暂行规划、

预定改造以及改建规划中的 高水流量做为计划高水位流量），需要求出渠首工程

设置后计划洪水量流下来时该地点所产生的水位值，此外还要考虑对周边的影响，

在与河川管理者协商的基础上，把该水位值作为设计洪水位。此时，渠首工程上游

一侧发生因堰坝提升水位上涨时，如果被认为在治水方面不存在障碍，针对上游和

下游一侧分别来制定设计洪水位。 

⑤ 除了以上①、②、④之外，求出设计洪水量（在没有确定设计洪水量的湖

泊区域，大规模出水时的流量）流下来时该地点所产生的水位值，然后考虑对周边

的影响，就河川法与河川管理者进行协商的基础上，将该水位值作为设计洪水位。

此时，渠首工程上游一侧发生因堰坝提升水位上涨时，如果被认为在治水方面不存

在障碍，针对上游和下游一侧分别来制定设计洪水位。 

 

e. 设计上的基本原则 

渠首工程设计的基本方针：应注重以下 4 各方面，①确保利水功能；②不影响

治水功能；③经济性好；④与自然环境和谐。其中①，即使在枯水期，也能够确保

设计取水量，取水时不产生大量的土砂，洪水后在取水堰坝上无堆沙，洪水时堰坝

的上下游不发生局部冲刷现象，抛石工程不会受到极端破坏，维持取水口前面的河

流流向，且能够充分发挥冲沙闸道的清沙功能。关于②要考虑洪水发生时对堰坝回

水、堰坝排水的蛇行河道不产生严重影响；不对设置堰坝处的左右两岸的堤防及河

岸等产生不良影响；保证可动式堰坝具有开闭构造等。为此，无论是法定河川还是

其他河川，构造物要按照构造令执行。此外，在决定取水水位时，构造物的设置应

注意不影响洪水保护范围内地区经常性排水。关于④，该渠首工程的设置有必要考

虑与目前的河川状况及周边自然环境和景观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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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位置 

a．设置渠首工程的位置 

考虑河川状况、受益范围的位置等，确保必要的取水功能及构造方面的安定，

选择维护管理方便的地点。通常，决定河川的取水位置是，要从河川弯曲处的水流

现象及取水时的防沙两方面考虑，蛇行河川的弯曲处凹岸一侧的一般河道接近堤岸

为好。也就是说，从防沙的观点出发，在弯曲处中央直接流下来的水流的外侧设置

取水口的话，土砂的流入量 少。这里一般没有深渊，流路比较安定，所以建议把

这里做为渠首工程取水口的位置。（请可参考图 2.1  ） 

 

 

 

在洪水发生时，如图 2.1 所示，惯性大的表层流与凹岸一侧产生冲击，惯性小

的底层流成为向空白的凸岸一侧流去水流（二元流）。与凹岸发生冲突的水流的水

位上升，水的压力也上升。上升到一定界限后，水流沿河岸下降，一到达河床面水

流就会向着凸岸的下游方向流向逆转。也就是说，从弯曲处的定点起下游处形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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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旋流。结果就是，转动河床的沙砾受到沿凹岸处下降的水流的影响，不能够接近

凹岸一侧，如图 2.1所示，形成了沙砾堆积。 

b．河川的蛇行与安定 

可以认为在直线水路做不到自然河川的河川安定。什么程度的蛇行弯曲才能做

到沙洲安定呢？有木下先生和三轮先生的实验结果（请参考引用文献 2）  。 

图 2.2 中讲述了沙砾堆积停止和不停止的条件。图 2.2（a）在途中发生冲击；

图 2.2（b）没发生冲击。这些结果受图 2.3所示的几何学条件下的低处水路的宽幅

b以及蛇行长度 Lm（=Lw/2，Lw：波长）所支配。（请参照图 2.6）。此外，根据 Lm/b

与直线蛇行弯曲度 的变化，泥沙移动界限如图 2.4所示。 

以上只是试验水路中的现象，三轮先生调查了实际的河川沙砾堆积的移动、安

定与河川屈曲角度的关系，如图 2.5所示。根据此图可知，沙砾堆的移动界限就在

河道弯曲度为差不多 25°这一位置。图 2.5对河川蛇行和安定的解析提出了大的方

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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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首工程（图 2.7）的位置选择要将综合考虑以上诸项事宜，按照以下的顺序

进行。 

① 决定了灌溉区域的设计取水量，就可以按照设计取水量规划必要的引水渠。

然后找出该引水渠上游一侧的水位和同高程的河流水位的位置。这是渠首工程规划

位置的第一个假定值。 

② 从上述①的位置到了河川上游一段，能够满足切实的取水和洪水发生时防

沙条件的位置通常在河川弯曲处凹岸一侧的中央直下流附近。这是渠首工程取水口

的位置。 

③ 下一步，应该决定规划取水水位。规划取水水位要满足①的条件，并要满

足取水时的防沙及规划建设沉砂池所需必要条件。 

④ 为了达到取水时防沙条件，需使渠首工程上游一侧的流速达到 0.4m/s，应

提高大堰坝高度。此条件在尽可能的情况下进行研究为好。 

⑤ 此外，在沉砂池的规划方面，为了达到可以自然排沙的目的，水头应该有

必要设在 3.0m以上。 

⑥ 还有，从防沙的角度讲，取水口的地基高度 好设置的与原河床相比高于

大洪水水深 1/6以上。 

此外，应综合考虑以下①至⑦所示的各个条件，选定 有利的地点。 

① 距离取水中心水路的河岸较近的安定的地点。 



512 

② 即使缺水时，也能确保取水的地点。 

③ 取水的同时，不产生显著土砂流入的地点 

④ 提高堰坝对上下游影响小的地点 

⑤ 构造上稳定，且渠首工程本体、引水渠等建设工程费用低廉的地点 

⑥ 维护管理方便的地点 

⑦ 工程施工方便的地点 

河道稳定的地点意味着对于多年的洪水河床维持在平衡的状态，尽可能不进行

人为的大规模河道整备，将来也可以维持现状，可以达到稳定取水的目的。 

为达到河道的安定的目的，有一个使河道适当蛇行流动的经验法则。河道弯曲

前行的状态总称为蛇行，不仅如此，在河道中与河道对应的河床形态也对水流蜿蜒

流淌的河道起到安定作用，这就是所说的安定水路。应该充分理解，通过人为地操

作闸门来诱导水路的位置是困难的，水路的安定程度是渠首工程地点选定 应该放

在重要位置的条件。 

 

2.3.3 构成及配置 

构成渠首工程的设施包括：取水口、取水堰坝、附属设施、管理设施，各设施

如图 2.8所示。 

此外，渠首工程的标准图及各要素如表 2.2及图 2.9所示。 

渠首工程的构成及配置要考虑渠首工程设置地点及其周边地形和河川的状况

等，来决定选择必要的设施，采用适当的配置。取水口取水堰坝的垂直上游处的接

近中心水路的地点，原则上不从两岸取水。此外，自然取水的取水口，要选定在确

保稳定取水的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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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水口：取水前池、闸门、计量设施 

取水堰坝：固定堰坝、可动堰坝、截水墙及分水墙 

固定堰坝：坝体、apron（护坦） 

可动堰坝：洪水排放设施、土砂排放设施 

洪水排放设施：墩柱、底板、护坦、闸门 

土砂排放设施：墩柱、底板、护坦、闸门、导流墙 

附属设施：基础设施、鱼道、放流设施、沉砂池、护岸及高水位护岸保护工程、其他（通

船设施等） 

管理设施：操作设备、管理桥、其他（受配电设备、安全设施等） 

 

表 2.2  渠首工程的各要素 

所属 记号 名称 所属 记号 名称 所属 记号 名称 

 固定堰坝的宽

度（坝宽） 

 第ⅰ个泄洪闸门

的高度 

 排沙工程分水墙

深度 

 固定堰坝的坝

体的长度 

 大护坦厚度  大护坦厚度 

 固定堰坝的长

度 

 小护坦厚度  小护坦厚度 

 固定堰坝护坦

的长度（上游） 

 第ⅰ个泄洪闸门

的宽度（跨度）

 墩柱排水高程

（上游） 

 固定堰坝的高

度 

 泄洪道护底工程

长度 

 墩柱排水高程

（下游） 

 固定堰坝的堰

坝高度 

 墩柱厚度  闸门宽度（跨度）

固定

堰坝 

 截水墙深度 

可动

堰坝

（泄

洪设

施） 

  

可动

堰坝

（排

沙设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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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数墙深度     

 大护坦厚度  排沙设施宽度

（坝宽） 

 坝体长度 

 小护坦厚度  排沙坝体的长度  护坦长度（下游）

 固定堰坝的护

底工程长度 

 排沙设施的长度  护坦长度（上游）

   排沙设施护坦长

度（下游） 

 泄洪设施长度 

 可动堰坝的宽

度（坝宽） 

 排沙设施护坦长

度（上游） 

 堰坝提水高度 

 泄洪坝宽度（坝

宽） 

 导流墙厚度  截水墙深度 

 泄洪道长度  导流墙高度（上

游） 

 分水墙深度 

 泄洪道护坦长

度（下游） 

 导流墙高度（下

游） 

 大护坦厚度 

 泄洪道护坦长

度（上游） 

 导流墙长度  小护坦厚度 

 泄洪道堰坝提

水高度 

 导流墙长度（上

游） 

 橡胶坝高度 

 泄洪道截水墙

深度 

 导流墙长度（下

游） 

 护底工程长度 

 泄洪道分水墙

深度 

 滑动闸门高度 

橡胶

坝（泄

洪设

施）

  

 墩柱高度  2段闸门高度 取 水

口 宽

度 

 

 墩柱排水高程

（上游） 

 排沙设施护底工

程长度 

取水

口 
  

可动

堰坝

（泄

洪设

施） 

 墩柱排水高程

（下游） 

 排沙设施堰坝提

水高度 

鱼道  鱼道长度 

   

可动

堰坝

（排

沙设

施） 

 排沙设施截水墙

深度 

  鱼道宽度 

原则上取水堰坝设置在河川直角方向直线处。 

附属设施、管理设施的设置要考虑各设施所要发挥的有效功能进行合理设置。

设计的程序如图 2.1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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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取水方式及取水方法 

取水方式分为自然取水和堰坝提水取水的两种方式，自然取水就是从河川或者

湖泊的自然水位直接取水；堰坝提水取水就是设置能够保持一定水位的堰坝提水设

施进行提水。 

自然取水方式，稳定的取水水位（河川水位）是绝对条件。取水口下游处的河

床里有岩石露出、未来不会发生河床下降的地方及垂直下游处有防沙堤坝及没有河

川水位下降可能性的地方，如果把以上这些地方选定为取水口的话，可以采用自然

取水方式。 

堰坝提水取水方式，为了把调水至受益区域保证取水水位而设置取水堰坝，通

过堰坝提水方式取水，大多数渠首工程采用此种方式。 

此外，特殊的两岸取水的情况，取水堰坝近处的取水口提水取水，在该取水口

的上游一侧的取水口为自然取水方式。取水方法包括单侧岸取水和两岸取水。 

受益区域在单侧岸的情况，收益区域一侧的取水在优良的河岸设置取水口。但

是，受益区域在两岸的情况下，就应充分考虑是在两岸取水，还是在单侧岸取得整

体设计取水量，通过适当的设施进行分水、调水。 

此外，掌握河川的具体情况，在溪流河川只限用单侧河岸取水方法。但是，在

水流湍急河川也采用单侧河岸取水方法，如需要配水给两岸农地灌溉时，在单侧河

岸取得整体设计取水水量，取水后马上通过坝内的虹吸管向对岸调水，或者在适当

位置设置水管渡桥或者虹吸管向对岸调水为宜。多数情况，取水口的位置的一侧冲

刷区域良好的话，其对岸就是堆沙区域，土砂堆积的原因不适合把取水口设在该位

置。缓流河川原则上也是采取单侧河岸取水的方式，但是河川的直线处设置的堰坝

提水能力大的整体可动式堰坝的，因为在取水口前面的堆沙可以通过闸门操作除

沙，所以可以采用两岸取水的方法。此外，如可以确认核心水路比较稳定，也有采

用特殊两岸取水方法。 

b. 取水堰坝形式的选定 

取水堰坝的形态包括：全固定堰坝、复合堰坝、整体可动堰坝。 

固定和可动的复合堰坝的建设，在十分适应了河川的河床横断形态情况下，阶

梯式地设定可动堰坝（泄洪设施、排沙设施）的基础高度，在留意不缩小整体河流

横断面积的前提下进行规划，过去曾经建设过很多这样的堰坝。但是，随着构造令

第 37 条（与水流断面的关系）的施行，目前除了在山间狭窄处溪流河川有一部分

是固定堰坝的实例之外，通常都是整体可动堰坝形式。可动堰坝的基础高度与河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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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修计划横断形态一致，原则上在河川水流断面内设定固定堰坝不被认可。 

如取水堰坝直接建设在岩石地基上的为固定型（fixed type），建造在侵透性地

基（沙砾地基等）上的为浮式型（floating type）。 

固定型的堰坝，取水坝的基础是附着在岩石上，坝体的安定没有问题，不需要

护底工程等，所以施工经费低廉。浮式型的堰坝，会发生坝体基础面渗漏以及堰坝

溢流造成下游河床冲刷现象，所以要充分研究相关对策。渠首工程的闸门型式中包

括：一般的提升式（定轮闸门、滑动闸门）和翻板闸门（铜制翻板闸门、橡胶布制

翻板坝：以下称为“橡胶坝”。 

c. “构造令”上的堰坝构造规定 

根据“构造令”第 37 条的规定（水流断面相关规定），固定坝、鱼道、可动坝

的可动部分的底衬等堰坝的固定部分（不包括堰坝支柱）以及没有满足“构造令”

规定间距长度（相邻堰坝支柱的中心间距）的间距部分应该设计在河流水流断面内。

但是，以下两种情况，可以把固定堰坝等设置在水流断面内。①被认定山地狭窄处、

开挖河道等，河流状况、地形情况等因素在治水方面不存在障碍的情况；②被认为

由于河床状况，如果不设置在水流断面内的话，就不能确保利水功能的情况，为了

确保治水方面的利水功能就要采取适当的措施。 

以上的水流断面是指，流水水流的有效的横断面，如果是目前的水流断面之外，

规定了规划横断形状时，也包括相关的规划横断形状的水流断面。但是，被认为是

在取水堰坝设置位置的上下游、在纵断或者平面方向不相部分以及死水区域不包括

在内。 

① 的情况下，在设置堰坝地点没有堤防时，堰坝的设置不会影响到位处上游

的堤防时，或者地处上游的房屋和农地没有发生浸水的可能性，以上属于①的情况。 

② 的情况下，采取“适当措施”中的一个方法就是，通过扩大下游水路或者

河流宽度确保能够阻挡断面水流能力的断面存在。为了确保断面面积，原则上不采

用提高堤防的方法。但是，根据地形情况，及时提高了规划水位，河岸的高程与表

2.1 上的数值相比还有冗余的情况，没有必要采取扩大断面面积。在设置固定堰坝

提升水位计算时，可以假设固定堰坝上游顶部高程位置堆沙，目前的河床倾斜面的

1/2 处堆沙，把这些作为假设条件来计算堰坝的起点。   

d. 可动堰坝可动部分的铺设高度 

如果让全自动部分的铺设高度与水流断面的 低位置一致的话，在一部分的铺

设面就会产生堆沙现象。规定了计划横断形状时的计划横断形状被绘制在与河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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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在统一的直线上的情况不少，但是，通常自然形成的河床不会形成水平的平面的。

特别是渠首工程的设置地点水路靠近河岸的安定的地点比较多，设计上这种倾向比

较强。因此，弯曲部分的现实的河床的横断面与规划横断面存在差异时，或者是这

种情况很明显的时候，就要与河川管理者进行协商，“不缩小水流断面，变更规划

横断面”，铺设高度设定尽可能如自然河川的横断形状相似为宜。此外，因河川改

造施工未结束，也会出现与现实的河床高程相比规划河床的高程低的情况。发生这

种情况，可以采取与规划河床高程相比少许提高铺设高度，的方法，让包括上下游

护底在内的铺设部位做为宽顶堰发挥其功能，确保在铺设部分上不产生堆沙现象的

方法。这是利用了坝体本身以及上下游护底部分的粗度效果，随着流速的增加产生

水面下降的现象，在不影响治水的范围内，或者即使有影响，通过采取必要的措施

来提高河床高度。再者说，这种情况，提高了高度的河床处，河流的纵断面发生变

化，新的高度成为规划河床高度，因此，关于这些事情要与河流管理者进行充分协

商。 

此外，现实河床高度与规划河床高度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时，关于可动部位铺设

高度的设定除了以上几点之外，还有考虑以下的几点。①暂定规划的制定；②临时

铺设高度的设置；③完成后河床的疏浚等。（请参考图 2.11）。 

 

 

e. 可动堰坝可动部位的间距分配 

(i)间距：可动堰坝可动部位的间距，原则上按照“构造令”第 38条第 1项规

定设计，其应确保 小限度的间距如表 2.3里所示的规划 高水流量相对应进行设

置。另外，可动部位的一部分还兼有排沙或者通船的功能的话，要按照“构造令”

第 39条第 1项规定，其应确保的 小限度的间距如表 2.4里所示的要求进行设定。

也就是说，为了确保排沙以及通船功能，该当部分的间距的规定要比第 38 条规定

宽松。但是，整体上的平均间距要满足原则数值为前提条件，所以间距数要按照第

38条规定的原则一样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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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和表 2.4 里所示访日间距规定是基本原则，实际上适用该规定进行间距

分割的结果有时会出现比规定长度要长出很多的情况。为此，“构造令”第 38条、

第 39 条以及相关的实施规则中，根据不同的条件，允许再增加一个间距，这是相

对宽松的规定。实际在进行间距分割时，必须仔细阅读“构造令”的相关规定，运

用相关规定进行设计。 

 

表 2.3  可动堰坝间距的原则（构造令第 38条第 1项） 

规划 高水流量（m³/s） 间距（m） 

500未满 15以上 

500以上        2000未满 20以上 

2000以上       4000未满 30以上 

4000以上   40以上 

 

表 2.4  可动堰坝的一部分兼有排沙或者通船的作用时的间距（构造令第 39条第 1项） 

规划 高水流量（m³/s） 可动堰坝的一部分兼有排沙

或者通船的作用时的间距

（m） 

可动部分的间距平均值  

（m） 

500未满 12.5以上 15以上 

500以上 2000未满 12.5以上 20以上 

2000以上 4000未满 15.0以上 30以上 

4000以上 20.0以上 40以上 

 

 

 

(ii)两端坝体支柱的位置：在“构造令”中没有对可动堰坝两端的支柱的位置

进行具体的规定，但是需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1） 要考虑两端支柱不要对堤防规定断面造成显著破坏。一旦对规定断面造

成显著侵蚀的话，堤防牢固性变差。但是，从支柱的内面（闸门）与原有堤防斜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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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计划高水位河川断面高度等值的位置，两端支柱不要偏离出流心一侧。（如

图 2.12所示）。 

（2） 取水堰坝，只是设置了低水路部分，两端的支柱设置在低水路河岸上时，

要使支柱的内面与低水路河岸的水路坡顶线一致。（请参照图 2.12（b））。低水路的

断面面积与上下游相比明显较大时，以及采用倒翻闸门时，达到与堰坝设置前水路

断面面积等值为止，不要把两端的支出设在流心侧之外。（请参考图 2.12（c）） 

(iii)管理桥的桥墩的设置：设置在取水堰坝上的管理桥的桥墩的间距设定时，

因为通常情况堰坝支柱与桥墩兼用，所以，在“构造令”中桥的相关规定不包括桥

墩的间距。但是，原则上，在低水路处设置取水堰坝时，从岸边到 近的支柱的管

理桥的区间，要准用“构造令”中关于桥的间距相关规定执行，一旦，间距达到 80m

时，可以准用“构造令”中 40m以上的规定。 

 

2.4 具体设计 

根据基本设计中规定的渠首基本条件及诸多因素，对各部分设施进行具体设

计。为了将渠首整体变为较和谐的设计，需要分别对构成渠首的各要素进行设计：

①取水口②固定堰③移动堰④附属设施⑤管理设施 

2.4.1 取水口及沉淀池 

a.取水口   

取水口设计的基本理念为确保稳定的取水及防止泥沙及和浮游物进入水道。为

了同时满足上述条件，在传统的设计中考虑了河道的安定、蛇形形状及出水状况等

因素。为了发挥这行设计的机能，不仅需要对垫高及形状进行了改造，还对构成取

水口的闸门、门柱及水筛进行了必要的设计。近年来，下游的水路模式逐渐成为管

水路的主要模式，如何将不同的水路模式反映到取水口的设计中是值得探讨的问

题。 

（i)取水口的功能  

能够保证从河川中获取灌溉所必要的水，并且将获取的水引导到水道中去。一

般情况，河川的水量是变化的尤其在洪水期，水中容易含有泥沙及浮游物。为此取

水口的需要调节取水量以便于量水，还要去除水中的泥沙及浮游物。所以需要设计

控制水闸、取水庭、水筛、樋管（堤坝截面暗渠等）、门柱、排沙口等设备。这些

设备的运营管理及维护费用也是值得注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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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取水口的位置：像 2.3.2 中叙述的那样，需要选择在人工沟渠临近河岸，

并且水深流动稳定的地方。也就是 好建在河流弯曲且凹岸中央附近的下游。从防

砂度来看，河川容易形成旋流的地方。 

取水堰的特点是通过渠首人为的控制河川水位。为此，取水口如果是放在人工

沟渠稳定的河川弯曲部，并且通过渠首可以维持必要的水位，能够调节就可以了。 

反之，如果不是建在河流弯曲且凹岸中央附近的下游，就需要在渠首设计泥沙

吐，并且对泥沙吐的功能及涉及范围进行规划。 

另外，需要从两岸取水的情况，则需要在两岸设计取水堰。如果在相邻左右岸

设计取水口的话，则会造成人工渠的混乱，造成泥沙堆积。反而会变得取水困难。

即使一侧的取水口没有与堰设置相当的距离，也应该优先将人工沟渠设计在水流稳

定的地方。为了降低洪水的破坏力与防止浮游泥沙的沉积，应该让取水口与自然形

成的河岸壁面一致。 

如果是两岸取水，并且在渠首的上下游有铁路及道路等重要建筑物的左右情

况，加之由于河床变动造成泥沙堆积复杂，就需要通过水文模型实验来决定取水口

位置。 

从河川管理的角度来看，由于要考虑到在洪水时起到河川堤坝的作用，所以构

成取水口的取水门和取水闸及与之相连的暗渠，就相当于构造令上的樋门。即通过

完全关闭闸门，来起到洪水和涨潮时堤坝的作用（河川在开渠的情况下，取水道偶

尔会有分流的现象。这是相当于水门）。 

（iii)取水口的形状设计：取水口的形状由垫高、取水水深、取水流速及取水

口宽度等条件决定。自然取水的情况下的取水口垫高，按照以往枯水期的水位为基

准，低于水面的 h₁=0.4H 标高为适宜（H是指取水口前面河川的水深）。一般河川的

含沙量的铅垂线分布是每到在离水面 0.6H 时急剧增加，在 0.8H 时变为 大，所以

要取含沙量较少的上方的水（参照图 2.13）。 

另外，丰水期的水位普遍比枯水期水位要高，为防止泥沙流入，需要设计上下

两段水闸。平时取水就让下段闸越过上段闸，进行表面取水。 

设置取水堰时，取水口的垫高要比泥沙吐高于 1.0M 以上以防止泥沙流入。这

个高度差当然是越大越好，但是一般的河川无法严格的计算出具体数值，所以只是

表示下限值。另外，从河床到取水口的高度设计，可以将设计洪水的 1/6 作为一个

参考。这是考虑到了洪水时河床形成的堆积泥沙高度的界限值。另外，取水口的标

高要和泥沙吐导流壁一样高，或者比他要更高。但是泥沙吐的宽度比取水口宽度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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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情况下，就不会有问题。 

 

图 2.13  取水口形状说明图 

（iv)取水流速：一般取水口的流入速度为 0.6～1.0m/s。这个流速是基于以下

两个条件设计的。一个是取水时的接近流速（取水口上游河流的流速）为 0.4m/s

以下。这样就可以防止粒径为 0.30mm 以上的泥沙流入。另一个是干线水路的水生

植物并不繁茂，可以保证 0.75m/s 以上的平均流速。 

（v)取水宽：取水口的垫高，设计取水位及流入流速可以通过公式（2.1）求

得。 

B=Q/（h₁V）                                       （2.1） 

B：取水口宽度（m),Q:设计取水量（m³/s)，h₁：流入水水深（设计取水位-垫

高标高）（m),V:流入流速（m/s)。 

如果求得的宽度值较大的场合，在考虑闸门的横竖比和取水管理等情况，分开

适当的门数。堰柱的形状，要通过流速尽可能缩流，要尽量将水头损失变小。 

（vi)水筛：一般要安装在控制水门的前面，同时为了更好的去除浮游物，压

迫按照 1：0.3 的程度进行倾斜。另外，上端要安装弹丸，防止耙等前段要被横竖

钩到额。从保护渔业的角度，要在防尘筛后面安装防止鱼苗进入水流的鱼筛。 

（vii)取水庭：在取水口和导水口之间，为了将流入的水流变缓而安置的渐缩

区域。同时还会设计导流壁来防止偏流。由于取水庭在洪水时被覆盖，容易堆积泥

沙，所以 好将这一部分变小，并且放上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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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4  取水口的方式 

（viii)取水口流量计算：取水口的水流流入方式从水文学上来看有（1）溢水

式和（2）孔口式两种。（参考图 2.14¹）。 

（1）溢水式  溢水的状态通常是潜堰，用公式（2.2）表示。 

 

Q：流入量（m³/s)，m:流入损失系数，图 2.14（a)中所示，如果有阶梯应该在 0.8～

0.85 之间（在泥沙吐导流壁的影响下，数值会变小），n:端收缩数，k:端收缩系数，

在堰柱前面是半圆形或者尖圆形的情况下为 0.02~0.04 之间，B：取水口流入宽度

（m),h₁：从取水口处垫高处测的的水深（m),h₂：取水口水深，g:重力加速度（m/s

²），如果 h₂＜2/3（h₁+ 

v₁²/2g)，可以按照完全溢水公式计算。 

（2）孔口式  取水时为防止泥沙流入，一般采用表面取水。但是在枯水期到

平水期一般采用表面取水，在丰水期择采用孔口式取水(自然取水并且 2 段闸门的

情况也一样）。孔口式的取水，由于流量的增大与上游水深的平方根成比例，所以

比溢水式具有灵敏度降低的好处。流入量计算公式（2.2）中 B 的数值设置为节流

孔的宽度。 

（ix)取水口的水位计算：以计算设计取水位为目的，假定用水水道的起点水

位为已知水位，分别计算各种水头损失中必要的部分，将计算数值加到用水水道的

水位就会获得结果。这种情况下的流量为设计取水量。 

取水口的水位计算，按照以下顺序进行。 

（1）设计取水量为已知数值，大概设定取水口的形状。 

（2）根据这种形状计算各种水头损失 

（3）将各水头损失的合计数值加到用水水道起点的水位数值，概算出取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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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取水口的具体设计，再次进行水头损失计算。 

另外，水头损失包含:①流入水造成②段差造成③堰柱造成④水筛造成⑤摩擦

造成⑥截面急速扩大或者渐进扩大造成⑦截面急速缩减或者渐进缩减造成⑧弯曲

造成⑨控制取水量的闸门造成⑩量水造成等。 

b.沉沙池 

虽然从取水口推算泥沙流入量非常困难，但是流入沉沙池的泥沙量按照容量比

的计算以通水量的 0.01%为标准。根据时期和河流状况的不同，溪川河流有时会到

0.50.5～1.0%。沉沙池是为了防止泥沙与取水一起流入，并且在水道中沉积阻碍流

水，或者给水处理造成障碍而建立的沉淀排解有害泥沙流入的设施。特别是设置在

在流量及河床急速变化的溪流地段的渠首，由于大量的泥砂砾流入，更需要建立沉

沙池。但是设置在河川流速较为缓慢的溪流地段的渠首，由于取水口前面有井水池，

并且取水口较高，不会有泥沙流入的可能。所以没必要特别设置沉淀池。 

沉淀池要根据设计取水量和建设地点的地形来设计合理的水文构造。设计上既

应考虑沉沙沟渠水流的均匀（让所规定的粒子沉淀有效），又要考虑有利于排除沉

积泥砂砾。沉沙池采取左右对称的形状，沉沙沟渠要在宽度上建立 2排以上且保持

一致的长方形断面。 

（i）位置的选定 

沉沙池 好与取水口相连，并且能够设置在用水水道的起点。由于地形等原因

无法设置在上述地点的情况下，要尽可能的设置在取水口附近。进入沉沙池的流水

速度越小，沉沙效果越好。所以导水渠的通水宽度 好按照取水口宽度尽量加大，

同时缩小沉淀池流入扩大缓冲地段的广角角度。这样才能建造有利于水流的整流通

过。 

另外，虽然需要让流入水的方向与沉沙池的中心线保持一致，但是像流水导水

渠弯曲的不得已的情况，需要考虑如何防止导流壁造成的偏流。 

（ii)流入泥沙与沉沙容积：根据取水期间对河川流沙量的调查，通过对泥沙

粒度分布来决定沉积 小粒径及流入量 大粒径。 

灌溉用水专用的沉沙池内泥沙的 小粒径应根据流入泥沙的粒度分布、泥沙粒

子在用水道内沉淀的有无、水田的蒸发及渗透水量等来决定，一般为 0.3mm。 

上水道及工业用水等共用水的综合取水的情况下的沉积 小粒径按照各用水

的 小粒径来规定。上水道的目标为对 0.1～0.2mm 以上的砂粒子进行沉淀处理。 

表 2.5 浊水中的极限升降速度（v₁）¹ 



525 

 

 

图 2.15  沉沙池内的堆沙状态¹ 

沉沙容积就像图 2.15 那样，在所规定的位置(C 点）完成的 小粒子的沉淀值

为沉沙界限值，这时的堆沙量为容许沉沙容积。 

沉沙池内应处理的沉积砂粒子，一般以扫流砂的形状被搬运过来。如果沉沙内

的流水得到充足的整流，泥沙就会按照从粒径 大的砂粒子开始，逐渐从沉沙口开

始边形成堆沙丘，边沉淀。没有在堆沙丘沉淀的细粒子或者由于水流状况以浮游砂

的形式流入下游的细微砂粒，会被扫流冲刷，在堆沙丘下游形成薄薄的堆沙层。 

所以，沉沙渠内的扫流力与应沉淀 小粒子的限界扫流力相互平衡，可以设定

使之无法再上浮的位置（堆沙层的厚度为 D=20～25cm，即从沉沙沟的末端到出口的

距离），在这个位置上砂粒子沉积完成的时，作为沉沙界限。 

沉沙容积量由一个取水期或者设定的一定的排砂扫砂期内流入的泥沙总量来

决定。当沉沙容积量到达沉沙界限值时，从沉沙粒子完成沉积的位置到堆沙丘的前

面的高度的 10 倍距离定为堆沙丘的长度。 

（iii)沉沙沟的长度：沉沙沟的长度 L（m),根据公式（2.3）～（2.6）来决定

安全长度。 

 

这里，L：沉沙沟的长度（m),k=1.5~2.0 安全系数，h:指定 小粒子完成沉淀

的位置距离堆沙面的水深（m),B:沉沙沟的宽度（m),U：沉沙沟的平均流速（m/s)(砂

流子的扫流极限速度），Vg:表 2.5 中的极限沉降速度（m/s），Q：沉沙沟的设计通

水量（m³/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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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₁：堆沙部的长度（m)(流入土砂砾量，由排沙操作等决定），L₂：堆沙部前面

到的 小粒子完成堆积的位置的距离(m)(L₂≈10w,w=堆沙部的厚度），L₃：盈余长

度（m) 沉沙口末端的流出口水道的高度。 

另外， 小粒径在 0.2～0.5m,沉沙沟的通水量 Q=1.0～5.0m³/s 的情况下，通

过（2.6）的经验公式可以求出比较妥切的长度。 

 

虽然沉沙容积量是由一个取水期（一个排沙操作期）中流入的泥沙总量来决定，

但是流入泥沙量由于取水期不同而不同。通过隔断分开的 2个以上的沉沙沟，如果

规定每一个沉沙沟的随时排沙操作的基准，就可以将沉沙池的容积减小。 

（iv)沉沙池的水文构造：沉沙池根据计划通水量和建设地点的地形来决定合

适的形状。沉沙沟的流动要均匀且要使所规定的砂粒子有效沉积和容易排出砂砾。

同时在水文构造方面还要有利于运营维护管理。沉沙池的形状为左右对称，沉沙沟

采取长方形断面比较合适。 

在已建成的沉沙池中有长卵形和非对称的形状，还要在沉沙沟中设置溢水堤或

者沉堤等形式的隔断等形式。这些会使得沉沙池内流动混乱，降低沉沙效果。增加

排沙难度。特别是采用横溢水的方式容易造成偏流或者卷流，从而使粗流砂进入水

流。另外，由于沉沙池内产生固有振动，会造成浮游流砂的上卷。从而使入水口与

出水口不会产生水面变动。 

（v)沉沙沟的通水宽度及深度：沉沙沟的宽度和深度的尺寸要适合建设地点的

地形和通水量，同时还要有利于土砂砾的沉淀及排除。 

根据沉沙沟内流入土砂的流动形态及沉淀状况、沉沙沟内扫流力及沉积 小粒

子的极限扫流力等按照以下方法决定长方形断面沉沙沟的宽度和长度。 

（1）没有给出沉沙沟的底部倾斜度的情况：沉沙沟的宽度由公式（2.7）计

算 

 

B：沉沙沟宽度（m),h:沉沙极限下 小粒子沉积完成点的堆沙面上的水深（m),Q:

沉沙沟设计通水量（m³/s），Uc:所规定的砂粒子的扫流极流速（m/s)。 

砂粒子的扫流极限流速 Uc 通过公式（2.8）求得。 

 

U*c:极限摩擦速度（m/s),R:所规定砂粒子完成沉积时堆沙面的径深（m),n: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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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面的粗糙系数，g:重力加速度（m/s²）。 

颗粒直径为 0.3mm 时，按照 Uc≈0.20m/s 为标准。 

（2）给出底部倾斜度，实现射流排沙的情况，沉沙沟的宽度按照（2.9）来

计算。 

 

B：沉沙沟宽度（m),h:沉沙极限下 小粒子沉积完成点的堆沙面上的水深（m),Q:

沉沙沟设计通水量（m³/s），α=1.0～1.2：沉沙沟内考虑的流速变动系数，K=Lc/(pi)

（m²/s²），Lc:沉积 小粒子的极限扫流力（N/m²），ｐ：通水密度（Kg/m³），i:沉

沙沟底端倾斜角度；i>1/100. 

根据岩恒公式假定粒径 dc 为 0.0065≦dc≦0.0565,水的密度为 p.砂粒子的比

重为 2.65，通水的黏性溪水 V=0.01cm²/s,重力加速度 g=980cm/s²，粒径的砂粒子

极限摩擦速度为 U*c。通水密度几乎不可能超过 p=1.05。 

 

如果同时用公式（2.7）和（2.9）来计算的话，对于给定的水深 h,采用两公式

中 B为较大的那个值。 

如果沉积 小粒子完成沉积时堆沙的厚度为 D（约为 25cm),那么断面的沉沙沟

深度 H=h+D。 

沉沙沟的宽度 B与水深 h,根据给定的一方数值可以求得另一方数值。由于通水

量及地形等因素影响，单一沉沙沟的宽度比水深要大很多的情况下，可以通过隔断

将沉沙沟分为两派以上，如果能随时排沙，还可以将沉淀池的容积变小。另外还可

以设计有利于维护管理的构造。 

沉沙沟的宽度和深度受沉沙池建设地点地形制约影响很大，但是为了使自然排

沙成为可能，深度 好为 2~3m 以下。 

（vi)沉沙沟底部的倾斜：在进行自然排沙的沉沙池，为将沉沙土砂砾进行扫

流排除，需要采用在沉沙沟底部设置倾斜的射流排沙方式。 

为了扫流排除沉沙沟内的沉积土砂砾，应将底部倾斜角尽量变大。可是如果倾

斜角过大，会使的沉积处理流入土砂砾时，沉沙沟入口扫流力过大，为达到规定的

扫流力，需要很大的流下距离。所以要从流入土砂砾的沉积和沉积土砂砾的扫流排

除两方面来考虑流砂沟的底部倾斜角。一般在 1/50～1/70 之间。在落差十分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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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为了使土砂砾很容易流入排沙管，需要在沉沙沟末端设定 1/10 的较大的倾

斜角。 

底部的倾斜也可以横向设置。如果沉沙沟的宽度变大，效果反而会变小。如果

将沉沙沟宽度变窄，采用射流排沙方式进行合理的通水和排沙的话，竖向倾斜就足

够了。沉沙沟的容积可以单独将横向倾斜变大。 

采用机械排沙的沉淀池，需要铲土机和无叶片泵等设备。为了便于设备搬运，

需要沉沙沟底部弄平，并设置不会给设备运输造成障碍的宽度。但是沉积土砂一旦

流入集砂层，通过泵排出以后，需要按照自然排沙标准，设置底部的倾斜。 

（vii)沉沙池上游入口迁移部：在导入部，按照设计取水量进行通水时，要让

入口进水道流动截面面积和迁移部的流动截面面积相同。为此要设置整流逆倾斜。

迁移部水面假定为水平来进行相关计算。 

 

图 2.16  沉砂池末端水位承接方法 

 

图 2.17  假设的断面形状 

（viii）与沉沙沟下游干线水路的连接：  将沉沙沟下游端作为铅垂线壁面，

设置控水闸。 

将承接入水水路的水位的沉沙沟水位与干线水路起点水位的方法，根据落差不

同分为图 2.16（a）的那样断面小水路形式与图 2.16（b）(c)那样的完全溢水形式

两种。溢水形式不仅适用于沉砂池中心线与主干水路中心线一致的情况，还适用于

两者直交的地形。图 2.16（c）的情况是在沉沙沟直角处设置的 U 字形沟的上面，

从上下游双方向以溢水的方式流入，因为溢水宽度有成倍的增加，所以与图 2.16

（a）(b)相比，通水位对通水量的变化变小，对沉沙效果和维护管理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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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固定堰 

固定堰是从水利灌溉的角度出发为确保计划取水位而建造的，但是从维持河川

既有功能，加速洪水流下的治水观点出发，又有着不一样的必要性。也就是在堰的

固定部位（以下简称固定堰），为了治水在流下断面内设置，不仅会导致堰上游的

洪水水位上升，还会使下游个别地方遭受冲刷，反而会增大洪水危害的可能性。根

据构造法令第 37 条的规定，不允许在移动堰移动以外的部分（除堰柱）及固定堰

的流下断面内设置。可是，第 37条（与流下断面的关系）及第 38条（可移动堰的

移动部分的径间长）的规定了都明确指出了例外情况。即“在山涧狭窄地段，根据

河川和地形等状况，在确保不给治水带来障碍的前提下，可以在流下断面内设置土

沙吐、通船道和渔道及固定堰”。 

根据上述的例外情况，在狭窄山涧等地段，没有堤防（包括规划中的堤防），

且对上下游治水没有影响的情况下，可以设置堰（包括固定堰）。 

所谓对上游治水没有影响是指的，背水影响不会涉及到堰上游地段的堤防、民

宅、农地等设施。对下游治水没有影响是指不会产生由于河水淤积造成堰设置地点

或堰上游过来的越水民宅及农地进水。并且不会产生溢水通过水路流入堤内地。在

山涧狭窄地段的下游设置堰的情况比较多，尤其有留意这一点。 

 

图 2.18 为经济的断面的计算方法图 

综上所述，固定堰的设置要充分考虑治水和灌溉两方面的协调。近年来，河川

法或者构造法令等单纯从治水的观点进行解释，或者由于河川协商比较繁琐，尽量

不导入固定堰的趋势也在加强。但是，河川的河道计划不应仅从治水角度出发，还

必须充分考虑计划界面形状的变化等灌溉方面的问题。为此，如果从河川及地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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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考虑，不会对治水造成障碍，或者根据河床状况不得不在下游断面内设置堰的

情况下，作为确保治水功能适当的措施，应该予以灵活运用。 

a.堰顶标高的决定  固定堰原则上采用钢筋混凝土来建造，高度按照（2.10）

公式那样，要用设计取水位和必要英语高相加。 

堰顶标高=设计取水位+盈余高度         （2.10） 

盈余高度要考虑到由于波浪或者取水口堵塞造成的水头损失及固定堰顶部的

磨耗等因素，一般被认为是 10cm 左右。 

b.断面型式  一般以台型断面为基本型。假定台型为基本断面形状，通过安定

计算，如果得到确认，就可以根据水文条件适当的修正溢水水水脉。 

（i）基本断面型：①上游面为铅垂线或者大的倾斜角（1:0.1~0.2），下游面

为较小的倾斜角（1:0.8~1.0），在堰顶保留一定的宽度，构筑形状。②石砾流动非

常激烈的情况下，可以像防砂堰堤那样将上游面的倾斜变小，下游面倾斜变大，防

止下落石砾的破坏。③洪水时溢水水深如果达到堰高 2倍以上的情况下，断面设计

要使堰不会强烈对抗水流，同时为了让水流缓慢流下，要让上下面的倾斜变小。如

何决定基本断面型要根据有河川的状态来决定（图 2.17、2.18） 

 

图 2.19h₂≤2h₁/3 情况下的静水压 

 

图 2.20 潜堰的静水压 

（ii）决定断面时应考虑的外力：作用于溢水型固定堰的外力有自重、静水压、

上升力、地震力、堆沙土压、冰压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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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静水压 

设计洪水量流下时，根据下游水位不同会有三种不同情况。如果把堰正前方上

游堰顶的水深设为 h₁，下游水位设置为 h₃、下游水位比堰顶要高的话，堰顶水深

设为 h₂。按照①h₂≤2h₁/3②h₂≥2（h₁+v₁²/2g）③h₃＜Df的三种情况分别进行讨

论。像图 2.19 中所示，堰顶水流为射流，由于水脉弯曲在堰顶上回产生低压现象。

所以图中各点的静水压按照以下方法设定。上游面 ab上面的台型负重分别为：b:h

₁+v₁²/2g、a: h₁+v₁²/2g+Df，堰顶 bc 的负重为：b: h₂、c:为 0 的三角形负重。

下游面 cd 为 c:为 0、d:h₂+Df 的静水压。但是，由于堰顶静水压不稳定，所以 bc

宽度较小时加以省略会更安全。 

接下来，当 h₂＞2（h₁+v₁²/2g）的潜堰状态时，假定 h₂=2（h₁+v₁²/2g）时为

危险的情况，就会变为像图 2.20 那样的静水压。 

另外，h₃＜Df 时，图 2.21 的静水压就会对堰体产生作用。 

（2）堆沙造成的土压  在静水压的基础上增加土压的情况。堆沙的深度需要

根据堰体的状态来决定。但是如果将堆沙堆到堰顶为止被认为是安全的。这种情况

下，土压系数用 Rankine 公式来表示的话，0.4~0.5 之间应该不会有问题。土压通

过公式（2.11）进行计算。 

 

W₁：堆沙的单位重量（≈17.65kN/m³），W₀：水的单位重量（9.81kN/m³），C₀：

土压系数（≈0.4~0.5），He:堆沙高度（原则上到堆顶为止） 

 

图 2.21  h₃＜Df情况下的静水压  

 

图 2.22  对堰体产生作用的地震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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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上升力  上下游的水深乘以上升力系数被认为是对堰体底面产生的上升

力。被岩石或者到达不透水层的板围绕的情况下，压力系数为 0.4。其他情况下，

压力系数为 1.0.并且在透水性地基上建造的堰，由于上下游建造的围堰影响，会造

成上升力计算错误。所以要特别注意。 

（4）动水压 一般情况下会考虑堆积土沙造成的土压，所以不会特别考虑。 

（5）地震力 在设计防震时，一定要考虑到地震力。地震力是指从水平下流方

向或者水平堰轴方向对堰体中心作用的力。按照平水状态时计算（参照图 2.22）。 

单位长度的地震力 F按照公式（2.12）计算。 

 

F：单位长度的地震力（kN/m）,Kh:设计震级，Wo:堰体自重（kN），W：堰体的

单位体积重量（kN/m³），B₁：堰顶宽（m），B₂：堰体底部宽（m）,Df:堰高（m） 

设计水平震级由公式（2.13）计算。但是，根据公式（2.13）计算出值小于 0.1

时，以 0.1 为设计水平震级。 

 

Kh:设计水平震级（小数点以后两位），Kko:标准设计水平震级（设定为 0.2），

Cz:根据各地的特点进行的修正系数，Cg:根据地基不同的修正系数，Ci:根据重要

级别进行的修正系数（设定1.0为标准数值），Cr:根据固有周期进行的修正系数（Cz，

Cg，Cr 参照引用文献¹） 

（iii）断面的决定：堰体为了确保：①洪水时，稳定平时时的上下流②低水

时，稳定发生地震是上下流，所以必须满足相关的稳定条件。 

为了保证堰体稳定必须满足一下三个条件：①确保倒坍时的安全②确保滑动时

的安全③对于地基支持力确保安全。 

各种条件下的稳定性问题，可以通过公式（2.14）~（2.16）判定。 

（1）倒塌时的确保稳定 

（平常） （地震时）       （2.14） 

（2）滑动时的稳定 

（平常） 地震时）        （2.15） 

但是，在岩石上建造时，要参考底面剪断摩擦抵抗，安全率 n要在 4以上。此

时，f=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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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地基支持力的稳定 

 

e:偏心距离（从底面中心到由合力截断底面的点之间的距离）(m),M:底面上游端的

力矩（kN・m/m）,V:垂直负重（kN/m）,H:水平负重（kN/m）,B₂：堰体底宽(m),Sl:

滑动系数，f:摩擦系数（通常为 0.70~0.75），Zo:底面截断抵抗（kN/m²）n:安全率，

q:底面两端产生的压缩应力（kN/m²），qa:地基的可承受应力（kN/m²）。 

并且，有时会无法把握上浮力，所以根据基础地基的不同，如果上浮力不产生

作用的情况下，需要计算 q值。 

c.基本断面形状的修正  为了对基本断面形状进行稳定的计算，需要按照下述方

法进行修正。 

①上流堰的顶端在图 2.23 中所示，长圆形的 a=0.125h,b=0.28h。根据具体情

况，有可能会设定为圆弧。 

②在下游堰的顶端，为了确保溢水脉不会离开堰体，放射线 X²=αhy，α的值

不能低于 1.78。在图 2.23 中，通过 E 点的垂直线与基本断面下游面延长线的交点

设置为 O，如果 OE=d,曲线公式为 X²=4m²dy。但是，此次需要计算 d≥1.78h/4m²情

况下的 d的数值。 

③在 Df 的 1/2~1/3 为半径的圆弧中，要时水承变成防冲护坦的接线。堰高越

高，越流量越多的情况下，越加需要将水承半径扩大，防止对结合点造成急剧的变

化冲击。 

 

图 2.23  基本断面形状的修正 

d.防冲护坦的设计 

（i）下流防冲护坦：为防止溢水对堰体下游的冲涮，需要在下游面设置防冲护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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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坦的长度按照公式（2.17），宽度按照公式（2.18）计算。 

 

L₁：下游防冲护坦的长度（m），D₁：防冲护坦下游端从上面到堰顶的高度（m），

C：Bligh 的 C（表 2.6） 

 

t:考虑点下游防冲护坦的厚度（m），△H：上下游的 大水位差（m），Hf:到达

考虑点的渗透水水头损失（m），r:堰及防冲护坦的彩礼比重，4/3:安全率 

△H-Hf 是表示任意地点的上浮力的强度，如果全渗透水道长度为 S，到达任意

地点渗透水道长度为 S’，那么 Hf=(△H/S)S’。 

下游端的厚度，如果按照公式（2.18）来计算，会变小。 

根据河川及渠首的不同，此时一般河川的厚度为 50cm,滚石较多的情况下为

60cm。 

为了在下游段以备冲洗和河床降低，设置的标高一般比现河床要略低，同时还

要设置阻挡壁（参照图 2.24）。 

在较软地基上建造的堰体及防冲护坦，为了防止下沉造成的弯曲，一定要进行

适当的地基施工。 

表 2.6  Bligh 的 C 

基础地基 ブライ的 C 

微细沙或者尘泥 

细沙 

中沙 

粗沙 

微砂砾 

中砂砾 

砂砾混合物 

18 

15 

— 

12 

— 

— 

9 

含玉石粗砂砾 

含玉石滚石 

滚石及砂砾 

软粘土 

中粘土 

重粘土 

硬粘土 

— 

— 

4~6 

— 

— 

— 

— 



535 

 

图 2.24  防冲护坦的长度 

 

图 2.25  防冲护坦的厚度说明 

（ii）上流防冲护坦：为防止溢水形成涡流对河床的冲刷，需要在上游设置防

冲护坦。可以比下游的防冲护坦薄。厚度通常为下游防冲护坦的 1/2~1/3，但是容

易起涡流的地段，需要加厚。 

堰高 Df在 2~3m 以上，如果可以预测上游面有堆沙的情况下，可以不用设置防

冲护坦。并且在计算渗透水道距离是，为了安全一般也不会考虑防冲护坦。由于河

床的条件等因素，不得不在计算渗透水道距离是考虑防冲护坦的时候，要在和堰体

结合处插入插筋防止下沉，同时还要放入止水板等来实现水密化（参照图 2.25）。 

2.4.3 可移动堰 

可以通过对闸的操作，确保可移动堰（部分）在取水时的水位，实现对规划水

位高以下的流水的作用。可移动堰，按照功能分为洪水吐和土沙吐。主要由洪水吐、

土沙吐、床板、防冲护坦、堰柱及闸构成。洪水吐是为了维持流心，便于洪水时可

以是水流安全流出。土沙吐是为了在短时间内将堆积在取水口前面的土沙进行扫沙

清理，防止取水时土沙流入取水道。 

a.可移动堰的水力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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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6 中 lo 作为广顶堰发挥粗度效果的作用。深度设计 好是在洪水位时上

流水深 h₁的 2倍以上。另外，倾斜角原则上要与规划河床的倾斜角相平行。 

 

图 2.26 洪水吐断面说明图 

一般来说，长度 lo中堰柱上游的 L₃是堰柱宽度的 3倍。另外，厚度 t₀设定为

下游防冲护坦的 大厚度 t 的 1/2~1/3。通过这样的设计，可以实现对上游 3 倍的

逆倾斜，比原来河床要宽 d₁=1.5m 的水贯入前端。但是由于河川具体情况的不同，

对个别地方的冲刷效果会有所不同，需要个别对待。从闸的钩环（防止过开过关）

到下游堰体及堰体下游的防冲护坦的长度 l₁通过公式（2.19）计算，厚度 t通过公

式（2.20）来计算。 

 

l₁：下游防冲护坦的长度（m），D₁：防冲护坦下游端的上面到闸顶端的高度（m），

C: Bligh 的 C（参照表 2.6）。 

 

t:考察地点下游防冲护坦的厚度（m），△H：上下游水位差（m），Hf:到达考察

点为止的渗透水水头损失（m）,r:坝及防冲护坦材料的比重,4/3:安全率。△H-Hf

是表示任意点的上扬力强度，假定渗透水水道全长为 S，到达任意一点的渗透水道

长度为 S’，那么 Hf=(△H/S) S’。 

    按照公式（2.20）的计算，下游一端的厚度数值可能会变得极小。这种情况下，

根据河川状况和坝首的规模，一般河川的 小厚度约为 50cm，滚石较多的情况下

小厚度一般为 60cm。为防备冲刷及河床下沉，下游的标高也比现在河床也略低，同

时还要设置障碍板。 

    因为要绝对防止坝体不同下沉造成的弯曲，所以还要进行必要的基础工事。 

b.沉沙槽  

    沉沙槽坝道设置在取水口的前面，这样可以谁是将堆积的土沙排除掉，还能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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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土沙流入取水道。按照水文设计的理念，一般有对应急流河川和缓流河川的两种

方法。两种方法在河川材料大小、平水时的流速以及河川倾斜方面有巨大的差异。 

    另外，在设计沉沙槽时，根据河川的倾斜角不同，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方式： 

溪流河川：倾斜角 I＞1/140  

急流河川：倾斜角 1/140＞I＞1/800 

缓流河川：倾斜 I＜1/800 

 

图 2.27 沉沙槽水路上游说明图 

（i）设计的基本几宽度：沉沙槽水路的水文设计的基本方法如下所示： 

①脱沙时的水流领域设定为超临界水流。②在急流河川中，坝首的设置点被认

为是具有 大粒径（重量通过率为 90%的直径）脱沙能力的位置。③沉沙槽的标高

原则上要与现水路高度一致。④沉沙槽水道的倾斜角一般是固定的，但是根据河川

倾斜和下游水位的情况，可以在沉沙槽水道下游水位的倾斜变大。⑤脱沙首先决定

脱沙时必需的单位宽度流量 q(急流河川)及 qc(缓流河川)，顺便确定急流河川的平

均粒径（重量通过百分比为 60%的直径）移动极限值时的河川流量 Qs 和缓流河川中

灌溉期间的平均流量 Qm。⑥Bs=Qs/q，Bm=Qm/qc 以此来计算沉沙槽的宽度。接下来，

探讨急流河川及缓流河川下沉沙槽的宽度（Bs，Bm）是否满足构造法令的相关要求。

如果不满足，需要，考虑另外的对策。⑦沉沙槽的宽度 好要在沉沙槽水道长度

的 1/2 以下。 

（ii）急流河川中的沉沙槽设计 

（1）水流进入部分  由于沉沙槽的流入部分中沉沙槽水道内的流动设定为超

临界水流，所以会产生极限流动。按照极限流的特点，需要设计能够搬动河床 大

粒径的砂砾的能力。砂砾移动所必须的极限流速 Vc(m/s)可以通过公式（2.21）进

行实验性研究。为此，极限水深hc(m)及单位宽度流量qe(m³/s)可以通过公式（2.22）

及（2.23）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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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 :河川物质中的 大粒径（重量通过百分比为 90%的直径）（m），g:重力加

速度（9.8m/s²）。 

（2）沉沙槽水道的上游部分  图 2.27 中 L₁被认为是公式（2.24）的范围内求的

值。 

 

L：取水口宽度 ，S：沉沙槽闸上有端与取水口下游端的间隔 ，Hs:沉沙槽水

道标高与设计水位的差。 

沉沙槽水道入口 A点的标高原则上与现在河床标高同等程度。水道内的流速如

果过快，就会产生水道底部的摩擦剂沉沙槽下游的冲刷等现象，所以为了使断面

Ⅰ～Ⅱ之间的极限流接近的超临界水流，必须设定倾斜角 i.i 的值可以通过公式

（2.25）求得。 

 

公式（2.25）右边第 2项是指清除沉沙槽内堆积砂砾所必要的能源倾斜角 Ie。

Ie 的值要比公式（2.26）中给定的与 hc相匹配的极限流倾斜角 Ic（搬运大量砂砾

所失去的能量程度）要大。另外，作为固定河床的 Ie 的值，可以比对应移动河床

平均粒径的极限扫流时能量倾斜角 Itg 小。Ic 可以由曼宁（Manning）平局流速公

式求得。Itg 可以由岩恒简易公式求得。所用的公式是（2.26）和（2.27）。 

 

通过公式（2.28）表示的范围来确定公式（2.25）第二项，并且利用这一数值

求出 i的值。 

 

公式（2.25）-（2.28）中,n:曼宁公式重的粗度系数，hc:根据沉沙槽入口的

极限水深公式（2.22）求得，h:水道下游侧的断面（闸门挂钩一侧）水深

（m）,hm:(hc+h)/2,dm:河床砂砾的平均粒径（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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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公式（2.25）求得 i值，下游侧面水深 h要与 大粒径 d₁等值或者大于此

值。如果水深过浅，作为扫流对象的砂砾的顶端就会露出水明，降低扫流能力。另

外，求 Ie值时，n可以设定为 0.017-0.018 之间。但是，在 n=0.015 的情况下，求

出下游侧界面水深，以此来确保 h≥d₁，以此来确定沉沙槽上游的倾斜角 i.此时 i

的值为通常值得 1/100. 

要形成沉沙槽水路，需要导流板（顶端为水平）。在水路入口的导流板的高度 H

设置为 1.5hc(图 2.28)。 

 

图 2.28  沉沙槽水道说明图 

（3）沉沙槽水路下游（图 2.28）的 L₂,大概为水路宽度的 1.5 倍。另外，从

水路下游端 D 到上游，下游侧设计水深 h₃的 4.5-6 倍之间的点为 C，将 CD 之间的

水路面设置为水平面。CD 间的长度为 L₃，此长度与 h₃一起作为共轭水深。在水跃

情况下，作为水跃长度。BC之间的倾斜角 i₂要与 C点水深 h₂及下游水深 h₃一起作

为共轭。即要满足公式（2.29）。 

 

i₂l₂是能量方程式及连续公式还有曼宁平均流速公式（2.30）共同求出的值。 

 

公式（2.29）及（2.30）中，h:Ⅱ断面水深（m），x:下流河床水位与闸顶水深

的差(m)，h₂：Ⅲ断面水深(m)，qe:每单位 宽度的流量（m³/s），Fr₂：对应 h₂的弗

劳德数，Fr₂²：=qe²/gh₂³，计算 i₂值时，（公式 2.29）要设定 h₂，并且需要满足

公式（2.30）。但同时还要满足 i₂≥i的条件。 

    下游的导流板要设置到下游端 D 为止，其高度 小值要比扬沙时下游水位高

0.50 m， 高水位要以取水时闸门全部打开时沉沙槽闸顶端的极限水位 hc₁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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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缓流河川地段的沉沙槽设计：需要在缓流河川地段产生超临界水流，为满足

图 2.29 中的超临界水流条件，需要通过公式（2.31）求出水路底部落差 y. 

 

(单位宽度流量 m³/s)。公式

（2.31）中如果假定对于水深 h的弗劳德数为 1.75,h≈0.5h₃、v=1.75 的关系，

根据给出的 h₃、n、l的值，就可以求出 y的值。 

 

图 2.29 环流河川中的沉沙槽的截断面形状 

缓流河川中坝的上游一般储存量大，可以考虑用储存能量来对闸进行才做，实

现排沙目的。为此，为了满足公式（2.31）的条件而将沉沙槽的宽度变得像无效水

流面积那样小的情况下，可以考虑此储存能量的利用。以利用储存能量为前提，上

游的导流水道的板高应该提高到取水位高度。在这种情况下，满足水文条件同时又

不会影响取水功能的沉沙槽的水道宽的基准为沉沙槽水道宽＞取水口宽度。  

c.闸门设备的设计  

    可移动坝的闸门是调节坝首的利水和治水的重要设施，根据构造令的相关规

定，必须满足①关闭时要确保取水时一定水位②开放时确保水流额安全流下，③必

要的水密闭性和耐久性，④确保开关的确定性⑤在设想的负重条件下的安全构造等

条件。 

    坝首的闸门有提升式闸门和起伏式闸门等。在设计闸门时要满足这些基本条

件，选定适合坝首的取水形态和河川状况的形式十分重要。 

根据闸门的使用用途不同区分的各种形式，通过表 2.7 来表示。另外，根据使

用条件可以进行大致分为一层闸门与两层闸门的两种形式。  

在选定闸门的种类的时候，要根据使用目的，设置个数，安全性，利水功能的可信

性及经济性等进行综合考察，进行决定。另外，水位及流量控制成为可能，和便于

长期使用及适合检修维护。 

闸门的材质有钢制（包含铸铁机不锈钢制），铝制，橡胶制剂 FRP 制（强化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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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制等。并且使用钢制及橡胶制以外的闸门时，必须充分考虑材质的使用特质。

各种闸门的特点如下所示： 

①辊闸：辊闸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形式，水压负重通过面板及辅助梁传递给水平

主梁，然后再通过设置在门两端的竖梁经过辊传递到钩环。此类闸门时坝首闸门中

用的 多的一类，从小型到长径闸门被广泛的利用。 

按照门的构造可以分为 3种形式，主要根据门高（H）和径间长（L）的比例（H/L）

进行区分（图 2.30）。 

另外还必须考虑闸门半开进行放流时的闸门振动。闸门的振动状态根据上下游

水位与闸门的开合度而改变。闸门下游的水流如果是自由流出的状态下就不会发生

振动，如果下游水位高于闸门高度时就会造成放流，从而导致振动。引起振动的原

因有水跃干涉，闸门直流造成的波动，闸门底板下发生的涡流等。 

②2段闸：闸门的径间较长，并且坝首放流较少的情况下，需要以数 cm 的单位

进行开度调整，会给管理带来障碍。这种情况下采用 2段闸门的形式会比较容易控

制流量和对水位进行调节。 

2 段辊闸方式和铁钩方式时，可以将坝柱的高度降低，可以有效的进行流量调

节。以流量调节为目的的情况下越流流量要根据取水方式和操作方式及河川状况等

进行探讨。 

由于 2 段闸门在水的密封构造，钩环构造及开关机构方面十分复杂，并且每 1

段的单个闸门的 H/L 变小，所以需要特别留意构造上的稳定性。 

 

表 2.7  闸的各种形式及其应用 

使用目的 

形式及种类     

洪 水

槽 

沉沙

槽 

取水及

放水 

沉砂池及

排沙池 

鱼

道 

船

道 

维 修

用 

Rola 闸 ○ ○ ○ ○ △ ○  

长径 Rola 闸 ○ ○      

rola

式 

多端 Rola 闸 ○ ○      

滑落闸 ○ ○ ○ ○    

超临界水流式闸   ○     

上

下

开

关

式 

滑落

式 

嵌入式     ○   

辐射闸   △     蝶铰式 

起伏闸 △  ○  ○   

阀门式 闸门阀 

蝶状阀 

空心超临界水流阀 

  ○     

其他形式 流动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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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胶坝 橡胶不制闸 ○  ○     

注：○：可以使用的适当形式 

     △：根据具体情况可以使用的适当形式 

门的形式         适合径间(m)     适合的 H/L  

(1)girder 方式      ～15         ～1/5 

(2)shell 方式    15～80      1/20～1/5 

(3)truss 方式    20～80        1/20～1/15( 小门高为 1.0m 左右) 

 

girder 方式        shell 方式       truss 方式 

图 2.30  转动门的各种方式 

 

 

2 段转动方式      铁钩方式    起伏门的转动门方式 

图 2.31  2 段门的各种方式 

另外，也出现了周围百姓对越流水造成的振动的不满，所以必须采取适当安置

扰流板（越流时为了给门背面供给空气的切水板）等措施。 

2 段闸门的构造种类理由 2 段辊闸方式（shell 方式或 girder 方式 进行组合

的方式），铁钩方式（上段是铁钩方式，下段是辊闸方式）和附带起伏闸门的辊闸

方式（上段闸门时起伏闸，下段是辊闸方式）（图 2.31）。 

③滑动闸门：径间及水位差比较小的情况下采用的一种方式。支撑部位采用金

属板等简单的构造，在承受水压条件下进行操作时，支撑部位与挂钩轨道会产生直

接撬动，开合负重会变大。 

④叠梁：作为平时处于使用状态的闸门的修理时备用闸门的一种。门体被分割

成几部分，将其累积起来祈祷关闭的作用。需要考虑门本身的搬运及安装和撤掉时

的吊车。 

d.坝柱 

在设计坝柱时应该注意既要不会对洪水的下泻造成障碍，还有对让闸门对其负

重能安全且容易的操作。一般为塔状形状。另外为了更好地对闸门进行检修同时又

能减少钢筋混凝土的量，一般会在坝柱上部安置两根柱子或者四根柱子。但是，这



543 

样的设计会使面积增大，未必有经济性，所以需要充分的考虑。另外，坝柱的设计

需要把握基础的状态信息，所以事前的调查和试验非常有必要。 

 

（a）提升闸                    （b）起伏闸 

图 2.32  坝柱的海拔高度说明图  

（i）坝柱的海拔标高：坝柱的海拔标高按照以下方法决定（图 2.32 参照）： 

（1）提升式闸门：按照公式（2.32）来决定。 

海拔标高=坝上游的设计洪水位+盈余高度①+闸门高度+盈余高度②+桩的厚度 

(2.32)     

盈余高度①：设计水位与闸门下端之间比洪水接近时速度水头要大并且要高于

构造法令中规定的数值（表 2.1），盈余高度②：闸门提升时闸门顶端与桩下端之间，

包括切水板，绳索轮，挂钩等闸门构造物及卷起盈余高度等，一般为在闸门设置的

整流板的高度（通常为在越流水深 10cm 以上程度）+盈余高度（50cm 左右）。 

（2）起伏闸门的场合   坝柱的海拔标高通过公式（2.33）求得。 

海拔标高=闸门海拔标高+盈余高度③     （2.33） 

盈余高度③：便于闸门操作及安装挂钩板的便利，一般为 0.50~1.00m。 

并且钢制起伏闸门的场合，盈余高度③一般设定为 50~100cm,采用橡胶坝的场

合，要根据高度进行必要的探讨。 

（ii）坝柱的厚度和长度：为极力降低洪水时的障碍，在考虑闸门操作的众多

条件基础之上，根据力学的安定的角度进行确定。 

（1）坝柱的厚度   一般为 1.50~3.00m。根据以往的资料通过经验方程式

（2.34）概算除厚度，在充分考虑应力度等的基础上进行确定。 

 

tp:坝柱的厚度（m），Dp:坝柱的高度（m），B₁：径间长（m）。 

另外，坝柱对流水的阻碍率（计划高水位中坝柱的合计厚度在水面面积中所占

的比例） 好控制在 10%以下。 

（2）坝柱的长度（流心方向） 坝柱的长度以稳定计算的结果中获得的数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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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考虑闸门门槽，管理桥及用语操作阶段的尺寸等因素进行决定。 

（iii）断面形状：坝柱的水平断面形状，为了不使其在洪水时产生涡流，上

下游端一般采用半圆形或者纺锤形。同时为了防止洪水时泥石流造成的坝柱磨损，

要进行表面保护。 

（iv）坝柱的文婷计算：坝柱的构造及稳定性计算要按照（i）~（iii）设定

的断面满足以下四个条件： 

①歪道是保证安全，②滑动时保证安全，③对于地基的支撑力确保安全，④各

个部分材料的应力要在允许应力度范围以内。 

（1）洪水开闸时，确保上下游流向的稳定 

（2）低水位闸门关闭时，确保上下游流向稳定 

（3）低水位闸门关闭时，确保地震时上下游流向的稳定 

（4）低水位闸门关闭时，确保地震时坝轴方向的稳定 

（5）空虚开闸时，确保上下游方向的稳定 

（6）空虚开闸时，确保地震上下游方向的稳定 

（7）空虚开闸时，确保地震坝轴线方向的稳定。 

A：构造及稳定计算时应考虑的外力：以对坝柱的负荷作用，坝柱的自重，机

械室及闸门卷机的重量，闸门的重量，管理桥的重量，闸门承受的静水压及动水压，

坝柱收到的静水压及动水压，沙堆造成的土压，风负重，地震力，上扬力等数值为

基础，在考虑现地条件和构造物的规模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计算。 

 

图 2.33 闸门受到的水压 

对移动坝产生的各种负重，一般按照以下公式计算： 

a. 自重 W 

W=w・V 

w:单位体积重量（kN/m³）（参照 2.4.2），V:坝柱体积（m³） 

b. 机械室，闸门，提升机，管理桥等的自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计算。 

c. 闸门受到的静水压 P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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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水的单位重量（9.81 kN/m³），H：闸门侧水深（m），Ho：闸门顶端到水面

的距离（m），Bm:：径长(m)(参照图 2.33)。 

d. 闸门受到的动水压（Pd1） 

 

Pd 为从闸门顶端到可移动部分任意地点的流动水水压。 

  

Wo：水得单位重量（9.81kN/m²），Kh:设计震级,，H：全部水头。此时指的是

闸门的全部高度（m），h：闸门顶部到可移动部分任意地点的水深(m)。 

通过公式（2.36），（2.37）得到的流动水水压的合计数值为： 

 

流动水压合力的作用点为 Yd，Yd=（2/5）・H。 

e. 坝柱受到的静水压 Pp: 

 

tp:坝柱的厚度(m)。 

f. 坝柱受到的流动水水压 Pd2: 

 

g. 堆沙造成的土压 P3： 

 

Co：土压系数=0.4~0.5,Ye：堆沙在水中的单位重量（kN/m³），He:堆沙高度（m）。 

h. 风造成的负重 Pw 

风的负重作用在垂直投影面积，用形状系数乘以 2.94 kN/m²得出相关数值。 

形状系数具体来说： 

对于平面形状 1.2 

对于桁架结构，风的上侧为 1.6 

对于桁架结构，风的下侧为 1.2 

对于圆筒形状（1根）为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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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冰的负重 Pi 

一般没有必要考虑，但是在寒冷地区结冰厚度在 10cm 以上的场合，会将此作

为冬期水位做一下考虑： 

 

j. 地震力 KhW  

地震力是对水的下游方向或者坝轴方向进行水平作用的力。设计震级为 2.4.2

中解说的设计水平震级公式（2.13）。计算地震力的时候需要考虑坝柱惯性力 KhWo，

机械室惯性力KhW1，闸门的惯性力KhW2，提升机的惯性力KhW3，管理桥惯性力KhW4。 

B.稳定计算：坝柱的稳定计算通过①滑倒②滑动③地基支撑力④各部件的允许

应力度进行。首先对坝柱产生作用的负重（外力）的合力通过公示（2.43）和（2.44）

进行计算。 

 

Xo：垂直力合力的作用线与基准点之间的距离（m），Yo:水平力何地的作用线与

基准点之间的距离（m）， ：垂直力的合力（kN）， ：水平力的合力（kN），

（V・X ）:垂直力引起的力矩（kN・m）， （H・Y）：水平力造成的力矩（kN・m），

：力矩的总和或者合力引起的力矩（kN・m）。 

①关于滑倒的探讨：对于坝柱底面的合力作用点在中心 1/3 以内就可以。通过

公式（2.45）求出偏心距离，但是需要满足公式（2.46）的条件。 

 

e ≤L/6(平时)，另外 e≤L/3(地震时)                                （2.46） 

e :偏心距离，L：底边的长度 

如果坝柱是钢筋混凝土材质的话，个支点要满足公式（2.47）的条件。 

 

：对于滑倒进行阻挡的合计力矩（kN・m）， ：促使滑倒的合计力矩

（kN・m）。 

②对于滑动的探讨：底面为钢筋混凝土为基础的场合， 大截断应力 通过

公式（2.48）计算，数值在钢筋混凝土的允许截断应力以内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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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截断应力(,kN/m²），A：底面面积（m²）。 

底面为岩石或者砂砾的情况下，可以作为扩面的基础，会十分安全。关于滑动需

要满足公式（2.49）。 

 

f:对地基的摩擦系数。 

③对地基支撑力的探讨：底面的压缩强度通过公式（2.50）计算，一般在基础

地基或者基础钢筋混凝土的允许支撑力以内就被认为是安全的。 

 

B：坝体底部宽度（m），q:底部两端产生的压缩强度（kN/m²）。 

④对材料应力的分析：对构成坝柱的各部分材料，比如钢筋和混凝土进行分别

计算，求出应力值。然后将所求数值控制在设计基准中允许的应力范围以内。 

坝柱的应力计算，一般对顶端，坝柱上部，坝柱下部，坝柱底面分别进行计算。

然后将分别计算的数值按照不同的形状，分别计算坝柱构造，固定梁及弯曲轴距和

周方向力。 

虽然滑到通常对于上下游方向没有问题，但是对于坝轴方向来说，需要让坝柱

不要成为洪水时的障碍，所以应尽量将宽度变小。所以，坝柱宽的的范围不一定满

足上述的条件。此时，需要设计底部立足点。设计要满足作用点在底面以内，同时

要保证钢筋对两侧产生的拉力机压缩力要在允许的应力范围内。 

2.4.4 石堆加固工程  

    从昭和 30 年代左右开始，日本国内就开始采用在静水池或者护坦内设置导流

槽等减流装置将固定坝的流水进行减势处理。但是日本国内的中上游河川，一般泥

沙含量都比较多。就会出现个别的减势处理的设施被泥沙淹埋，或者由于长期摩擦

无法使用的情况。从昭和 40 年代中期以后，通过护坦或者石块加固工程在平面进

行减势的工艺就变成了主流方式。 

由于设置取水工程会造成河床的个别地方被冲刷，在充分考虑到河床的状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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坝的上下流产生的水流状态的基础上，会在必要的范围内设置石堆加固工程。这样

就会对流水的减势起到一定的作用。通过设置坝，就会造成连接上下游的河床变动。

作为移动河床的一般特点，上游的河床会由于泥沙堆积而升高。而下游的河床由于

泥沙冲洗会降低。为此，坝上下游的水位差会增大，设置坝的地点的上下游的河床

部分就会产生新的局部冲刷。另外，如果设置移动坝的话，在枯水期下游水位降低，

开闸就会造成持续一定距离的超临界水流水脉，并在超临界水流水脉以后产生水跃

现象，即产生露出超临界水流（图 2.34，长度用 Lx表示）。为此，水跃的位置会由

于护坦和石块加固区间而转移到下游，到达自然河床的位置。由于一些列的变化，

在没有进行加固的地点也需要进行加固作业，对河床进行保护。 

 

图 2.34  产生露出超临界水流的条件下移动坝下游的情况。 

 

图 2.35  石堆加固工程上的水流图 

下游河床长期的降低会加剧下游水位的降低。也就是坝上的超临界水流由于下

游河床的降低会逐步转移到下游。为此，需要在水跃的位置设置相对应的石块加固

工程。工程长度需要容纳LA 。通过减势工艺来规制移动部分的流动。（参照图2.35）。

取水坝的可移动部分（洪水槽及泥沙槽等）是由高度不一样的坝构成。这种情况下，



549 

如果对闸门进行操作的话，由于上下游的水位差，就会在河道的横截面或者纵截面

造成流速 大值的发生，漩涡的产生及报损复杂流动引起的局部水流集中的现象。

此时的加固工程就是为了应对闸门操作引起的这些闸门下游的各种状况而设置的

必要设施。 

 

图 2.36  坝下游的水流流动状态  

a.坝下游的流动状态   

    坝下游的流动状态，根据图 2.36 的表示，可以分为 5种形态。 

下段的图是随着闸门的开放，眼下又的水面形状在时间和场所上变化的情况。

图中在坝下游表示的实线的水面形状是表示移动坝的开度保持 ，下游河川的水位

保持在 h₃的情况下的形状。石块加固工程的设计对象的区间和粗度等功能，由闸门

下游的超临界水流及下游河床水位 h₃的区间（移动水位）和水流速度等因素决定。

通过水跃和开水水道的水面追迹法的水文知识可以得知，超临界水流是由于上游的

条件决定的，亚临界水流是由于下游的条件决定的。 

    上游的移动段的流动状况由超临界水流到亚临界水流转换时，相互之间是受互

不相干的条件决定的，并且其水流会连接在一起。为此，从超临界水流到亚临界水

流转换时，水面形状不是平滑无变化的，而是像图 2.34 区间Ⅱ～Ⅲ所表示那样，

伴随着涡流及不规则的变化。这种现象就叫水跃。水跃现象产生时，由于涡流会伴

随着能力上损失的情况。为此，水跃也被利用在石块加固工程设计的减势工程设计

中。但是像闸门开度那样的上游上升水位较高，下游水位较低的情况下，就会造成

露出超临界水流持续数百米的有规则的流动。这个数值会随着下游水位的上升，

终变为像点线表示的那样传递到上游，并且远远的超过加固工程的区域。此时，就

需要像图 2.35 表示的那样必须进行人工加粗，通过强制水跃来实现减势的目的。 

所以要想理解石块加固工程的水文设计手法，就得理解坝下游的水流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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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6 上段的图中，上游一侧的超临界水深 hc 是流入的分水岭值。坝的顶部

如果到达极限水深时，水文现象从这个地方开始只向下游传播。这个点也是控制移

动部分（检查区间Ⅰ～Ⅱ）水位流速等水文的点。从此处开始下游移动部分的水文

现象有下游水位区间（Ⅲ～Ⅳ）决定。固定坝引起的流动情况也是由下游水路区间

（Ⅲ～Ⅳ）的设定水位决定。作为代表性的水面形态包括完全溢流和潜流等形态。

流态在超临界水流时要考虑减势部分。流态从坝上部的 hc 开始，图中移动部分（区

间Ⅰ～Ⅲ）的水文现象有时也会由下游水位区间Ⅲ～Ⅳ的状态来决定。这种流动状

态作为坝的流动状态，可以分为完全溢流，不完全溢流，相当于潜流的水流，对应

设计减势工程时的设计对象的超临界水流的共轭水深等。 

（1）状态 1：下游水深 h3 如果小于对应固定坝尖端水深 ho 的共轭水深 h2的

情况下，露出超临界水流就会出现。同时也会沿着和创面产生高速水流，造成局部

的冲刷。 

（2）状态 2：下游水深 h3 与共轭水深 h2 相一致，固定坝尖端立刻回引起水

跃现象，水流自身会产生能量损耗，可以形成理想的减势。 

（3）状态 3：下游水位低于坝顶的极限水位 hc，并且比对应 ho 的共轭水深

h2 高的情况下，底层的水流会有 大流速的点，所以要注意加固工程。 

（4）状态 4：下游水位要高于坝顶部的极限水深的水位的情况，也就是潜藏

溢流。此时， 大的流速点接近水面， 局部冲刷的影响较小。 

（5）状态 5：根据闸门开度的不规则水流的现象，要达到连续状态需要一定

的时间。露出超临界水流的时间越长对局部冲刷的影响就越大。 

设计石堆加固工程时，要考虑灌溉期，洪水期及枯水期的坝的操作及各种各样

流量时下游的河床的水位。另外还要考虑对下游河道进行责任放水是闸门下游移动

部分的水文，泥沙槽中出来的泥沙高潮期的堆积泥沙的处理，为了维持水路稳定和

河川正常功能的河川管理等因素。必要的设施概要可以像图 2.35 那样，可以在坝

的下游，位于钢筋混凝土阻水和自然河川之间设置块状加固工事。通过在此区间规

制水跃现象，可以对应河床局部地区的冲刷。 

设计的要点包含以下内容： 

1.不要阻挡流沙的连续性，要设置类似于自然河床阻挡那样的加固工程。 

2.具备应对河床变动的弯曲性。 

3.对于加固工程的水流阻挡要具备固定坝及洪水槽的下游中河床物质平均粒

径的移动极限时和泥沙槽 大粒径移动极限等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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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防止产生急速的能量损失，原则上加固工程的顶端要与护坦面的高度一致。 

5. brye 的公式仅限于讨论石堆加固工程时计算长度时使用。 

6.由于坝下游产生的水流状态的不同，给下游河床产生的能量的大小也会不

同，设置加固工程的范围及对加固工程的水流阻挡也会不同。 

根据以上的基本方针，预测伴随闸门操作产生的身上有境界的水文，水跃的水跃，

由下游连接水道的状态决定的水文状态，来判断必要的长度。 

b. 加固石块的重量  

    通过对河床流水产生的阻挡力的大小来计算加固工程中用到的石块的重量。一

般来说，河川中被利用的石块的重心越低，就越加会保持稳定性。通过对滑动的稳

定性进行探讨，来计算所需要的重量。石块的稳定性不仅受作为外力的流体力之外，

还要受到设置地点的土质，高处流下的水的倾斜的影响。在进行重量设计时，要充

分考虑周围类似地区的施工业绩。 

    石块的重量由于受设置地点扫流力的大小影响，所以一般由水流流速的大小决

定。为此要考虑 大流速，而不是断面的平均流速。 

    石块中有突起，受流水冲刷的面积与水冲作用相关时，通过公式（2.51）来选

定适合的重量。 

 

W：石块一个的重量（t），A：受流水冲刷的面积（m²），V:流水冲刷到石块

是的流速（m/s），g:重力加速度（9.8m/s²）。 

    目前为止的工程中用到的石块 1 个的重量，在河川倾斜比 1/1000 要缓的情况

下是 2t，1/1000~1/500 的情况下是 3t，比 1/500 要急的情况下要在 4t 以上。 

 

2.4.5 基础工程 

    坝的基础工程的基本作用是安全的将在坝柱及坝体上部的负重传递到地基岩

石或者有足够的地基耐力的地层。另外，还要截断由于坝的上下游水位差造成的对

坝体下部的渗透出来的地下水。同时还要确保必要的渗透水道长度，建构防止砂砾

层的止水板。还要阻挡由于流水在坝体上下游河床产生的冲刷渗透到坝体下部。所

以在设计坝首的基础工程时，要充分理解其目的，留意适合现地及经济耐用的工艺。 

a.基础工艺的选定  

基础工艺的施工地点包括①坝柱的基础工程②坝体的基础工程③护坦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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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④取水口的工程⑤护堤的基础工程。为此要充分考虑个施工地点的上部构造的

功能，进行合适的工艺选定。 

（i）坝柱的基础工程  

①地基岩石或者安全的地基支撑层较为浅的情况下，如果可以排水，就可以直

接进行挖掘，是 可靠和经济的。 

②地基比较脆弱，并且地基岩石较深的情况下，如果排水比较容易，可以将底

脚工程作为基础，同时要做好打桩工程。此时，要在底脚周边围上钢筋木栓，同时

要在里面打上桩。这样可以固定地基还可以防止坝底部受到冲刷。但是，如果是排

水困难且无法打桩的情况下，作为基础工程就需要在足够深的底部进行沉箱作业

（参照图 2.37）。 

（ii）坝体的基础工程 

    ①固定性的情况：如果排水可能，可以自作为基础工程。排水困难的场合进行

沉箱作业，沉到地基岩石，在上边建设坝体。一般来说，沉箱工程虽然比较经济，

但是地基岩石是凹凸不平的情况下，作业会十分困难。在采取沉箱作业的时候，需

要进行挡水工程以确保能够固定在地基岩石上。另外，需要预填充混凝土建设基础

工程。 

②浮桥型的情况：地基是小的砂砾，如果可以打桩，就进行打桩工程作为基础

工事。此时，为了防止水渗透或冲刷对大坝造成的破坏，需要在坝体前面设置止水

板（参照图 2.38）。在石块和砂砾混在的河床地段，虽然不需要特别的设置基础工

程来起到支撑作用，但是为防止渗水对大坝的影响，需要设置能解决问题的 低深

度的止水板。如果是无法通过打桩设置止水板，一般会挖掘到规定深度，设置钢筋

混凝土的止水板。但是如果不能排水，有时也会通过沉箱工程来达到目的（参照图

2.39） 

 

图 2.37  坝柱的基础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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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8 固定坝的打桩基础    图 2.39 打井基础工程 

 

图 2.40 护坦部分的基础工程 

（iii）护坦的基础工程  

护坦是在河床的整个面上建构的比较薄的钢筋混凝土地基。必须具备防止不均

匀下沉和渗透水破坏大坝的作用。护坦的基础工程，虽然不需要像坝柱那样进行特

别细致的施工，但是如果是考虑到柔软地基会下沉的情况下，就需要像图 2.40 那

样在合适的间隔空间内设置格子状的阻板，防止地下水的流动。同时，要将阻板作

为底脚梁，进行铺板的作业。另外，如果是需要对下沉采取措施，就需要在阻板下

边进行打桩基础工程。在进行护坦施工时，绝对不允许在松软的地基（例如回填状

态的地基等）上直接打入钢筋混凝土进行基础工程的作业。也不允许在上边铺上砾

石在上边进行打入钢筋混凝土的作业。如果进行类似的作业，就会加速渗透，助长

水渗透对大坝的破坏。 

（iV）取水口的基础工程 

在安装了取水闸的情况下，由于闸门在洪水时被关闭，就会受到持续的水压。

另外，取水池还要受到上浮力的挤压，所在在狭窄的空间内，受到了各种力量的冲

击。所以，要尽可能的将取水部分的工程设计为独立工程，同时能与坝体挡水的建

筑物合为一体，防止发生大坝抬升是发生的渗透流水。 

（V）护堤的基础工程 

护堤就像 2.4.8 介绍的那样，分为安装护板和其他护堤 。安装护板在护坦的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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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范围内进行施工，可以防止流水造成的侵蚀。在上游的安装护板可以与止水板成

为一体，防止横向的渗透。下游的安装护板在洪水时可以防止水流由高水位向低水

位流动产生的高水位侵蚀和横向的渗透对坝的侵蚀。所以需要同时还要具备挡水的

功能。作为基础工程可以直接施工或者打桩施工。 

2.4.6 止水板及阻板 

止水板具有很好的不透水性，同时在水下要保持足够的深度。阻板的安置深度

要对应冲刷的深度。 

a.止水板 

止水板的作用是防止渗透水对大坝的破坏，确保大坝的整体稳定，同时还要控

制好渗透量。所以，止水板要具有很好的不透水性和足够的长度。 

    止水板一般在上游一侧的地下很深的地方嵌入钢筋混凝土板，深井，木桩，沉

箱等工事，同时要与坝柱和坝体形成一体，起到止水的功能。如果是河床的岩石地

基比较浅，并且可以排水的话，可以直接挖掘将钢筋混凝土板打入岩石地基，与岩

石地基形成一体。这样 稳固的一种方法。但是，如果是排水困难的情况下，有时

会采用预填充混凝土的办法。如果基础的岩石地基比较深，河床为砂砾的情况下，

一般会采用木桩或木栓的工艺。采用的木桩有的是钢筋混凝土木桩或者钢铁木桩，

但是都需要提前进行试验打桩，在确保可以打桩的前提下再进行作业。如果河床是

大的石块且无法打桩的情况下，就需要采用深井或者沉箱工艺。但是，在深井或沉

箱的结合处施工是要十分注意，必须能起到止水的功能（参照图 2.41）。另外，在

取水坝的两岸的基岩地段可以沿着坝轴的方向延长止水板，同样起到止水的目的。

为此插入的板叫遮水板或者翼板，要加以区分。 

b.阻板 

    阻板是为了防止流水造成的对河床的冲刷及对坝体的破坏，确保大坝的安全而

设置的。所以要对应河床的冲刷，在足够深的地方进行安置。 

    阻板需要在上下游都要进行施工。但是因为在下游的阻板不需要防透水性，所

以需要设计适当的泄水孔来减少上浮力。在设计泄水孔时，要注意防止基础地基的

材料从泄水孔流出。所以在过滤网及排水管材料和具体施工时要格外的注意。考虑

到下游河床将来的下降，下游的阻板需要安置在足够深的地方。所以，根据岩石地

基的深度和河床的构成材料，在进行阻板的安装作业的同时，很多情况下都会进行

钢筋混凝土板上进行木桩施工的工程（参照图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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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1 止水板的例子 

 

图 2.42 阻板的例子 

2.4.7 鱼道 

鱼道是是指，使鱼类、贝类的洄游不会遇到困难或者不受阻拦，能够容易地通

过的设施。由鱼道主体（鱼道入口至鱼道出口）、附属设施、管理设施构成。 

以农业灌溉为目的而建造的渠首工程，对于河流原本所具有的流水正常的向下

流动的功能，以及河流里升息的已鱼类为中心的动植物的自然恩惠多多少少会产生

影响，所以作为人类社会因包括农业在内的社会经济活动而造成的带生态系的赔

偿，有必要建设鱼道设施。 

鱼类的移动不仅要考虑到鱼类的洄游，对鱼类向下游的游动的对策也十分重

要。在此，鱼类、贝类洄游用的渠首工程中设置的鱼道进行解释和说明。 

设计时，好的鱼道设计条件如下： 

① 不让洄游鱼类聚集到在鱼道入口以外的场地。 

② 能够让聚集到鱼道入口的素有鱼类、贝类能够快速进入鱼道。 

③ 能够让聚集到鱼道内的鱼类、贝类能够迅速、容易、安全地洄游。 

④ 通过鱼道后的鱼类、贝类可以安全、快速地洄游至河流。 

⑤ 构造上坚固，管理上方便。 

a. 鱼道的设计 

在进行鱼道设计时，要在充分了解鱼类、贝类的习性（洄游及向下游游动的时

间、游动速度等），鱼道要充分地发挥其效果。此外，要充分研究渠首工程的数据、

鱼类、贝类数据、水理数据等，按照合理的设计顺序进行实施。实施顺序包括：①

收集和掌握基础数据；②设定设计条件；③概要设计；④详细设计；⑤完成后的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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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规划立项。 

（ⅰ）调查：在设计时，必要的调查对象鱼类的情况、渠首工程的诸要素以及

河流基本状况等。渠首工程的要素包括：①立地条件；②构造及诸要素；③取水条

件；鱼类、贝类数据包括：①相关鱼类的种类；②洄游时期、洄游目的、洄游数量；

③体长及体高；④游动特点；水理数据包括：①洄游期间的河流流量；②河川流况。

要收集和掌握以上这些数据。 

（ⅱ）鱼道设计条件：在设计鱼道时需要满足的必要的各项条件如下： 

①选定鱼道设计和验收用的代表性鱼种；②掌握代表性鱼种的洄游时期；③掌

握代表性鱼类的洄游能力（体长、体高、游动特点）；④鱼道内通水流速（鱼道内

通水流速是适合鱼的游动能力的，不同的区域的流速不同，应考虑让鱼类能够选择

不同的流速为宜）；⑤对设计对象河流流量范围进行设定；⑥设定鱼道流量（鱼道

流量通常设计得越大越好，要考虑取水条件、洄游期的河川流量、代表性鱼类、设

计对象河流流量等各方面的条件进行设计；⑦鱼道入口水位（鱼道入口水位是下游

河段水位，假设河流改造造成未来河床下沉，要通过设置从护坦（apron）下游标

高渐低的几段鱼道入口阶梯池室；以确保洄游通路（通道）；⑧鱼道出口水位，以

设计取水数位（上游一侧满水 高水位）为基准，满水 高水位即使实在平时，因

取水量、河流流量一定程度会发生变化。 

鱼道的形式是对应水位变动，不用水位调节装置就可以应对解决问题的鱼道为

宜。水位变动过大，会出现鱼类洄游困难的情况，这种情况下要调节鱼道同水量。

但是，这种水位变化引起的流量变化往往是洄游的“触发器”，所以应该 小限度

的调节水位。 

（ⅲ）鱼道的位置：鱼道入口要设计在洄游通道上。此外，设计时，有时受各

种条件制约发生困难时，需要在鱼道入口处安置洄游鱼类诱导设施。 

通常，鱼类聚集场地，固定堰坝的话，设置在溢流位置的直下附近，可动堰坝

的话，在可动部分发生溢流时，其直下位置附近，此外，从调节闸门放流的话，其

放流引起的较大流体的两侧的流速尽可能缓慢的场地上设置为宜。鱼道入口位置的

选定是比较重要的事情，所以，要与将鱼类、贝类向鱼道入口诱导的方法同时研究

考虑。取水堰坝下游地点的鱼类聚集状态取决于取水堰坝的构造、溢流状况。因洄

游期的闸门的放流方法不同而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例如，整体可动堰坝，堰坝下游处水有相当大的深度，如果从调节闸门放流的

话，水流集中在中央处，两端产生流速相对比较缓慢的区域。入口如果面对这个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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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话，鱼类因为习性就会向入口方面聚集，进入该区域。但是，从调节闸门放流

比较大的话，鱼道入口比较接近这个调节闸门时，洄游鱼类就会被其较强的水流冲

击，从而不能靠近鱼道入口，这种情况下要考虑其影响进行鱼道入口位置的设置。

为此，鱼道入口尽量设置在靠近取水堰坝的位置为宜，设施时要与闸门构造（滑轮

闸门、附带翻板闸门、翻板闸门、橡胶坝）和闸门的放流管理、鱼道入口的诱导设

备、入口构造等同时考虑设计。 

另外，鱼道的开口方向，要考虑如何方鱼类、贝类能够简单地被诱导进入鱼道

入口进行设计。 

此外，在已经渠首工程已经建设完成后设置鱼道时，在洄游鱼类聚集的区域设

置鱼道入口为宜。在鱼道入口之外，想定洄游鱼类的聚集区域时，①引水渠道（通

过与鱼道并行的灌渠放流的水流，将洄游鱼类诱导至鱼道入口为目的的设施）；②

需要设置诱导鱼类进入洄游路径上的鱼道入口的设备。鱼道出口位置要考虑到鱼类

进入错误地游入取水口、被吸进取水口、还要考虑堰坝的溢流、土砂等的堆积造成

的通道闭塞、以及因放流引起的洄游鱼类、贝类没有被冲到下游等进行设计。 

（ⅳ）鱼道的型式：鱼道的型式包括：①池室型式；②渠道型式；③操作型式；

④其他型式等。池室型式的池室呈阶梯状连续型的鱼道，由阶梯式、垂直槽体式、

淹没孔口式等型式组成。（请参照图 2.43）渠道型式的话，通过较大的流速分布，

确保可洄游的通道。（请参照图 2.44）。操作型式的话，需要人为的一些操作。（请

参考图 2.45）。选择什么型式是要对以下事项进行充分认识的基础上进行选定。要

适合①对象河流的流量、水位范围；②鱼道流量；③代表性鱼种的洄游能力的界限

值；④立地条件以及经济性条件；⑤渠首工程的特殊性（堰坝构造）；⑥维护管理

等各项条件，并且充分认识各个型式的特性的基础上进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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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ⅴ）鱼道的坡度：以往鱼道的坡度较陡的较多，不太适合幼鱼和游速低的鱼

类。坡度 好不要急于 1：10。 

（ⅵ）鱼道设计上的注意事项：池室型式和渠道型式的鱼道在设计上主要的注

意事项包括以下几点。 

池室型式的话，①原则上要让各个池室的水理条件相同；②通过路径的 大流

速（断面平均值 大的断面）的流速要在代表鱼类的突进速度之下；③通过路径的

小水深要在鱼类体高的2倍之上，并且通过路径的 小幅度要在体长的1/2以上，

确保体长的宽度为宜（通过路径断面规模问题）；④在各个池室里，通常，要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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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息的空间（休息空间的问题），但是，部提倡洄游鱼类在池室内的滞留时间过长。

以上的各个事项需要注意。 

渠道型式的话，除了池室型式提到的注意事项之外，还需注意以下事项。①要

由渠道内的水流形成的流速分布情况，想定代表性鱼类的通过路径；②鱼道内的通

过路径与上下游（特别是下游）的水流作为通过路径必须能够成功地连接起来（通

过路径的连续性，休息空间的问题）等。 

（ⅶ）鱼道上游一侧的水位调节装置：如果渠首工程上游一侧的水位可能会变

化，就需要设置水位调节装置。作为调节目的的该装置，一般利用闸门进行流量（水

位）调节的形式较多，流量调节闸门的主要型式包括：①联动倒转式；②升降驱动

式③摆动闸门式④select window 式等型式。 

（ⅷ）原有鱼道的改善措施：对于那些鱼类、贝类的洄游存在某些问题的鱼道，

充分调查所存在的问题，要通过改善鱼道以达到适合鱼类、贝类的洄游的目的。原

有鱼道的存在问题点：①洄游鱼类聚集到了鱼道入口之外的区域了；②在鱼道入口

的附近，由于河床沉降以及其他原因造成洄游鱼类进入鱼道困难的现象出现；③鱼

道本身存在缺陷，造成鱼类不能够通过鱼道；④鱼类通过鱼道后，被取水口的强势

水流卷入，不能够确保其安全通过原有路径。这些都是范畴内的问题。 

①的情况，可以在鱼类聚集的区域增设鱼道入口，或者在原有鱼道上设置引水

渠道等诱导设施。 

②的情况，采用延长鱼道，或者河床，在阻碍鱼类进入的护坦（apron）网格中

设置洄游通道。此外，在有落差的地方像架梯子一样设置简易的丹尼尔鱼梯也会达

到很好的效果。 

关于③，由于是整体溢流型的鱼道，池室内的水流不稳定，波动不稳定等造成

洄游鱼类不能洄游的现象发生，把隔墙的一部分改成非溢流墙（一种冰岛式鱼道）

的话，多数情况可以解决问题。 

关于④，如果在鱼道出口设置一个休息池室的话，很大程度上可以解决现有的

问题。 

此外，在现有渠首工程上设置新的鱼道的话，可以轻易获取到下游一侧的中心

路径、鱼类聚集等有效信息，可以把这些信息成功地应用于设计中。 

对原有鱼道进行改造时，与新设置堰坝、鱼道相比，有可以起到决定性作用的

有利之处，就是在改造之前就可以知道洄游鱼类不能成功洄游而集聚在那个地方。

在对原有鱼道进行改造时， 大限度地利用这些有效信息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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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ⅸ）维护管理：我们认为以鱼类、贝类为对象的构造物的鱼道的管理的好坏

直接影响到鱼类、贝类的洄游等，所以，要经常性地保持鱼道的良好洄游条件。 

维护管理不善的原因有几条：①通水不好；②上游泥沙堆积；③遇到入口被冲

刷；④鱼道内存在垃圾等。 

 

b. 通船   

在竹筏或者小船航行通过的河流上设置取水堰坝时，与鱼道一样，在形成水路

途径的排沙口附近要设置通船设施。通船设施包括图 2.46 里所描述的闸门式和普

通的通船设施，闸门式用于堰坝顶部相对高大，上下游水位差比较大的情况。 

 

（ⅰ）闸门式通船设施：闸门的大小是按照船的大小标准进行设计，船长在 4

至 10 米，宽在 0.3 至 1.5 米，深度在 0.3 至 1.0 米，要考虑冗余。通常，宽在 4

至 6米，长在 15至 20 米左右。底部高度要根据设置后下游一侧 缺水时的水位，

以船底为起点，留有 0.5 米左右冗余。 

闸门内的供水是通过堰坝支柱或者底版内设置的阀门进行。排水是通过阀门进

行，也可以通过调节下游闸门进行。下游一侧的闸门随着闸门高度变高，堰坝支柱

也伴随着变高，所以闸门采取两段式。在侧壁安装木制围栏，防止船只受损。 

（ⅱ）普通的通船设施：通常是混凝土长方形断面，宽度因通过竹筏、小舟等

大小而不同，一般在 2至 4米左右。如果通过的是竹筏的话，坡度在 1:10 至 1:30

左右，在上游缓坡（1：20 至 1:30），然后延至中游时，坡度适当变急（1：10 至

1:20）在下游附近要减小下落速度，所以要减缓坡度，出口附近设置达到一定长度

的（10 至 15 米长的）平面，并保持一定的水深。如果通过的是小舟的话，要更加

留意坡度，坡度要更加舒缓。 

（ⅲ）木材通道：近年来。木材的搬运多是利用卡车陆运，利用河流水路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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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几乎没有了。但是，特殊的情况也存在，这就需要在利用河流运输的河道上设置

木材通道。木材通道的规模根据通过的木材的粗细、数量而不同，所以要与上游的

林业人员进行协商，大体的标准为：宽度为 1.5 至 3米，深度为 0.6 至 1.0 米，坡

度为 1:4 至 1:10。 

 

c. 放水渠道 

通过闸门操作来保持渠首工程下游的水流流量和放流困难的时候，以及因受构

造上的限制不能保持渠首工程下游流量和放流的时候，需要设置放水渠道。 

如果渠首工程对应渠首工程下游的具有用水权利的单位或个人和具有渔业权利

的单位或个人所需的水量有义务在渠首工程所在地放流的义务的话，通常需要通过

闸门操作来执行应对。但是，根据与具有用水权的单位或个人协商的结果，另设构

造物的话，一盘情况是设置放水渠道来应对。为了确保能够确实所需放流水量，放

水渠道的构造通常是取水口在堰坝的上游设置控制闸门，如图 2.47 的实施实例所

示。 

 

2.4.8 护岸以及高水河道(high-water channel)保护工程 

在河流上设置渠首工程时，针对伴随着设置而改变的流速、水流方向，为了防

止堤防或者河岸被冲刷没有必要保护河床、低水路的河岸、高水位河道以及堤防。

此外，为了防止高水位河道被冲刷，根据需要，有必要设置适当的高水位河道保护

工程。 

a. 铺砌护岸与堤防护岸 

（ⅰ）铺砌护岸 

从距离上游护坦（apron）的上游一端 10 米的地点起或者是从距离上游护坦

（apron）工程的上游一端 5 米的地点起，以上两个地点取其一，下游一侧从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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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护坦（apron）的下游一端 15 米的地点起或者从距离护坦（apron）工程的下

游一端 5米的地点，也是从两者选其一，这段区间内需要设置铺砌护岸工程。在这

个区间，可划分为从上下游护坦（apron）（apron）的上游一端至下游一端的护坦

（apron）护岸和其他区间的（河床部分）的护岸。 

此外，在与原有河流的高水位河道保护工程之间也需要护岸。另外，在弯曲处

因设置了堰坝导致水流发生显著变化时，要比以上的铺砌护岸的数值范围更大的范

围设置下游护岸。 

（ⅱ）护坦（apron）的护岸 

这个护岸也叫铺砌挡墙（擁壁，retaining wall），是堰坝支柱和上下游护坦

（apron）之间设置的护岸，来自闸门顶部或者是从固定堰坝的下落水流即使直接

落至护岸斜面，不会产生障碍，与挡墙的前面垂直落下，其构造原则上讲，是钢筋

混凝土挡墙或者重力式混凝土挡墙。此外，针对堰坝的左右两岸的两侧的渗透要采

取必要措施时，在与护岸的结合部需要止水，对于这些要做好充分的考虑。 

（ⅲ）河床的护岸 

指的是铺砌护岸中以上铺砌挡墙之外部分的护岸。这部分的构造与护坦（apron）

部分的护岸相同，或者是由边坡防护工程和基础工程构成的护岸。流域工程中必要

的加固工程可以通过河床工程解决，护床保护工程的前端至上游或者下游部分都需

要做护岸工程。任何情况下，基本的加固工程是需要根据河川的冲刷状况进行研究

决定工程的深度或者是在基础工程之下插入木桩可以充分保障构造的安全。 

铺砌护岸被设置在低水路的河岸时的护岸的高度要做到河岸高度，在高水位河

道施工的折返宽度要以 1至 2米为标准。但是，与固定堰坝相连接的话，要考虑水

流状况进一步扩大范围进行施工。铺砌护岸的基本型式如图 2.48 所示。 

 

钢筋混凝土构造的话，要有充分的混凝土保护层。 

（ⅳ）堤防护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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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堤防护岸分上述的铺砌护岸共用（在单独断面河流里设置取水堰坝）

和不共用（在只在复数断面河流的低水路区间设置取水堰坝）的两种情况，针对不

同情况的施工范围及铺砌护岸之外的范围，要与河流管理人员进行个案的协商来决

定。这种情况下，堤防与堤防 接近的地方所设置的堰坝支柱之间的距离较大时，

根据河流的状况不必要设置的护岸的情况也有，也有必要采取相同的措施。对于高

度范围，通常在规划 高水位之上，此外，弯曲处设置堰坝的话，水流发生急剧变

化的话，护岸的高度要设置到堤防顶端的高度。 

b. 高水位河道保护工程 

建设高水位河道保护工程包括范围①堰坝支柱以及堰坝支柱下游一侧的高水位

河道；②自取水口至堤防横断斗门（sluice gate）为止的连接暗渠的上部和上下

游；③只是在复数断面河流的低水路处设置取水堰坝的话，所设置的高水位河道（高

水敷）止水墙的上部；④堰坝左右两岸设置挡墙的上部等。  

施工范围是由河流的规模、渠首工程的构造来决定的。此外，其构造，以接近

河床的粗度为宜。 

高水位河道保护工程的范围具体涉及到，与潜坝存在落差时，或者河流弯曲处

设置潜坝时，除了个别情况需要考虑，长度大概以铺砌护岸的长度，宽度在 10 米

左右为标准。此外，没有设置高水位河道保护工程的范围在从堤防的坡脚起大概 15m

之内的话，要在至坡脚为止连续设置保护工程。即使在高水位河道里设置了潜坝，

这种情况也要在低水路处以及同样的高水位河道实施前立水工程（front apron）

及护坦（apron）保护工程（Bed protection work），其施工范围根据模型试验确

定为宜。（请参照图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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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9 施工 

a.施工方法的确立 

渠首工程施工与其他的土木工程有所不同，取水堰坝、取水口都是在河流里坡

面施工。即使同样是河流工程，大坝工程的话，是坝体的一部分作为临时围堰被利

用，或者通过提高临时围堰，即使在夏季洪水期，也能使洪水安全流过，可以全年

施工。渠首工程的话，将河流全面截流施工在中下游区域是不可能的，因此，通常

要在充分考虑河流水流的疏通情况，选定断水范围，进行施工。施工规划包括工程

计划、资料计划、机械计划，在确立规划时，要考虑一下诸项事宜，进行合理规划。 

（1） 施工期通常要避开夏季洪水期，原则上是秋季开始至下一年的洪水期之

间。 

但是，东北地区、北陆地区等日本海一侧多雪地带，要考虑春季冰雪融化水情

设立工期，或者设置工期至冰雪溶化到来之前，要缜密考虑临时设施的规模及工期

的相关内容。 

（2） 施工期间要预见到一定程度的出水情况发生来推进施工进程，所以中小

河流的话，采用一半断水进行施工，大型河流的话，采取 3至 4期划分断水规划开

展施工。 

（3） 渠首工程施工，在范围较大的同一平面内存在许多工种，所以，在进行

临时设备配置时，要充分考虑到这些事情。堰坝支柱和基础工程成为工程管理方面

的关键路径的情况很多，所以，也要考虑这些情况进行施工规划。工程规划的确立

利用网络手段为宜。 

（4） 临时围堰等临时设备应该能够充分应对不测的洪水、涌水。 

（5） 与原有渠首工程在同一地点是指渠首工程时，所做的施工规划要保证施

工期间不给取水带来障碍。 

（6） 制定施工规划要极力防止施工不给第三方带来障碍的同时，要注意自然

环境、文物财产的保护。 

（7） 为了能够充分保证施工的安全在制定施工规划时，要研究相关的法律和

规定。 

临时围堰规划及施工时间以及与其相关的临时设施的能力范围都是施工规划重

点事项。此外，旧的堰坝的改造工程的话，为了确保灌溉用水，除了取水堰坝的混

凝土构造物之外，闸门、管理桥、电气设施等要并行地在同一时间段内完成。 

b.临时围堰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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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临时围堰施工规划之前要掌握以下各项基础资料。首先是即将建造地点的历

年日平均河流流量表，通过相关的 5 年至 10 年左右的资料掌握洪水期和缺水期的

时间段，同事，调查这一期间的洪水量的大小以及出现次数，整理出河流的水位。

临时围堰工程所财通的设计流量是过去 10 年终流量记录中发生洪水的 2 至 3 倍的

洪水量。其次，要考虑渠首工程所在地的河流宽度、河床材料以及施工费用，做出

综合的判断，进行施工规划，使规划经济性好、安全可靠性高。 

c.临时围堰的方式 

如图 2.50 所示，有几种方式。一个比较简单易懂的划分就是：计划洪水量在

7000 至 8000 立方米/秒的河流上采取一半临时围堰的方式，根据工程量的不同，选

择一年中的缺水期为施工期，进行 2期施工（2年时间施工）；而计划洪水量在 8000

立方米/秒以上大型河流施工时，根据洪水的次数，采用 1/3 临时围堰的方式 为

安全。在是采取一半临时围堰还是 1/3 临时围堰做出决定困难时，除了为了受工期

的制约之外，采用一半临时围堰时，洪水通过的量变小，因此，是提高临时围堰高

度还是为了提高通水能力开挖替换水路通道的断面（挖掘工作量增加）等，可能会

引起施工费用的增加，所以这些因素都要留意进行比较研究后做出决定。 

 

d.临时围堰的基准流量 

如图 2.51 所示的那样，对河流进行一部分截流时，通常在主水路（排沙口、排

洪口一侧）开始施工，此时需要开挖代替水路通道。因此，为了设定该通水断面与

临时围堰的顶端标高，要规定临时围堰的基准流量。基准流量为施工通常工期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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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以后至次年的洪水期（5至 6月，在融雪区域为 3至 4月）来临之前这段时间，

这段期间内所流出的过去 10 年流量记录的流量排序为第 2至第 3的洪水量。 

e.临时围堰的法线与工法 

临时围堰的法线当中，与流心相平行设置的纵向临时围堰法线位于采用半截流

方式的通水面积大概一半的位置，在该位置规划进行混凝土灌注工程，选定一个比

较合适的地点。与流心成直角，或者倾斜的堤防设置的临时围堰，尽量做到让围堰

内面积小，换水少，在此基础上决定界线。有时，可以实施二重设置，在上流一侧

首先简单地设置土堤、草袋、石笼等，然后作为二级围堰利用木桩挡板截水形成临

时围堰。 

f.临时围堰的工法 

临时围堰有几种形式。工法根据现场条件采用土砂、混凝土、铁板挡墙等各种

材料。有时，采用使用单一材料，有时是两种材料以上混合使用等方式。标准的断

面图如图 2.52 所示。 

 

（1） 土砂围堰 

一般河道较宽，平时水量比较小的河流，在河流表层冲击部位石笼和石块等并

用截水的情况较多，这种做法费用低廉，河水容易溢出堤坝，而且水渗透严重。但

是，如果在内侧设置止水用的单列钢铁挡板的话，就可以减少水的渗透，达到缩小

场地面积的效果。 

（2） 钢铁挡板围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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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这类工法的利用较多，水的密封性好，对于出水相对比较安全。 

这种工法，如果只利用单列钢铁挡板的话，围堰的长度会很长，所以在条件允

许的情况下，在挡板的一侧或者挡板的两侧堆上土砂包就会起到很好的作用。 

多列挡板的方式的话，利用连杆或者圆钢筋将两侧链接起来，在中间填入土砂，

即使挡板长度不是很长，也能立住，而且针对出水比较安全，所以，适用于外水位

高的地方、河流幅度比较狭窄的地方以及洪水期没有完工，即使是在洪水期围堰也

可以留存在原位置。这种情况，要在留意围堰基础稳定性，有必要在添加土砂的顶

部灌注混凝土。（请参考图 2.53）。 

河川内部的水位通常都在 0.5 米左右以上时，第 2 期工程用的围堰（标准线）

通常多数是在 1 期工程的护坦（apron）和河床工程上设置复数钢铁挡板，这些围

堰挡板的撤除通常是在水中进行。 

（3） 混凝土围堰 

适用于基岩比较浅的河道，水密性 好。首先，在缺水期在临时围堰地点先采

用简单的土砂截流。然后，挖出混凝土灌入空间，可能的话，用水泵进行排水，采

用干法施工关注混凝土。但是，如果不好抽水的话，可以采用水中混凝土灌注。此

外，这种围堰的方式，多数情况是将 2 期工程的围堰设置在 1 期工程完工的护坦

（apron）上的。 

g.施工期间及天数 

（ⅰ）整体工期：决定工期的因素包括：①临时围堰设置次数和难易度；②设

备工程的规模和能力；③梅雨季节、台风季节、融雪季节、冻结季节的时间长度和

当时的河流流量；④合口堰坝的话，施工会对此产生的影响等。一般采用半围堰的

方式工期需要 2至 3年，1/3 围堰的话，需要 3至 4年。 

（ⅱ）月施工天数及年施工天数 

（1） 月施工天数：考虑到降雨和维修等情况，通常工作 20至 25 天。特别是，

混凝土浇筑的话，一般考虑浇筑天数为 20天。 

（2） 年施工天数 

（3） 只是在缺水期施工的话，通常从当年的 11 月起至次年的 5 月的 6 至 7

个月时间，大概在 120 至 175 天。通年施工的话，刨除出水较多的 6月份（梅雨季

节）和 10月份（台风季节），大概在 200 至 250 天。但是，在北海道和日本海一侧

考虑到融雪季节（4月-5 月）的话，刨除这段时间的话，剩下 8个月了，也就是 160

至 200 天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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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0 管理设施 

a.操作设备 

操作设备是为了确保闸门等的正常顺利操作而适当设置的必要设施。 

（ⅰ）操作方式的选择 

在选择操作方式时，要综合地考虑设备的规模、使用目的、使用条件、使用频

率等，从操作的合理性、安全性、经济性方面选择操作方式，应注意以下几点：①

河流的流况特性以及与渠首工程上游的河川管理设施关联性；②取水条件：为达到

所定的取水目的，必要的河流流量状况；③闸门等设备的规模以及使用目的、使用

条件、使用频度；④对于故障、操作错误的保护、安全性、确定性；⑤操作场地（现

场操作、远程操作）；⑥传送线路设备的条件：从渠首工程至管理所之间，因地形、

距离等条件分别采用有线或者无线方式以及控制方式等；⑦设备费、维护管理费等

方面的经济性；⑧管理人员的管理技能、管理体制等。 

通常，如表 2.8 所示分为设备现场操作和远程操作。 

表 2.8  设备现场操作和远程操作实例 

管理区分 

闸门种类 

有人管理 无人管理 

闸门种类 仅限设备现场 设备现场和远程 仅限设备现场 设备现场和远程

排土砂闸门  ○  ○ 

排洪闸门  ○   ○ 

取水闸门  ○   ○ 

斗门 sluice gate ○    ○ 

沉砂池闸门 ○    ○ 

排沙闸门 ○    ○ 

鱼道、竹筏这门 ○   ○   

小船通道 ○   ○   

（ⅱ）操作室 

渠首工程的管理室、操作室以及设备现场操作的设置场地要满足能够顺利地都

渠首工程进行监测和控制而选择设置地点，设置操作所需的监视及操作装置以及其

他各种装置设备。 

（ⅲ）与操作相关的基本事项：为了确保能够安全切实地控制闸门，需要采取

以下处理方法。 



569 

① 针对上游水位的设定水位，当超过其上限或下限时，应该进行报警。 

② 当发现上游水位上升或者下降的速度超过设定的基准变动率时，在报警的

同时，闸门操作应该固定在原有状态之下。 

原则上各种控制方式是单独进行的，操作一般如以下描述那样。 

① 控制方式以及控制条件值的选择设定及控制开始指令是通过手动进行的。 

② 控制开始按照以下次序应设定的所有开关的设定开始进行控制。 

a*打开控制装置和设备现场装置的电源 

b*自动与手动的切换 

c*自动控制方式的选择和设定 

d*打开自动控制开关 

e*其他必要的控制项目 

③ 自动控制除了设定闸门开度，还要按照指定的序号顺序的动作同时操作。

（同时操作时，为了让启动时不超过负荷，在启动时间上设置些许时间差）。 

④ 来自自动控制装置的开闭指令传送给各个闸门，并且，针对指令监测各个

闸门的动作量。 

⑤ 为了达到顺利操作闸门的目的，在设定好的水位、流量中设置死区（dead 

line） 

⑥ 采用水位自动控制的闸门的一部分发生故障而导致动作停止时，闸门操作

通过手动操作进行。 

（ⅳ）计量装置 

测量取水量所用的水位计以及流量计应该满足以下各项条件和功能。①平常的

时候就不必说了，即使是针对规划 高水位也要保持稳定的动作，发挥应有的功能；

②水位以及水量的测量精度能够达到测量要求。③装置不受水质影响；④测量的水

位以及水量在操作盘（操作室）能够通过现场用指针、记录器等方式显示，此外，

可以将测量值变为传送信号传输到远程。⑤装置的构造与方式要考虑到维修简单，

且能够长时间使用。 

渠首工程的各个闸门的开度测量装置要考虑以下各方面的功能和条件。①在堰

坝的两侧起吊闸门处，与驱动装置联动的开度测量装置与左右两方的驱动构造相对

应设置一组测量装置来测量闸门的开度，并且，采用可以监测两个开度测量值之间

偏差的方式；②装置合乎开度测量值的精度和目的；③测量好的开度信号在现场指

针表示的同时，可以将信号传输到远程；④装置的构造和方式要考虑到维修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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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长久耐用。 

（ⅴ）传输装置 

传输装置是对渠首工程在远离渠首工程远方管理所进行监视及控制的必要装

置，在选定传输方式时，要考虑渠首工程对整个流域的重要程度、传输数据的量和

周期等，来决定传输回线和传输方式。此外，传输应该是广域传输，数据信号的可

靠性要强，而且要考虑经济性。 

 

 

（1） 有线方式：可以通过架空或者埋设的方式将多芯通信线缆设置在必要区

间内。 

（2） 公共回线方式： 

① 专用线路是借用特定两点之间的专用回线，在符号传送专用的符号品目

和带宽内使用符号传送和通话等的带宽品目；②回线的使用费用由距离远近决定。 

② 在普通加入回线里设置电话回线用网络控制装置（叫做 NCU），以拨号

方式进行通讯。回线的使用费用包括基本费用加上次数费用的合计。 

（3） 无线方式：根据用途、立地条件等进行比较研究是采用有线方式还是无

线方式。在使用时，需要邮政省电波管理局批准。电波距离较长，山地地带、地形

比较复杂与会的话，有时需要设置中继局。 

遥感器、电话会议的利用 70 和 400MHz 波段，通常，适用单信号回线（1 周波

配比进行交互通信）的 Bohlin 通信方式。 

遥感器、电话会议、业务电话等可同时进行的大型系统使用复数信号回线及多

重信号回线。 

b.受配电设备 

受配电设备是从电力公司的配电网通过特高压或者高压或者低压电线，接受电

传输回线 

有线方式 

公共线路

自用线路

直送 

 

搬送 

符号品目

带宽品目
专用线路

加入线路

单信回线 

复数信号回线

多方向多重 

400MHz 简易多重 

微波多重 
特例 

70400MH 带 

多重回线

无线方式 

图 2.54  传输回线的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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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变电至适合设备运行的电压，向负荷设备供电。受电、变电设备规划一般按照

图 2.55 所示的顺序进行，在做规划时需要注意以下各事项。 

 

①机器的性能优秀，可靠性高，寿命比较长；②小型、重量轻，占地面积小；

③在事故发生时或者是施工等停电范围内能够采用控制在 小限度的回路方式和

保护方式；④运行、维护简单易行，不用担心错误操作；⑤设备能够保证现场运行

人员、维修人员的安全；⑥性能合理，经济性好的设备；⑦设备的运进运出比较容

易；⑧机器的噪音等不会对周围的住户产生不良影响；⑨要考虑到应对水害、冰雪

灾害、地震等自然灾害；⑩面对有毒气体、尘埃、粉尘、盐化等比较安全。 

在渠首工程的取水堰坝上设置的各个闸门因为不能妨碍规划 高水位之下的水

位的洪水的流下来，所以即使是在停电时，能够进行对洪水流下来不产生影响的闸

门操作。渠首工程上的备用发电设备应该能够提供符合停电时操作以及其他必要的

设备负荷特性和运行条件的电源。备用发电设备由交流发电机和柴油发动机等组

成，近年来，出现了燃气发动机，要和柴油发动机进行充分的比较。 

c.管理桥 

管理桥是为了进行渠首工程的维护管理、紧急情况发生时操作等设置的连接操

作室而建设的桥梁，为了设置闸门操作装置而在堰坝支柱上所设置的桥梁也包括在

内。管理桥的构造上分为铁桥、不锈钢混凝土桥、刚进混凝土桥等。 

（ⅰ）桥宽： 

管理桥的宽度是根据维护管理的需要而设计的宽度，大多情况下采用以下数据，

在大型河流上宽度为 3.0 至 3.5 米左右，中小河流上，考虑到现场人员的维护管理，

宽度一般设置在 1.5 至 2.0 米。 

此外，设计承重量大致为能够承受住运进起重机修理等所需更换零件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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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桥脚的间距：桥脚的间距取决于两端的堰坝支柱和管理桥的桥脚的位置。 

（ⅲ）桥台的配置：在取水堰坝上附设的管理桥，不适用于“构造令”中关于

桥梁的规定，但是原则上，关于桥台的构造等，间距也是一样要遵照“构造令”第

60 条和第 61 条的规定。 

（1） 在以下三种情况下的河流区间的堤防（“规划横断面”已经设定好了的情况

下，在以下章节中出现的“规划堤防”也一样）上设置桥台时，其桥台必须在水流

断面内。 

三种情况包括：①河流宽度在 50米以上的河流；②背水区间；③高潮区间。（请

参照图 2.56） 

 

（2） 在以上所述河流之外的河流上设置的桥台，不允许超出堤防坡顶的外侧范

围。（请参照图 2.56） 

（3） 设置于堤防上的桥台的外侧表面应该与堤防法线平行设置。倾斜设置时，

需要采取一定的措施，以免对堤防构造造成显著的障碍。（请参考图 2.57） 

（4） 设置于堤防上的桥台的底面应该固定于堤防的基础上。（请参考图 2.58） 

 

（iv）桥梁高度：桥梁的高度按照“构造令”第 41 条所规定的可动堰坝的可动部

位的闸门高度，以及“构造令”第 42 条所规定的背水区间的特殊情况。 

d.除杂物设施 

为了避免从取水口有杂物流入妨碍取水，此外，为了防止下游的水利设施因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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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造成堵塞或受损，根据实际实际情况，需要设置除杂物设施。 

除杂物设施包括格栅、除杂物装置，由于取水河流的状况以及流域的产业结构等，

杂物的量和种类会有很大不同，应调查近旁的实际情况，选择质量合适的设施。 

此外，要充分研究维修维护、耐久性、可操作性，并同时对清除后的杂物的处置方

法进行考虑。 

 

2.5 溪流取水工程 

溪流取水工程通常设置在山间地区的溪流上，这些山涧溪流由于流域面积小，

河床坡度大造成流量增减变化较大，并且，由于大量的土砂、沙砾流下来造成河床

变动比较明显。在河川水理学方面，不论流域的大小，河川坡度大河流状况系数大

（数百以上）呈现突出的水位变化工程图形，有大量的土砂、沙砾流至下游，河床

变动明显的山地、山麓地带的河流，一般被称为溪流。在设置溪流取水工程的地点，

与大量的土砂、沙砾流下来的同时，木头、水草等浮游物也很多。因此，溪流取水

工程应该对应地形、流况，利用维护管理方面自然的落差，将土砂、沙砾以及流下

来的浮游物、水进行分离，只是取得所需水量。此外，如果是新取得的水权的话，

应该河流流量只限于在取水限制流量（责任放流量）以上时取水，避免取水地点对

下游已存在取水权利的侵害。 

2.51.溪流取水工程应该具备的条件 

溪流取水工程应该具备的条件包括以下几点:①不论流量如何激烈变化，都能

保证稳定地完成取水规划；②不易发生因流下来的沙砾、枝叶、水草等浮游物体而

造成的取水障碍；③坚固程度能够抵挡流下来的石块、木材等物体；④构造简单、

管理容易，并且费用低廉；⑤如果有取水限制流量（责任放流量）等取水限制时，

能够简单地确认所需满足的各项条件；⑥不易引起由于冬季积雪、解冻而造成的取

水障碍，设施损毁等；⑦不损害溪流的景观、流况等；⑧在栖息有鱼类的溪流河川，

要保障鱼类的生存环境。此外，要切记一个取水工程需要具备以上所有的条件并不

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2.5.2 溪流取水工程的方式 

溪流取水工程的型式因取水量、取水地点的地形、流况等因素而定。（图 2.59）。

从日本的溪流河川的流况和取水方法、取水工程的构造来看，溪流取水工程中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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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的渠首工程方式之外，还包括水垫方式（WATER CUSHION）、格栅方式（bar 

screen）等。 

 

a. 自然取水方式 

在稳定的深潭、瀑布潭等一侧设置的取水口进行取水。有必要在洪水发生时规

划取水量以上的流进来水量进行控制的操作装置。 

b. 取水堰坝方式 

在河床坡度相对平缓，没有巨大石块掉落下来的地点，设置取水堰坝进行取水。

这样的地点需要注意，容易发生因土砂、沙砾的堆积、流入、防杂物进入格栅堵塞

等而造成取水障碍，通常不太好维护管理。 

c. 水垫方式 

这种方式的取水工程是切断溪流河川，设置溢流堰坝，在其段差斜面垂直处设

置水垫，通过水垫的侧面或者后方设置的取水口（孔口）或者水垫底部设置的取水

槽或者集水管进行取水。 

（ⅰ）水垫侧面取水方式 

如同急流落差工程那样，保持段落下面处及平常常态水垫是主要构造，是侧壁

开设的取水口取水的设施，为达到稳定取水的目的，需要对段落斜面的高度、水垫

宽度、底部长度、导流装置的倾斜角、爬升高度、取水口大小以及位置等诸多元素。

如图 2.60 所示，段落倾斜此部分和水垫部分是只要构造，水垫内通常保持长流水

状态的同时，从设置在侧壁上的取水口取水。这种型式的溪流取水工程的水垫宽度

的设定时，取水工程上游一侧河床流沙的一定限量水流的水垫单位宽度对应的流量

不要达到取水口单位宽度对应的取水量的 2倍以上。 

需要充分考虑土砂、沙砾、浮游物体的流入情况。通常，落差 2米、取水量在

1立方米/秒左右时，取水口的流量系数为 0.6 至 0.7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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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水垫集水管（槽）方式 

通过集水管进行取水的取水量的大小与管径、管长、坡度、滞水层的透水系数、

渗水层水深等有关系。通常，管径在 1.0 至 1.5 米、管长在 1米的管道对应的集水

量为 1.0 至 1.5 升/秒，所以取水量较大时要埋设较大的集水管，该形式易受取水

工程地点、溪流河川地形的限制。 

在溪流河床下面埋设集水管的集水管方式，对周边景观的破坏小，可以取到清

水。但是，如果遇到溪流河川的流量小、全量取水的状况时，落叶或腐蚀植物等容

易造成过滤层的网眼堵塞。此外，在出水时，易发生集水管露出、损坏、流失等障

碍，通常不太容易维护管理，所以在设计时要充分考虑这些问题。 

如图 2.61 所示，是一种在水垫底部下方设置取水槽的水垫取水槽方式。书店

内部通常一直保持渗水状态的同时，水量增加时提高水垫内的流体引力（dragging 

power），形成一种防止过滤层堵塞的水理构造。 

落差高度在 0.5 米左右，斜面的倾斜角在 45°，水垫底部水平长度为 0.5 至

1.0 米，反向坡度（导流——斜面倾斜角为 12 至 15 度时，单位宽度对应的集水量

为 30至 40 升/秒，取水量较小，但是，与在溪流河床下面设置一般的请水管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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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稳定地取得清水，这是适合畜牧业地区的溪流取水工程。 

d. 格栅（bar screen）方式 

这种型式是在横向截断溪流河川设置固定堰坝，在堰坝宽阔的顶部装设水平方

向或者倾斜的格栅，通过格栅的间隙流下来的水流如果设置于坝体内的集水通路，

进行取水的方式。此外，作为一种下方取水型式，在溢流坝体（固定堰坝）溢流斜

面或者防沙堤坝辅助堤坝的末端，或者在河床固定工程的下游一侧设置集水通路，

对应取水量设置包含水理各项元素的格栅，取得从格栅的间隙向下方的流水的方

式。 

（ⅰ）格栅下方取水方式 

被称作 Tyrol 型式。在日本的现存的溪流取水工程中这种形式较多。在固定堰

坝溢流斜面或者防沙堤辅助堤坝（或者护坦）下游一侧，在水流方向以合适的角度、

长度间隔宽度设置由长棒（BAR）连成格栅，在排除沙砾、漂流木材等的同时，接

收从格栅下来的水流至集水通路，然后取水。长棒的安装角度在 30 度以下，长棒

的间隔在 20至 30 毫米，长棒的长度在 1米左右，单位宽度对应的取水量为 0.1 至

0.3 立方米/秒，但是，沙砾、浮游物体容易造成堵塞，取水功能下降等。所以有必

要设置较宽的格栅，通水宽度要保证水利通过而不堵塞。溪流取水的水理构造是由

取水量、建设地点的地形条件、流况等决定的，但是固定的算式很少，通常多是通

过以往的实际情况及水理模型试验来决定。格栅下方取水方式（TYROL 方式）中，

长棒上游一侧流量 Q0(立方米/秒)与规划取水量相等时，如图 2.62 所示，考虑全量

取水的情况下，按照算式（2.52）进行计算所需长棒的长度。 

 

 

：全量取水所需长棒的长度（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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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入系数在 0.6 左右 

：开度（＝ =长棒的间隙） 

：格栅设置宽度（通水宽度）（米） 

：从上游水路底部测得的水头（米） 

：重力加速度  

流入系数的值因长棒安放的角度、间隔、水深、设置场地等因素而不同，长棒

的安装角度在 30 度左右，系数为 0.6 为宜。 

（ⅱ）格栅后方取水方式 

如图 2.63 所示，格栅后方取水方式的主要构造包括了将长棒（钢管）按照一

定间隔（20mm 以下）列队安放的段落斜面和水垫。 

对应取水量，段落斜面高度,段落斜面倾斜角、按照长棒的间隔，至管径的 1/2

的高度插入的流向诱导面的长度，长棒间隔的长度，长棒间隙的宽度，后方取水量

调整闸门（挡板阻堰）的高度、水垫底部合唱水平长度、水垫诱导（反向坡度）爬

坡斜面的倾斜角和高度、长棒设置宽度等各种元素进行综合考虑来决定取水条件。

此外，格栅垂直方向设置集水通路等简单的构造，形成格栅复合型取水方式。 

 

图 2.63  格栅后方取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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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橡胶坝 

橡胶坝是由橡胶加工脚步制造的圆形的袋状坝体，通过压入或者排出水或者空

气使其起伏的堰坝。断面性状是圆形橡胶长管体，通过水或者空气使其膨胀，然后

使用，多用于灌溉、防潮、下水道流量调整、水闸、再建设施等。因其特点是可以

确保流水的疏通性、缩短施工工期、施工容易、维护管理简单、建设费低廉等，所

以设置的实例较多。此外，在发生洪水时，因其可以在无动力的情况下自动地起伏，

所以对高水位管理相对容易。 

橡胶坝是 1956 年美国人发明的工法。日本在 1965 年初次采用了这种堰坝，至

1993 年为止，日本国内存在 2400 处这样的堤坝。 

2.6.1 橡胶坝的构成 

橡胶坝有坝体上部和坝体下部工程及操作设备等构成。上部工程是，阻断河流

或者水渠在河床以及河川法线处设置的橡胶材质袋状体。下部工程是，承载袋状体

的基板、护坦、河床保护工程、基础工程、止水墙等。操作设备由橡胶袋状体膨胀

介质供给、排放设备和管理设备构成。基本的构造图如图 2.64 所示。 

2.6.2 橡胶坝的特点 

在采用橡胶坝时，在明确设置目的、设置场地的同时，要充分掌握橡胶坝的特

点，并且对具有铁闸门的坝体或者橡胶坝与同志坝体相结合等进行对比研究。其具

有如图 2.65 所示的水理、操作、维护管理方面的特点。 

① 阻水：袋状本体以及附带部分的阻水性好。但是，如果闸门长度过长的话，

因溢流水流可能引起的袋状本体振动，针对这一点，需要考虑从选用鱼鳍状构造等

措施。 

② 流水的疏通性：因河流内的堰坝支柱较少，且规模小，特别是单独断面河

流的话，不会因两端的支柱对规划断面有太大影响。 

③ 确保水位：对于水位维持的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因为阻水性好，所以能够

充分发挥其功能。 

④ 蓄水、储水：因阻水性好，所以适用于蓄水、储水。 

⑤ 水位控制：随着上下游水位的变化，堰坝的高度发生变化，所以，要想精

准地控制水位有困难。此外，如果是空气式橡胶坝的话，超过 V型槽口刻痕现象发

生界限是控制有困难。但是，近年来，开发出了一种可以一定程度上控制上游水位

的橡胶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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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大溢流水深:空气式橡胶坝的溢流水深从防止橡胶袋状体振动方面考虑，

根据橡胶坝技术标准（二次方案），设定水深为 h/H=0.2(h：溢流水深；H:堰坝高度)。

但是，这样话，起伏的频度太高，所以从安全稳定取水的角度考虑，要求 h/H 要超

过 0.2，目前都能达到 h/H=0.5。从取水管理方面考虑，考虑减少因放水而造成在

水流下落起伏频率，从渠首工程的整体考虑规划十分重要。 

⑦ 低水位以及高水位的流量控制：与有铁制闸门的堰坝相比，的任意流量的

控制存在困难。 

⑧ 抵御波浪：因为构造柔软，所以的波浪冲击具有缓冲作用。 

⑨ 抵御潮水：阻水性好，具有溢流构造，所以具有抵御潮水功能。 

⑩ V 型槽口刻痕现象发生：充水橡胶坝的话，指导完全翻到位置，袋状坝体的

高度都是与堰坝纵向相对的，任何位置都是同样向下翻到的，而充气式橡胶坝的话，

随着内压的减小，袋状体的顶端并不下降，而是袋状体的一部分被折成 V字型，发

生 V型槽口刻痕现象。 

充水与充气并用的橡胶坝也要与充气橡胶坝一样考虑，都会发生 V字现象。 

由于发生 V字现象，使得流量集中在局部，招致单位宽度的流量增大，针对其

水流实际状态以及与其相对应的河床保护工程、护岸工程的安全都要充分进行考

虑。 

� 完全翻倒：翻倒操作只是在打开膨胀介质排出阀时，因操作构造比较简单，

所以可靠性高。利用膨胀介质完全排出补助装置使袋状体完全收缩，因上下游水位

差小，翻倒时流速小等条件，收缩袋状体不能完全翻倒的情况也会发生，有必要对

翻倒操作时的水理条件进行研究。 

� 安全起立：只是通过启动水泵、鼓风机等起立设备和操作阀门就可以使其

起立，可靠性较高。但是，在袋状体上堆沙等情况下，起立就比较困难，因此在设

置场地要考虑采取排沙措施。 

� 堰坝高度控制：以往的常规构造，没有堰坝高度控制装置的较多。可以通

过膨胀介质的供给和排出来控制。但是，充气式橡胶坝的话，一旦发生 V字现象之

后的堰坝高度掌握就变得比较困难。 

� 起伏速度：翻倒初期的翻倒速度的控制在一定条件下对起伏速度的控制相

对容易，橡胶坝的起伏速度因受上下游水位的影响，所以可以控制任意速度的装置

会很复杂。与钢制闸门相比，达到完全起立需要数十分钟，所以在合川流量变动河

大时，需要频繁进行起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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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数区段操作：可以对各区段进行独立操作，后操作的区段翻倒时，在上

下游水位差变小的地方，有时会阻碍袋状体的完全翻倒。 

� 袋状体的点检：可以从袋状体的内部进行检查，但是，像提升闸门那样做

外部检查就比较困难。 

� 操作设备的点检：因为装置的构造简单，所以点检相对较容易。但是，给

排水管道埋设部分的检查存在困难，在设计时要充分考虑管道的耐久性、抗沉降性

能。 

� 堆沙处理：对袋状体内压设置高一些，通过膨胀压力进行排沙，很大程度

上可以确保堰坝的高度。但是，使其完全起立存在困难，根据堰坝的设置目的，可

以也可以考虑人力、机械排沙。 

� 修补：小规模的损伤容易修复。损伤较大时，有必要采用加硫粘接时，必

须把需要修补的地方弄干。不用像钢制闸门那样需要涂装、更换密封圈等，所以维

护管理费低廉。 

� 袋状体：设计安全率为 8，具有充分的强度。在漂流物过多的地方，采用特

殊混合橡胶、或者加厚橡胶，根据需要研究考虑防止袋状体损伤的措施。 

21 固定装置：由于长时间被流水冲刷，在有很多漂浮物的地方，要考虑防止

受损的相应措施。 

22 操作装置：因为构造简单、可动部位较少，容易采取多重设计，所以可信

度很高。 

23 河道以及堤防：不需要改变河道断面，对河面冲积阻碍绿小，翻倒确定性

高，所以，对河道和堤防的安全不会产生什么影响。 

24 人的感觉：在堰坝附近人比较接近的堤防，设置一个这样的软体构造，也

要考虑人们的不安情绪。 

25 袋状体的劣化：从使用业绩、抗季节性、抗臭氧性、抗热性、耐水性来看

袋状体橡胶材料的寿命一般都可以用 30 年以上。 

26 袋状体的摩擦损耗：流沙造成的磨耗很小，在不完全翻倒的状态下，有与

底部基板的摩擦而造成局部磨耗发生的可能性。 

27 袋状体的损伤；做为落石等的损伤防止措施，采用软垫等材料，至于选择

什么措施，需要进行研究后决定。 

28 固定装置的磨耗和损伤：固定装置与橡胶相比容易落石比较多的地方需要

考虑相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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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操作装置的磨耗与损伤：因为可动部位比较少，所以磨耗、劣化较少。对

于给排水管道埋设区段，根据不同需要采取防止下沉措施等。 

2.6.3 设计上的注意事项 

以下事项需要在规划、设计、施工时引起注意。 

（1） 橡胶袋状体机身洪水发生时以及一般情况下都是设置于河床上的，作为

闸门，被放置于一个较为危险的条件之下。要充分考虑设置位置，特别是在漂浮物

较多的河流，要考虑采取相应的防止损伤措施。 

（2） 通过橡胶袋状体的溢流水深以去睡为的翻倒频率的关系来决定间距，需

要充分考虑取水管里的基础上进行整体规划。 

（3） 河川的规划纵向断面形状比目前原有纵向断面低的话，在发生洪水时，

可能会在橡胶袋状体上产生堆沙现象。为了不对袋状体产生损伤，需要考虑是否采

取机械排沙。此外，橡胶坝的下游，设置泥沙移动的落差为宜。 

（4） 通年取水的话，有时需要配备点检维修用的备用闸门。 

 

 

 

2.7 渠首工程的管理 

2.7.1 概要 

渠首工程是从河流取水进行农业灌排为目的而设置的设施，近年来，随着农业

发展形势以及社会发展形势的变化，土地利用以及农业经营状态的变化，城镇化等

发展，水资源有效利用、水管理的合理化、读取的水环境保护等越发被重视。 

渠首工程的管理的基本就是维护保持以下各项功能，包括为确保阻断流水确保

一定的水位而取得农业用水的功能、针对流水进行调节的功能、排除堆积泥沙等功

能，以及确保渠首工程各部分的安全性。为此，通过对设施的操作、维护管理保持

渠首工程功能的正常发挥，其中，日常点检和定期整备十分重要。此外，渠首工程

管辖到上下游河流状况、人的安全，应该注意设施周边的建筑物、安全设施、山地

情况等。此外，随着国民对水环境的安全或者地区景观的意识变化，对鱼类、贝类

等水生动物以及渠首工程周边的景观的管理也要放到议事日程上，。这样一来，渠

首工程的管理不仅仅是对相关设施的适当管理，还要在考虑灾害防止、环境保护方

面的同时，还要考虑到经济性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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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 利水管理 

渠首工程的利水管理要在掌握农作物种类、耕作面积、耕作时间等受益地区的

农业经营情况之上，考虑地区灌溉用水的利用情况、过去的取水情况、河川流况，

制定全年取水规划，努力做好确保受益地区的所需取水量的供给。此外，随着形势

的变化，基于水权的内容及农业经营规划等的取水量也有所不同，这种情况下，需

要与河川管理人员进行协商变更水权，所以，平时要深刻了解收益地区的农业经营

规划等，切实掌握取水水量。另一方面，为了维护渠首工程的下游水利以及河川流

水的正常功能，有必要对河流维持流量进行放流。 

a. 取水管理 

在取水河流上有大坝及多处渠首工程时，各个相关人员要进行相互联系，为保

证必要的取水流量，力争进行合理取水调整。特别是，在取水水系里没有调节池的

话或者闭合的管路时，取水量是随着时间的变动的，要尽量调整取水工程的取水水

位，力争有效地利用水资源。此外，降雨时，为了确保水利设施的安全，减少灌渠

向中小河流的流入量，避免农地等灾害的发生，通过迅速减少取水量来进行控制。

此外，在水源地有水库的话，水库需要蓄水时，要及早预测，留意开展蓄水工作。 

b. 缺水时的管理 

当预测到河流流量有减少的倾向，在渠首工程所在地只能取得保证作物生长所

需的水量时，要进行缺水时的调整工作。在取水河川有复数的用户的时候，设置《水

利调整协议会》、该协议会提前决定节水方法及节水率，在此之上，制定第一次节

水体制（水量和水位）、第二次节水体制（水量和水位），这样一来，各个用户就能

够圆满进行缺水期的调整。此时，所定基准水量因天气（无降雨时期）不同该时期

的需求量也不同，所以要把过去 5年的按照每 10 天一个时间段的（或者 5天一个

时间段）的 大值（考虑降雨的影响）做为基准值，从该时期的气象情况、作物生

长情况、河川流况为基础来决定分配量（基准取水量乘以节水率所得的值）为宜。

在缺水期，形成按照事前决定好的分配量和节水期间，在整个区域公平配水的方案

措施，形成缺水对应体制。另外，在节水率低的时候限制各支渠的分水量，通过详

细的巡查控制浪费用水，达到在可能范围内进行配分，但是，一旦节水率变高，这

个措施就会达到极限，所以就要实施轮番灌溉（按照时间表分配的时间供水）。把

缺水情况彻底告知给受益用户形成一种联络体制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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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 洪水管理 

在展开渠首工程预备警戒时、洪水警戒时以及洪水时期渠首工程的管理，要力

争确保通过闸门操作的通水断面、确认渠首工程和堤防连接处的安全等以及渠首工

程附近的进入河流人员的危害防治。为此，为了便面迟延闸门操作，要对洪水到达

时刻的预测、安全操作用的机械设备进行检查。还有，在紧急情况发生时，要优先

确保安全。预备警戒时，为了对渠首工程以及提水区域实施适当的管理，确认管理

要员，收集气象水文信息，管理、预测流入量所需的器械类以及资材类等设施装置

物品进行点检、改善，强化管理体制。在洪水警戒时，在合理配置管理要员的同时，

要手机气象、水文信息，更加详细地预测流入量，对机械类设备进行点检、整备，

确认闸门的操作，向有关机构进行通报，记录渠首工程的相关操作，强化管理体制。

在洪水期，在力争是洪水安全流入下游的同时，力争早期发现渠首工程的异常情况，

确保设施的安全。发现水流水位下降，以后洪水不会增加，并且，确认设施安全时，

接触警戒体制。洪水结束后，解除警戒体制之后，尽早对设施进行点检，确认有无

异常情况。 

2.7.4 构造物的管理 

为了确保渠首工程的功能，需要确保取水楼、取水堰坝、附带设施（鱼道、放

流设施、沉砂池、护岸以及高水位护底保护工程、通船通道等）以及管理设施的功

能和安全，与利水角度相比从治水的角度考虑定期进行点检，进行适当的管理。 

a. 取水口以及取水堰坝的维护管理 

监测取水口以及取水堰坝的状态，需要开展以下内容的各种工作。包括：测量

坝体及基础的位移值、下沉量、间隙水压等；判断堰坝支柱、坝体、河床、护坦的

下沉以及取水口的变形状态、摩擦的发展状态、混凝土的连接处以及护坦前端的漏

水量变化情况、浑浊情况；是否存在新的漏水点；是否有闸门等处漏水情况及相关

状态；是否存在护床、护坦被冲刷情况发生及现有状态如何；是否存在护床框架脱

落或者流失情况发生；是否存在对放流及操作上产生障碍的沙砾、木材、其他障碍

物。 

根据测量、点检、精密调查的结果，认为因取水口、取水堰坝以及地基的变化

存在异常，且测量值存在急速增大的倾向时，应该采取临时性应急措施，确保安全

运行。格局精密调查的结果，如果认为应该进行修补时，应该迅速实施，确保安全，

努力维持原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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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附属设施等的维护管理 

为了确保渠首工程的功能发挥，需要对鱼道、沉砂池等附属设施及管理桥等进

行适当的管理。特别是，鱼道要能够达到鱼类洄游所需条件，在对鱼道的流量、流

速以及水深进行适当的管理的同时，对洄游情况定期进行调查，确保鱼道的功能发

挥，促进与渔业人员的交流理解尤为重要。 

c. 渠首工程周边的巡视 

为了防止因土砂、垃圾等的流入给取水功能造成障碍以及对取水工程的安全管理，

对渠首工程周边进行巡视。此外，渠首工程周边人员众多，有必要设置警示板以及

防护栏等安全设施。为了防止水难的发生，在定期对这些设施进行维护管理的同时，

如果发现存在危险的地方，需要进行处理。此外，如果发生水质事故的话，在与相

关单位进行联系的同时，要力争清除浑浊的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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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下水水利工程 

3.1 概 说 

3.1.1 地下水利用情况和特征 

地下水自古以来就是人类生活赖以生存的贵重水资源。例如：弥生时代的水田，

据说是由扇状田地扇子尾部、及河梯崖下等有地下水涌出形成的。对水利技术还不

成熟的原始人来说，地下水的涌出是最好的水资源了。 

地下水利用对象伴随着掘井技术的发展，地下涌出的水利用从最初的扇形田地

扇状中央部分、突起地带等的浅层地下水的开发扩大，到进一步发展为从地面发掘

深井的技术来利用地下水，直到扩大到开发平原地区深层埋葬的地下水。特别是从

深层埋葬的地下水开采得到的自喷井，因为省去了引水的麻烦和费用，在当时被认

为很是宝贵。明治末期开始广泛的被利用起来。 

但是，地下水利用量的增加，特别是平原地区深层埋藏水的取水量的增加，招

致了地盘沉降等各种由地下水引起的灾害的发生。例如：大正初期的东京江东区、

昭和初期的大阪市西部地区出现的显著的地盘沉降现象。并且，战后伴随经济的高

度发展，掘井的增加及增开使地下水的开采量和开采地区都进一步扩大。为了应对

这种情况，现在，以平原地区为中心，试图制定各种条例对地下水的适当利用进行

规制。 

据国土厅调查，1995 年地下水使用量约为 158.1 亿立方米。其中，生活用水

40.2 亿立方米（总生活用水量的 23.4%），工业用水 49.2 亿立方米（总工业用水量

的 33.2%），农业用水量 38.8 亿立方米（总农业用水量的 6.6%），其他用水量 29.9

亿立方米。 

我国主要的地下水利用地带，海岸平原（如：关东平原、浓尾平原），内陆盆

地（如：扇形盆地、近江盆地）等的平原地区。这些地区，由于覆盖平原的冲击层

和洪积层等的新的地层形成了丰富的带水层。根据地区不同，有些更下层的地层（第

三纪 520～160 万年前等）还储藏有丰富的带水层。还有，火山性质的山麓、突起

地带、丘陵（如：阿苏火山口、八个岳山麓等）等、石灰岩突起地带（如：冲绳本

岛、宫古岛）等也都形成了还有丰富的地下水层地带。利用量与海岸平原及内陆盆

地相比较，比较的少。（表 3.1）每个地区的水文地质和地下水蕴藏状况请参考参考

文献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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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地下水利用地带，不仅是用于农业、还有工业用途、生活用水等也从地下

水开采的情况比较多。也容易引起不同用途间的用水竞争。 

把农业用水源地的地下水和地表水做比较，有如下的特征。 

赋存量、涌水能力、取水设施能力等的有限、不可能期待有大量的供给水。 

 

表 3.1  地下水的赋存状况及取水方式的关系 
取水方式 

大地形 小地形 模式的地质 赋存形式 水位和水量
浅水井 深水井 水渠 

低洼

地 

平原、扇状

地、三角州、

谷底平原、

沙丘 

冲积层（粘

土、粉沙、

砂石、瓦

砾） 

主要是层状

水（无压、

被压） 
浅表层丰富

沙砾质的地

区大致上课

涌 出 地 下

水、湿地等

的蓄水池也

可以 

适用于水

位较深的

情况、有压

力水源的

取水 

底流河床、

旧的河道适

宜大量取水

高原/
河阶 

隆起的海岸

平原、隆起

的扇状地、

河岸 

洪积层（粘

土、粉沙、

砂石、瓦

砾） 

主要是层状

水（无压、

被压） 

深层有一定

的量 
水位较浅的

情况下可能

适用于水

位较深的

情况、有压

力水源的

取水 

水位较浅的

情况下可能

丘陵

地 
大起伏丘陵 
小起伏丘陵 

第三纪层

（泥岩、砂

岩、瓦砾

岩、凝灰

岩） 

层状水（无

压、被压）

龟裂水 

深浅不一，

不多 
 

可取水的

量较少及

成本较高 
 

火山

地 
火山山麓 
溶岩高原 

溶岩、集块

岩、凝灰

岩、火山泥

流 

层状水（无

压、被压）

龟裂水 
空洞水 

一般较少，

有赋存大量

的龟裂水和

空洞水的情

况 

裂缝处水源

可用有效的

集水井 

可取水的

量较少及

成本较高 
 

山地 
山腹缓斜面 
准平原 

中/古生层

深成层、变

成岩、石灰

岩 

龟裂水 
空洞水 

除有一部分

（石灰岩中

空洞水等）

以外，都很

少 

裂缝处水源

可用有效的

集水井 

可取水的

量较少及

成本较高 
 

 

涌出量受天气影响，常年保持较稳定的情况。 

不需要大规模的取水设施（取水费用相比较便宜） 

接近平原等的受益地区，较容易获取地下水，不增加引水费用 

水质良好，水温随季节变换较少 

地下水的水权视为基本上归土地所有者，与河水情况不同不需要获取水权

（但是，根据条例，有的地区对地下水取水有规制） 

3.1.2 地下水调查 

    地下水的大部分是地表涵养的水。在地层空隙、岩石等裂缝等的流动、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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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出的循环水。地下水工程设计、施工是为了有效地进行，重要的是要准确的把握

地下水流动、储存的状况。这里简单介绍一下地下水工程在设计、施工前的地下水

调查方法。 

    地下水的基本性质、调查方法等在本书的基础篇 3.8《地下水》中有详细记载。

可参考参考文献 1，4）
。 

  a.水文地质构造的调查   这是因为需要明确储藏地下水的地质（构造）的水文

性质。根据岩石的状态（砂、泥、沙砾等）划分层，考虑各岩石层的龟裂、固结度、

空隙率等，评价其透水性。 

调查方法有，地质勘探、物理探查（弹性波探测、电气探测、放射线探测、重

力探测等）、地质钻探等。根据地区情况和预选来选定调查项目及数量。定量的把

握透水性（把握水利根据），对于从井里抽水等试验数据来说是有必要的。 

b.水文地质构造调查   把握既存的水井水位、涌出量的观测（一次观测与连续

观测），地下水的流出量（抽水等）来推断地下水赋存量。特别是掌握地下水位的

分布，对于推断地下水的流动非常重要。 

   c.地下水流动解析   根据上述的 a.、b.，掌握地下水流动的机制。解析手法的

一种是通过数值解析的方法和手动计算。且，地下水流动的实际测量方法有示踪法

和井里孔内的流向/流速观测等方法。不管是层状水还是龟裂水，带水层地下水的赋

存及流动都受到其不透水层形状的制约，是沿着地下水位（地下水潜力）分布流动

的。 

d.适宜地区的选择   考虑到整体的项目规划，从上述 a.～c.的结果来探讨地下

水工程的种类、配置、取水深度、取水量等。这些都必须根据水文地质条件、该当

地区地下水流动系统与水收支平衡等综合考虑后适宜的进行。 

 

3.2 水井/蓄水池 

3.2.1 形状（构造） 

a.浅水井  主要是以无压力的地下水为对象的有深度的浅层取水设施（图 3.1）。

在统计取水设施时，井深（水井的深度）未超过 30 米的水井作为浅水井来统计的

情况较多。 

（i） 普通凿井：井径（井口直径）为 1 米左右，常用的是 3～5 米的井。井

深 10 米左右，井的侧壁用石头堆积或是用有孔的水泥管构成。取水是取侧壁与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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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流入的地下水。家庭用水的取水，大部分都是用这种形式的取水井。 

（ii） 大口径浅水井（筒子井）：井径 2 米左右，井深数十米。井的侧壁用有

孔的衬板或钢筋混凝土管构成。取水是取侧壁与井底流入的地下水。地下水丰富的

冲积沙砾层等适用于大量的获取地下水。且，对于取水量不多的滑坡地区，较多常

用的是集水用的纵向水井。 

（iii） 集水池不是井深而是井的口径或是一边的长度较大的水井。扇状地扇子

边、火山山麓等的涌水地带及地下水位较浅的地区为对象。 

（iv） 集水井：大口径纵深井（亲井）的侧壁由水平放射状的收集水管构成的

复合式水、井。被称为满洲水井、放射水井的都归这一类型。一般作为浅层地下水

的取水对象。集水地区较广，水井损失较小是特点。与后面的记载同样，海水平凡

侵入的岛屿、海岸地区，龟裂性地下水为对象的岩石地带等的地下水开发方法也被

关注起来。 

  b.深水井   主要是深层被压在底下的水源的取水，用深度较深的纵向水井。但

是，根据水井不同，浅层的无压迫地下水也被开采出来。取水设施统计上，井深 30

米以上的水井统计为深水井的情况较多。 

    从地表开始开凿铅垂口径 150～500 毫米的孔后，插入侧管（套管）的构造较

多。 

 

图 3.1  浅水井模型图 

从口端到孔底必须是一样的直径。根据深度，可分段开凿口径。深度较深的水

井分段开挖的情况较多。这是因为，到最底下一起开挖时，挖掘过程中会发生孔壁

崩塌的危险。分段挖掘，在较浅的部位用套管做好保护后就可以进行深度挖掘到底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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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情况，孔壁与侧管间的间隙用沙砾填埋。取水对象的地下水部分的地层侧

管，打开集水用孔（裂缝）或是插入专用的集水管（水冷壁）。 

3.2.2 水文地质条件与适宜地区 

    根据 3.1.2 的地下水调查掌握的水文地质、地下水流动构造等情况，恰当的选

取水井的设置位置和取水方式（水井的形状）是非常重要的。这里对地形、水文地

质条件及水井形状的选定进行描述。（参照表 3.1） 

a. 扇状地区  扇顶顶部涵养的地下水，在沙砾层中，从扇子中央流向扇子边。扇

子中央部分、扇子边缘有砂石和粘土层压盖，形成了被压型的地下水的情况较多。

这样被压得地下水开采时适用于深水井。且，扇子边缘的无压力地下水的水位较高

的地方较多，从来都是用集水池的方式较多。在扇状地区开采时，地下水流出的同

时引起砂土崩溃事故的情况较多。人口开挖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 

b. 低洼地区  谷底平原、三角洲、海岸平原等的低洼地区，一般都储藏着丰富的

地下水。这些低洼地区里，河川泛滥平原、旧的河道、自然堤防、沙丘等的沙砾层

中有着丰富的无压力地下水，适宜与浅水井。特别是想要大量取水时最适宜的是大

口径浅水井。日取水量较多的时候可达到 10000 立方米。除去上述的沙砾层，表层

数十米的地址是细软冲积层，这些地层都不含有地下水。但是，冲积层下面分布的

洪积层背后的扇状地带、高原地带夹带有连接的沙砾层（带水层）。这些沙砾层中

的地下水从上部地层加压，形成了有压力的地下水。开发这些地下水时，深水井是

最适合的。但是，底部的地下水过度抽取时，会容易造成水位异常低下、地盘沉降、

海岸地区盐水侵入等灾害的发生。有必要留意根据地下水的涵养量适度的取用地下

水。 

c. 火山山麓  火山山麓在更新世中期以后，喷发的火山岩、火山碎屑岩浆及这些

的二次堆积物形成的地层。其中，熔岩流、沙砾层形成带水层的情况较多。火山山

麓上部一般地下水水位较深，只能使用深水井。由于地下水位较深，造成取水难度

增大。接近山麓末端的水位逐渐变浅，会产生涌水地带。这些地区适合用浅水井和

集水池。 

d. 岛屿  日本的岛屿大多都是珊瑚礁石灰岩、火山岩构成，没有从地表渗透的淡

水覆盖在海水上（淡水层）的构造，作为贵重水资源的情况很多（图 3.2）。这些淡

水与下面的海水的密度差不多，因此淡水状态不安定。一般情况下从水井里取水时。

孔内水位局部大幅度下降会造成海水渗入，这种情况下造成淡水水平面开发的困难

增大。冲绳综合事务局在冲绳县津坚岛探讨用集水井方式来获取淡水的有效的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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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这是在大口径纵向井四周放置取水用的水平钻孔，使淡水水平面的水位一点

点的均等下降的方法来取水。其结果，现在日均约 300 立方米的淡水稳定的成功获

取到。 

 

图 3.2  淡水层概念图 

 

e. 山地/丘陵地带（岩石地带）  山地、丘陵地带一般都是由岩石构成。岩石中有

犹如未固结的堆积物的砂土粒，且，砂土粒中间没有空隙。地下水的赋存、流动均

取决于岩石中龟裂的密度、连续性、方向性、开口度、填充物等的有无。岩石中的

龟裂是火山岩、溶结凝灰岩等冷却后产生的裂缝，由于侵蚀等的应力解放伴随的席

状节理，断层产生的龟裂等以外，还有各种各样的无规则龟裂等。山地、丘陵地带

的地下水开发、要掌握这样的龟裂的实际情况，如何评估其透水性是非常重要的课

题。透水性的龟裂形成近似垂直的高角度时，为了将集水管与龟裂交错开，利用集

水井是比较有效的方式。东北农业振兴局就是采用这种方法，在阿武隈山地的花岗

岩地带成功的进行了大量（约 2000 立方米/日）的地下水开发（图 3.3）。 

3.2.3 施 工 

a.  浅水井   对于大口径水井，现场进行混凝土浇筑时，穿戴底部用钢板构成的

施工鞋容易沉降。挖掘到地下水水平面时，平整后整形，再用钢筋混凝土浇筑。混

凝土凝固后将对于内部继续挖掘使之下沉，上部井筒部分继续加固，每次挖掘的量

大致是从靴子下面开始的 0.5～0.6 米左右，使之均等的下降。 

    对于集水井，纵向井的内径成放射状集水管设置，为了能水平挖掘施要将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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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大（一般都是 3～5 米左右）。集水管设置时多多少少向上微微翘起。常用的是口

径为 50～75 米的有穿孔的管道。 

 
集水钻孔（4 根：125 米、160 米、90 米、50 米） 

图 3.3  集水井构造（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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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冲击钻式挖掘机与钻头等器材 

b. 深水井   深水井的施工是用挖掘机进行开凿。测井插入侧管、集水管后用砂砾

填充。清洁后进行抽水试验。 

（i） 钻孔：钻孔一般是用冲击钻和螺杆钻。 

冲击钻是将吊绳上的钻头上下的敲打地层，碎石等用用铁管等将泥浆一起吸上

来，一边吸一边开凿（图 3.4）。在有砂砾、砂石、粘土的混合地层常用这种方式。

一天的挖掘进度是 5～10 米，效果很好。但是，对于含有大砂砾的砂砾层和中度坚

硬的岩石层来说，效果不太好。 

螺杆钻是给钻头加压，使之旋转的同时开凿岩石进行发掘（图 3.5）。根据旋转

构造，分为锭子型和转盘型两种。锭子型大多用挖掘能力 1200 米以下的小型机器，

转盘型为 2000～5000 米的大型机械。凿井常用的是油压式的锭子型机器，可以获

得高速旋转和强大的压力。循环水，即清水从主杆端或压入泥水使其从钻头口喷出，

与粘液一起从钻头和孔壁间出来。选用主钻头的时候，不管是金属钻头还是钻石钻

头等的主钻头，可根据地层硬度来等来选用。不需要选择主钻头的时候，可使用效



593 
 

果好的三锥齿轮钻，最近大部分的钻头都使用的是三锥齿轮钻（图 3.5）。 

挖掘口径要比侧管外径大 100 米左右。分阶段挖掘的时候，要考虑到最下面的

挖掘口径，最初的口径设计必须要设计成大的口径。分阶段挖掘时，要根据井的深

度和地层的状况来判断。 

挖掘时去除粘液、冷却钻头 刃、减少主杆旋转的抵抗力、保护孔壁等为目的

时，可使用膨润土泥水。并且要顾虑到孔壁过度固定引起的带水层缝隙收紧。 

（ii） 测井：为掌握带水层状况，对内孔进行探测。测井一般是指电气检测、放

射线检测、孔内流向流速观测等。 

电气检测是指利用自然电位法、电气对比抵抗法的分布等来测定。砂层和粘土

层的判别、地层构造/带水层的判断都使用这个办法。放射线检测是指用自然或人口

产生的放射线进行测定，在此基础上推断地层构造、缝隙大小、地层含水量等。自

然伽马射线检测是指检测，伽玛射线检测和中性粒子检测等。不同于电气检测，便

利的一点是不管是否是侧管或孔内有无水位都可以进行检测。孔内流向和流速观测

是指实际测量井里孔内地下水的流向流速，来推断带水层位置的方法。 

（iii） 侧管/集水管的插入：侧管是指插入的气管、拉钢管。口径大时可用缠

绕钢管。为了防止腐蚀可使用亚铅拉铁管。因为氯乙烯管的强度大，也被广发的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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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旋转型挖掘机和钻头等器材 

 

地下水开采对象的地层部分设置集水管。集水管是指侧管有集水用的开孔（图

3.6）和集水管专用的狭缝过滤器;。在我国最常用的是狭缝过滤器。狭缝过滤器和

侧管等都是线状的，是由 2.5～3.0 毫米准直器械加工成的。因为用机器容易切割加

工，且价格低廉，开孔率（对于集水管整体面积集水孔所占面积的比例）在 3～5%

之间，非常小，所以对挖井来说损失较大。 

 

图 3.6  集水管的构造 

 

狭缝过滤器与侧管分别设有水平连续的集水沟，地下水可以顺畅的流入。可根

据带水层微粒的直径设置沟槽的宽幅。开孔率 20～60%，是狭缝过滤器的 10 倍以

上，这样抽水量就产生 3 倍的差额。将上述 2 个类型进行组合，把侧管打开很多的

圆孔，也有在其周围设置水平连续卷线的。开孔率在 14～15%。对于深度，根据孔

壁状况有将裸孔就地放置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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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砂砾等的填充：裸孔壁和集水管之间产生的空间用砂砾填埋。阻止带水

层的砂子微粒流入，且，使地下水顺畅的流入，砂子微粒的大小取决于带水层微粒

的大小。填充的砂砾如果太大，比带水层平均微粒直径大 4～5 倍以上，一般用 6～

9 毫米的洗砂填充。特别是细砂流出较多的地层，外侧的细缝处进行填充，内侧用

较粗砂粒进行填充，形成一个两层的包裹。对均等系数 2 以下的有效直径为 Φ10

（10%微粒直径）的比 0.3 毫米大的带水层，采取岩石中裂缝的水时，不需要填充

砂砾。 

担心由于对孔壁与侧管之间填充砂砾使得水质污染并流入，在特定地层采取地

下水时，在必要的地方可用粘土来填补。 

（v） 清洗整理：侧管装配完毕后，用进行润滑、冲刷、反吹等清洗，去除孔壁

上附着的泥水。 

润滑是用铁球或半球状的组合（2～3 个连接体）急速上升时差生压力释放，

促进带水层的水流入和脱离附着的泥土。冲刷是用泥浆泵小幅度的上下去冲刷。反

吹是在井侧管用盖子盖住密封后，关闭抽水管阀门送入加压的空气，压力增大过程

中猛地打开阀门开始抽水，将孔壁附着的泥水都洗出来。 

（vi） 抽水试验：除了特殊案例以外，都使用水中电动泵（图 3.7）。这种水

泵是用耐水、耐酸、耐碱性的聚乙烯合成树脂包裹的卷线的充满水的二级三相诱电

电动机，与数十节的涡轮水泵相连接，放入水中使用。井口径了根据抽水量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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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水中的电动泵 

 

抽水试验分为：①预备抽水试验②分阶段的抽水试验③连续抽水试验④反复试

验等。 

① 预备抽水试验是，将水井清洗干净后，为了预知抽水量和水位下降的程

度进行半天～1 天的实验。 

② 分阶段的抽水试验是在预备抽水试验之后，空出一天时间后进行。抽水

井的抽水量分阶段使之增加，求出针对各抽水量 Q 的水位在一定情况下的下降

su 。两个对数的图如图 3.8 所示。抽水量分 5～6 个阶段，大致同等的量进行增加。

Q 与 su 的关系，最初的倾斜大致是 45 度直线，Q 越大 su 也跟着显著的增大，直

线上方就会出现有拐点。 

③ 连续抽水试验也被称为定量抽水实验、本实验等。分阶段抽水实验的折

点附近，保持一定抽水量进行连续抽水，记录抽水井及观测井的水位变化。抽水开

始后测定水位，最初 1～5 分钟间隔，经过 1 个小时后，扩大到 10~60 分钟的间隔

时间，如没有特殊情况，无压力地下水需要 1 天以上的时间，有压力地下水需要连

续进行 2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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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分阶段抽水试验的  

 

3.2.4 抽水量的决定 

从井里抽水时，井内水面要比周围地下水的水平面低，这样产生倾斜后水就会

聚集到井内。这里的抽水量与水位下降量是成比例的，水位下降的越大抽水量就会

增加。这个比例的定数相当于透水量系数（透水系数与带水层厚度的乘法）。 

井内的抽水量可根据抽水量公式 Q 计算。公式有各种各样的，大致分为平衡式

和非平衡式。前者，根据抽水量对应的水位下降达到平衡状态为前提条件。后者，

任意时间内水位下降量决定公式，与前者不同的是放入了时间这个要素。 

根据水井的各种条件的计算抽水量的公式。请参照参考文献等的详细解说。 

一个水井可利用的抽水量，在分阶段抽水试验中可以看出，将抽水量 Q 与水位

下降量 su 控制在成直线的范围内是安全的。并且，地下水的大部分都是由地表形

成的涵养循环水，因此，整体的取水量主要取决于涵养量的多少。 

 

3.3 集水渠 

3.3.1 形式（构造） 

集水渠形式上是横着的水井，将休姆混凝工管的多孔管等埋在地下取水用。单

管的时候，还配有支管。并且，地下水流动的方向设置有平行和直角的管。引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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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面与地下水水面形成较大的倾斜时，水自然的就向下流动；倾斜角度不大的时

候，或者干线水渠需要建设在上面的时候，设置筒状的水井进行抽蓄水。 

铃鹿山脉东麓的三重县一带有一种被称为“Mambo”的特殊灌溉设施，这也

是集水暗渠（横水井）的一种（图 3.9）。这是将地下涌出的水收集起来，通过较长

的暗渠输送到疏通水路的地点，这种设施从江户时代就开始挖掘开凿一直到明治时

代。铃鹿市、四日市市、龟山市等的 13 个市村镇都有这种设施涵，现在能确认的

共有 80 多处。 

 

图 3.9 横水井（Mamb）的断面图 

 

3.3.2 地形地质条件和适宜地区 

集水暗渠等被称为横水井的地方，是以浅层无压力地下水为对象的，地下水位

较高及透水系数大的地层中有大量的地下水流动的地方较为适宜。具体，扇状地末

端部分，河川的河床及旧的河道、火山山麓等地较为适宜。 

3.3.3 施 工 

    在高于地下水位等的位置的谷底部埋设。河道里埋设的时候，靠近流心在河床

变动较少的地方。堤内埋设的时候，希望在不影响已经设置好的水井的地上，没有

障碍物的地方。 

关于施工，调查河川各个时期的水位及近旁的地下水位，在水位较低的时候开始施

工。自然向下流的情况时，从下流开始挖掘开凿，是渗出的水边向下流边施工。抽

水式的情况，筒状水井下降，边处理涌出的水一边开始挖掘开凿，如果涌出的水量

较大的话，就得在水中进行挖掘开凿。连接的暗渠施工也根据地下水位的下沉进行

开挖。涌水量较多的时候，在两侧设置挡板，在挡板中间开始挖掘。管道铺设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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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土或砂石出现的时候，为了防止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沉，可用梯状的树木躯干现行

铺设后在其上面再铺设管道。管道周围铺设防护的砂砾，再在上面用砂土掩埋填平。 

    材料多使用的是有孔休姆混凝工管、铁管、混凝土管等。管直径为 800～1500

毫米，20~30 毫米的开孔。管直径 1000 毫米口径 20 毫米，1 米长距离内开设 75

个孔的情况下，可以流入 1l/s 的水。为了防止采水层的细砂流出，集水管的外侧用

砂砾填充。砂砾的直径为 30～100 毫米，包裹厚度为 30～50 厘米。 

    暗渠的开凿，从地表 10 米处开始到距地下水面 6 米左右的地方，超过 6 米的

话会使地下水水位下降，费用增加。集水量是根据暗渠的长度和距离地下水水面深

度来决定的，长度可以做调整。倾斜度一般是 1/300～1/2000，大规模的多为 1/1000

以下。地形倾斜较大的时候，与窨井一起设置落差结构。引水渠的接合部，或者抽

水机的吸水槽吐水口要防止洪水等的逆流，为了调整流入量可设置控制水阀。 

3.3.4 涌水量的计算 

    从集水暗渠涌出的水量计算公式，如参考文献等，根据各种不同的条件有详细

的解释，请参照。 

 

参考文献（略） 

 

                                                     （宫北 顺一） 

 

 

 

3.4 地下水库 

3.4.1 概要 

地下水库，将带水层进行人为的施工，使地下水的可利用量增加，与通过水井

和涌水利用地下水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性质。从历史上看，阻止地下水流出的阻水壁，

海外古罗马时期的地中海撒丁岛及北非古文明时期有过。就是现在，北非及埃塞俄

比亚等国的小规模生活水源，还是把枯竭河底的河床砂砾凿成明堑沟槽作为地下水

库使用。根据记载，我国在 1932 年～1934 年，在爱知县春日井市的内津川河床砂

砾中，有用粘土构筑的长 356 米、高 7 米的地下水壁，潜流的地下水水位提升了约

3 米，并开始了耕作。但是，这些都只是可以靠人力施工范围内的极小规模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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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规模的地下水库，最有名的是 1943 年京都帝国大学的可知教授在枥木县

那须原野扇状地区提倡的阻止涌水水壁的构想。这个构想是将那珂川的剩余水涵养

到扇状地顶部，在扇状地中央构筑隔水墙来进行地下的储存截留，作为灌溉用水来

使用。虽然这个构想未曾实现，但是，它是以科技知识为依托的地下水库构想的最

初的形态。 

近年来地下水库的国内施工案例，如表 3.2 所示，以 1973 年开始施工的长崎县

野母崎町桦岛地下水库为代表已有十多个案例。从表里也可以看出，大规模的项目

主要都是以冲绳、奄美地区的琉球石灰岩为对象的项目。其他地区施工的以砂砾层

为对象的地下水库，都是储水量 10 万立方米以下的项目。除此以外，在海外建设

的有中国陕西省的富平地下水库、台湾澎湖岛的白沙岛地下水库（2 处）。 

 

        表 3.2 我国的地下水库建设案例 4）         根据文献 4）
整理） 

水库名 所在地 建设时间 项目业主 目的 堤长（m） 总蓄水量（m3） 类型 

桦  岛 

皆  岛 

常  神 

天个熊 

砂  川 

中  岛 

和  坂 

绫里川 

喜  界 

福  里 

米  须 

神  子 

Kanjin 

庆  座 

名  城 

长崎县野母崎町 

冲绳县城边町 

福井县三方町 

福冈县宇美町 

冲绳县城边町 

爱媛县中岛町 

长崎县丰玉町 

岩手县三陆町 

鹿儿岛县喜界町 

冲绳县城边町 

冲绳县线满市 

福井县三方町 

冲绳县具志川村 

冲绳县具志头村 

冲绳县线满市 

1973 ， 1979 ～

1980 

1977～1979 

1982～1985 

1987～1988 

1988～1994 

1991～1992 

1991～1992 

1991～1993 

1993～ 

1993～ 

1993～ 

1995 

1995～ 

1998～ 

2000～（预定） 

市、建设部 

冲绳开发厅 

市 

市 

冲绳开发厅 

农林水产部 

市 

岩手县、建设部

农林水产部 

冲绳开发厅 

冲绳开发厅 

市 

冲绳县 

冲绳开发厅 

冲绳开发厅 

上水 

农水 

上水 

上水 

农水 

农水 

上水 

治水 

农水 

农水 

农水 

上水 

农水 

农水 

农水 

59

500

202

129

1835

88

105

120

2190

1720

2489

196

1080

955

906

9300 

700000 

74000 

17500 

9500000 

27000 

12000 

30000 

1681000 

10500000 

3457000 

23000 

1431000 

389000 

388000 

阻止盐水 

提升堤坝 

阻止盐水 

提升堤坝 

提升堤坝 

阻止盐水 

阻止盐水 

阻止盐水 

提升堤坝 

提升堤坝 

阻止盐水 

阻止盐水 

提升堤坝 

提升堤坝 

提升堤坝 

a. 定义与适用条件   地下水库，被定义为“以储存水为目的，为了截留的带水

层中地下水的流动而设置的隔水墙”。广义上，包含有附属设施和贮水池。地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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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如图 3.10 所示，分为“提升堤坝型”和“阻止盐水型”的两种类型。这些适宜

的地区只限定于具有一定的水文地质条件的地区。这些条件就是：存在有将截留

地下水贮存的空隙性较高的地层（以下，称之为储存层）；储存层的下面分布有

透水性能差的地层（以下，称之为地盘层）；与储水容量相对应的地下水涵养；

具备这三种条件。在我国，具有这样条件的代表地区有，南西诸岛的石灰岩高原。

这个地区分布的石灰岩被称之为琉球石灰岩，是新地质时期形成的多孔性质的，具

有高透水性的特征。并且，这些琉球石灰岩的下面，分布有被称之为岛尻泥岩的透

水性不好的地层。石灰岩中垂直渗透的地下水沿着泥岩上方侧边流动，最终在海岸

边形成涌水流向海里。这各地区的地下水库是在泥岩上面形成谷地地形的地方的石

灰岩中构筑隔水墙，截流地下河道，将石灰岩空隙中的地下水储存起来。但是，即

便分布有琉球石灰岩，如果没有透水性不好的地盘存在的话，地下水作为淡水储存、

地下水库的建设等也是不可能的。 

 

图 3.10  提升堤坝的地下水库与阻止盐水型的地下水库 

b. 特征   地下水库的优点，在地下储存水，没有水淹地；没有决堤等的灾

害；没有蒸发的损失等。另一方面，需要进行明确水文水质状况的充分的调查；

利用水的过程中抽水需要使用能源等，这些是其缺点。如何选用都必须对这些优

缺点进行充分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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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成本   地表水库的水源开发费用根据水库坝址及蓄水地地形、地质条件等各

有不同。同样的，地下水库的水源开发费用以地下谷底截流横截面面积和蓄水形状、

及储留层的有效间隙率（蓄水容量）为依托，根据水文地质条件而不同。像宫古岛

一样的适宜于地下水库的形成的地下谷底，水资源开发费用就有可能相对比较便

宜。但是，也有离岛且地表水库的建设较为困难的时候，开发费用多少有点高，可

是也不得不选择建设地下水库的案例。 

3.4.2 调查/规划 

a. 调查  地下水库的调查分为，明确流域水文地质条件的水位地质调查和知道地

下水流动状况的地下水构造调查。 

    水文地质调查是指，探查地址、物理勘探、地址钻探等来明确水文地质层顺序

的同时，确定储留层和地盘层，地盘层上面等用高线图制作。并且，通过土质试验、

抽水试验等调查储留层和地盘层的透水性、有效间隙率等。 

地下水构造的调查，设置地下水水位等的观测设施，明确地下水位平面的分布

与时间轴变化。关于观测点的选取，有必要考虑获取的数据用于地下水库的各种解

析示范的验证，至少也需要 3 年的观测数据。 

b. 规划  根据调查获得的结果，通过以下的顺序对地下水库进行规划。首先，地

盘层上部的形状来决定水库轴。水库轴要确定地盘上部没有谷地地形，需要在狭垄

部部分的位置。没有被确认为谷地地形时，地盘的倾斜可沿着コ字形围起来，可是

堤长的延长对开发成本来说是不利的。 

地下水库的天端标高，由确保必要的水量和蓄水地域的湛水回避的两方面来决

定的。地下水库的有效性水量是根据满水水平面与地盘面之间的体积（储留体积）

乘以储留层的平均有效间隙率来计算总蓄水量的，不能取水的部分要减除。可利用

的水量根据水收支解析来决定。 

为了确定地下水库的各源头，使用以调查得到的现有的水文地质条件为基础作

成的水文解析模型。这个模型不仅追加了地下水库建成后地下水流动的条件、还进

行了水收支、洪水及取水的预测解析，还对隔水墙的天端标高、取水设施的配置、

排水设施的必要性等进行了探讨。模型一般是使用的数值模型，数值模型有各种各

样的，对应解析目的选择最适宜的那个。图 3.11 表示的就是地下水库水文解析的

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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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T

地盘等高线 储留率 透水系数 地下水位/蒸发量/降水量 

 H-Q 曲线的制作 

现状水文模型的制作/验证

地下水库设计各元素的设定

・ 水库的天端标高 

・ 堤坝设计透水系数等 【各设计元素的变更】 

现状模型与地下水库进行整合

规划降雨/水利用规划 水收支计算 ：水收支解析模型

能否确保必要的水量?

最低水位时能否取水?

会不会超过限高水位？

排水设施 洪水解析 ：洪水解析模型 

取水设施 取水解析 ：取水解析模型 

评价经济性

地下水库各元素的确定

No【蓄水量的增加】 

No【排水能力的增加】 

No【取水能力的增加】 

规划取消 

Yes

Yes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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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  地下水库水文解析流程图 

3.4.3 设计 

地下水库坝体（隔水墙）、取水设施、排水设施、涵养设施、及管理设施的设

计需留意以下几点事项。 

a. 坝体（隔水墙）   地下水库的坝体设计，从作为施工对象的地层的工学性质、

最大施工深度及隔水墙的设计透水系数等来选定最适合的方法。一般，隔水墙的施

工法有开凿、地下连续墙法、注入法及打入法等。 

开凿法，储留层从地盘层开始开挖，一边建造隔水墙一边回填的施工方法。这

是施工深度浅，地下水少的情况下适用的施工方法。非洲等国外的小规模地下水库

建设时采用的方案。而且，冲绳县久米岛的 Kanjin 地下水库，隔水墙的施工深度

较浅的部分采用的也是开凿施工法。 

地下连续墙施工方法是将地盘开凿建造连续的墙壁。城市土木工程领域随着技

术的发展，根据作为对象的地质工学的性质、地下水条件等存在有各种各样的施工

方法，从这其中可选择最适宜的施工方法。冲绳、奄美的琉球石灰岩地带的大规模

地下水库采用的施工方法多是用多轴螺旋钻开凿的原地搅拌施工法。采用这种施工

方法的理由是因为琉球石灰岩有着与岩石一样的硬度、并有很多的空洞、地下水水

位较低。因此判断，用桶型挖掘机、安定液对沟壁进行保护的施工方法是较难施工

的。对海岸平原的砂砾层施工的时候，使用安定液来排除土砂，采用乳状水泥完全

置换的施工方法也是可行的。福井县常神地下水库是使用的自硬性安定液对沟壁进

行保护后，使用抓斗式挖掘机来开凿、并建造隔水墙。 

注入施工法是，在地盘中开凿多个钻孔，将乳状水泥注入建造隔水墙的施工方

法。长崎县的桦岛地下水库、冲绳县的皆福地下水库、福冈县的天个熊地下水库都

采用的这种施工方法。这种施工方法设备较小，成本较低是非常有利的一面。与其

他施工方法相比较，止水性能不太好也是一个问题点。不推荐采用于被要求具有高

止水性能的阻止盐水型的地下水库的施工。 

打入法是将板式桩、H 型钢连续打入地下建造隔水墙。地盘材质均衡施工深度

较浅的情况下可以采用。这种施工方法在实际施工的地下水库施工案例还没有。 

b. 取水设施   为了最大限度的有效利用地下水库的储存水，取水设施的合理设

计、配置是非常有必要的。取水设施的种类以设置多个水井的群井方式与、大口径

水井成放射状伸展横孔的集水井方式为代表。特别是水位较低状态时，对规划的取

水量来说，是否还可以进行抽水，有必要确认取水解析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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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排水（放水）设施   由于暴雨、长时间下雨产生的满水状态，向地下水库流入

了多余的地下水。希望设定较高的堤坝高度可使水从坝体上部溢流向下流。为确保

储水量而提升堤坝高度，不能确保有充足的溢流断面时，就有必要设置排水（放水）

设施来另外排放多余的地下水。地下水库的排水（放水）设施是否有必要，需要根

据洪水解析模型里地下水库建成后多雨条件下进行水位预测来判断。排水设施是在

蓄水地区的低位部分设置明槽、暗渠，超过规划洪水位的地下水从蓄水地区向外排

放。放水设施是在比隔水墙的满水水平面低的位置，贯穿上下流设置有阀门的横孔，

通过操作阀门来控制蓄水的放流。这种放水设施在皆福地下水库被采用，有利的一

点是，灵活运用在预备放流和对蓄水水质的改善上。 

d. 涵养设施   自然状态下的地下水库涵养地下水，在水资源利用上有障碍的情况

下，设置人工的增加地下水涵养的设施。常神地下水库就设置了将地表流出的水流

入地下进行涵养的碎石桩设施。 

e. 管理设施   地下水库堤坝的上下流设置有地下水位和水质观测孔，对长期的隔

水性能低下产生的漏水量的增减进行必要的检查。并且，在地下水库的蓄水地区配

置合理的地下水位观测设施，可成为有效率的取水设施的运行管理资料。而且，与

水位观测用不同的是，需要另外设置监测蓄水水质的实验用取水水井。 

3.4.4 施工 

地下水库的堤坝施工，所定的透水系数有没有被改良；需要确认是否确保

连续性，因为是在地下施工的建筑物，直接去确认的话是非常困难的。从隔水墙上

下流设置的地下水位观测孔的水位差（堤坝提高型地下水库）记录和、隔水墙上流

水质观测孔的盐分浓度（阻止盐水型地下水库）的记录来看，能间接的确认隔水功

能。因此，施工机械的稳定性的确保、弯曲孔的检查等，工程施工管理体制的确立

是有着重要的意义的。在宫古岛砂川地下水库施工时，作为防止钻孔弯曲的对策，

用配有套管的单轴钻先进行凿孔，再用三轴钻对连续隔断墙进行施工（图 3.12）。 

在隔水墙的施工过程中，周边地下水位会发生变化，需要收集这些观测数据。

且，地下水库建成后，实施取水试验，确认设施能力的同时，通过施工时及取水试

验时的水位观测数据来再次验证地下水库模型。希望对作为规划基础的蓄水率等的

之前的数据进行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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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2  国营宫古地区砂川地下水库的施工情景 
 

3.4.5 管理 

地下水库的维护管理上要留意的几点有，堤坝隔水性能的低下、取水设施能力

的低下、水质恶化等。堤坝隔水性能的监测，是通过设置在堤坝上下流的地下水位

观测孔来进行的。非溢流情况下，观测到下流一侧的上升、或者上流一侧的下降时，

需要增设观测孔来确定其位置和原因，根据需要实施修补。取水设施能力的低下，

由于设施种类不同而不同，对于水井来说，逆洗法产生效果的情况也是有的。对于

水质的恶化，可考虑在涵养量丰富的时期大量的对蓄水进行抽放，与干净的地下水

进行置换的方法。但是，需要明确水质恶化的原因，有必要采取相应的对策。地下

水被污染时，需要时间来恢复，希望预测其长期的倾向并尽早的采取对策。 

 

引用/参考文献 

                                                      （富田 友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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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泵 站 

4.1 概 论 

农业用的泵站根据用途分为用水泵机厂和排水泵机厂，且根据其目的和使用条

件决定泵的样式和台数。 

用水泵机厂，一般是高揚程的常年定期运转，采用旋涡或深汲水斜流的泵。排

水泵机厂，一般是低揚程不定期运转，采用较多的是轴流或斜流泵。 

泵站设计时的基本方针是，确保符合泵站设置的目的、运转功能，且安全经济

的设施。充分把握包括引水出水水槽、建筑物和水泵设备、以及其它附属设备等的

整体设施的水利条件、环境条件、运行管理条件等的综合关系，探讨泵站的位置、

构造形式、泵机种类、附属设施等。 

把握泵站的水利条件时，特别是要对现阶段运行的用/排水系统与规划的用/

排水系统的关系；用/排水习惯与泵站规划的关系；用/排水管道系统与泵站的

水利规划及水理/构造设计的关系等进行探讨。 

关于泵站的位置，根据收益地区地形条件等，确保水利/构造条件的同时，考虑

与环境条件要相配套。探讨用/排水系统的规划时，大致选定候选地，并且进行综合

的探讨。 

泵站位置在大致选定时，从宏观视野上来看，收益地区整体的用/排水进行规划

时，选择能确保充分发挥泵站功能的最有利的位置。并且，与地域规划相关的，要

充分探讨影响周边环境的噪音、振动等的公害防止对策。还要综合探讨大致选定的

候选地的地形条件、地盘条件、环境条件、管理条件等，再决定建设泵站的最有力

的位置。 

 

图 4.1  泵站概要图 

泵站的构造形式，主要根据地形、地质、水文气象等的诸多物理条件及泵机种

类的特性，在确保其功能的同时，要与建筑物的构造、泵机设备、运行管理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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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路管道的设置、附属设施等组成合理化的一体化的构造。 

泵机种类，根据各泵站的水力条件、构造条件及运行管理条件等选定。 

泵站是由容纳、保护引/出水槽、泵机设备等的建筑物及附属设施构成。确保其

目的为抽水功能的同时，要充分探讨在考虑到环境条件下选定基础工程、建筑物构

造、附属设施的规模等。 

水泵设备除了水泵以外，还有发动机、辅助机器类等。水泵设备的规模及各项

条件，要满足能让规划水量进行确切地有效地抽水、安全且经济。并且，在运行管

理方式及管理体制上，事先要进行充分的探讨。为了泵站合理的运行管理，根据目

的和必要性设置运行管理设备。为了泵机设备安全、切实的运行，选定操作较为容

易的运行方式。关于合理的运行控制设备的构成要进行充分的探讨。 

 

 

 

 

 

 

 

 

 

 

 

 

 

 

 

 

 

 

 

 

 

泵站 泵机设备 泵

发动机

阀门类

辅助机器类 

吸入/吐出管

电气设备 

吸水槽

吐水槽

基础工程 
（引水道） 

（沉沙池、游水池）

（输水道） 

吸/吐水管

电气设备 

除尘设备 

顶塔吊 

厂  门 

倒水槽

燃料储油槽

冷却水槽

附属设施

泵  室 

操作间 

电气室 

管理室等 

建筑物

运行管理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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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泵站构成 

附属设施是为了泵机设备的运行管理设置在泵厂内的，也有为了保护泵站各设

施及管理的需要设置在泵厂外的。基于泵站的规模、重要性、地理位置等，根据需

要设置(参照图 4.1、图 4.2)。 

 

4.1 泵 

4.2.1 扬程和抽水量 

a. 全扬程   吸水水位和吐水水位间的压力水头差，从管路里流出的流体产生的水

头损失，及吸水管与吐水管之间的速度水头差。 

（i） 横轴泵：横轴泵的全扬程公式（4.1）。这个关系由图 4.3 表示。 

 

公式 4.1 及图 4.3 的符号如下所述。 

 

图 4.3  横轴泵的扬程 

H :全扬程(m), Ha :实际扬程(m), Hsa :吸入的实际扬程, Hda :吐出的实际扬

程,hs :吸入管路的全损失水头(m), hd :吐出管路的全损失水头(m),ps :吸水位动态压

力(MPa), pd :吐水位动态压力(MPa),Vd :吐出管内流速(m/s), Vs :吸入管内流速,γ :

水的单位体积重量(N/l),g : 重力加速度(m/s2),Hs :吸入全扬程(m),Hd :吐出全扬程

(m)。 

（ii） 立轴泵:立轴水泵没有吸入管路,损失水头如图 4.4，只计算吐出管路。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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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泵本身的 a点开始到 b点的范围内产生的各种损失水头作为泵自身的损失，

用全扬程方式表示为如下。 

 

b. 实际扬程  也可称为吸入水位与吐水位的高低差。就排水泵来说，一般是内水/

外水的水位变动幅度较大，实际扬程根据这个进行变动。并且，扬程的变动，因为

影响到泵的扬程、抽水量，所以考虑到水位的变动幅度，有必要设定最适宜的实际

扬程。探讨配管系统抽水的实际扬程，要注意根据配管的虹吸形成状态而有区别。

配管系统与实际扬程的关系如图 4.5 所示。 

 

图 4.4  立轴泵的扬程 

 

实际扬程也称之为吸水位与吐水位的高低

差，与泵设置的高度无关。 
 

吐出管虹吸形成时，吐水位与吸水位的高低

差就是实际扬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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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出管虹吸形成时，吐出管最高位置与吸水

位的高低差就是实际扬程 

 

图 4.5 配管方式与实际扬程 

 

c. 损失水头  损失水头有摩擦损失；流入/流出损失；管路断面变化损失（急

扩、急缩、渐扩、渐缩）；弯曲/屈折损失；分流/合流损失；阀门损失；其

他损失（有聚焦的流量计、吸滤器和屏等）。 

d. 泵的抽水量  泵口径与抽水量不是能统一决定的。一般的数值表示如表 4.1、

4.2 所示。 

表 4.1 高扬程泵的标准口径与排放量 

标准口径

（mm） 

周波数 

（Hz） 

排放量

(m3/min) 

标准口径

（mm）

周波数

（Hz）

排放量

(m3/min)

标准口径

（mm）

周波数 

（Hz） 

排放量

(m3/min)

50 
50 

60 

0.20～0.35 

0.20～0.35 
250 

50 

60 
5～8 700 

50 

60 
50～70 

65 
50 

60 

0.35～0.45 

0.35～0.50 
300 

50 

60 
8～12 800 

50 

60 
70～90 

80 
50 

60 

0.45～0.70 

0.50～0.80 
350 

50 

60 
12～18 900 

50 

60 
90～115 

100 
50 

60 

0.70～1.20 

0.80～1.25 
400 

50 

60 
18～23 1000 

50 

60 
115～150

125 
50 

60 

1.20～1.80 

1.25～2.00 
450 

50 

60 
23～28 1200 

50 

60 
150～200

150 
50 

60 

1.80～3.00 

2.00～3.50 
500 

50 

60 
28～36    

200 
50 

60 

3.00～5.00 

3.50～5.00 
600 

50 

60 
36～50    

注：1）泵的标准口径，“立轴形斜流泵”是将其他的泵的吸入口径表示为吐出口径。 

    2）涡旋泵的标准口径是表示为标准扬程约 25m 的口径。涡旋泵，其特性上是扬程越高口径越小。 

 

表 4.2 低扬程泵的标准口径与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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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口径

（mm） 

排放量

(m3/min) 

标准口径

（mm） 

排放量

(m3/min) 

标准口径

（mm） 

排放量

(m3/min) 

400 12~23 100 115~150 2000 480~600 

500 23~36 1200 150~200 2200 600~740 

600 36~50 1350 200~255 2400 740~850 

700 50~70 1500 255~325 2600 750~1000 

800 70~90 1650 325~400 2800 1000~1150 

900 90~115 1800 400~480   

 

4.2.2 泵的设置台数 

    泵站的建设和运行管理要合理且有经济性，还要考虑抽水量和扬程的变动、运

行持续时间等，来决定有效的泵的台数。 

a. 经济型比较   泵设置的台数大多受制于建设费用和运行管理费用的影响。与这

些相关的要素是，设置场所的面积和机站的规模；机器荷重和地基的耐受力；

抽水量和扬程；运行频度；运行时间；维护保养；耐用年限等。在机站

规划设计时，正确的把握机站特质，有必要探讨比较综合性价比。 

b. 泵的台数与口径的组合  设置台数较少的情况下的有利的点，每台泵的抽水

量都比较大，泵的效率与发动机效率较高；与设置多台小口径的泵相比较，设置

一台大口径的泵的时候能减小占地面积，整体设备的费用比较便宜；维护保养管

理较为容易，故障因素也能降低等。 

    缺点有，抽水量较小的运行状态时，运行效率较低；有一台发生故障时，

抽水能力将极度的降低；单位面积的地面荷重较大等。 

泵的台数与口径的组合，有如下的探讨。 

为了降低设备费用和使各个泵的运行时间均等化，可探讨设置同一容量的泵。 

探讨抽水量的变动规律，探讨设置将大小泵组合起来进行有效的运行。 

扬程变动较大的现场条件情况下，探讨设置不同扬程的泵。 

c. 分散危险   对于全扬程而言，设置一台泵的话，一般是能使设备的数量最小。

但是，一旦水泵设备发生故障的时候就完全不能抽水了。因此，考虑到分散危险系

数，要对设置数台的水泵的情况进行探讨。 

d. 启动频率  吸水槽和吐水槽的容量与泵的抽水量相比较，比较小的情况时，泵

的启动停止频率将会增多，会造成电动机过热或承受轴的损伤。因此，根据使用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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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探讨设置相应的台数及吸/吐水槽的大小。 

e. 互换性   设置多台泵时，设置同一规格的泵对于维护保养、配件互换等来说有

可互换性，多台设备的设置的情况时，可探讨这种有互换性的泵。 

f. 输送界限  向安装现场运送大口径泵设备的时候，要探讨机器的包装外形、运

送方式、交通量、道路宽度、隧道、桥梁等运送道路的各种状况。超过运送可能的

界限时，要再一次的探讨。 

 

 

4.2.3 泵的形式和样式  

    根据泵的工作原理来分类的话，泵的形式如图 4.6。 

 

图 4.6  根据泵工作原理的分类 

 

除此之外，像是叶轮形状的，分为两侧吸入、单侧吸入、关闭、开放、非自动

头等。并且，泵在安装时的主轴方向，有横轴、立轴、斜轴，通常这些根据口径称

之为“2000mm 横轴形轴流泵”。 

a. 离心泵（centrifugal pump）   叶轮旋转产生离心力，使泵带动水产生速度能

量。从叶轮流出的水的速度能量产生涡旋压力，变换成压力能量的称为涡旋泵

（volute pump）。设置的开口处的叶轮变换成压力能量的称之为扩散泵（diffuser 

pump）。并且，一台泵备有两片以上的叶轮，水流依序的对叶轮加压，有高压的泵

称之为多段式泵。一个叶轮，且只有一侧有吸入口的是单侧吸入式。单侧吸入的叶

轮有两个在背部中间收起的这种形状的，吸入口两侧都有的称之为两吸入式。横轴

形的单侧吸入涡轮泵的构造如图 4.7 所示。 

汽轮泵

容积式泵 

特殊泵（喷射泵、空气提升泵）

离心泵 

斜流泵 

轴流泵 

涡旋泵 

扩散泵 

往复泵（ 活塞泵、柱塞式泵、隔膜泵） 

旋转泵（齿轮泵、螺杆泵） 

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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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 横轴形单侧吸入涡轮泵 

 

b. 轴流泵（axial flow pump）   圆筒状的套管内有螺旋桨形的叶轮在旋转，旋

转叶轮的推力给予水压力能量和速度能量，使水从叶轮内的轴方向流入，轴方向流

出。一般吐水一侧有开口处的叶轮，作为低扬程大容量的泵来使用。立轴形的轴流

泵的构造如图 4.8 所示。 

 

图 4.8 立轴形轴流泵 

 

c. 斜流泵（mixed flow pump）   涡旋泵与轴流泵的中间形式的泵。扬程的一部

分靠叶轮的离心力获得，剩余的靠叶轮的推力获得。水从叶轮斜着流如、斜着流出。

横轴形斜流泵的构造如图 4.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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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9 横轴形斜流泵 

 

    这些泵在安装时，主轴是纵向的情况时是立轴形，横向的情况时称之为横轴形。

除此之外，也有安装使用较少的斜轴形的。立轴形、横轴形的特征如表 4.3 所示。 

 

表 4.3 横轴形与立轴形的比较 

 横  轴 立  轴 

优   

点 

1. 主轴部分通常都在水面上，较少

腐蚀。 

2. 维护、保修较为容易。 

3. 分解、组装较为容易。 

4. 可使用常用的发动机，能简单的

连接。 

5. 价格便宜。 

6. 建筑物高度低。 

1. 安装占地面积大。 

2. 叶轮周边没有压力差，特别适用于

大口径泵。 

3. 气蚀现象较难产生，可使用高扬程

的。 

4. 推进器在水下，启动时不需要满水

操作，辅机可以简单化，根据吸

水水位的变化较容易的自动运

行。 

5. 因为发动机可以设置在任意的高

度，所以发洪水时便于保护。 

6. 立式构造，在较深的场所也可以抽

水。 

7. 防水保护较为容易，因此可以设置

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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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   

点 

1. 安装占地面积大。 

2. 吸入扬程过大的时候，会发生气

蚀现象的危险。 

3. 启动时需要泵的启动水装置，还

有辅助机械，操作较为复杂，故

障概率也会增加。 

4. 洪水水位较高的位置，要考虑电

动机。 

1. 主要部位在水里，因此较容易腐蚀。

2. 不便于维护、保修。 

3. 不便于分解、组装，管理时在分解

的时候去要花费费用。 

4. 立式电动机的情况下，需要特殊的

形状，因此价格较高。 

5. 使用横轴发动机的时候，需要特殊

的传导装置。 

6. 安装程序需要技术熟练的人。 

7. 通常价格都较高。 

 

d. 其他的泵 

（i） 深水井用水中电动机泵：立轴形多段泵的一种，叶轮根据扬程有数个组

合而成的构造。电动机是在水中也能使用的，与泵主体本身直接相连接。泵的构造

如图 4.10 所示。 

 

图 4.10  水中电动机泵 

 

（ii） 大型水中电动机泵：使用轴流或是斜流泵，泵的上端及下端与电机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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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电机完全防止在水中。泵的构造如图 4.11 所示。 

 

图 4.11  大型水中电动机泵 

 

（iii） 管式泵：两个筒状构造中间装有叶轮、减速机、电动机，水从内筒与外

筒之间流过。使用的泵有轴流形、斜流形，大的制造的口径有 4500mm 左右。构

造及安装如图 4.12 所示。 

 

图 4.12  管式泵 

（iv） 其他的泵 ：有活塞泵、回转泵、喷射泵、气动起重机泵等。 

e. 泵的形式根据特性不同有差异   泵的特性，根据泵的形式及特有速度（Ns）

显著的不同。涡旋泵、轴流泵、斜流泵的特性如图 4.13 及图表 4.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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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3  泵的特性曲线 

 

表 4.4  泵的特性的比较 
 涡旋泵 斜流泵 轴流泵 可动叶轮轴流泵

抽水量与扬程 

Q-H 

相对于 Q、 H 的

变化少，断流水

头是设计点全扬

程 的 110 ～

140%。 

涡旋泵和轴流泵

的中间体。 

相对于 Q、 H 的

变化较大，断流

水头是设计点全

扬程的 200 ～

300%。 

各叶片角度的

Q-H 曲线与固定

叶片同样。随着

叶片角度的增

减，可任意的调

节水量。 

轴动力 

切断轴动力，最

高效率点 40～

80%逐渐递加，

过最高效率点后

变 成 100 ～

120%。 

无论 Q 如何变

化，都是恒定的。

切断轴动力，最

高效率点 200～

250%逐渐递减，

过最高效率点后

继续递减。 

根据扬程变化操

作叶片，使水量

增减，轴动力可

进行稳定的运

行。 

效  率 

相对于 Q 的变

化，效率的变化

较小。 

涡旋泵和轴流泵

的中间体。 

最为陡峭山形的

效率曲线。 

一定轴动力时的

的叶片操作，可

使 Q-η曲线与斜

形式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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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泵成为同等程

度的曲线。 

选择上的注意点 

吸入功能好，不

容易发生气蚀现

象。可断流运行，

Q 的适用范围较

广。 

可断流运行，但

不能长时间的断

流运行。 

不可断流运行，

容易发生气蚀现

象。H 的适用范

围较窄 

适合低扬程大口

径泵的水量调节

和扬程变化幅度

较大的排水泵，

可断流运行。  

 

f. 特有速度 Ns与旋转圈数 N     特有速度是与泵的叶轮形状相比较的尺度。将

泵的全部 

形状变为相似的形状，扬程为 1mm、排放量为 1m3/min 的吐出水的时候，相对应

的必要的旋转圈数（rpm）。特有速度 Ns可根据公式（4.3）来计算。 

 

N :实际泵的旋转圈数（rpm）；Ns :特有速度；Q :泵的排放量（m3/min）（两侧

吸入式泵的排放量为 1/2）；H :泵的全扬程（m）（多段泵的情况下，按每段扬程来

计算）。 

叶轮形状与 Ns的关系，如图 4.14 所示。 

 

图 4.14  叶轮形状与 Ns的关系 

泵的特性是根据旋转圈数而变化的。这个关系是，旋转圈数 N 的时候，扬程为

H、抽水量是 Q、轴动力是 Ls，旋转圈数 N' 变化时的扬程为 H' 、抽水量是 Q'、

轴动力是 Ls'，与前者之间成立的公式为（4.4）的关系。 

 

即，抽水量与旋转圈数的比例。扬程是旋转圈数的二次方，轴动力是旋转圈数的三

次方的比例变化。这个关系称之为比例法则或是比例规则。 

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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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泵的效率与动力   泵在抽水时给予有效的工作（水动力 Lw）与从外部给予泵

轴的动力（轴动力 Ls）的比，称之为泵的效率 η ，η=Lw / Ls。 

抽水时的泵损失有，机械损失（各轴受、填料箱等的摩擦损失）；圆盘损失

（叶轮、轴与水的摩擦损失）；泄漏损失（从衬环处等的水的逆流）；水力损失

（水与水的摩擦、涡流的损失）等。标准效率如表 4.5 所示。 

表 4.5  泵效率 

低扬程泵 高扬程泵 

横轴 立轴 口径 

（mm） 轴流 斜流 轴流 斜流 

口径 

（mm）
涡旋 立轴斜流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1200 

1350 

1500 

1650 

1800 

2000 

2200 

2400 

2600 

2800 

 

0.71 

0.76 

0.77 

0.78 

0.79 

0.80 

0.81 

0.82 

0.825 

0.83 

0.835 

0.84 

0.84 

- 

- 

- 

- 

- 

0.73 

0.78 

0.79 

0.80 

0.81 

0.82 

0.83 

0.84 

0.845 

0.85 

0.855 

0.86 

0.86 

- 

- 

- 

- 

- 

0.70 

0.75 

0.76 

0.77 

0.78 

0.79 

0.80 

0.81 

0.815 

0.82 

0.825 

0.83 

0.83 

0.84 

0.84 

0.85 

0.85 

- 

0.72 

0.77 

0.78 

0.79 

0.80 

0.81 

0.82 

0.83 

0.835 

0.84 

0.845 

0.85 

0.85 

0.86 

0.86 

0.87 

0.87 

- 

50 

80 

100 

125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45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1200 

- 

- 

- 

- 

- 

0.65 

0.68 

0.71 

0.74 

0.76 

0.78 

0.79 

0.83 

0.835 

0.84 

0.845 

0.85 

0.86 

- 

- 

- 

- 

- 

- 

- 

0.69 

0.71 

0.73 

0.75 

0.76 

0.79 

0.80 

0.81 

0.82 

- 

- 

注 1)本表中的效率作为保证效率时的保证条件根据 JIS B 8310。 

2)高扬程泵口径 500mm 以下的用标准品效率表示。 

3)立轴泵的效率是表示从安装的地板到敞口处先端 4m（泵口径 2000mm 时是 4.5m）以 

下的条件时的效率。超过这个的时候，是以（=0.01）减去的值表示 

4)高扬程泵，口径不足 200mm 的，泵效率根据 JIS B 8310、JIS B 8319 来适宜的决定。 

 

发动机的所要动力，根据公式（4.5）计算。 

 

P ：发动机输出功力（kW 或者 PS）；K ：kW 单位时是 0.163，PS 单位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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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0.222；γ ：水的比重，常温水的时候是 1.0；Q :泵的排放量（m3/min）；H :泵

的全扬程（m）；ηp ：泵效率（%）×1/100（参照表 4.5）；ηg ：利用减速机时的

传导效率；ηe ：使用液力联轴器时的传导效率；R ：电动机富余系数，电动机是

0.15，柴油发动机、燃气涡轮是 0.20。 

4.2.4 发动机 

驱动泵的发动机分为电动机和内燃机，如图 4.15 所示。 

 

 

 

 

 

 

 

图 4.15  发动机的种类 

选择发动机的时候，要综合考虑和比较泵站的设置目的、设置场所、空间、周

边的环境、管控条件、信赖性、经济性、运行时间、商用电源的条件、停电对策、

确保冷却水与水质、限制噪音、运营和维护管理等。通常情况下，抽水式短时间运

行时使用内燃机，长时间运行时使用电动机。并且，考虑到停电和电价因素等，电

动机与内燃机配套使用的情况也有。 

电动机分为诱导电动机和同期电动机。使用较广的是构造简单、容易安装，且

比较便宜的诱导电动机。一般，电动机容量小的情况下使用的是筐形，大容量的时

候使用的是卷线形的。 

内燃机使用较多的是柴油机。近年，低噪音、不用冷却水、辅机可以简化等的

燃气涡轮机也被较多的使用。 

并且、内燃机一般都在可移动式泵机时使用。 

通常的电动机和内燃机的优点和缺点，如表 4.6 所示。 

 

表 4.6  电动机与内燃机的比较表 

内燃机 区

分 
电动机 

柴油机 燃气涡轮机 

柴油发动机

电动机

发动机 

内燃机

诱导电动机

同期电动机

汽油发动机

燃气涡轮

筐  形 

卷线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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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  

点 

（1） 送电站附近，供给电压符合电

动机要求的电压的时候，可减

少生产成本。 

（2） 操作简单。 

（3） 建筑物的负重小，可进行无振

动的顺畅运行。 

（4） 容易维护管理。 

（1） 不用担心停电时

操作被中断。 

（2） 运行频率少的机

厂，可节约电费。

（1） 不要冷却水。 

（2） 运行频率少的机

厂，可节约电费。

（3） 可进行小振动的

顺畅运行。 

 

缺
点 

（1） 买电的情况下，电线短路、发

电站变电所发生事故等情况

时，会使泵自身的效力急剧减

退。 

（2） 购入电力时，运行频率较少的

状态时，由于购售电合约产生

的运行成本会增加。 

（1） 建筑物的负重

大。 

（2） 停运期间需要

管理运行。 

（3） 维护管理较麻

烦。 

（1） 输出功率不同的

功能少。 

（2） 气冷用管需要占

用较大的空间。

（3） 维护管理较麻 

烦。 

 

a. 减速机   希望泵机能与发动机直接连接起来运行。但是，这两个的旋转速

度和旋转方向不一样，可将齿轮减速机等作为传导装置来使用。 

齿轮减速机的形状有以下几种。 

① 行星齿轮减速机：为了使输入轴心成为同一个轴心，可以在所需要的空间内

配置小型的减速机。因为减速比较大，因此被广泛使用。 

② 平行轴齿轮减速机；构造比较简单、中等容量机使用的减速机。 

③ 直交轴伞形齿轮减速机：改变旋转轴方向来减速的情况下使用。 

④ 复合形直交轴伞形齿轮减速机 ：直交轴伞形齿轮减速机内的配有液力联轴

器或油压控制，可节省空间。 

b. 液力联轴器    液力联轴器，发动机在传导动力时起到缓冲作用。在防止扭

曲振动等必要的时候，或是被要求提升起动功能、控制速度等的时候，可以考虑。

有内藏在减速机里的和单独分体式的。分为一定填充式（充排油式、一定油量形式）

和可变填充式。通常，使用的是标准的具有控制功能与联轴节功能的一定填充式排

油形。需要进行速度控制的时候，使用可变充填式。 

c. 管内冷却器   以往使用的清水冷却器的二次冷却方式，因为设备规模较大，

冷却水系统也比较复杂。置换与清水冷却器排水管相连接的管内冷却器系统， 通

过机器的构成、冷却水系统的简易化等，降低了设备费用，且提升了系统的可行性。 

并且，管内冷却器与以往的方式相比较，需要较大的占地面积，由于非满管状

态时的冷却效果不高、水质极端恶劣的情况时不好用等理由，采用时需用进行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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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探讨。 

d. 阀门    选定阀门时，为了调节流量、遮挡水、防止逆流等，要综合考虑其

设置的场所、使用条件、维护管理等。通常，吸入一端采用闸门、蝶形阀和底阀，

排放一端采用闸门、蝶形阀、根部阀、逆流阻止阀和瓣阀等。 

e. 辅助机器类   为了确保泵设备的正常运转需要各种的辅助机械。 

表 4.7 是辅助机械的种类与用途。 

 

表 4.7  辅助机械的种类与用途 

辅助机器类 用    途 

封水泵 封轴的部位送入水用压力密封用 

冷却水泵 泵轴受、电动机、齿轮减速机、液力联轴器、柴油机的冷却水用 

给水泵 封轴用、冷却用、润滑用等使用税的补充水水槽，给高架水槽等供水

润滑水泵 给立轴泵的水中轴受润滑时注水用 

润滑油泵 给各机器供给润滑油 

压油泵 油压可动叶片泵、油压阀等的压油时使用 

真空泵 主泵启动水用 

厂内排水泵 从各机器设备排水、排水管排水用 

燃料输送泵 从燃料储油罐里送到小罐内补给用 

空气压缩机 内燃机启动或压油用 

杂用水泵 厂内清扫等杂用水排水用 

可移动式排水泵 管、坑等一部分地方排水用 

备用发电设备 停电时的辅助动力及照明用 

补水槽 循环使用的封水、润滑水及冷却水的储水用 

高架水槽 封水、润滑水的定压供给用 

换气装置 泵站换气用 

粗滤器 轴封用、冷却用、润滑用等使用税的除尘用 

 

辅助机械根据其用途不同，有各种泵共用的辅助机械，还有每台泵使用的辅助

机械。 

多台主泵设备共用的辅助机械发生故障的时候，设备整体就都不能再运行了。

单独配置的辅助机械发生故障发生时，直接导致泵运行停止。因此，根据辅助机械

的重要度，有必要考虑设置备用机器。 

并且，最近的倾向是，减少辅助机械，使机器的构成简易化。探讨降低建设费

用的同时，提升维护管理较为容易的机器的信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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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例子就是，承受轴润滑时不需要注水的，可省略润滑水系统辅助机械类的

陶瓷承受轴和采用可省略二次冷却水系统辅助机械的管内冷却系统。 

f. 发动机及泵的噪音   泵站设置在离住宅区较近的场所时，也会受到噪音防

治法的约束。噪音防治法是根据各地方政府、地域、时间带二不同，因此，泵站规

划时要进行必要的调研。关于泵站的噪音防止对策，有减少泵、发动机、及其他设

备等产生噪音的降低音源对策和减少声音传播的遮盖防护对策。通常，这两种对策

配合使用。 

（i） 关于音源对策，有以下几种。 

① 泵主体，包括配管系统进行综合的防御对策。 

② 用低噪音的发动机或是燃气涡轮机。 

③ 自备发电机用低噪音的或是配置专用的设施。 

（ii） 关于噪音对策，有以下几种。 

① 建筑物用钢筋混凝土构造，减少窗户，内部考虑使用吸音材料。 

② 出入口用复合门结构。 

③ 换气扇使用有消音构造的。 

④ 考虑在吸/排管道内壁贯通部分采用防震支撑构造。 

⑤ 采取防止泵、发动机、管道等的固有声音的传播对策。 

⑥ 考虑埋设配管等。 

4.3 机 厂 

4.3.1 吸水槽 

    引水渠在引水的同时，可设置密闭无空气进入且只能引水的管道。这样可使泵

稳定的运行，保证正常的水位和顺畅的水流。可使水槽内不会产生涡流的构造。 

a. 引水渠   水流流向吸水槽一端的，其形状和大小就要考虑不能使水流急剧的发

生方向转变和显著的流速改变。特别是排水机厂，在泵站附近的干线排水渠末端设

置集水池，可以消除排水渠出来的水和从泵排放的水的落差，降低水位的变化，消

除由于水位变化引起的不连续运转，提高泵的运行效率。且，由于地理条件因素的

制约等，从引水渠到吸水槽，其形状和大小会较为复杂。可以利用既有的水力实验

结果或类似的实际的构造物资料，如果得不到值得信赖的判断标准的时候，有必要

考虑做水力模型试验来验证。 

    引水渠，如图 4.16 所示，是连接吸水槽的水渠整体。根据泵的规模来决定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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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和范围。 

 

图 4.16  吸水槽形状 

 

b. 吸水槽的设计  考虑泵站的功能、布局条件、运行条件等，探讨其规模和形状。

要设计成能让水流从引水渠顺畅的流过。特别是明槽的分段式抽水泵，或是吸水槽

构造是直接连接在排水渠末端的排水泵站，这些情况下，就需要综合的考虑地形、

连接水渠与泵的运行和操作的关系（特别是泵突然停止时）等。根据需要可设置剩

余水排放、旁侧水渠、水闸、导水管、便于安装的水渠等。 

通常，泵站的吸水槽的形状在设计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① 水槽内流动尽可能的流向吸入管道方向。 

② 决定泵的配置、流入口的位置、水槽形状等的时候，不要使其引起偏流和

回旋流。 

③ 吸水管的潜入深度要充分的加深，从吸水管下端到吸水槽底面的距离不用

加大。 

④ 为了防止泵的叶轮片因为垃圾或固体物的缠绕而导致性能降低，或是损伤

叶轮片等，在吸水槽入口处设置遮挡防护设施。 

⑤ 为了能清扫，可在吸水槽进水口处设置闸板或者闸门。 

⑥ 水流中砂石会使泵主要部位的设备寿命显著降低，因此在砂石较多的地方，

为了保护泵，可规划设置沉沙池。 

⑦ 为了便于清扫吸水槽内部，可设置类似沉底池的形状。 

吸水槽的基本形状如图 4.17 所示。 



626 

 

注：1）这种吸水槽，是以口径 400～2000 的泵为标准设计的。 

       小口径泵吸水槽的宽度及导流壁的长度要依据维护管理等来决定。并且，超过 2000mm 的超大 

口径泵，较多采用的是伞形或是 bend draft type。 

    2）水渠流入的水尽量使其成直线向吸水槽流动。实在不得已需要弯曲和拐弯的 

候，在水渠设计时就要考虑有必要设计整流壁。 

        3）吸水槽的宽度，以 3D为标准。 

        4）吸水槽的形状和尺寸可采用标准值。机械的配置等，在宽幅超过 3D的情况下，要有适当的集水池。

且，水渠的水流流向基本上是直线流入吸水槽的有较好的流入条件时，使用到 4D为止的各数值也

没有什么问题。幅宽超过这以上的，各部位尺寸间的相互关系会影响潜没的深度时，要另行探讨。

并且，泵或吸入管中心与到后壁的距离在 1.3D 以上的时候，有必要设置调节阻板。 

图 4.17 吸水槽形状案例 

 

而且，在大口径泵的情况下，考虑到其性价比，吸水槽可设计为混凝土构造水

渠。这样不仅可以得到同样的吸入流，而且也可以起到消除游离面，即使不设置充

分的水没深度，也可以使其形成吸入不了空气的结构。 

c. 到吸水槽为止的水力设计  从用/排水干线水渠通过连接水渠到吸水槽内部的

流动水力设计，原则上规划其最大的水流量，确保其充分的安全性和经济性。 

d. 吸入管的设计  吸入管内如果进入了空气可降低泵的性能。因此，设计吸入管

时，吸入管的连接处不能有空气进出，吸入管内不能有空气滞留的构造。 

为了防止这样的现象发生，需要留意下面几点。 

① 泵吸入口不能发生偏流和回旋流。 

② 管的长度尽可能的缩短、尽量减少弯曲管的个数、减少水头损失。 

③ 为了使空气不能滞留在里面，面向泵的位置可形成 1/50～1/200 左右的向上倾斜。吸

入管整体中有一部分怎么也要高出于泵的位置，可在吸入管的最顶部配置真空泵，可在启动的

时候，和运行过程中根据需要时不时的用真空泵将滞留的空气抽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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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泵的吸入口不能设置直接连接的弯曲管，要使用直管或偏心异径管。不得

不使用弯曲管的时候，管内流速会变小，因此有必要选择弯曲半径比较大的管。 

⑤ 管径有变化的部分使用偏心异径管。 

⑥ 管内压力在正常的大气压以下的，要选择不能漏风的管接缝。（图 4.18、

4.19） 

 

图 4.18  弯曲管的偏流防止法 

 

图 4.19  泵吸入管的优劣 

4.3.2 排水槽 

从泵的排放管里流出来的水迅速地减弱，向连接的水渠顺畅流动的形状构造

物。 

a. 排放管  排放管的管径，没必要一定要与泵的排放口径一致。取决于材料成本、

设备费用及维护管理费用等综合的考虑。 

    配管上的注意事项有如下几点。 

① 将排放管的整体长度缩短，减少弯曲。 

② 为了降低摩擦产生的损失，泵排放侧安装异径管。管口径增大，降低流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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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较长的排放管里有空气滞留的时候，设置自动排放空气的阀门。 

④ 管内流速增大会使管内面较容易腐蚀，要使流速不超过 5m/s。通常，一般

都是小口径管 1～2m/s,大口径管是 2～3m/s 左右。 

⑤ 短距离输水的时候，配管产生的摩擦损失与实际扬程相比比较小。使用与

泵口径同样口径的送水管是没有任何妨碍，就这样，为了排水槽等排放时速度能量

的无效的损失，排水管末端要安装异径管，使排放的流速降低。 

b. 排水槽   排水槽的设计要考虑以下几点。 

① 与排水槽相连接的水渠是专用水渠，并且，有与明渠直接相连接的，所以

水槽的形状也有差别。 

② 排水槽内的流速过快会造成水槽内一部分的水面上升、或形状损伤等较多

的出现。排水槽内，降低流速后，改变水流方向再引向水渠。 

③ 排水槽尺寸太小、形状有欠缺的话，会引起与排水管相反一侧的侧壁反射

波和段波。使瓣阀损伤，发生故障。因此，要合理的设置到排水管相反一侧的侧壁

距离，甚至，在侧壁上设置倾斜面或者在排水槽底部设置斜坡来改变水流的方向。 

④ 排水槽排放管要潜入在水下设计，特别是横轴泵等，泵自身需要启动水的

情况下，要将排放管设置的水下。 

⑤ 排水泵有水闸和泄水管时，原则上要设置排水槽。排水槽的高度要高于水

闸等横断的堤坝以上。并且，排水管顶部要在最低排水水位的 30cm 以下。排水槽

的地基高度要低于最低吐水位 30～60cm 左右。排水槽的宽度取决于泵的配置和与

排水管的关联。 

一般，排水槽的形状、标准尺寸基准如图 4.20 所示。 

 
图 4.20  排水槽中央部分有水渠的形状 

 

c. 连接沟渠    躲避急弯，并且，在保有充分功能的同时能获得规划的最大水流

量，尽量设计的安全且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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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渠的管线不管是水平还是铅垂的，都应尽量避开急弯。并且，泵系统的沟渠，

由于停电等使得泵动力突然停止的时候，会发生水锤现象，因此对这种情况要进行

充分的准备。 

排水槽的沟渠规划为明渠形式的，除了规划的最大流量以外，会有不安定的流

动发生，因此要对规划的最大流量以外使用频率最多的流量进行探讨。并且，平移

部位设置的闸门宽度较小的情况下，水流流出的速度会加大，明渠内会产生不合适

的水波，因此对平移部位要进行充分的探讨。 

 

4.3.3 建筑物  

收纳和保护泵站设备，进行运营管理的地面构造。根据泵的形式、发动机的种

类、辅助机械的配置、运行管理设备的形式等建造合理的规模和构造的地面建筑物。

特别是泵主体、发动机等机器的搬入等方式、吸水槽与建筑物的位置设置、建筑物

的地基、柱子的配置、管道在墙壁间贯穿时的防震和防水措施、荷重、维护管理等

等，都要尽心充分的考虑。并且，关于建筑物的设计/施工，要遵从建筑基本法等相

关的法律法规。 

a. 建筑物的样式   根据泵的种类（轴流泵、斜流泵、涡旋泵、管式泵）及形式（横

轴型、立轴型、斜轴型），及吸水槽是设置在屋内还是屋外等有所不同。样式种类

大致分为一层式、双层式、半层式及混凝土外壳等。 

    并且，泵、发动机等要便于搬入搬出，特别是屋子顶部有桥式吊车的机厂，根

据搬入方式的不同，会影响建筑物的设计。搬入的出入口大小、搬入路径、起吊设

备的形式、起吊方法等都要进行充分的探讨（如图 4.21～4.25）。 

 

图 4.21  建筑物样式（1）横轴型斜流泵（一层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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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涡旋泵是挤推式的时候，在下一层设置。发动机位置设置在高处。 

需要防洪、或场地面积狭小的建筑物可使用双层结构。 

图 4.22  建筑物样式（2）立轴型涡旋泵（双层式） 

 

 

图 4.23  建筑物样式（3）立轴型斜流泵（双层式） 

 

图 4.24  建筑物样式（4）立轴型斜流泵（半双层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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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5  建筑物样式（5）开放型（混凝土外壳 ） 

 

 

图 4.26  泵站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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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7  泵站内部 

 

b. 各室内设计   泵室、操作间、电气室、自备发电机室等的各房间的规模和构造，

要能确保安全运行管理，还要便于点检保养和维护管理。并且，根据需要设计换气、

照明、排水等附属设施/设备，也要根据周边的环境条件采取必要的防止噪音的对策。 

泵室的平面设计，根据泵的配置不同而有差异。房檩跨度（水流方向的地面长

度），原则上根据泵、阀、发动机等的机械类设备能被屋顶起吊设备垂直吊起来决

定。房檩的长度、根据泵的搬入、安装空间、维护管理所需空间、及能确保泵相互

间的距离等来决定。通常采用的配置图如图 4.28～4.30 所示。 

 

图 4.28  横轴型涡旋泵的配置 

 

图 4.29 横轴型轴流/斜流泵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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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0 立轴型轴流/斜流泵的配置 

 

并且，泵室屋顶的高度根据泵的安装和维护需要、及屋顶桥式吊车的起吊高度

来决定。（如图 4.31） 

 
                屋顶高度的计算 

H=j+F+A+K 
      H：屋顶高度 
      j：屋顶起吊设备起吊的高度 
      F：如图 

A：如图（1.8m） 
K：梁高 

图 4.31 泵室的高度 

决定电气室等所要的面积时，须遵循相关规范的同时，电气室的大小，要根

据机械设备的合理配置所需必要的面积，及确保维护保养所需必要的通道和面积；

机械类设备的搬入出入口、路径无障碍；电气室的屋顶高度（有横梁的地方是

梁下的高度）以 3m 为标准；等必要的条件。 

c. 建筑物的构造  根据泵设备的规模等，选择是钢结构、钢筋混凝土结构、还是

铁骨钢筋混凝土结构等适宜的形式。特别是小规模的泵站建筑物（不需要桥式吊车

设备），通常使用的是轻型钢结构或钢筋混凝土块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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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房顶的样式有庑殿顶、半坡坡式屋顶、人字屋顶、平屋顶等。墙体有框

架式墙体、到底式墙体、砖石建筑构造等形式。无论哪种形式，都要考虑到其占地

条件、外力条件等。 

 

  基础工程 

泵站的基础工程，考虑到地上构造的形状、规模、结构、刚性等，要能安全支

撑地面结构，且防止有害的地陷、液化现象的发生等。并且，要有好的基础能支撑

其地盘为原则，为了防止不均等的地陷发生，尽可能的规避使用不同种类的地基。 

a.  基础形式  泵站的地基形式大致分为扩展式地基、桩地基、沉箱地基等。在其

选定时，要考虑到包括地盘改良施工方法的基础地基面的深度、地盘的支撑力、工

期、经济性等。通常，选择较多的是到支撑地盘 5m 以上深度的是桩地基、2m 左

右的是地基。并且，扩展式地及桩地基的细分如图 4.32、4.33 所示。 

 

 

 

 

 

 

 

 

 

图 4.32  地基基板的形式分类的扩展式地基 

 

扩展式地基 

底脚地基

地     基

独立（底脚）地基

复合（底脚）地基

连续（底脚）地基

筏板基础

浮动地基

复合板 

垫  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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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基础的分类 

 

泵站的地基特别要注意事项，如下所示。 

① 设置场所不同地层的变化较大。场所发生一点变化就会使支撑层深度改变 2～

3m，进行充分调研的同时，已有应对支撑层变化的设计。 

② 对于扩展式地基，地层是沙层的情况时，要考虑到地震时沙层有无液化状态发

生，且需要对砂子的均等系数进行调查，确认其安全性。 

③ 关于贯穿巩固层被浇筑的支持桩，除了考虑通常情况下的荷重以外，巩固层的

沉降会使得桩周面向下的产生负的摩擦力的时候，要对桩的耐受力进行检讨。 

④ 地盘沉降地带的堤防横断水闸的支撑桩，原则上采用摩擦桩。 

b. 荷重  基础工程设计采用的荷重，除了建筑物荷重以外，还有泵的荷重、土层

的压力、静水水压、浮力或扬压力、地震作用力等。泵的荷重根据泵的种类、发动

机、配管状况、阀的设置等有所不同。根据计算的泵的基础荷重、各机械设备的重

量等，设定地面底层的荷重。案例：横轴泵地面底层的荷重方案如图 4.34 所示。 

压入施工法 

喷射工法 

钢 

MIP 工法 

预制钻探工法 
现有桩子 

木   质 

钢筋混凝土(RC)

 预应力混凝土(PC、PHC)

钢/混凝土合成

灌注桩

工  法

打入桩

工  法

打击施工法 

振动施工法 

中心发掘工法

钻土工法 
人工挖掘工法 深础工法等 

贝诺托工法 

反转工法 机械挖掘工法

贯入工法

置换工法

PIP 工法 

CIP 工法 

frank 工法 

就地打入桩，就地打入钢筋混凝土桩

材       料 施 工 法

（支撑方法）

（配    置）

捣固桩

单  桩

群  桩
桩   基 

根据材料及施工方法分类

根据功能分类 

摩擦桩

支撑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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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 =燃气涡轮机的重量×1.2（燃气涡轮机的时候） 

W1 =电动机的重量×1.2（电动机的时候） 

W2 =齿轮减速机×1.2 

W3 ：横轴泵的基础荷重=（泵重量+吸入管重量+水重量）×1.2（横轴泵的基础荷重） 

W4 ：阀荷重 

W5 ：与图中 B部分相当的管路的荷重 

W6 ：与图中 C部分相当的管路的荷重（设置瓣阀的时候另加算） 

W7 ：排放口横断面面积（cm
2
）×Ha（实际扬程 m）×9.8（kN/m

3
）×2 

图 4.34  横轴泵地面底层荷重 

 

  附属设施 

a. 电气设备  有电动机、受配电设备、计测监视设备、操作设备、非常规电源设

备、直流电源设备等。根据泵站的目的、规模、占地条件、运行管理费用、发动机

种类等，考虑其安全性、经济性等，且廉价的符合电气事业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合

理的设计。电气设备在设计上必须注意的基本事项如下所示。 

① 适合泵站建设目的和规模。 

② 与环境及周边条件相协调。 

③ 便于维护检修。 

④ 设备费用、运行成本经济实惠。 

⑤ 符合相关规格、标准。 

b. 闸门  泵站设置的闸门有滚轮闸门、滑闸门、叠梁闸门等。其使用目的是作为

出入口、水渠切换用、排放导水管用、泵检修/修理用等。并且，设置闸门的时候，

要具有开闭性、水封密闭性及耐久性。对于预测的荷重，必须是有安全性的构造的。

泵站使用的闸门概要如表 4.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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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泵站设置的闸门 

形  式 构  造 特  征 用  途 

滚轮闸门 

门两侧配有水密性

的橡胶，安装有数

个滑轮，每扇门摺

动面上下滑动。 

在深水中操作的时候，能

使用较小的力气比较容

易的顺滑的开启。 

遮断大型排水泵的排放端、排

水水闸的出口、自然排水渠的

切换、泵站前后的水渠遮断

等。 

滑动闸门 摺动面使用金属。 
操作时摩擦力较大，使用

比较大的力气操作。 

泵站前后的水渠遮断、水渠切

换。 

叠梁闸门 

门面用铁板配有水

密性的橡胶，仅仅

是方形材垒积起来

的形式的东西。 

使前后水位平衡后，用安

装卸下装置上下牵引叠

梁闸门。 

与水渠宽幅一致的时候，

叠梁闸门在各水渠可通

用。 

泵站的泵、除尘器、翻板阀等

的检修、修理，吸水槽清扫时

用。 

 

c. 除尘器  泵吸入侧的水渠，通常是开放式的水渠或河道，与水流一起流入的尘

垢，要设置防止其流入的栅栏。在栅栏处设置能迅速除掉尘垢的除尘器。除尘器的

样式有很多种，尘垢的量和质也根据取水的河道状况、流域的混住华程度等有变化。

在现地充分做好调研的基础上，决定除尘器的必要的样式、功能、操作方法等。 

d. 起吊设备  在泵站，为了泵设备的安装、维护管理时的分解检修等目的，设置

有各种形式的起吊设备。起吊设备的种类有，桥架型起重机、门式起重机、臂架型

起重机等。泵站多使用的是能横向行走的手动或电动的地面上可操作的桥架型起重

机。但是，在小规模泵建筑物内设置 I 型钢，通常使用的是手拉单轨行车链动滑轮。 

e. 阀门类  泵站的主配管为了调节流量、遮挡水流、防止逆流用等，使用的是闸

门阀、瓣阀、逆止阀、翻板阀、根部阀、底阀等。 

    这些阀门在选定的时候，要充分掌握各种阀的特性、探讨其使用目的和条件、

驱动控制条件、配管途径条件、设置场所、维护管理、经济性等。阀门的种类与功

能如表 4.9 所示。 

 

 

表 4.9  泵站设置的阀门种类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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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称 功  能 操  作 备   考 

闸门阀 
调节流量 

挡    水 

电  动 

（也可手动）

（1）泵停止时，排放侧水位比泵高的情况时，在

泵的排水侧使用。 

（2）横轴泵，设置位置发生推入现象时，在吸入

侧使用。 

瓣  阀 挡    水 
电  动 

（也可手动）

（1）横轴泵，排放管一端没有浸没在水下时，使

用在泵的排放侧。 

（2）泵停止时，排放侧水位比阀高的时候，使用

在泵的排放侧。 

（3）横轴泵，吸入侧水位发生推入现象时，在吸

入侧使用。 

（4）有暗杆闸阀和明杆闸阀，暗杆闸阀在清水的

时候用，明杆闸阀在有垃圾、砂石的时候使用。明

杆闸阀在阀开启时，阀门的轴向外部脱出。 

（5）小口径泵，可调节流量（口径 150mm 左右

以下）。 

逆止阀 防止逆流 自  动 

（1）较难安装翻板阀的时候使用。 

（2）多个泵的排放管合流成一个的时候使用。 

（3）安装在泵的排放口与流量调节阀之间使用。 

（4）根据阀板的闭合速度，分为急闭型；普通

型；缓闭型。 

急闭型：弹簧（主要针对小口径），阀台重量等

没有流量的时候，就开始有逆流了，在这之前关闭。

普通型：阀板自重进行锁闭，通常使用这种形式。

缓闭型 ：阀板闭合速度是采用活塞式油压装置，

可以调节。这种阀，作为水锤对策来使用。 

翻板阀 
防止逆流 

（排水密闭） 
自  动 安装在排放管一侧。 

根部阀 
调节流量 

挡    水 

电  动 

（也可手动）

（1）使用在高扬程泵的排放侧。 

（2）油压操作的时候，具有瓣阀、逆止阀两种功

能。 

（3）口径 350mm 以上，扬程为 50m 以上的时候

的逆止阀，根据管道条件、水锤现象等较常用的是

根部阀。 

（4）管道抵抗较少，流速在 5m/s 左右的口径是选

用没有问题。 

底  阀 防止逆流 自  动 
一般小口径（300mm 左右以下）的横轴泵的吸入

管一端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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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运行管理设备 

4.4.1 泵运行方式 

a. 泵的运行计划   泵的运行控制方式的决定，需要考虑到维护管理的组织、泵设

备的规模、使用目的、重要度、使用平率、设置费用、运行成经费等。同样的系统

需要与其他的泵联动的时候，要顾及地与整体的平衡，进行安全切实、经济的运行。 

b. 泵的控制方式  在进行泵的运行管理时，需要判断启动停止的指令、选择的台

数、调节的压力和流量等。这些对于运行管理者和控制装备来说，如何分配，如图

4.35 可进行分类。 

 

 

 

 

 

 

图 4.35 控制方式的分类 

 

4.4.2 运行管理设备的设置 

    为了泵站的运行操作及维修管理能切实的安全进行，要探讨泵设备的规模、运

行方式、占地条件等后再设置。通常，需要考虑如下的条件再探讨。 

① 构造简单动作信赖性较高。 

② 控制较简单不担心发生误操作。 

③ 一部分的故障不明显的影响整体的控制。 

④ 在设置的环境下有充分的耐久性。 

⑤ 维护管理容易，管理费用便宜。 

⑥ 控制内容等可对应轻微的变动。 

a. 运行管理设备的构成  运行管理设备由以下的设备构成。 

① 泵可以进行确切的运行、监视、控制的监控装置，机器一侧有操作盘等的

运行监控设备。 

② 运行、监视、控制所需的必要水位、流量、雨量等的计量测试用的计测设

备。 

控制方式 

手动操作

自动操作

单独操作

连动操作

ON-OFF 控制 

反 馈 控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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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泵的远隔监控等必要的数据监测，及泵操作信号传输用的遥测仪、远距离

控制设备和传送途径。 

④ 泵站的安保管理，为了确保安却、切实的运行的管理场所，管理用道路、

安保设备等管理维护设备。 

b. 监视控制装置  设置远隔操作室或远方操作室，用于泵设备、电气设备、

闸门、除尘器等的监控装置。监控装置有，可显示水位、雨量等的计量数据等的中

控室监视台，显示泵设备、电气设备等的机器状态及进行远隔（远方）操作的中控

操作台，泵设备自动运行所需必要的程序電路、辅助继电器、各种设定机器等组合

成的远隔控制继电器台、自动控制台等。 

c. 电气室控制台（辅助继电器）  连动操作、自动控制等，各机器在启动/停

止时需要辅助继电器、计时器，通常电气室的控制台都安装有这些装置。大规模机

厂采用的是将继电器电路电子化的 PC（可编程控制器）。PC 与辅助继电器等相比，

价格较高，使用继电器的数量较多的情况下，采用这种 PC 的整体的价格就会比较

便宜了，也可以节约空间和提高电路的信赖性。且，中等规模的机厂，也有室和电

气室为一体的情况。 

d. 遥测仪/远距离控制装置   距离机厂较远的地方进行监控的时候，考虑到经

济性与信赖性，采用遥测仪/远距离控制装置（TM/TC 装置）。这个装置在传送端的

两侧设置，远隔的管理所是母局，泵站一侧的是子局。子局将监视信号传送给母局

的同时，母局向子局传送控制信号。传送的计量/测量数据、显示信号数、控制信号

数等由装置规模来决定。 

e. 传送途径   传送方式的选定，根据数据量及传送距离来考虑决定。传送

途径有 NTT 的电话线路、自备线路的有线和无线方式。 

f. 计量测试装置  对泵站进行运营管理的时候，有必要对水位/流量/压力等水

力状况、运行控制机器的状态、雨量等的自然条件的切实性，及必要的精度的适时

把握。各情报使用目的和机器设置的现场调降等放入考虑当中，充分讨论后再选定。 

g. 维护管理  管理所、管理用道路、安保设备等，这些维护管理设备应根据

泵站的规模、运行方式、管理方式、地形/环境等的占地条件，在平常和异常时泵站

的运行管及维护管理能顺畅安全的进行来进行综合的设置。 

h. 其他的设备  具有长距离的送水水渠的泵设备，送水途中由于停电引起的

突然的动力消失时，水管内压力会发生较大的变动。像这样流速急剧的发生变化是

伴随的管内压力的变动称之为水锤作用。会产生较大的冲击声响和振动，压力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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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下的（水中分离）会引起管路的破损，因此要在管路内设置如下的设施。 

（i） 防止压力降低（水中分离）的设施：管路中压力下降的时候，通过补给

水来防、止压力降低的设施。将常规倒水槽（conventional surge tank）（如图 4.36）、

单向倒水槽（如图 4.37），压力槽（如图 4.38）等的装置设置在管路途中压力下降

地点附近。 

（ii） 防止压力上升设施：减轻水锤作用的设施有，在泵站一侧设置的缓冲关闭

控制阀、急闭合式逆止阀、电涌抑制器（如图 4.39）的设置压力对策装置。 

 
图 4.36  常规倒水槽 

 

 

图 4.37  单向倒水槽 

 

 

图 4.38  压力槽 



642 

 

图 4.39 电涌抑制器 

 

4.5 施 工  

泵站工程，通常除了土木工程以外，还有建筑工程、泵设备工程、电气设备工

程等的复合型工程等。规划工程施工计划时，考虑泵站的种类、规模、工程现场的

施工条件等的基础上，对各工程进行充分的调整，做出安全且经济的计划。 

并且，在施工管理上，泵站的土木工程与设施机械工程通常都是要分别进行招

投标。工程管理和工程进度控制的精度和管理基准不同，在调整的时候要充分的留

意。 

4.5.1 泵站工程 

a. 挖掘  挖掘工程的施工，事前要进行环境调查（工程用地的范围、周围构造物

的状况、工程噪音限度等）和地基调查（挖掘土砂的性质、地下水位、水量、地下

水压的强度、挖掘场所周边地基的性质等）。根据这些调查结果，讨论决定挖掘是

采用明挖还是特殊工程方法。 

b. 基础  基础与地面建造物为一体，可安全的支撑荷重，能确保滑动、沉降、跌

倒时的安全性。探讨设计条件及施工条件，进行切实的施工。挖掘到泵站的基础地

基为止，确认调查/设计阶段推断的基础地基的耐受力、下沉量等与现场值的差异。

如有差异的话，立即对设计进行变更，探讨能安全支撑地面构造的施工方法。 

4.5.2 泵及附属设备的安装 

泵站的机器，根据设计图纸及说明书在现场制作，在安装前搬入现场。运送的

时候，为使各机器不发生变形、损伤等，在包装和搬送是要十分的小心，根据安装

工程计划进行搬入。 

安装的时候，设定基准线，在现场进行组装、拿出主芯，设置衬垫。安装、配

管、灌浆、涂装等涉及多方面的施工操作，要与设计图纸和安装工程施工管理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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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进行正确的操作。充分发挥所需的性能，施工要使之能长期的顺畅的运行。 

 

参考资料 

 

        （原田 捻） 

 

 

4.6 泵站的运行管理 

4.6.1 运行管理 

泵站操作运行的基本是指，对于排水机厂要防止受益地区的受涝和水淹，对于

用水机厂是向受益地区分配合理的农业用水。对应着这些，泵、发动机及相关附属

构造物的合理的维护管理是非常有必要的。 

a. 操作规程  设置泵机厂的时候，要制定操作规程，必须按照操作规程进行操作。

排水机厂的操作规程有，管理水位、平常和洪水时的操作方法、洪水警界体制等。

用水机厂的操作规程有，取水/配水时期、水量及方法的设定，同时，整合这些使机

厂的运行管理顺畅的规定。 

b. 排水机厂的运行管理  平常时期排水机厂的运行管理，以操作规程为基础，根

据自然排水或机械排水，留意确保农业经营区域内的用水水位进行操作。洪水时期，

排水机厂的运行管理，以操作规程为基础实施以外，把握气象/水文状况，对排入排

水机厂的流量、排水河道的水位等进行预测，灵活运用其预测结果。 

洪水时排水机厂的操作流程如图 4.40 所示。 

c. 用水机厂的运行管理  用水机厂的利水管理，考虑水源状况及农业经营状况，

合理的进行取水管理、配水管理、枯水期管理。取水管理，设置水利调解委员会等，

对取水进行调整的同时，时常掌握水源状况和受益地区农业经营状况等，确保合理

的取水。为了有效的取用农业用水，留意对应可取水量的配水量、取水形态及配水

方式相关的管理形态，有必要合理的进行。并且，在异常枯水期等时，预测到用水

机厂的取水不能满足的状况时，设置节水对策协议会等，重新决定节水的时期、方

法等。同时，要彻底贯彻轮流灌溉等的枯水期体制和通知受益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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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5 

图 4.40  洪水时排水机厂的操作流程 

 

d. 异常时的措施  洪水期的落雷、台风等造成的停电及其他事故的发生，不能进

行机械排水时，区域内有水淹状况发生的时候，应立即恢复机械的性能，能预测到

水淹发生的地区，应通知相关机构采取合理的措施。 

伴随水淹灾害发生地震的时候，泵的运行会一时停止。调查受灾状况的同时，

与相关机构密切联系，确认安全的基础上，再次启动运行。且，作为震灾后的应急

处理，要对泵设备外观状态、运作状态、电气设备进行综合的检查。对土木/建筑设

备的裂缝、沉降、歪斜等进行检查。 

有油的泄漏事故等的水质异常发生而影响农业用水时，实施切断、阻隔，并及

时的停止泵的运转。同时，要储备有油围栏、吸附垫等。 

e. 气 蚀  泵运转时吸入扬程逐渐攀高，吸入侧的管路抵抗力增大，会发生抽水

量的减少和噪音、振动现象等。这些现象称之为气蚀或空洞现象。这些都是由于吸

入压较低的时候，叶轮片的入口处产生了无数的气泡，顺着叶轮片中间的流动有压

力上升的现象发生，这样气泡被挤破消失时，就产生了这种现象。这瞬间会发生高

达 1000kgf/cm2 的高压。这种冲击力使得翼面有无数的洞，就像火山石的表面一

样，产生疲劳损坏。 

这种现象对于泵来说是有害的。因此防止气蚀现象发生的方法有，对于吸水

面，泵叶轮片入口处的基准面的高度要选择安全的范围；吸入侧的损失尽可能的

控制在最小范围内；降低泵的旋转数；同一循环旋转数时，有排放量的，两端

吸入式涡旋泵比较有利；实际扬程较多发生变动的，过大水量时，有绞动排放阀

等方法。在设施设计时要充分探讨的同时，日程的运行管理也有必要留心这些。 

4.6.2 构造物的维护管理 

泵站及连接用的排水水渠等，要实施巡视、检查计划。根据需要进行基建、除

草、尘埃处理、处理堆积土砂等。经常保持良好的状态。 

a. 巡视/检查  土木建筑的巡视、检查，考虑到泵周边、水渠、堤防、水闸、观测

设施等的设置，事先决定巡视路线，设定包括构造物的破损、设施的污损和移动、

埋没、及土地状况的变化、周边境界等的检查事项。根据设定的事项，实施定期的

检查。巡视、检查时发现异常的时候，根据情况进行应急处理和基建、修补等。 

b. 土木构造物维护  流入机厂内吸水槽的垃圾附着在遮挡栅栏上，遮挡栅栏的上

下流产生水位差，吸水水位降低使泵的运行发生故障。日常中对水渠等的垃圾要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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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清理。且，吸水槽附近的土砂堆积也使得吸水槽内发生涡旋和乱流。泵运行时，

会助长振动噪音、气蚀现象；吸入空气降低性能使得不能运转；发生不安定

的旋转回流，排放量不足或过大对发动机造成过负荷；叶轮片、水中的轴承收到

的摩擦增加；等的恶劣影响的产生。因此尽早清理砂石是非常重要的。另一方面，

从维护机厂周边良好的环境的视点来看，制定与周边景观相协调的管理方法。在机

厂周边种植植被进行绿化等，合理和必要的进行设施清扫、修补破损、堤防等的除

草和阅览板的维护等。 

c. 噪音对策及环保   从泵站发出的噪音、振动、排放的气体等，遵守各相关法规

进行切实的环保。噪音、振动的各规制法规、根据各地方政府制定的条列进行计测。

确认这些是否符合规定。噪音振动的发生源同类的较多，发生原因较为复杂，其传

播途径也多种多样。需要探明其原因，采取必要合理的措施。现阶段噪音防治措施

主要是室内的采用吸音材料和遮音材料，减少窗户的设置、进行密闭，设置多个小

型的换气扇、消音器等方法。 

d. 防止事故发生  为了泵站及水渠的管理人员和周边居民的安全，设置安全设施，

实施安保、尽可能的防止事故发生。 

4.6.3 泵设备的管理 

泵设备在操作时，要进行日常、每月、定期、临时、停止期间等的检查和调节，

使其能正常运行的管理。 

a. 管理  泵设备在操作时，必须实施使其能正常运行的有计划的检查和调节。检

查调节的内容，根据各个设备、机器有所不同。主要是防腐/喷涂状况，各种螺栓的

松动，各配件的磨损/变形/损伤、异常振动、异常声响，轴受的温度，润滑油的量

和老化度，电压/电流/绝缘抵抗，继电器/开关的关闭状况等。用目测和计量仪器进

行测定，确认是否正常。有异常的时候，进行调节和修补。这里涉及的泵设备重要

是以下几种。 

（i） 主泵：机厂设置的泵形式有，横轴形轴流/横轴形斜流、立轴形轴流、

立轴形斜流等。 

（ii） 阀类：泵运行、停止时对流量进行控制、遮挡、防止逆流用。 

（iii） 发动机：主泵的驱动发动机有柴油发动机、电动机、蒸汽机等。 

（iv） 动力转送装置：联接泵与发动机的设备。且，排水泵回旋转数低的时候，

为了降低发动机的回旋转数，通常采用齿轮减速机。 

（v） 辅助机械类：主泵的运行所需必要的辅助机械类，根据泵的形式、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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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条件等其构成有所变化。主要是这几类：给水系统有，泵轴受润滑水用、齿

轮减速机、柴油机等的冷却水用的给水泵、储水槽等；燃料系统有，柴油机的燃

料搬运泵、储油槽等；启动空气系统有，空气启动式的柴油机时，必要的空气压

缩机、空气启动槽等；给油系统有，泵轴受润滑油、齿轮减速机、柴油机润滑油

供给的润滑油泵等；各机器排放的水、排水管排放的水，不能使其自然排水的时

候，采用厂内排水泵；换气扇装置；等等可以列举。 

b. 检查调节  检查，需要根据各设备、机器的竣工图和安装说明书进行确切的检

查。且，检查泵设备和发现异常时，掌握其原因的同时，根据情况尽快的进行应急

处理、实施修补和调节。而且，下述控制设备等，是泵设备等机器操作、管理的核

心和重要设备。操作、管理时，使正常的机器能运行的，要实施有计划的检查调节。 

① 运行监视控制设备：通常，要掌握监视器显示的各机器的运行状态。同时，

维持所定的水位、水量等运行管理的设备有，监视操作台和机器一端的操作台等。 

② 计测设备：计量/测量泵设备运行、监视、控制等必要的水位、流量、雨量

等数据。有水位计、流量计、雨量计、开度指示器等。 

③ 遥测计、远距离控制设备、传输线 

 

参考资料 

 

（高居 和弘） 



648 
 

 

5.渠道工程 

5.1 概说 

a. 渠道的分类  渠道根据其使用目的、系统及形式，有如下分类。 

（i） 根据目的分类： 

沟渠  主要是输送农业用水的农业用水专用沟渠及自来水、工业用水、发电用

水等兼用的多种目的的沟渠。 

排水渠  主要是农地及村落排水用和促进农地地下排水的沟渠。除此以外，还

有防止农地的水蚀等保护农业用地的沟渠。 

用水和排水兼用的沟渠  用水与排水兼具的沟渠。为了确保其横断面等的水利

设施条件，通常对排水渠的功能主体进行设计。 

（ii） 按系统分类： 

输水沟渠，从取水水源点开始将水输送到主要灌溉地区的主干渠称之为“干线

用沟渠”。从这里开始分支，向各灌区输水的沟渠称之为“直线用沟渠”。排水沟渠

是逆向的，从沟渠的下流端开始是“干线渠道”、然后是“直线渠道”。 

若按沟渠的系统或功能分类，在山脚等高线平行位置设置排水渠可使沟渠在较

高的位置接收到输送水，在较低的位置设置“截留渠”降低受害程度，还有为了放

流洪水等的一部分或全部到河流、海洋或湖沼的“泄洪渠”。 

（iii） 按形式分类： 

根据沟渠整体系统的主要部分的水力特性及构造等，分为明渠、管线渠道、复

合沟渠。 

（1） 明渠  拥有地下水位的沟渠为主体形式的沟渠系统，由明渠、隧道、暗

渠、虹吸等构成。 

（2） 管线沟渠  不拥有地下水位，受内水水压的管线（管道）为主体形式的

沟渠系统。构造上从上游到末端都有连续的关闭的封闭式管道，封闭式

管道中间设置有地下水位的部分是开放型的。 

（3） 复合沟渠形式  明渠、封闭式管道的各种形式都有的沟渠，分类起来较

为困难的沟渠形式称之为复合沟渠。 

b. 沟渠的构成设施   沟渠系统由各种设施构成，且相互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

沟渠的完整系统，作为一个整体共同发挥其功能。构成的主要设施有：①通水设施；

②分水工程、量水设施及合流设施；③调节设施；④保护设施；⑤安全设施；⑥管

理设施；⑦附属设施等。并且，沟渠系统是具有特定目的的，将所规定的水量从一

个地点输送到另一个地点的一系列完整的设施构成的系统。 

c. 设计/施工的基本和遵守的相关法令   沟渠的设计要确保整体的输水渠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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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或排水沟渠系统所必须的输送水、分水/河流等切实有效的发挥其功能，能安全合

理的进行水管理及设施管理的同时，尽可能的使沟渠建设费用和将来的维护管理费

用是经济性的为目标。 

施工时，根据设计的基本方针，其设计内容应满足经济性、安全、必要的工期

内建设完成等的基本条件。因此、设计施工时，应遵守相应的法律法规。主要的关

联法律法规有，河道法等关于公共设施工程施工的法规、劳动基准法等的劳动相关

法规、道路交通法等的道路交通相关法规、火药类使用法规等的爆破、水害等危害

防治相关的法规、水质污染防治法等的工程公害防止相关法规。 

5.2 沟渠系统的基本事项 

5.2.1 沟渠系统的设计  

a. 一般事项  沟渠系统，由各种设施构成，各部分有机的结合起来作为一个

整体发挥其功能。需要对系统整体的功能充分考虑后再进行设计。 

整体设计称之为沟渠的系统设计。系统构成要素的各个设施的设计称之为设施

设计。 

（i） 输水渠的系统设计：沟渠开始的起点水位，根据水源的位置和种类基本上

能确定，从而设定输水起点的设计水位。另外，受益地区水位或压力，根据耕地标

高、耕地配置、灌溉方法等决定。 

沟渠的水位或压力倾斜规划线是大致与水源的水位、直线预订水位或与压力连

接的这条线。根据这个设计沟渠系统。要考虑沟渠的安全性、建设费用与维护管理

的经济性、与周边环境的协调性等来设计沟渠及其各个设施的配置。 

（ii） 排水渠的设计：关于排水规划，泄洪时的排水和通常情况下的排水这两者，

都要考虑改善排水后的受益地区及流域现阶段的排水系统、土地利用状况等，设定

排水渠下流端的流量及水位。并且，排水河道等的外部条件来排水的方法（自然排

水、机械排水或者这两方面），要设定排水口的位置及其水位。 

水渠系统设计时，根据这两者的水位考虑到与周边环境的协调性来判断如何配

置排水设施决定路线是非常重要的。 

（iii） 沟渠系统设计时的注意事项 

（1） 确保输送能力  水渠的输送能力、主要是由输水设施来支配的。因此，

对于各输水设施的对象流量的输水能力进行探讨是非常重要的。输水水渠的送水部

分及配水部分，根据农业经营形态，水利利用的形式也各有千秋。确保输水与供水

能力，并且，设置调节池等，有必要保证沟渠系统的整合性和灵活性。 

复合沟渠系统由水力反应快的管流和反应慢的明渠流构成。从确保流动的连续

性观点来说，明渠与管流的接合部，较多的时候有必要设置具有缓冲效果的调节池

等的调节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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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渠，因为排水泵要与水位一致，因此控制台数运行的时候，为了使泵可以

连续的运行，较多的时候有必要设置蓄水池。 

 

 

图 5.1  沟渠系统的设计顺序 

（2） 确保灌渠的分水及调节功能   

农业灌渠没有常年输送一定水量的情况。因此，探讨分水、调节功能的时候，

在设计流量以下的流量有必要确认确保其正常的功能。 

（3） 确保排水渠的维护及调节功能       

排水渠，通常会发生流量超过规划流量的情况，这时，就需要探讨如何维护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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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及其调节功能。 

（4） 确保水管理/设施管理的功能 

沟渠系统的大规模化决定了水管理及设施管理的复杂性。为了进行安全且经济

的水管理和设施管理，对于构造等，包括管理体制都要进行充分的探讨。 

（5） 确保沟渠构造物的安全性 

沟渠，由于洪水、滑坡等都可以引起其设施被破坏、或功能停止等事故，为了

防止这样的事故和次生灾害，在沟渠施工过程中，放流工程、溢水排放、调节池等，

有效的配置调整设施，尽力做好安保防范。 

（6） 沟渠周边与环境的协调 

确定沟渠的路线、工程种类等的时候，需要与地区的开发规划相协调。不仅要

考虑到对自然环境的保护，还要留意水渠具有的多目的性、公益性（水景观的适用

性）等的功能。 

b. 设计顺序   沟渠设计时，在满足当地的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条件等外部制约

条件以外，对具有经济性、安全性、施工可行性等的沟渠系统来说，还要幼小的考

虑其复杂的相关条件，根据合理的施工计划和顺序进行施工。 

c. 设计流量/设计水位 

（i） 设计流量：是用水规划里分时期、分用水系统的规划 大流量，排水规

划里的规划 大流量。但是，灌渠的形式是明渠或开放式管渠的时候，上流区间不

按规划分水产生流量时，或者由于地形上的约束必能避免洪水流入的时候，就需要

事先考虑规划分水量和流入洪水的量，根据这个设计流量。 

通常，设计流量根据不同的区间，应考虑到分水工程、排水工程、溢水工程等

的关联来决定。 

灌渠通常不得不考虑超过设计流量的水流流下来的情况，排水规划里超过设计

流量的水流出时，要考虑会不会对水渠设施产生影响。这个流量需要确认一下是不

是能保护好重要的排水设施。 

用/排水规划里， 少的流量称之为 下流量， 容易多产生的流量的称之为

多的频繁流量。并且， 小流量在规划上作为 小流量的情况较多，探讨操作管理

时，零流量，即要考虑停止输送水的情况。 

设计水位：是用水规划里分时期和不同用水系统的规划 大流量，排水规划里

的规划 大流量通水时的水位或压力。但是，封闭形式的管道的情况时，设计压力

是静水压力加水击压力的总和值，用于构造设计。渠道规划等，主要是在压力阶差

时使用。 

并且，用水规划里 少的流量对应的水位或者压力称之为的 低水位， 多发

生的水位称之为 多频度水位。 低水位、 多频度水位，在考虑分水工程、落差

工程、计量水设施及水位调节设施等功能是否顺畅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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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排水规划里 小流量对应的水位称之为 低排水水位。在排水渠设计护

岸时等考虑使用这个水位。 

通常情况时的排水水位，设定在排除耕地地下水的暗渠排水出口的标高以下。

且，已经预估到水渠周边耕地会有渗透水侵害的排水水渠的设计水位，可以设定在

沿水渠周边的耕地标高之下。 

d. 水渠形式与渠道的选定 

（i） 水渠形式：有明渠和管渠，及这两种水力特性兼有的复合水渠，共三种

形式。水渠形式选定时，应考虑的事项如下所述。 

① 从水渠形式的工程费用面来看，通常明渠是 有利的，一定要探讨明渠这

种形式。 

② 近年，从取得用地的困难性、用地费用的高涨、对人、家畜等的安全性考虑、

垃圾等防治流入到地下水、耕地灌溉的导入等理由来说，管渠、暗渠的情况

也增多了。 

③ 水渠形式，根据水渠的规模和目的、场所、周边社会条件、维护管理方法及

费用、建设费用等来综合考虑比较后选定。 

④ 维护管理及水资源的有效利用、能源利用等来看，管道比明渠更具有优势。

但是，将来预测到由于用水的增加及容积扩张等、以及预估在维护管理上，

排除沙土等，还是明渠更为有利。 

⑤ 从水的管理方式来看，选定不产生矛盾的水渠形式，应充分探讨在不同方式

的接合部能不能附加调节功能。 

（ii） 路线的选定：选定灌渠的路线时各要因复杂的掺和在一起，通过充分调

研和有经验技术的基础上来进行必要的判断。选定路线的要素有，地形、地质、地

下水位、水质、水温、河流水和雨水的流入等自然要素以外，取得用地、道路、铁

道、水渠等公共设施要素、文物、住宅和村落、法律规制、土地利用状况、下水道

等社会要素，况且取水水位和分水位、由于渗透和蒸发引起的输水损失，分期的流

量变化、水渠形式和工程种类配置、水头分配、施工及工期、调节设施等的技术要

素、管理和经济性、安全性等的要素等，都要进行充分的考虑。因此，要进行如下

的调研。 

（1） 地形图等的收集   调查水渠时，在设计阶段根据其内容和程度有所不

同，一概的表示出来较为困难。但是，通常对路线进行预定的阶段的时候，要准备

包括水源地和灌溉地区的广范围的地形图和空拍影像。水渠是小规模且较简易的情

况时，根据勘测或地上测量来选定路线的情况较多。尽可能的用友 1～2m 的等高

线的地形图来进行事先选定是比较有效的。有缩小比例为 1/1000～1/5000 的地形

图，与勘测一起使用，可以选定精度较高的路线。 终决定是通过地面测量来决定

的。沿着路线进行横竖断面测量和平面测量（宽幅 20～200m, 等高线间隔 1.0m 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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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平面图缩小比例 1/100～1/1000）。 

（2） 地质  地质资料有地质图、地盘图、土性图、土地利用图、土质调查书、

工程记录、地下水记录、灾害记录等。实现对资料进行讨论，把握问题点，进行现

场勘测。大规模的情况时，进行广域的仔细的地质调查，制作为了选定路线的水渠

地质图。勘测可与地质专家和土木技术人员共同进行。地形、地质、法律面、植被、

既有设施的状况、涌水等进行勘测的基础上进行调查，对于确认地质状况的地点，

根据需要进行物理勘探、钻探、测探、渗水实验、水平坑道等。 

5.2.2 明渠的设计 

a. 设计的基本    通过探讨路线，决定水渠形式为明渠方式时，系统设计上，工

程种类的选定与水头分配就是 大的课题了。 

    明渠的系统由明渠、隧道、暗渠、虹吸、水渠桥梁、落差工程及急流工程等的

通水设施工程和分水工程、计量水设施、合流设施、调节设施、保护设施、安全设

施、管理设施、附属设施等的各个设施构成。选定工程种类时，对于预计的水渠系

统整体为目的的功能可以充分发挥的水渠形式及路线，要选定 恰当的通水设施。

对构造物的安全性和经济性，甚至于路线的地形、沿线的土地利用情况等，诸多社

会条件都要进行充分的考虑。特别是通水设施，占据水渠系统的重要部分，其设施

的优良左右着水渠系统的功能，也影响水渠建设费用的增加，因此要充分的加以探

讨。 

并且，通水设施设计时要考虑施工可行性，要对路线的 小曲线半径；纵

向断面的倾斜和纵向断曲线的规定； 小覆土等的制约条件进行充分的调查，须

反应在设计里。甚至，分水工程、计量水、合流、调节设施等，在水渠系统的功能

上、与通水设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因此事先应考虑到这些配置及规模后，再对

通水设施的工程种类进行选定。 

b. 水头分配    用水规划里，确定从取水点到受益地区的路线就确定了水渠的全

部长度和全部水头。为了确保灌渠整体的经济性，给与的全部水头如何在各工程种

类中分配，在水渠配置时时 重要的课题。 

排水渠及用/排水渠，根据水渠的特性及地形上明渠为主体的占比例较大，工程

种类不同的水头分配，与水渠相比，不会成为较大的问题。 

灌渠的水位规划， 终是要确保向受益地区引水的分水水位。因此，较长的水

渠，根据收益地区的地形、标高、农业经营状况等各地点的分水水位有所不同。将

这些都考虑进去后预定各不同区间的利用水头。不同区间的利用水头预定时，各个

区间根据工程种类不同，对纵向断面的倾斜进行分配。这种情况下，各工程种类间

的工程费用进行合算，选择 廉价的值的方法时，使用工程费用接线法（cost slope 

tangent method）的情况较多。例如，图 5.2，水渠全利用水头为 h，AB 区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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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BC 区间有明渠通过时，隧道及明渠的水头与、隧道及明渠的工程费用间的

关系如图 5.3 所示。曲线 AB 隧道，CD 为明渠，EF 是隧道与明渠的水头，表示出

来的是总共的工程费用。 

 

图 5.2，水渠全水头与工程种类 

 

图 5.3 工程种类与工程费用 

B 点的水位为 x，增减 x 后隧道与明渠的工程费用如图 5.3 所示，x 会有增减。

因此，经济性的分配倾斜，可算出总工程费用为 小值的 x。对水头进行分配，使

这个数值在区间内所有的工程种类中保持一致。 

这个水头单位当量的工程费用，如图 5.3 的各曲线的正接，即，表示为 x 的 1

个单位对应的每个工程种类的工程费用的变化量。总工程费用为 小的点，是实线

EF 的 G 点。求算这个点时，计算曲线 AB 及 CD 的水头单位当量的工程费用⊿C/

⊿h 的值等同方向相反的 x，这样，可完成经济性的倾斜分配。 

而且，水头分配时的留意事项，如下所述。 

① 水头充分地存在，全部工程种类可产生 大容许流速时的倾斜设计，流量

较少的全部工程种类的有效横截面的施工上，或维护管理上必要的 小断面时，不

需要进行水头的分配。 

② 水头的分配，是设施建设费用总计 小的方法，没有考虑与设施的维护管

理、水管理费用等相关的经费。因此，使维护管理、水管理经费增加的工程种类，

要将这些费用都包含在内，需要对综合经费进行探讨。 

③ 探讨水力上的纵向横断倾斜时，不仅是水头的分配，还要进行底盘的纵向

断面倾斜。各工程种类的断面水位单纯的进行连接后，通常从隧道开始到与明渠连

接的部分，底盘都会上升。这种情况下，维护管理是的排水，会比较不方便。因此，

在这些地点，要充分探讨土砂的流入、排水孔及水渠的断面形状与工程费用的关系。 

c. 灌渠的水管理方式    灌渠的水管理方式   灌渠被严格的要求进行顺畅的水

管理操作。因此，对象区域统一的内水管理方式是非常重要的，也采用了各种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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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方式。这两种常见的方式是，“需要主导型”和“供给主导型”。 

“需要主导型”的水管理方式，常见的是导入下流水位控制监控的明渠，或封

闭式的管渠。这种水渠的分工，在想使用水的时候可使分水工程开启，进行分水。

停止的时候，也可根据需要方的自由意志进行操作。伴随这种自由的用水形式，运

转监控系统从 上流开始提供用水。 

“供给主导型”的水管理方式，上流水位控制监控的导入，可见到明渠的输送

水情况。这种方式，管理者可收集到各分水工程所需水量的情况，根据这个在水源

取水口操作闸门或水泵，进行所需水量的放流，由用水所需到达的时间开进行分水。

农业用水的水管理方式，从历史上来看是以“供给主导型”为主流的，经过长年的

积累，用这种方式娴熟的在水源取水口获取可能的水量，再进行合理的分配。 

通常的倾向是，干线有必要尽可能的使其进行严格的“供给主导”性的水管理。

配水区域希望是以强烈的“需要主导型”倾向的水管理方式。 

采用这两种水管理方式的时候，在接合点处，有必要设置有调节能力的农业用

贮水池，或调节池。调节能力欠缺的情况下，供用后的水管理，给水管理组织造成

负担，或会产生大量的管理用水。因此，在选定输送水系统控制方式的时候，符合

设施系统所要求的功能进行甄别是非常重要的。 

d. 排水渠系统的排水管理方式    通常排水，分为平常时期的排水和洪水时

的排水。前者是以自然排水为主力，机械排水的事例很少见。但是，随着水田的通

用化，比起以往有必要进行强化排水，因此切换到机械排水的案例也出现了。这种

平常时期的排水，为了控制地区内的地下水位，闸门和机场有必要进行积极的控制。 

对于这些，洪水时的排水管理是承受形的管理，对应较难预测的降雨进行放流，

并且，这种流量状况与平常时期相比，是时时刻刻都在变化的非定常流。甚至于，

对于超过排水系统能力的降雨，要将受灾害的情况降低到 小，就有必要进行随机

应变的灵活操作。并且，排水对象也趋向广域化，以往的情况通常都倾向于通过排

水机厂的吸入槽将流入的水排除掉，今后，都不用将水集中起来排放，进行积极的

广域的均衡分散是非常重要的。因此，闸门、机厂与以往相比，被要求具备有不同

的功能，对所有的这些进行探讨是非常重要的。 

并且，从平常时期的排水转移到洪水时的牌是，或者逆向过来时的操作方法的

探讨也成为了重要的课题。那个时期、那个顺序不得不要根据具体的情报去判断。

且，必须在短时间能进行。因此，排水管理系统，与一般用水的情况相比较，有高

度的倾向。情报收集、处理过程中，就决定了对泵的指示，对于排水机、排水闸门

等的操作方式的探讨是非常重要的。甚至于，排水管理上，为了充分发挥泵的功能，

除尘装置的要发挥其 大的作用。特别是洪水时，比起平常时期，水位提升较高，

各种各样的生活废弃物、杂草、木枝等顺水留下，聚集在机厂的除尘栏前。如果对

这些的处置稍有误差就会降低机厂的能力，充分考虑与泵的关联，有必要将这些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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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放置在设计里。 

e. 组织设计的总括    水渠的组织设计上，考虑和照顾到围绕用/排水水渠系

统的自然条件、社会条件，对设计方案加以修改、改良是非常重要的。这些操作，

要靠到用/拍水水渠的整体来进行，水渠全部地区的水力纵断面会起到非常大的帮助

作用。通常，涉及全部的水渠纵断面的渠道，分为很多的枝节，不能通过一眼就能

完全的看到。但是，这里所需的水力纵断面是，将水渠整体集中为一个，并且，如

下的 4 个事项也包含在内。从取水口到末端分水工程的水渠系统整体的构造物缩

小图；规划 大流量时的表层水剖面图或动力坡度线；输送水被停止的时候（水

静止时）流量为零的时候的表层水形式或动力坡度线；规划水量或水量停止时，

水渠内储存下来的水的容积等（每个分水工程区间都要计入）。 

根据这一页的纵断面图，相关者们可花费时间进行充分的探讨。这种探讨称之

为图面模拟演示，对从输送水停止时到 大流量时的转移，或者逆向时的情况进行

审议。对输送水进行增减的时候，闸门、阀门等的各种机械的操作是根据什么信息、

谁来判断、谁来通知、是不是要实施都是探讨的中心问题。根据这样的图面模拟演

示，设施完成后的顺畅的操作管理相比较，较为容易，可实现精炼的水渠组织设计。 

5.2.3 管道沟渠的设计 

a. 设计的基本  管道沟渠的水力性应答，与明渠相比格外的快。由此，在管道沟

渠的设计时，供给用开始后会成为较为容易使用的管道沟渠。且，维护管理也比较

容易，而且，为了实现灌溉目的，作为配合管道沟渠构成的一系列的各种设施，要

考虑到如何发挥其功能是非常重要的。 

管道沟渠的构成设施有、通水设施、调节设施、调压设施、泵设施、分水设施、

量水设施、保护设施、安全设施、管理设施等。这些设施中，管道沟渠是单独的设

施有，调压设施、通气设施。调压设施分为，从分水工程及供水龙头给各地里供水

的必要水压、水量调节设施与管道沟渠内的剩余压力的减压调节设施，这两大类。

通气设施分为，排除管道内的滞留空气和，通水突然停止时等的，管内吸入空气为

目的设置的，通气站、通气孔、空气阀等。 

管道沟渠的通水设施有，直管、异形管及弯头等构成输送水管道。 

管道沟渠的设施，按管道沟渠中的一个系统来考虑。构成管道沟渠的各个设施，

要设计的能发挥其相互协调的功能，称之为管道沟渠体系设计。这种管道沟渠体系

的设计上，首相要决定大致的框架，其次，进行各个设施的水力上、构造上的安全

且经济的管理体系及各种设施的设施设计。对管道沟渠体系设计时，需要留意的事

项，如下所述。 

① 管道沟渠在平常时期，一定要使其处于满水的状态。即、输送水在停止时、

小流量输送水时、设计流量输送水时等，无论如何都要使规定的通常状态下的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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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状况时，及非规定的通常状态下的流量状况时的管道的上下流一侧，或通气设施

等，成为一定不能混入空气的水渠体系。 

② 在大致决定水头的分配及有效横截面时，要充分考虑其次的基本特性。决

定路线时，要像明渠一样，减少被地形条件所制约的情况，这样会显著增加选定的

自由度。于选择可能性扩大有关联的，较多的比较案例中，如何选择合理合适的形

式是非常重要的。水流状况进行人为的控制，在管理上加到了可能性，相反的管理

费用也会相应的增加。 

③ 从运用管理面来看，应注意如下的特性。管道沟渠的一个阀门的开关、或

泵的启动停止等的操作管理会波及和影响到管道沟渠的整体，形成新的水流状况。

并且，这是作出的快速响应，可使操作管理的影响在短时间内传播到组织的各个部

分。因此，会与操作管理用的机械类之间产生不整合性，急速的流量状况的变化会

伴随有危险的泛滥现象发生。 

④ 主要是水田灌溉使用的低压管道沟渠，在给水田输送水的量，耕作灌溉期

为代表的 大水量与，普通时期补给等通常使用水的水量是有较大的不同的，像这

样，将不同使用水的条件考虑到放入到设计中去是有必要的。并且，地区内田地里

设置的给水阀门的启动频率比耕地灌溉要高，也需要留意会长时间的持续。 

    并且，取水量和实际使用量之间的差额，明渠系统通过途中设置的剩余水排水

来进行放流调节，管道沟渠的情况下，由上流的取水口来调节。这样的情况下，给

水龙头就会发生出水不顺畅的情况。为了回避这种情况发生，设置农业用贮水池、

调节池等，通过这种调节机能，水源的河流、大坝等的状况将会不受限制的进行输

送水的操作。 

⑤ 耕地灌溉时，使用的高压管道沟渠，其使用时间和休止时间可明确的划分

开。通常的水管理规划是，1 天 16～18 小时的用水时间，8～6 小时的停止时间。

在这段停止时间内，到分散水管为止的管道内要防止管道没有流量的情况发生。 

    灌溉行政区域内，遵从循环灌溉规划，只有该当的放水栓启动的情况是原则性

的。从全体的放水栓来看，其启动率相比较低。但是，防治病虫害等其他目的利用

的情况时，较短的时间内进行放水栓的通水也是通常的案例。 

这种情况时，特别是循环灌溉区域内的离水利 远距离的点的放水栓，不得不

考虑其确保必要的压力。 

⑥ 安全设施的配置，构造上不能损坏管道沟渠体系的功能。要进行符合其特

性的设置。特别是充水时机停水时，流量调节频繁的进行操作，要充分注意阀门等

的开闭时间，应对处理不充分的情况时，会引起管道的破裂。 

并且，通常，作为通气及管理设施分类的设施中，安全功能兼备的设施较多。

因此，配套这些设施的功能，进行综合的探讨。 

b. 管道沟渠系统的设计顺序   管道沟渠系统的设计，在给予的条件下，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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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功能性、安全性、经济性等，选定合理的管道沟渠的构成及水管理控制方式，确

立系统的整合性。 

图 5.4 中表示的是管道沟渠系统的设计顺序，这个操作的内容分为以下 3 大类。 

 

图 5.4 水渠系统（管道系统）的设计概念图 

① 选定路线及管道沟渠的构成，封闭式或开放式，采用任何一种管道形式，

都是以管网、树枝状的配管的配管方式的选定为中心的。这些选定后，从水管理控

制方式的视点来看，进行管道沟渠系统的水利工程单元的分割、构成。 

② 对于被分割后的水利工程单元，大致规定管道种类、管材，选定考虑到对

应设计流量的口径的水头分配。这个阶段要决定管道系统的大致概要。 

③ 其次、对于通用管理的功能评价，关于设计流量以外的流量，给予水利工

程单元间连接功能、水管理控制方式、调节功能的必要性等，进行以水冲击压解析、

冲击解析为代表的过度水利现象解析，进行探讨。 

c. 水利工程单元的定义与构成    管道沟渠系统的一个地点的用水变化，会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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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周边其他地点，或系统整体的各种各样的影响。因此，在管道沟渠系统的设计上，

相互影响的范围内的设施群为一个整体，作为一个整体的系统操作。这样的一体化

的设施群称之为水利工程单元，是管道沟渠系统的基本构成单位。 

通常，管道沟渠系统的设计上，首先，从掌握发生流量状况等的管道沟渠系统

内的设施间相互的影响开始。这些影响范围在几个临界点之间可进行区分，相当于

从水源到调节设施、分水设施、调价设施、泵设施等的区间为止，或这些设施的区

间。 

水利工程单元的临界点是通过设计目的、地形状况、灌溉地域的状况、水管理

等的面来给予的数值、及特性值。主要是流量、水头、流速、水位的形状，预先能

给予的。围绕这些临界点的一系列的设施群，定义为水利工程单元。 

因此，在水利工程单元内，上下流的临界与其他设施的构成状况决定了每个水

利工程单元的独立流量状况。图 5.5，表示的是水利工程单元的分割与系统构成的

概念。 

 

图 5.5 水利工程单元的分割与系统构成的概念 

通常，水利上的临界条件分为，水位（压力）临界；流量临界；水位流

量临界。 

进行设计的时候，对于这些临界条件，在水利工程单元内的，采用决定流量的

值，邻接的水利工程单元之间，作为相互间为了将这些结合起来的条件使用。 

通过这些，水利工程单元内的流量状况可通过该当水利工程单元中的水利解析

来解明。另一方面，水利工程单元间结合的时候，与水利工程单元内的流量状况不

同的个别的各个水利工程单元的临界条件进行整合，会更容易探讨。并且，送配水

条件、水管理条件等，另外推定水管理级别，对应干线、支线、末端等的临界点等

多个阶层，进行水利工程单元的分割，对每个单元进行探讨，明确合理的水管理、

设施管理规划的设定。 

因此，谋求整体的平衡性，并且，在探讨发现 大的细处的自由度的管道沟渠

系统的构成基础上，调整阶层的分割和水利工程单元的整合性是非常重要的。 

d. 水头的分配    管道沟渠，在给予一定的设计流速时，流量越大损失的水头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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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小。因此，越到上流部分流量会越大，水头坡度就越小，水头分配线会成为上面

凸出的部分。另一方面，将给予的落差 大限度的灵活运用，有效横截面尽可能的

变小，这样，对于经济面来说是有利的，期望为下面凸出部分的水头分配（ 适宜

的分配线）。这样，图 5.6 中斜线部分的水头会被有效的利用起来。但是，中间有分

歧、分水的时候，分配操作会变得非常复杂，至少根据同等量压线法谋求灵活运用

落差是基本要素。 

 

图 5.6 水利工程单元内的水头分配概念图 

并且，提出了各种的水头分配调节理论的方案，期望根据需要适宜的使用这些

理论。 

有效的运用给予的落差，作为谋求 经济的水头分配理论，提出了动感规划法、

线形规划法等适用的方案。并且，在决定明渠与隧道、虹吸等之间的水头分配是，

根据与采用的工程费用接线法同等的方法，特别是管道沟渠设计时，还有 为便利

的通过考核的成本潜力法。 

e. 管道沟渠的水管理方式   管道沟渠的水利用，为了使给水操作更简便，作物、

分日期及根据不同对象，不规则的发生，其变动量与明渠相比，也比较大。因此，

通过具有水量调节功能的设施使其变动被吸收，水管理的控制单纯化，采用满足水

需要的方式。 

    管道沟渠的水管理方式，从水管理方面的观点开始有需要主导型、供给主导型。

需要主导型，与自来水管的水管理方式相同，根据需求者的需要进行放水操作，根

据其需要的量进行给水。系统上封闭式的大部分都可以应对这种方式。另一方面，

供给主导型，是明渠系统较多采用的水管理方式，需要水的一方希望的分水量事前

向管理者申请，这个量，或者调节量的范围和时期内进行供给水。这种形式的供给

者（管理者）也可说是掌握着供水的主导权。管道沟渠是以开放式为供给主导方式

的。 

f. 系统设计的总括   到此为止探讨到的管道沟渠系统设计的概要集中的进行掌

握，在实际操作、管理上要加以探讨，作为管道沟渠整体系统尽心完善。其目的，

设计合理的判断、运用上管理体系的构成及支撑这些的管理体制的设定，进行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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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时进行必要的调整，确立管道沟渠系统 终的设计。这个工作要用的资料主要

是图表，这个工作也称之为图上或桌上模拟演示。必要的资料有，管道沟渠系统的

设计、与设施设计阶段有所不同，从对象管道沟渠的取水口开始到配水系统入口处

的自由表层水（耕地灌溉的时候有农业用水贮水池）为止的，区间的干线管道沟渠

部分的水利纵断面图为中心。输送水系统的管道沟渠与配水系统的管道沟渠是封闭

式的连续的情况时，需要到末端田地给水栓为止的水利纵断面图。 

    管道轴纵断面图为中心，管道种类、管道长度、口径及机厂（泵的数量、容积）、

吸水槽、减压站、农用水贮水池、调节池等的规模以外，还要计入阀门的控制区域。

这样，各种控制阀门（分水阀、减压阀）等，在实际管理上，被看作日常启动的机

器与操作速度都要计入。以上设施的概要纵断面图，如下的水利各元素及压力水头

线都要计入。 

・ 设计流量时的各管道区间的流量与分水量，及这时的压力水管路 

・ 管道沟渠输送水停止时的压力水管路，泵直送系统时，泵的截至运转时间

及停止时的压力水管路 

・ 管道沟渠上下流自由表层水部分每个区间的 低标高位置的分水工程的管

轴高度的水平线 

    管道沟渠系统的设计总括，，根据这个水利纵向断面图，讨论从设计流量的流

量状况到输配水停止为止，或逆向的，从输配水停止到设立流量的流量状况为止的

过程。这时，系统内不会发生不合适，或预订的体制可以应对，什么地点的任何信

息都是有必要的等等，随着时间的推移根据下述的方法和留意点进行探讨。 

① 管道沟渠系统是需要主导型的时候，从静止状态开始的受益者来让给水栓

开放使得系统内的水开始流动，这个如何能传达到取水口，根据农业用水贮水池或

减压水槽的水位变化来图示。泵的设置场所，在其操作时间内，当按比例分配的流

量增加时，到上流水槽为止的传达时间用管道压力波的传达速度除以管道长度来计

算。这种操作的结果，可以知道到取水口为止的使用水的传达时间，对应这个，水

源操作是根据什么信息不用手动就能得到，或者不得不用自动化。发生的时间（必

要时间）延误，判断其是否能通过水槽储流量的增加来进行应对。途中减压水槽等

的水位计算，流入水槽的流量可根据水槽水位入口阀门的开合度的流量进行计算。

并且，从设计流量到停止的过程中，可进行同样的操作。 

② 管道沟渠系统为供给主导型的时候，进行水源操作，其后，通常都是进行

分水工程的操作。进行与同样的操作。这种情况下，特比是分水工程的用水预测

与希望的需要量的转达方式，处理所需时间和调节所需时间，甚至在掌握指令的传

达与其必要的时间时，要尽心充分的考虑。并且，开发式的情况时，存在指令的传

达与实际操作间的时间延误，这之间的已到达的水应该安全的放流，因此会产生对

剩余水的排放等进行必要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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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根据、的探讨结果，这种管理团体与可应对的组织体制相比，可推断操

作等所要的时间延误，确认水槽的容量或配水区域的面积，且被预料有必要进行重

新评估。 

④ 管道沟渠的水利纵断面图，送配水停止时的计入压力水管路，这个是以各

分水工程的阀门完全开闭为前提条件。但是，假定，系统内 低分水工程的阀门不

能闭合，就这样，预料到水源的送水被停止（例如：泵的故障、停电等）的事态发

生的情况时，水利纵断面图，这个分水工程表示的水平线以上的管道是空的。管道

成空的时候，不得不进行启动再开启时的初期充水操作。这个操作需要很多的人工

和时间，因此尽可能的在送水停止时，期望构筑不要让干线水渠成为空的状态的对

策。 

5.2.4 复合水渠的设计      

a. 设计的基本   明渠与管道沟渠，其水管理方式，前者为供给主导型，后者为需

要主导型的较容易适应的强烈性以外，在水利现象的转达速度上有较大的差。水渠

系统的上流不等为明渠，下流部分为管道沟渠的是复合水渠系统，关注其水管理方

式的不同与水利现象传达速度的不同。为了保持接合部分水流的连续性，留意设置

确保调节容量或剩余水的排放等。 

b. 用水的到达时间的推定   明渠 初的水利现象的传达速度是长波的波速，采用

重力加速度 g 公式用 （m/s）来计算。灌渠的水深 h 大也只到 5.0m 左右，

现象的传达速度在  以下 好。另一方面，管道压力的传达

速度，例如，钢管等的情况时是 1000m/s=3600km/h 左右。即，管道沟渠的分水

阀开始操作时，其影响迅速的传达到系统内的全体，其传达速度与明渠相比，有天

壤之别。 

    近各地区在水渠系统的上流部分建设明渠，下流部分建设管道的复合水渠规

划较多。这种情况下，这个现象的传达速度，从用水到达时间状况等来考虑时间，

有必要进行接合部的调节能力等的探讨。 

明渠的长波速度，⊿闸门被操作后发生的阶段波的先端的传达速度。对于这个，

明渠系统的用水到达，是流量 Q1（m3/s）流入时的稳定的流量状况的水渠系统，对

于取水口的⊿Q（m3/s）的流量进行增减， 终 Q1+⊿Q（m3/s）的流量成为稳定的

流量。这个从 初的稳定的流量状况到后面的稳定的流量状况为止，过度的水利现

象的发生时间就是用水到达的时间。这个用水到达时间，根据过度现象前后稳定的

表层水形式的不等流来计算求取。根据从这个结果得到的信息，可通过如下的顺序

进行推定。 

① 流量到达时的启动时间与，从初期的稳定的流量状况信息来通过公式（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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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出的波速的值 Th基本相等。 

 
这里，g：是重力加速度，Ls、Vb、hb如图 5.7 所示。 

 

图 5.7  用水增减前后的稳定表层水形状 

② 用水到达的状况，如图 5.8 所示，大致分为两种。其指标为，公式（5.1）

的 Th 和公式（5.2）所表示的贮留变化量⊿V 关注的时间 Tc 的比，Th /Tc。首先

是，Th /Tc ≥1.0 的情况下，根据用水到达时的波速，时间 Th 急剧提升，伴随着

强烈的振动，开始结束。由此，这种情况下，根据波速的时间会到达。第二种情况

是，Th /Tc ＜1.0 的情况。 

 

 
图 5.8 用水到达状况的概念图 

③ Th /Tc ＜1.0 的条件是，用水到达状况的曲线，像下述的那样无穷小量，

下流端的界限条件，水渠长度、增减量，初期状况不受影响的一条无穷小量曲线来

表示（图 5.8）。 

    这个无穷小量，对于纵轴流量，是（Q1-Qb）/⊿Q，对于横轴时间，是 t/⊿V/

⊿Q ，即，t/Tc。 

    流量到达的初期上升点为 A 坐标，给予的是（Th /Tc，0.0）。并且，t/Tc=1.0

对应的流量到达的比例，从数值试验结果来看，对于各种情况来说是 2/3，基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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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考虑是定数。由此，这个 B 点的坐标是（1.0，2/3）。根据这个 A、B 的两点，

纵轴的值为 1.0 的点 C，即全量到达时的点，横轴的值为⊿ABD 与⊿BEC 的面积

Si，设定与 S2相等为原则时，是    。 

上述计算的得到的 3 点 A、B、C 用直线连接起来，就可以推算出流量到达的

状况。且，这 3 点，根据不等速流计算，求取 hb 、Vb、⊿V、⊿Q 可计算出来。 

 以上的计算顺序，在图上模拟演示佳诶段是比较麻烦的，作为用水到达时间，

采用根据公式（5.2）推算出的值没有太大的差异。无论如何，图上的模拟演示，以

现象的物理性传达时间为基础，再加如人工得到的信息处理、操作指令、推算出操

作所需要的时间等，推进导入时间的探讨。 

c. 水管理上必要的调节池容量   明渠部分与管道连接的位置设置的调节池容量，

信息收集，设施、机械操作时间及明渠区间的用水到达时间与管道区间的流

量变化等来计算。 

    这其中，流量变化量根据地区、农业条件有较大的差异，每个时间单位内的流

量变化数据现阶段也很少。并且，信息收集、设施/机械操作时间，根据采用什么样

管理系统而不同。 

    要是已经得到流量变化量了，以上流明渠区间的用水到达时间等为主考虑的调

节池容量 Nv是，通过公式（5.3）可以求得。 

 
    这里，Nv：调节池容量，⊿V：水渠内贮变化量（m3），T1：流出量变化开始

时刻，T2：Qo(t)= Qin(t)的时刻，Qin(t)：明渠上流的取水量函数（m3/s），Qo(t)：

调节池流出的流量函数（m3/s）。 

    公式（5.3）里，预期的流量变化，从水源开始同时的同一样式的供给，Nv=⊿

V。实际上，信息处理、机械操作等还需要一些时间，因此还要加上图 5.9 的斜线

所表示的数值，这个如下图所示。 

 

图 5.9 模拟演示流量临界条件 

d. 复合水渠系统设置调节池容量的探讨案例    上流明渠系统的构造，延长

=20.4km，水渠断面形状为长方形，水渠宽幅=2.5m，水渠底部坡度 I=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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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节池入口高度为 1.5m，设置溢流幅度 10m 的溢流壁。 

    下流管道沟渠的流量，从 0.5 m3/s 到 5.0 m3/s，瞬时变化着。 

    水的管理，管道沟渠的流动发生变动开始，1 小时候到 30 分钟之间，能取得

和输送与管道沟渠流量相同流量的水。由此，Q1=0.5 m3/s，⊿Q=4.5m3/s。 

从不等速流计算开始，0.5 m3/s 时水渠内的贮留量 Vb为 21600 m3，5.0 m3/s

时水渠内的贮留量为 86480 m3。由此，水渠内贮留变化量（⊿V）为 64880 m3。

包括水管理操作的必要的调节池容量 Nv用公式（5.3）来表示，公式右边第 2 项是

图 5.10 附在斜线部分的水量，这个量为 20250 m3。 

 

图 5.10 取水量与流出的流量的关系 

因此，得到 Nv是 85130 m3。如果以这个容量为流量变化量（4.5m3/s）基准，

约有 5.3 个小时的容量。这个容量中水渠内的贮留变化量，流量变化量如果一定的

话，对于通常一定的情况时，公式（5.3）右边第 2 项的容量为 20250m3，是根据

水管理所需要的时间来变化的值。 

并且，公式（5.3）是从水渠与调节池之间的连续条件来计算的，一般情况下，

复合水渠系统通常都是以这个公式为准的。 

 

参考资料 

 

（吉野 秀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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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明 渠 

5.3.1 分 类 

    明渠大致可分为挡土墙、内附衬砌、无内附衬砌沟渠（图 5.11）。这些都要通

过对明渠的建设目的、构造物的安全性、社会条件、建设费用、维护管理等做比较

后进行选定。 

a. 无内附衬砌沟渠   一般没有必要考虑防止漏水。较多的采用不害怕被水渠

的弯道、合流等侵蚀、冲刷的排水渠。并且，已预料到的由于地形、坡度比较急的

侵蚀、冲刷水渠，通过设置的落差工程，或急流工程，缓冲水渠的坡度，设置不用

内附衬砌的沟渠，也会有有利的情况发生的。而且，无内附衬砌沟渠的弯道部分、

合流部分等，也恐怕会发生侵蚀、冲刷的区间，根据需要进行内附衬砌处理或加强

护岸等。经常有流水的地方，作为复式断面堤内低地为护岸，洪水河床进行无支撑

开挖，或敷草等的简易保护工法。 

b. 内附衬砌水渠/挡土墙水渠   内附衬砌水渠，缓斜面的斜坡坡度通过水渠背

面的土质材料稳固水渠斜面。为了使止水或水渠表面平滑，表面可用比较薄的覆盖

材料铺装水渠。对于这个，挡土墙水渠是，通过水渠侧面的内/外水压和背面土石压

力等的支撑墙壁构成的水渠。因此，内附衬砌水渠与挡土墙水渠，那个都是以防止

渗漏、缩小断面等为目的的水渠形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等水渠周边的建设条件不受

制约的情况下，内附衬砌水渠比挡土墙水渠更经济，水渠规模越大，这种倾向越显

著。但是，从 近的社会、建设环境等的诸多条件来看，挡土墙型的水渠较多的被

采用。 

内附衬砌水渠的形式等工程方法的选定，根据各个水渠的性格、规模、建设条

件等来决定。主要的形式如下所述。 

（i） 引水槽：水渠侧壁与墙壁面板在构造上是一体的，支撑土石压力、水压等

形式的荷重的沟渠。一般使用的是钢筋混凝土长方形断面水渠。 

长方形断面在水利上 有利的河床宽度水深比为 2：1。根据现场条件不同，水

利上 有利的断面不一定就限定是在构造上、经济上有优势，希望充分考虑引水槽

的特征、建设条件等，来决定断面。 

（ii） 混凝土挡土墙：混凝土墙体从沟渠河床独立出来，其自身受到背面来的土

石压力、水压及内水水压等，是一种确保稳定性形式的沟渠。排水渠等宽幅较大的

水渠多采用这种形式。这种形式的水渠越是大规模的越有利。并且，从施工上来看，

可以进行一部分的施工，对于修补工程等的水渠内部施工来说，根据需要来选用。

但是，基础底盘比较脆弱的情况时，与引水槽相比，就需要较大的支撑力，因此要

探讨是进行置换，或者对桩基等的基础进行处理，在判断是否采用这种方式。 

    具有代表性的水渠形式，可列举的有重力式挡土墙，反 T 型挡水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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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混凝土砌块积水渠/石积式水渠：水渠护岸的混凝土砌块、鹅卵石、间知

石等堆积起来的水渠。一般较宽的水渠采用这种形式较多。并且，沟渠在采用的时

候，流速或水渠的功能等上来说，在侧面浆砌、侧壁面板用混凝土浇筑等，提升水

密性能和耐久性能的形式较多。另外，排水渠采用这种形式的时候，用干砌式的情

况较多，侧壁采用堆土施工来兼用的情况等，也有采用浆砌的形式的。 

（iv） 混凝土二次制品等既成的水渠：顾虑到事先规定的各设计元素，工厂等制

造好的东西，单体或工厂产品材料与混凝土材料等接合组装起来，作为水渠来使用

的制品。一般，越是小规模的水渠，利用这种形式的施工性较为有利，经济上有利

的时候也采用这种形式。 

    主要使用的混凝土二次制品有，钢筋混凝土引水槽、钢筋混凝土台引水槽、钢

筋混凝土 U 型、钢筋混凝土水渠用 L 型、钢筋混凝土成套栅栏渠等。 

（v） 板式桩型水路：水渠侧面的土石压力、其他负荷，打入钢板、混凝土板等

支撑的同时，作为水渠的侧壁。幅度较宽的水渠，有自立式或控制桩基。幅度较窄

的水渠，采用横撑式等的施工方法，可期待进行广范的适用。这种形式主要是暂定

的水渠、水下施工的排水渠采用。 

 
图 5.11 明渠的分类 

5.3.2 设计的基本 

a. 概说   水渠在设计时，确保必要的功能、经济性和安全性。可进行合理的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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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同时，进行水渠系统整体有机的构成的水渠设计。根据这个，系统构成的要素

的各个设施，为使其达到上述的目的来进行设施的设计。这里，说明关于构成要素

之一的明渠的设计的一般的、基本的事项。 

b. 等流速水渠 

（i） 水渠放流的流量：根据公式（5.4）来计算。 

 
Q：流量 m3，A：有效横截面面积 m2，V：平均流速（m/s）。 

（ii） 等流速公式：明渠系统的平均流速，原则上根据公式（5.5）的曼宁公式来

计算。 

 

    V：平均流速（m/s），n：粗糙度系数，R：径深（m）,I：坡度。 

    曼宁公式的适合取决于粗糙度系数选定时的适当性。因此，对于这个决定，表

面的粗糙度、长的草、水渠的弯度、断面的形式、流速、径深、沉淀与冲刷、浮游

物、将来水渠的维护管理状况等，根据诸多的要素进行变化，这些都要充分考虑到。 

    设计采用的粗糙度系数有表 5.1 表示，一般，比较同一材质建设的水渠，流速

特别小的时候，径深较小的时候等，粗糙度系数会有变大的倾向。设计上通常采用

标准值。 

表 5.1 粗糙度系数 n 的值 

内附衬砌、挡土墙水渠、隧道、暗渠、虹吸及水管桥 

粗糙度系数 
水渠材料与状态 

小值 标准值 大值 

混凝土（现场打入引水槽暗渠等） 0.012 0.015 0.016 

混凝土（喷涂） 0.016 0.019 0.023 

混凝土（既成引水槽暗渠等、管等） 0.012 0.014 0.016 

混凝土（钢筋混凝土管） 0.011 0.013 0.014 

混凝土块堆积 0.014 0.016 0.017 

水泥（砂浆） 0.011 0.013 0.015 

石棉水泥管 0.011 0.013 0.014 

钢（箍锚钢管及熔接） 0.010 0.012 0.014 

钢（铆钉） 0.013 0.016 0.017 

平滑钢表面（没有涂装） 0.011 0.012 0.014 

平滑钢表面及管（涂装） 0.012 0.013 0.017 

波形表面（钢板） 0.021 0.025 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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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铁（没有涂装） 0.011 0.014 0.016 

铸铁板及管（涂装） 0.010 0.013 0.014 

氯乙烯管  0.012  

强化塑料管  0.012  

陶管 0.011 0.014 0.017 

抹面土层  0.025  

沥青  0.014  

石块（粗石堆积）  0.017  

石块（空石堆积） 0.017 0.025 0.030 

无断面衬砌的岩石隧道 0.023 0.032 0.035 

只底面浇筑混凝土 0.030 0.035 0.040 

无衬砌的岩石隧道 0.020 0.025 0.030 

覆盖草皮 0.030 0.040 0.050 

挖掘和疏浚水渠 

粗糙度系数 
水渠材料与状态 

小值 标准值 大值 

土、直线的一样的情况    

1.无杂草（刚竣工后） 0.016 0.018 0.020 

2.无杂草（风雨侵蚀后） 0.018 0.022 0.025 

3.砂砾（无杂草） 0.022 0.025 0.030 

4.短草或杂草较少 0.022 0.027 0.033 

土、弯曲不一样的情况    

1.无植被覆盖 0.023 0.025 0.030 

2.一些杂草 0.025 0.030 0.033 

3.杂草或水草密生 0.030 0.035 0.040 

4.底面是土，侧面是粗石 0.028 0.030 0.035 

5. 底面是石头，侧面是杂草 0.025 0.035 0.040 

6. 底面是鹅卵石，侧面无杂草 0.030 0.040 0.050 

吊铲挖掘或疏浚    

1.无植被覆盖 0.025 0.028 0.033 

2.岸边有少量灌木 0.030 0.050 0.060 

岩石挖掘    

1.一样平滑 0.025 0.035 0.040 

2.不规则 0.035 0.040 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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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流动渠 

粗糙度系数 
水渠材料与状态 

小值 标准值 大值 

平原小水渠    

1.无杂草，直线满水位的时候，没有切口或深渊。 0.025 0.030 0.033 

2.同上，但是，石头杂草较多。 0.030 0.035 0.040 

3.无杂草，蜿蜒、有一些深渊和浅滩。 0.033 0.040 0.045 

4.同上，但是有一些石头杂草。 0.035 0.045 0.050 

5.同上，但是，低水位的坡度和断面变化小。 0.040 0.048 0.055 

6.与 4.一样，石头更多 0.045 0.050 0.060 

7.缓流区间有杂草和深渊。 0.050 0.070 0.080 

8.杂草茂密的区间，有深渊和立木等 0.075 0.100 0.115 

山地沟渠在水渠内没有植物，河岸是普通的急

坡，沿河岸的树木或立木等较多 

1. 河床有鹅卵石、砂砾 

2. 河床有较大的鹅卵石 

 

 

0.030 

0.040 

 

 

0.040 

0.050 

 

 

0.050 

0.070 

大水渠 

1. 没有大鹅卵石、灌木的规则断面 

2. 不规则的粗糙断面 

 

0.025 

0.035 

 

 

 

0.060 

0.100 

 

    并且，水渠根据流水作用的产生消磨、冲刷等，或水草茂盛等，是水渠内里面

的平滑渐渐的消失，设计时当然也不得不顾虑到这些原因。 

    湿周部分不同，粗糙度系数不同的水渠断面适用曼宁公式的时候，对于全湿周，

计算合成粗糙度系数求出流速（图 5.12）。 

 

 

图 5.12 湿周图 

    但是，排水渠、河流等，如图 5.13 所示，洪水河床的水深较浅的时候，单纯

的根据合成粗糙度系数来进行流量计算的话，不适合恰当。如图上所示，区分开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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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层水积进行技术的方式较为妥当。 

 

图 5.13 流量计算区分图 

（iii） 等流速断面的决定：水渠等流速水深就这样采用曼宁公式的原型，可通

过计算来求得。例如：曼宁平均流速公式（5.5）带入到公式（5.4）中，把这个

公式变形后，计算起来就比较简便等，凝聚各种办法提出解决方案。

并且，负载的断面运用图解法的话，可尽早的找到开解的答案。 

在设计上，无论用哪一个都没有差别。决定水渠断面的支配要因无论哪一个，

一定都要将这些恰当的分别使用。即，地形上比较缓和坡度的水渠，在地形上，可

以获取到的 大的水渠底部坡度是由断面来支配的，地形较急的水渠，到时会有过

大流速的问题产生。通过落差工程，不得不对水渠的坡度进行修护的情况较多。 

c. 不等流速水渠   不等流速水渠的表层水追踪，根据不等流速的基础方程式进行

开解，而且，根据循序计算法、图解法来算出。这种情况的计算，以既知的点为起

始点，稳定流的时候，从上流开始，射流的时候，向着下流，逐个的进行计算。水

流途中产生支配断面的可能性的时候，确认有没有支配断面，支配断面产生的时候，

这个点作为计算点。支配断面的水深、即临界水深的计算方法如下所示。 

（i） 临界水深的计算方法：落差工程的落下处附近，或像急流工程一样，坡度

急剧发生变化的地点等，会有临界水深产生，会成为稳定流和射流的临界。这个成

为稳定流与射流临界的临界流的水深，即，临界水深，有各种各样的定义，是满足

公式（5.7）～（5.9）的水深。 

 

或  

或  

    这里，T：是表层水宽幅（m），D：是水利水深，D=A/T（m）,Q：流量（m3/s），

g：重力加速度（m/s2），h：水深（m）,A：有效横截面面积（m2）。 

    临界水深发生的断面，称之为支配断面，通过这个，会影响上流的稳定流域及

下流的射流流域。求解临界水深的方法，如下所述。 

（1） 代数法   水渠断面为几何学的单纯的情况时，有效横截面的面积为 A，

表层水宽幅 T 用水深 h 来表示，利用公式（5.7）或公式（5.8）的代数计算来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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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界水深 hc。 

（2） 图解法   求解复杂断面的临界水深的便利的方法。对于已经给予的水

渠断面，定义 D=A/T，画出 h 与 的关系曲线。另外，根据给到的 Q 来计算 Q / ，

在图上求解与这个值相等的对于 A/  的 h。这个就是临界水深 hc（关于圆形断

面参照图 5.14）。并且，对于台型断面水渠，有效横截面面积 A，表层水宽幅 T 与

水渠河床宽幅 b、水深 h 等的关系表示，代入公式（5.8），用 Q /b2.5的形式来总结。

这个值，事先在实用的范围内用表和图进行总括，Q 与 b 被给到的时候，计算 Q 

/b2.5 ，通过求解相对应的 h/b ，得到临界水深 hc的计算方法。关于图 5.15，已经

给了流量 Q，水渠河床宽幅 b，水渠斜面坡度 m 的时候，对于 m 来说，求解相当

于直线上的 Q /b2.5的值的点，从这个点开始沿曲线向右，得到 hc/b 的值。通过 hc/b

×b=hc求解临界水深。 

 

图 5.14  圆形断面的 A 与 h 的关系曲线 

 

（ii） 表层水追迹计算法：水渠分割成适当的计算区间，从给到的边界条件地点

开始，就各个区间，为了伯努利（Bernoulli）定理可以成立，在求解出顺次表层水

形状时，一般使用逐次计算法来求解。除此以外，还有图式解法（Escoffier 方法）

等。 

图 5.16 的 I、Ⅱ断面使用伯努利（Bernoulli）定理，得到公式（5.10） 

 

这里，z：从基础面到水渠河床的高度（m）,h：水深（m）,Q：流量，hf：I、

Ⅱ断面产生的水头损失（m）,l：I、Ⅱ断面区间的斜距离（m），R：径深（m），n：

粗糙度系数，A：通水断面面积（m2），　：能量加权因子，g：重力加速度（m/s2），

脚注 1，2：表示各个断面的 I、Ⅱ。 

Ⅱ断面的能量线高度已经给到的时候，这个加上 I、Ⅱ断面间的损失水头能成

为 I 断面的能量线高度，来求解计算断面的水深。实际上希望制作表格来进行计算

（如表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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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5 台形断面明渠临界水深计算表 

 

 

图 5.16 逐次计算法说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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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不等速流水渠水面追迹计算表 

地区名：××地区                    起始点水深：1.50m            台形断面水渠底宽：2.0m 

细部位置：No.10～No.20              流      量：6.00m3/s          斜坡坡度：1：1 

起始点：（No.20）座标高：47500m      n：0.013                      MI 曲线 
① 

测点 
② 
区间

距离 
 

（m） 

③ 
水深 

 
h（m） 

④ 
通水断

面面积 
A(m2）

⑤ 
流速 

 
V（m/s） 

⑥ 
流速

水头

V2/2g
（m） 

⑦ 
湿周 

 
p（m）

⑧ 
径深 

 
R（m）

⑨

 
 
 

R4/3

⑩ 
摩擦

坡度

 
Sf 

⑪ 
 
 
 

Sf 

⑫ 

摩擦

损失

水头

（m）

⑬ 

座标

高 

 

（m） 

⑭ 

能量

线高

度（m） 

⑮ 

能量

线高

度（m）

⑯ 

误差 

NO.19  1.500 5.250 1.143 0.067 6.242 0.841 0.794 0.00028  47.500 49.067   

NO.18 50.00 1.400 4.760 1.261 0.081 5.959 0.799 0.741 0.000360.00032 0.016 47.550 49.031 49.083 -0.052 

  1.490 5.200 1.154 0.068 6.214 0.837 0.789 0.000290.00029 0.015 47.550 49.108 49.082 0.026 

  1.465 5.076 1.182 0.071 6.143 0.826 0.775 0.000300.00029 0.015 47.550 49.086 49.082 0.004 ok

NO.17 50.00 1.440 4.954 1.211 0.075 6.072 0.816 0.763 0.000330.00032 0.016 47.600 49.115 49.102 0.013 

  1.420 4.856 1.236 0.078 6.016 0.807 0.751 0.000340.00032 0.016 47.600 49.098 49.102 -0.004ok

注：第 1 排（No.19）①~⑤、⑬：记入基点处给予的条件下的数量  ⑩：摩擦坡度： ，

n:定下后⑥乘以定数 2gn2，再除以⑨。⑭=③+⑥+⑬ 

    第 1 排（No.18）③：记入假定的水深  ④～⑩、⑪、⑭：计入相对于③的各个量  ⑪：第 1 行的⑩与第 2

行的⑩的平均值  ⑫：⑪×②  ⑮：第 1 行的⑭+第 2 行的⑫  ⑯：各行的⑮与⑭的差，到容许误差（±0.01

以下）为止假定水深、并修正。反复进行计算。 

 

d. 损失水头   水利设计上，原则上将下述的水头损失计算在内。由于摩擦产生

的水头损失，流入、流出产生的水头损失，断面变化产生的水头损失，遮挡

栅栏产生的水头损失，桥墩产生的水头损失。 

    并且，拐弯部分产生的水头损失原则上可以忽视。 

5.3.3 细部设计 

a. 断面设计的决定  决定明渠断面形式的时候，在水利、构造及施工上都有利的

断面形式进行探讨。决定 具有经济性的断面形式。 

对于所定的有效横截面面积 A 来说，湿周长度 P 的 小水渠断面面积拥有 大

流动能力。这样的断面在水利学上称之为 有利的断面。近似 有利断面的断面，

经济上一般都很有利。台形及长方形断面的水利学上 有利的断面可通过公式

（5.11）和公式（5.12）来求解。 

 

这里，b：水渠河床宽幅（m），H：水深（m），θ：侧壁与水平面形成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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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有效横截面面积（m2）。 

b.  容许流速  水渠的流速是，不会产生土砂的堆积，且，水中植物不繁茂的

小容许流量与，水渠内里构成的材料不受流水的侵蚀，甚至，水利上不发生不安定

的状况，必须是 大容许流速范围内的。 

（i） 小容许流速： 小容许流速从不会发生土砂堆积的流速，水中植物的繁

茂生长不要对流水产生阻碍的流速来求解。一般，像砂砾状或比砂砾状大的粒子直

径的浮游土砂较少的情况时，平均流速为 0.45～0.9m/s 时，不会引起浮游土砂的

堆积，且，具有 0.7m/s 以上的平均流速的话，可以防止明显的妨碍流速的植物的

生长。这些适用于灌渠及排水渠的设计，各个的 频繁的流量，为了探讨低水位护

岸等的流量时，流速不能低于上面记载的数值是恰当的。隧道、暗渠、虹吸等有土

砂堆积的情况发生时，有效横截面会变得狭窄，并且，堆积的土砂也很难搬运走，

因此流速在这些设施内要比与其连接的明渠的流速还要大。通常，这个流速比较多

采用的是隧道、暗渠的明渠流速的 1.3 倍以上，是虹吸的明渠流速的 1.5 倍以上的

值。 

（ii） 大容许流速： 大容许流速，根据水渠形成的材料而明显的不同，因为

不明确，因此，不得不通过经验、或其他的事例来判断。水渠及水渠内构造物内里

的材质，大体上是表 5.3 表示的值的极限值。 

表 5.3 大容许流速 

种  类 流速（m/s） 种   类 流速（m/s）

砂质土 0.45 厚混凝土（18cm 左右） 3.00 

砂质土亚黏土 0.60 薄混凝土（10cm 左右） 1.50 

亚黏土 0.70 沥青 1.00 

粘性亚黏土 0.90 块状空格堆积（30cm 以下） 1.50 

粘土 1.00 块状空格堆积（30cm 以上） 2.00 

混入砂砾粘土 1.20 块状空格堆积 2.50 

软岩石 2.00 PRECAST CONCRETE HALF PIPE 2.50 

中硬度岩石 2.50 钢管 5.00 

硬岩石 3.00   

 

    灌渠设置的排水渠/剩余水水渠等，对于临时水流的构造物的 大容许流速，要

在上述数值的 1.5 倍以内。排水渠的情况时，为了探讨低水护岸等的流量，表 5.3

的数值可以适用。 

    并且，急流工程、急倾斜排水渠等，该当设施的护床、或构筑其他适合的防止

侵蚀的措施的情况时，且，增加混凝土的厚度，用钢筋等材料来强化的时候，又或

者河道有相当大的排水渠的时候，排除表 5.3 的适用性。这时， 大容许流速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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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当水渠的构造及地形、地质和类似的实际案例来决定。 

（iii） 决定流速时的留意事项：决定灌渠的流速的时候，一定要考虑水渠的水

力特性。特别是接近临界状态的流动，本质上表层水会更容易不稳定，一旦有波浪

发生，会变得很难消失，会导致水渠功能降低。 

    水的流动稳定性根据流量、流速、断面的变化程度，或弯道、弯曲的程度等诸

多要因而不同，大体上可认为都是有流速来支配的。设定流量都相同时，具有临界

流速的 2/3 左右以下的流速时，可期待能形成稳定的表层水。 

    在灌渠使稳定流向下流动时，这个一定不能明显的超越。 

并且，不得不发生时，超过这个流速的临界的流动，要对波动发生、或弯道部

分表层水偏离等进行探讨，对于水渠侧壁容积提升、分水工程、落差工程的构造物

的处理上等，一定要构筑必要的对策。 

c. 富余量    对于水渠，为了确保其水利上的稳定性，对应相对的设计流量，通

过在设计的表层水上添加富余量来决定有效横截面。 

    富余量是，从设计流量对应的水面开始，挡土墙水渠的引水槽，到挡土墙的

高位置为止，内附衬砌水渠到内附衬砌的顶部，隧道、暗渠断面的话，到顶

部，无内附衬砌的水渠，到两岸坝体上的高度。这个富余量原则上是，对应水渠

粗糙度系数变动的富余，对应流速水头变换为静水水头的可能性的富余，对应表层

水的动摇添加富余来决定的。 

    并且，富余量的工种、水渠规模、构造物的配置、洪水的流入等都要进行考虑

后，进行必要的调整。 

（i） 水渠富余量的计算：标准的水渠富余量的计算方法如下所示。 

（1） 无内附衬砌水渠及内附衬砌水渠 

 

这里，Fb：富余量（m），d：对于设计流量的水深（m），h　：流速水头（m），

　：系数（0.5 或 1.0），hw：表层水动摇时的富余（m）（0.05～0.15）。 

但是，灌渠有洪水流入时的 小富余量是 0.10m。 

（2） 挡土墙型水渠（引水槽、挡土墙水渠、既成产品水渠等） 

 

    但是，灌渠灌渠有洪水流入时的 小富余量是 0.10m。 

（3） 隧道及暗渠 

① 一般情况下，隧道及暗渠（但是，长方形暗渠的时候以挡水墙型水渠为基

准。）的富余量原则上，从下述 D1、D2的大的一个来取得，决定断面的大小。 

    对应设计流量，d1/D1=0.80～0.83 

d1：设计流量对应的水深（m）, D1：高度（m），但是，(D1-d1）≥0.3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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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流入的时候，d2/D2=0.90～0.93 

d2：加上洪水时的流量对应的水深（m）, D2：高度（m）。 

② 其他的情况： 小施工断面的隧道，不等速流的隧道及暗渠，富余量可比

上述数值大。并且，和引水隧道一样，途中没有洪水流入时，a.流量不会发生变动；

b.没有急转弯等不会发生乱流。c.正确的粗糙度系数推定，没有恶化的时候的条件，

可采用 d/D=0.9。 

（4） 高架渠  原则上，长方形的断面的时候，挡水墙型水渠，圆形断面的时候，

以隧道及暗渠为基准。 

（ii） 决定富余量的着眼点：水渠的富余量是通过如上述的观点来判断的。探讨

每一个的情况的时候，在现地要根据情况来修订。主要着眼点如下所示。 

（1） 规模/重要度   首先要考虑水渠的规模、重要度。关系到广域地区干线水渠

与，被限定的受益面积配有的支线，分水或与延伸支线水渠同等处理的时候不适合，

距离人的居住地较近的填土水渠和山间部位的水务的富余量，可设置一些差。 

（2） 工程种类  隧道、暗渠等超过一定临界时，水头的增加和通水能力的增加

关系发生变化。因此，决定富余量时，一定要考虑水渠的工程种类、水利特性。 

（3） 构造物的配置与水渠的弯道   水渠中的某种构造物及水渠的弯道部分，引

起堤坝提高产生背水，成为波动的原因。因此，加入富余量，也要考虑到这个关系，

水渠根据部分不同，给予标准值以上的富余量的情况也有。 

（4） 洪水的流入   对于某个流域内不得不有洪水流入的时候，且，水渠渠道内

降下并流入雨水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其流量后再决定富余量。 

（5） 管理  水源流量变化的可能性，根据分水工程、剩余水的排出构造与管理，

有超过预期以上的流量从水渠留下。因此，这样的水渠，在入口附近，给予富余量

的时候，都要将这些要素考虑进去。 

d. 地基的处理  根据调查掌握的状态为基础，探讨水渠构造物的安全性后再进行

必要的合理的设计。通常，有不好的地基存在于水渠的基础部位时，期望能避开这

部分来规划。从水渠的渠道形式来看，根据经济性、施工上等诸多条件考虑，不得

不规划在范围内的时候，选定适合的地基改造施工工程或基础施工工程，对于不同

的下沉等，一定要进行构筑防护对策的设计。 

    但是，水渠工程里，地基的变化，在施工阶段被确认的情况较多。这种状况发

生的时候，要实施补充调查等，根据这个结果迅速的进行必要的处置。 

e. 土木工程   明渠的土木工程，根据探讨设定的土石量的平衡、别用、扔掉等

的，对土石量进行恰当的分配的同时，考虑好构造物的种类、工程的规模、施工条

件后，再做土木工程的规划。 

f. 给予水渠负荷的事项  水渠在构造计算上，应当考虑的负荷有，通常的自重、

水压、浮力或杨压力、土石压力、汽车负荷、冲击负荷、村落负荷及地基压力。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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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地基上设置的水渠，起作用的负荷通常组合，如图 5.17 和表 5.4 表示。 

 

注：汽车负荷：表示的是汽车的负荷起作用的时候，所产生的冲击负荷也包含在内 

图 5.17 对水渠起作用的负荷的组合 

表 5.4 对水渠起作用的负荷的组合 

案例 壁的状态 内负荷 外负荷 备注 

1 露 出 到壁顶的内水压 地基反作用力 不回填的时候 

2 回 填 
预料到的 高水

位为止的内水压 
地基反作用力 

回填土的土石压力不被期待的时

候 

3 回 填 
预料到的 高水

位为止的内水压 

到回填面为止的土石压力+地基

反作用力 
回填土的土石压力被期待的时候

4 回 填  土石压力+地基反作用力 
没有预料到有地下水、汽车负荷、

冲击负荷、村落负荷 

5* 回 填  
土石压力+汽车负荷+冲击负荷+

村落负荷+地基反作用力 

 

没有预料到有地下水 

6* 回 填  
土石压力+外水压力+浮力或扬

程压力+地基反作用力 

没有预料到有汽车负荷、冲击负

荷、村落负荷 

7* 回 填  

土石压力+外水压力+汽车负荷+

冲击负荷+村落负荷+浮力或扬

程压力+地基反作用力 

预料到有地下水、汽车负荷、冲

击负荷、村落负荷 

注：*适用于汽车负荷、冲击负荷与群集负荷不会同时起作用是 

 

g. 引水槽  

（i） 对于浮起的探讨：对于浮起的探讨，考虑水渠地地下水位等，一定要确保

所要的安全率。防止浮起的办法如下所述。加大材料的厚度，增大自重；设置泄水

孔、暗沟疏水；设置地基地盘部（突出的部分），两侧的堆土来抵抗地基地盘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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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起。设置泄水孔、暗沟疏水的案例，如表 5.5 和图 5.18 所示。 

表 5.5 泄水孔及暗沟疏水的设置案例 

壁高（m） 地下水较高渗透性地基 地下水较高不渗透性地基 地下水较低地基

H<2.5 

 
暗沟疏水或不设置 泄水孔（1 段）或不设置  

2.5H<5.0 
并列设有泄水孔（1～2 段）及暗沟疏

水（泵间隔 40m 左右） 
泄水孔（1～2 段） 

泄水孔（1 段或

不设置） 

H≥5.0 
并列设有泄水孔（2～3 段）及暗沟疏

水（泵间隔 40m 左右 

并列设有泄水孔（2～3 段）及暗沟疏

水（泵间隔 60m 左右 
泄水孔（1～2段）

 

 

注：1）透水性地基与不透水性地基是按透水系数为 1×10-5cm/s 左右来区分。 

       2）地下水较低的情况时，土台地基等从水渠河床底到地下水面为止 2.0 左右。 

      3）泄水孔原则上与水平的排水管平行设置。但是，透水性地基可以省略掉。 

                4）暗沟疏水的排水管，纵断方向的时候，水渠底部的宽幅按 5.0m 间隔 少要设置一排。 

图 5.18 泄水孔及暗沟疏水的设置案例 

（ii） 配件材料断面设计：对引水槽侧壁的负荷起支撑作用的悬臂梁，计算断面

或钢筋的量。地基，计算底盘反作用力及侧壁一端的力矩及轴方向受力梁。 

（iii） 地基的探讨：探讨地基的支撑力来做用于地基容许支撑力时，有用用平

板搭载负荷实验、土质实验的结果来求解的方法。Terzaghi 的修正支撑力公式，或

用表 5.6 的值来探讨。 

表 5.6 地基的容许支撑力 

地基 容许支撑力度

（kN/m2） 

备注 

   N 值 *qu（kN/m2） 

岩 石 — 1000 100 以上 — 

砂 基 — 500 50 以上 — 

黏土层 — 300 30 以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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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接缝：伸缩接缝，通过混凝土的温度变化及干燥收缩吸收伸缩，防止构造

物的失真变形而设置的。一般，是 27m 左右的间隔，为标准设置的。收缩接缝，

防止由于混凝土收缩产生的不规则裂缝设置的，以 9m 左右为间隔标准设置。 

h. 混凝土砌块积水渠/石块积水渠   探讨稳定性是，挡土墙壁（石块、堆积石头）

的重量与土石压力的综合重力表示的线，即，示力线在挡土墙的中央 1/3 出埋入的

同时，地基发生的 大反作用力一定要在地基容许支撑力以下。 

i. 混凝土二次制品等既成品水渠   在设计时，将这些既成品具有的抵抗力矩及

现象调降的弯曲力矩相比较的同时，对浮起进行必要的探讨。浮力比构造物自重大

的时候，为了降低外水位对铺设的高度进行探讨。设置泄水孔、暗沟疏水来应对处

理这些浮力问题。并且，排水渠等，漏水或侵入到外水的水渠内，没有发生故障的

时候，接缝或衔接处不能做成水密性的，在施工时采取应对这些浮力的对策。 

j. 混凝土衬砌水渠   混凝土衬砌水渠的斜坡坡度，一般较多的是在 1：1～1：5

的范围内。衬砌的厚度，根据水渠的规模、目的、重要度及将来的维护管理状况等

来探讨决定，一般情况下以 10cm 左右为标准。薄层的衬砌水渠，其构造上，对于

扬压较脆弱，通常对地下水位探讨以外，在暴雨等的时候，应对地下水位上升等的

浮起对策时也要探讨。并且，作为杨压的减压原则，还有泄水孔、暗沟疏水的施工

方法。 

k.  无内附衬砌水渠  期望渠道尽可能的接近于直线型设计，向着尽量减少曲线

部分的方向进行探讨。不得不成为曲线部分的时候，尽可能的使其成为有缓冲的弯

密实的 600 
砾 层 

不密实的 300 

— 

 
— 

较密 300 30~50 

中度 200 20~30 

 100 10~20 

松缓 50 5~10 

非常松缓 0 5 以下 

— 
砂质地基 

非常坚硬 200 15~30 250 以上 

坚硬 100 8~15 100~250 

中度 50 4~8 50~100 

柔软 20 2~4 25~50 

非常柔软 0 0~2 25 以下 

粘土性地基 

坚硬 150 5 以上 150 以上 

稍稍坚硬 100 3~5 100~150 
关东亚黏土 

柔软 50 3 以下 100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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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水流的作用力不要集中在一个部位。以纵向断面的水渠构成的土质、或流速等

为基础来决定。这些值与相邻接近的水渠是否存在差异需要确认一下，有较大的差

异的时候，进行适宜的修正。一般，流量较小的情况时的水渠断面，河床底的宽幅

水深比为 2:1 左右，流量大的时候，采用 8：1 左右的比例。水渠内部的坡度为 1：

1.5～1：2.5 左右的较多。 

5.3.4 施 工 

a. 施工规划   施工时，要考虑水渠设施的种类和规模、工期及工程现场的施工

条件等，制定出安全且经济的施工规划。 

    水渠设施的施工范围是细长且具有连续性的，受到地下、地址条件的显著变化，

用地基已有的道路、水渠等相关条件的制约。有较多的事项影响该当工程影的时候，

当然要对基本条件进行复核，还要进行外部调整内容的确认等，进行总结性的探讨。

特别是居住地区附近的工程，一定要对振动、噪音等进行充分的探讨。 

（i） 工程规划：把握工程整体情况，也是施工规划的中心，一般，从工程施工

的临时搭建的建筑物开始到竣工后的收拾整理，讨论可以实施的施工开工天数。这

个方法有，柱状图、工程表、产量工序曲线等。近年、利用网络来规划的方法较多

的被使用起来。水渠设施的工程规划，一般连续的长的构造物，顺次进行搭建，根

据构造物的施工速度来搭建临时建筑物及进行土木工程的施工等。超过所需要的先

期工程要谨慎的考虑其安全性、经济性。 

（ii） 材料规划：对所要的材料经济性，及是否切实的可以得到等进行充分的调

研。制定符合工程规划的材料规划。特别是预拌混凝土及混凝土副产品等的主要材

料，搬送的量、搬送地点及保管场所等都要考虑细致，不要中断了施工或是其他工

程种类的施工操作处于等待状态等。 

 

图 5.19 预拌混凝土工程施工的顺序 

（iii） 机械规划：开垦、挖掘、装载搬运、填埋、筑堤、夯实及整地等的各种

施工操作。选择的施工机械的适合性对施工工期、工程等都会有重大的影响，一定

充分探讨后制定机械规划。在制定机械规划时，要考虑设计条件、现场条件、操作

种类、工程规模及操作能力等的基础上选择适宜的机械。并且，构造物工程的施工

机械有，打坑、打入板材的机械、起吊各种材料的机械及浇筑混凝土的机械等。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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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工程施工的量和各机械种类分别的功能的基础上，对于施工精度、施工速度及经

济性进行讨论，恰当适宜的机械组合是非常有必要的。 

b. 施工管理   在规定的工期内，根据设计配置进行安全的施工。并且，在确保

定好的施工质量基础上，还要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大致上分为工程管理；工序进

程控制程序；质量管理的三种。详细的要遵守《土木工程施工管理基准》和、《土

木工程施工管理基准实施》进行施工。 

c. 临时工程   遵从施工规划，使主体施工切实的、顺畅的、并且，安全的能进

行施工的工程用道路、排水设备、挡土工程及安全施工等，一定充分讨论现场施工

条件的基础上实施。制定临时工程的规划时，充分掌握现场的条件、路线工程上与

道路的连接、考虑周边农用地、既有设施的物权的处置及工程用地的修复方法等，

留意既不能太少也不能太多。 

d. 主体施工  土木工程、基础工程、混凝土工程、附属设施工程等的主体工程，

在规定工期内，确保必要的工序进程控制和质量，充分掌握可以安全施工的设计条

件、施工条件，用恰当适宜方法进行施工。 

（i） 土木工程：有挖掘、挖地基、修整斜面、填埋、筑堤、夯实、整理耕地等。

期望实施陆上施工法。 

（ii） 混凝土工程：一般，都采用预拌混凝土进行施工。由于有特别的原因不是

用预拌混凝土的情况时，一定要满足《混凝土标准规格》。满足质量的粗骨料的

大尺寸、标称强度及塌陷等的组合由表《JIS A 5308》来指定。混凝土施工时，决

定使用的材料及配套工程等，通常按照图 5.19 所示的顺序来进行。 

（iii） 使用混凝土副产品（工厂产品）来施工的水渠工程：近年使用混凝土副

产品来施工的水渠越来越多。图 5.20 表示的是这种施工方法的一系列的操作体系。 

 
注：1）   内该当水渠工程条件不同而有差异 

2）质量管理及施工管理等的测定基准，根据另外制定的《土木工程施工管理基准》等。 

图 5.20 混凝土副产品的水渠施工操作体系 

 

混凝土副产品比较起来其材料都相对较薄。装载或卸载的时候，尽可能的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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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与冲击（图 5.21）。 

 

图 5.21 混凝土副产品水渠案例 

（iv） 通水实验；施工完成后的设施，达到期待的功能，在水利上、构造上确认

是否安全的时候进行试验。其实施的时候，实验的范围及方法、安全对策等要进行

充分的讨论。通水试验，为了达到实验需要的效果，取决于要确保的必要的流量及

相应的体制等，试验区间的剩余水排放、放水等工程进行分割，设计流量在 1/5～

1/10 的范围内循序渐进的进行。希望尽可能的在设计流量范围内进行通水的确认。 

 

 

引用/参考文献 

 

 

（安乐  敏） 

 

 

5.4 管道沟渠 

5.4.1 分  类 

a.  概 说  现成的管道铺设形成农业用水灌渠的设计及施工，关于一般的事项

记述。但是，有口径极端大或明显的小的情况时，或者较高的高压水压使用的时候

等，对于管道体对内外压力强度的耐受性，连接处的耐压和功能、水利特性、附属

机器及施工可行性、经济性等要进一步进行讨论。例如：口径在 3000m 以上的时

候要讨论其连接部分的功能，检查水利特性、计算柱性管的管厚度计算、抗震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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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梳头为 100m 以上的管道设置的止水阀、空气阀等的机器类的选定等，要特别

的注意这些。一般的管道，原理、水压、配管及输配水等，分为以下几类。 

b. 按原理分类  大体上分为开放型和封闭型两种，并且，后者还分为完全封闭

型（只是通称为封闭型的情况较多）和不完全封闭型（参照图 5.22（a）~（c））。

这些特征直接来说，开放型在管道的重要部位的顶部开放处配置，完全封闭型从上

流开始到末端为止，用密闭管道连接起来进行输送水。 

 

图 5.22 管道按原理上的分类 

 

    并且，不完全封闭型采用不连续的浮阀来构成其形状。开放式、封闭式都是管

道的一种形式，但是在水管理形式上的特性完全不同，系统设计上，有必要考虑其

不同的特性。 

    开放型是供给主导型的水管理方式，相对的，封闭式水需要主导型的水管理方

式为基本的，因此，上流端要供给超过平时需求水量的用水，而且，也要具备有类

似调节池的贮留设施。 

c. 按水压来分类  在送水系统里，管道的 大使用静水水头超过 100m 的，称

之为高压管道，这之下的称之为低压管道。配水系统，末端给水栓（洒水栓）大体

上需要 0.15MPa 以上的水压的高压管道，这之下的所需水压较小的管道称之为低

压管道。送水系统的高压管道，确认管主体及接头的耐压强度、水密性等，特别是

要进行详细的讨论的同时，对附带的构造物及各个设置的机器类的安全性、经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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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管理费用充分考虑后进行必要的设施设计。 

d. 按配管分类   配管方式有树枝状配管和管网配管，前者按照沟渠的干线、

支线和延伸线来有顺序的分布，水从上流按一定的方向流向末端的方式。对应这个，

后者的分支线成网状连接起来，关系到使用给水栓的位置及控制阀开关等，管内的

水正向或逆向流动的方式。 

e. 按送配水分类  从水源到灌渠地区的送配水方式有，自然压力形式（自然流

动）、配水槽形式、泵直送形式及压力水槽形式。并且，配水水槽形式、泵直送形

式、压力水槽形式的总称为泵压送形式。 

5.4.2 设计的基本 

a. 基本思考方式   设计，要确切的把握其目的、建设条件等的基础上进行设计。

确保一系列的系统的必要功能性及可以安全合理的管理，并且，具有经济性的设施

是 基本的。即，管道的设计，把握其目的、建设条件等比较的信息，将管道构成

的各个设施和与其有关联的水利设施等有机的结合起来，设置可以发挥一系列的系

统的功能是非常重要的。因此，管道作为一个系统去考虑，首先，在设计的时候，

要考虑其各个设施间能相互的协调发挥其功能。即，水渠系统的设计，首先要决定

大的框架，其次，对各设施在水利上、构造上具有的安全性及经济性的管道主体，

以及附属设施进行设施设计。 

这种情况下的着眼点在于，送配水能力的确保；分水及调整、调压功能的

确保；安全机能的确保；水管理、设施管理的合理性；建设费用与维护管理

费用的经济性；与周边环境的协调性等。 

特别是管道，末端的水需求量对应的恰当的配水管理是非常重要的，充分灵活

利用各设施的功能，设计具有整体协调性的水渠系统，称之为管道系统设计。 

b. 设计顺序   管道，很多需要顾虑的问题复杂的交错在一起，因此，要充分考虑

到这些的基础上，依据恰当的方式进行设计，求取高效的操作。 

（i） 管道系统的设计顺序：首先，区分送水系统与配水系统的功能，谈论调节

池、调压水槽及分水设施等的配置，决定送水一方的供给条件和配水一方的所需条

件，设置必要的缓冲设施。对于其次要区分的各个，探讨地形条件、灌溉方式、水

利用形体等的基础上，大致设定管体和各种附属设施。实际操作时，进行适宜的检

查，根据需要反复进行综合的讨论是非常重要的。 

（ii） 设施设计的顺序：设施设计，根据管道系统的设计，被大体制定的由管道

系统构成的管体及，各种附属设施，并且，进行水利、构造上的详细设计后，根据

其结果，重新评估适宜的管道系统的设计，对于管道系统是否合理进行复核，并按

照图 5.23 所示的顺序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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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3 管道系统的设计顺序 

c. 管道的构成   管道是由下述的各个设施来构成的，将这些合理的有机的组合起

来，作为一系列的系统成为一体，充分考虑能使其发挥应有的功能。 

（i） 通水设施：是管道的主体设施，由直管、异性管及接头等组成的送配水水

渠（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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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调节设施：用水上进行顺畅的分配和调节，有效的水利用及水渠修整，检

查时确保有水等为目的，设置在管道设施适宜的位置，由调节池、缓冲池、农用水

贮水槽等组成。 

（iii） 调压设施：从分水工程和给水栓开始，向每个田地浇水时的必要水压。

分为调节水量的设施和，降低管道内剩余压力及调节设施等两大类。 

（iv） 泵设施：水源底在比灌区底的位置的时候，只通过自然压力的话，得不到

所需要的输水水压，因此要加设泵站设施。这个泵站设施在水源源头设置，还有在

管道的中途再设置加压泵的情况。 

（v） 分水设施：送水系统管道的分歧，且，从送水系统管道到配水系统管道，

都可进行水量分配的调节。直接用于灌溉。前者称为分水工程，后者为给水栓。 

（vi） 计量水设施：为了给对象区域进行合理的配水管理，设置有计量水器械及

附属设施。 

（vii） 通气设施：排除管道内滞留的空气，在通水急停的时候，吸除管道内的

空气为目的设置的，由排气道、通气孔和空气阀构成。 

（viii） 保护设施：减轻并排除管道内发生的异常压力变动，维护管道的安全，

由缓冲水冲击压的装置和排除管内水、泥的，剩余水排放和除泥设施等构成。  

（ix） 安全设施：确保水管理人员及第三者的安全的设施，由护栏、栅栏、扶手、

救助绳、梯子、标识等构成。 

（x） 管理设施：对各个设施进行维护管理，由除尘设施、控制阀、监查、管理

用道路、通信设施等构成 

（xi） 水管理控制设施：顺畅的用水分配，进行安全且经济的监视、控制，是监

视控制设施。 

（xii） 其他相关的水利设施等：与管道系统成一体的起作用的设施有水库、围

堰等水源设施。作为水源，河流、湖泊等的各种关联设施。 

5.4.3 设施 

a. 选定渠线    渠道线路的选定。要考虑地形、地质等的自然条件、施工条件、

是否容易管理、维护管理费用、土地利用、主要农作物等的社会条件及分水位置和

形式等。这种情况下，处置关于使用土地的取得、地区开发规划等问题时，在图上

先对几种路线进行比较讨论，慎重选择 适宜的路线。并且，路线选定事的留意事

项，如下所述。 

① 保持在动力倾斜线以下的话，明渠在地形上就不受任何的约束。但是，设

定一定的埋设深度，沿着地形起伏的路线倾斜的话，有必要用到通气设施、异形管

等，不一定会是经济性的，或者在管理上也会有不利的一面。 

② 路线尽可能的在 短距离内设置。但是，起伏较大的地方，对管道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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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水压会增大，凹陷部分就会有高压产生。因此，这样的地形的时候，路线延长

时长度迂回设置，设置能应对抵押的路线是非常有利的。 

③ 对于分水工程下流一侧的管道来说，管道入口处进行流量调节，根据管道

的路线和分水工程的位置，会是空气混入进来。通过分水工程的调节，管道上下流

的流量状况发生变化及，路线位置，对此一定要充分考虑进来。 

④ 尽可能避开柔软地基地带、有被压地下水分布的地方。 

⑤ 与道路、河流和轨道等交叉的时候，尽可能用直角交叉。 

⑥ 考虑到施工、管理的便利性，通常，沿着道路、耕地界内等进行配置。 

⑦ 路线，由于分水工程的位置而受制约，充分把握与受益地区的关联。 

⑧ 管道的路线与放水工程、剩余水排放、调节设施等的设置位置、规模的决

定，相互关联，对于相关的河流、溪谷的状态也要进行充分的考虑。 

⑨ 管道设置的控制水阀、水泵等的操作、伴随系统内发生的水冲击压和负压，

对这些也要考虑到。 

⑩ 特别是，大口径管道的时候，送水停止时，不要让管道内成为空的，这是

非常重要的。考虑到管理水准和管理体制、对路线进行选定。 

b. 设计流量和设计水压 

（i） 设计流量:管道的设计上使用的流量有，规划 大流量、 多频率流量、

小流量。设计的 大流量就是设计流量。通常，管道设施的规模（口径、水槽类），

通过设计流量来决定。决定断面、构造等的时候，除了设计流量以外的流量也要根

据情况进行讨论。特别是管道系统的设计，比设计流量小的流量的时候要留意其动

态。并且，设计流量，设计流量是各地点所需水头的确认、流速确认上重要的要素。

要留意，已经竣工的管道系统的流量状况不一定会表示。设计时的流量状况要在管

道系统内实现，有必要实施压力调节等的对策，这一点要充分的留意。 

（ii） 设计水压：要把握管道在送水停止的时候各个地点的静水水压，这个非常

重要。特别是水压送式水泵，要考虑水泵停止压力与静水压力。设计水压是这种静

水压再加上水冲击压。这样，在通水停止的时候，会产生较大的水冲击压，会给予

管道 危险的内压负荷，设计水压是为了安全的设计。农业用管道，除了特别的情

况外，避免采用有特别的较大的压力的规划。一般，静水水压在 1MPa 以下的时候，

设计有减压型调压设施等的设置。 

c. 使用管理   管道主体及接头等（管道种类等），根据 JIS 规格等有很多种类的

产品销售，通常，从这中间选取能满足必要的水利条件、构造条件及施工条件，能

充分发挥其特性的东西。表 5.7 主要是表示的是农业用水管道使用的既成成品管道

的规格、特性。 

表 5.7 既成管道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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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种类 规格 口径（标称直径） 特性 

离心力钢筋混凝土管 JIS A 5303 150～3000mm

耐腐蚀性及耐久性好。 不拍电蚀。重

量比较大。内面没有粗糙度的变化。

A 形管接头构造可期待有柔软性。B

形、NC 形管的接头也有柔软性。适

用于低压管道。 

空气式 

预应力混凝土管 
JIS A 5333 500～2000mm

大口径 

预应力混凝土管 
PCPA 2 

1800～

2400mm 

不

透

性

管 

混

凝

土

管 

两端有相对应的口 

预应力混凝土管 
PCPA 6 500～3000mm

耐腐蚀性及耐久性好。 不拍电蚀。重

量比较大。内面没有粗糙度的变化。

接头有柔软性。特别是 DS 形接头

（PCPA6）的柔软性较大。 

球墨铸铁管 JIS G 5526 75～2600mm 

球墨铸铁异型管 JIS G 5527 75～2600mm 

球

墨

铸

铁

管 
农业用水球墨铸铁管 

JDPA G 

1027 
300～2600mm

强度大及耐久性好。内面用普通的砂

浆衬砌，能防止腐蚀瘤的发生。外面

是涂有沥青和树脂的煤焦油涂装，耐

腐蚀性好。重量比较大。电蚀情况较

少。适用于内外压力较大的管道和柔

软地基管道等。有抗震的接头构造。

水输送用涂覆钢管 JIS G 3443 80～3000mm 

水输送用涂覆钢管异

型管 
JIS G 3451 80～3000mm 

水输送配管镀锌管 JIS G 3442 10～300mm 

配管用碳素钢钢管 JIS G 3452 6～500mm 

配管用电弧熔接碳素

钢钢管 
JIS G 3457 350～2000mm

压力配管用碳素钢钢

管 
JIS G 3454 6～650mm 

水道用涂覆钢管 JWWA G 117 80～3000mm 

钢

管 

水道用涂覆钢管的异

型管 
JWWA G 118 80～3000mm 

强度大。有丰富的耐久性。韧性和延

展性都很好。耐冲击性非常好。重量

比较轻。内面涂用环氧沥青树脂涂装，

外面的沥青尼龙布能防腐。容易发生

电蚀的部位需要采取必要的防止电蚀

措施。且，接头的水密性高。抗震能

力强。适用于水管桥、内外压较大的

管道、柔软地基的管道等。 

注：配管用碳素钢钢管和配管用电弧

熔接碳素钢钢管及压力配管用碳素钢

钢管是裸管，埋设时需要对内外面进

行涂覆。 

硬质氯乙烯管 JIS K 6741 13～800mm 

水道用硬质氯乙烯管 JIS K 6742 13～150mm 

透

性

管 

硬

质

氯

乙

水道用硬质氯乙烯接

头 
JIS K 6743 13～150mm 

轻量、耐腐蚀。防止电蚀的内里面的

粗糙度变化小，很平滑。接头用 TS

（连接）和 PR（橡胶环）的安装方法。

无论哪个，施工都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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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道用抗冲击硬质氯

乙烯管 
JWWA K 118 75～150mm 

水道用橡胶环形硬质

氯乙烯管 
JWWA K 127 50～150mm 

水道用橡胶圈形抗冲

击硬质氯乙烯管 
JWWA K 129 50～150mm 

烯

管 

农业用水硬质氯乙烯

管 
AS-24 13～700mm 

特比是 PR 具备有 柔软性，适用于较

柔软的地基管道。 

一般的聚乙烯管 JIS K 6761 10～300mm 聚

乙

烯

管 

水道用聚乙烯管 JIS K 6762 13～50mm 

轻量、抗冲击性，耐腐蚀强。防止电

蚀。内里面平滑，对摩擦的抵抗力小。

适用于低压管道系统。 

强化塑料复合管 JIS K 5350 200～3000mm强

化

塑

料

复

合

管 

强化塑料复合管 FRPM K 111 200～3000mm

轻量、施工时容易搬用。耐腐蚀、耐

消耗、防止电蚀、抗冲击性、抗蠕变

性强。内里面粗糙度变化小，很平滑。

接头具有柔软性，适用于较柔软的地

基管道。 

注：JIS：日本工业规格；JWWA：日本水道协会规格；PCPA：PC 管协会规格；JDPA ：日本可塑性铁管协会规格；AS：氯乙烯

管/接头协会规格；FRPM：强化塑料复合管协会规格 

表 5.8 压送式水泵的平均速度 

口径（mm） 平均流速（m/s） 

75~150 

200~400 

450~800 

900~1500 

1600~3000 

0.7~1.0 

0.9~1.6 

1.2~1.8 

1.3~2.0 

1.4~2.5 

 

d. 水力分析    能使设计流量流动的必要口径，通过把握的平常时期的稳定的水

力现象来计算。设计在适当的流速范围内，有必要的流量能流动。这中情况时，采

用水力计算的水力公式，充分的考虑其适用范围后进行选择。 

（i） 容许设计流速：管道内的平静流速的容许 大限度，管内面不受磨耗的值。

根据管内面的状态及接头的水密性等有所不同。混凝土的情况时，为 3m/s，这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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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时候是 5m/s。即便在这个值以内，水力单元内的平均流速较大的时候，通常

进行阀门操作等的时候会引起异常的压力变动等问题的发生，因此要十分注意。另

外，为了避免水中的浮游土砂等沉淀在管内，管内流速的 小限度，在设计流量是

要在 0.3m/s 以上。特别是配水管，在防除、施肥等多目的使用的时候等，期望这

个值要在 0.6m/s 以上。但是，泥浆运输等，容许设计流速另外再进行探讨。设计

上应当采用的管内流速与损失水头的关系，会对管道的经济性产生较大的影响。不

能都通过路线条件、使用管道种类、口径、渠道形式等来决定，原则上，根据送配

水方式，有如下的决定。 

    自然向下流的形式的管道的时候， 大限度的利用给予的起始点、终点间的落

差，尽可能的是流速增大，口径 小，这样就具有经济性。因此，其口径根据已给

到的每个水力条件来决定。在容许的 大限度的流速以内进行设计就可以了。但是，

这个容许的 大限度流速，水力单元内的局部的渠见的流速检查是使用，原则上，

水力单元内的平均流速的界限值在 2.0m/s 以内。从经济性的观点来看，确保安全

的基础上，以 2.5m/s 为准。 

    水压送式水泵管道的时候，一般，水泵的吸水一侧的低水位与排放一侧的高水

位来考虑其扬程后设计。但是，管道内的流速，即口径与泵的扬程的组合有各种各

样的。与自然向下流时的想法一致，口径越小，涉及的管理费用就越少。因此会增

加通水抵抗，动态水倾斜较急的时候，水泵的扬程会变大，结果，水泵设置费用与

运转费用增加。相反的，口径增大后，水泵的相关费用会减少，管道相关费用会增

加。无论哪一个，都是没有经济性的设计。由此，管的相关费用与水泵的相关费用

的总和，对于已经拿到的流量来说，要成为 小的时候的流速设定就可以了，这样

是 具有经济性的。这时，设计流速为平均流速，表 5.8 的流速为基准使用。 

（ii） 水力计算：水头及各种损失水头，按下述公式计算。 

（1） 摩擦损失水头  管的直径为 D（m）,平均流速为 V（m/s）管道的长度 L

（m）区间内的摩擦产生的损失水头 hf为，通过公式（5.15）来计算。 

 

    这里，g：重力加速度（9.80m/s2），f：摩擦损失系数，一般，Reynolds 数 Re

（=VD/　），　：动态粘性系数（m2/s）与，规定的管道壁的摩擦抵抗条件与相对

的粗糙度 k/D 的函数（k：壁面的性质来决定绝对粗糙度）。 

    因此，严密的使用管道种类（内面状态）以外，根据口径、流体粘性、流速等

条件进行 f 值的理论分析是有必要的。方法比较复杂，实际计算上也很不方便。对

于这个，从之前开始大多都是采用实验来进行，通过对这些试验资料的累积，经验

公式作为平均流速公式的情况较多被提起，实用起来。 

    这些公式中，实际的水力设计时，一般使用的是曼宁（Manning）公式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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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zen-Williams 公式。曼宁（Manning）公式对于 Reynolds 数和相对粗糙度较

大的粗糙面上（较粗的管道）的流动来说，具有较高的精度。另一面，

Hazen-Williams 公式，适用于粗糙和平滑转变领域的流动。这两个公式的范围明

确的区分开来，是比较困难的。通常，农业用管道的设计条件大体上都能使用

Hazen-Williams 公式。考虑常年变化的钢管等，一部分的管道种类，在理论上比

这个公式，倒不如曼宁（Manning）公式更为适合。同一个管道系统，管道种类不

同，适用的公式也会有差异，因此，要进行统一的管道系统整体的水力解析。因为

在实际设计操作上的立场不同，有抵触的情况发生，除了特殊的情况以外，还是使

用 Hazen-Williams 公式较为妥当。 

Hazen-Williams 公式用公式（5.16）来表示。 

 

V：平均流速（m/s），C：流速系数（参照表 5.9），R：径深（m），I：动力水

倾斜。 

根据公式（5.16），圆形管道可通过公式（5.17）～（5.20）来推算。 

 
D：口径（m），hf：摩擦损失水头（m），Q：流量（m3/s），L：管道长度（m）。 

表 5.9 流速系数的 C 值 

流速系数的 C 
管（里面的状态） 

大值 小值 标准值

铸铁管（无涂装） 

钢  管（无涂装） 

煤焦油涂装管 

环氧沥青涂装管（钢） 

砂浆衬砌管（钢、铸铁）

离心力钢筋混凝土管 

预应力混凝土管 

硬质氯乙烯管*) 

硬质聚乙烯管*) 

150 

150 

145 

 

 

 

 

 

150 

140 

140 

160 

80 

90 

80 

 

 

 

 

 

120 

120 

120 

140 

100 

100 

100 

 

130 

120 

110 

100 

130 

130 

130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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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塑料复合管*) 170 

160 

130 

— 

150 

150 

注：标称直径 150mm 以下的管道，C =140 为标准 

表 5.10 管道各损失水头  

损失水头 hi（m） V 流速（m/s） 损失系数 fi 

流入损失水头 hem 

流出损失水头 hou 

弯曲损失水头 hb 

屈折损失水头 hbe 

断面渐扩损失水头 hge 

断面渐缩损失水头 hgc 

直角分流损失水头 

合流损失水头 

泵损失水头 h　 

流入后的平均速度 

流入前的平均速度 

管内平均速度 

管内平均速度 

变化前后的流速差 

渐缩后的流速 

fen（参照图 5.24） 

fou（通常为 1.0） 

fb（参照图 5.25） 

fbe（参照图 5.26） 

fge（参照图 5.27） 

fgc（参照图 5.28） 

省略 

省略，对详细的进行讨论时，可

参照厂家等提示的特性值。 

 

（2） 摩擦以外的各种损失水头   管道的水力设计上，摩擦损失水头以外，根

据设计条件，还要考虑表 5.10 里所表示的各种水头损失。这些，无论哪一个都用

基本公式（5.21）来表述。 

 
hi：各种损失水头，fi：各种损失系数（参照图 5.24～5.28）。 

 

 

 

 

 

图 5.24 流入口形状与流入损失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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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5 弯曲的曲率半径与口径的比 R/ D 及偏角　来决定弯曲损失系数 fb 

 

图 5.26 屈折损失系数 fbe 

 



695 
 

图 5.27 渐扩损失系数 fge（Gibson 的实验值） 

 

图 5.28 渐缩损失系数（Gardel 的实验值） 

 

（iii） 压力调节与空穴现象：伴随农业水利设施的大规模化、广域化，管道的

也相应的大口径化、高压力化。并且，其运用、操作的时候，确保流量的同时，较

多的情况下，被要求进行正确的压力调节。与这个同样的，压力调节与空穴现象的

对策成为重要的课题。因此，从当初设计时的水利解析阶段开始进行压力调节，针

对空穴现象等进行讨论，构筑必要的对策。压力调节装置，采用了各种的阀门、调

节孔、喷嘴。这些装置，首先，在装置的一测一次的将流动急速缩小，将这个在另

一侧二次的急速扩张，急速扩张部分的流动内部产生干扰，利用这个进行压力消减。 

    水流通过压力调节装置的急速缩小部位和与之相连的急速扩张部位的时候，其

一部分在局部的流速增大，从已知的伯努利定律可以看出压力减低了（参照图

5.29）。压力降低到水流的温度对应的水蒸气压力以下。水变气化后在流动中产生

水蒸气的空洞。这样的现象称之为空穴现象。这个空洞，从水流的低压部位向高压

部位移动的时候，在那里被突然的压溃，消减后产生巨大的冲击力。因此，由于这

个冲击的影响，发生噪音和振动。并且，空洞压溃在管壁上，或者在其近旁发生，

来回的碰撞会使管壁发生侵蚀、损伤。 

 

图 5.29 压力调节装置前后的压力分布 

 

    空穴现象，对管道安全性上来说，会带来不好的作用，因此，设计的时候，一



696 
 

定要十分的留意。 

e. 非稳定水力现象的解析   管道，当管内流量急速发生变化的时候，会产生水的

冲击压力、压力的脉动、冲击等的过度水力现象。会引起如下的故障。 

① 管内压力的上升和下降损失管体、阀门、水泵等的机械。 

② 管内发生的负压增大后，溶入水中的空气将备分离（水柱分离）出来，从

空气阀等混入的空气会产生气锤现象，会引起管道体及机器的破损。 

③ 空气的滞留影响水流的通过和降低分水功能，并且，再次启动管道系统时，

需要抽空空气及进行注水操作，因此可能会引起管道送配水的停止。 

④ 水面波动会引起分水工程、农业用贮水池里发生水的溢流。 

    水力解析上，为了把握非稳态现象为目的，水利用上，当然在确保送配水及分

水的功能时对这些要进行探讨，也是构造设计时的设计条件（内压负荷）。 

（i） 水锤压力的计算 

（1） 水锤压力的预测方法有，大致上分为经验法则的方法和计算的方法。并

且，计算等可得到的水锤压力的解析法，对于简单的系统来说，有理论解析法。复

杂的系统来说，要进行数值解析（参照图 5.30）。 

 

图 5.30 水锤压力的预测方法 

 

    水锤压力的预测。通常采用经验法则的情况较多，纳入经验法则的方法一定要

明确地表示出来，还有计算法来进行预测的方法。 

（2） 根据经验法则的方法来得出水锤压力的数值时，水锤压力自身根据阀门

的特性及关闭速度、管道延长、管内流速、静水谁呀、甚至于管的材质等而有差异。

一律地决定这个是比较困难的。水槽～管道系统之间，如下述这样来决定，选定在

其范围内的阀门操作的速度，这样是认为是 安全的。 

即，开放式的时候，水锤压力是设计流量向下流动的时候，动态水倾斜线引

起的水压的 20%。封闭式的时候，静水压力不满 0.35PMa 的情况下是静水压的

100%，0.35MPa 以上的时候是静水压的 40%。并且，0.35MPa 压力内 大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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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锤压力。 

（3） 农业用管道通常都比较复杂，还有很多的分水阀。将这些条件都考虑进

来，预测系统内水锤压的产生，通过电子计算机进行数值解析是通用的做法。 

数值解析法当中，关于特新曲线，参考文献，可以参照直接差分法的参考资料。 

（ii） 涌动的计算：这种水力现象是压力变动、流量变动随着时间的流失，平缓

的时候发生的现象。水被假定为非压缩流体的刚度模型被允许使用的情况比较多。

这个刚度模型从管道系统的操作管理角度来看，较长的时间内把握系统内发生的水

力现象时，多采用这种方式。关于刚度模型，可参考文献。 

f. 管道的构造设计  多管体产生影响的负荷，埋设这些的时候要考虑现地的地形

条件、土质条件、水力条件、施工条件等，做出恰当的决定。构造设计时，对于这

些负荷，管体的横断方向、纵断方向，无论哪一个都要充分考虑其安全性。 

关于安全性的讨论，要对耐压强度、移动、变形、水密性等这些项目上进行探

讨。一般，管道的设计较多的是，先从横断的方向开始，其次探讨纵断方向。一般

情况下，关于纵断方向的耐压强度，作为埋设的管的特性，管体受到的负荷大致上

都是均衡的，因此，纵断方向的弯曲弯矩非常的小，对他的考虑基本上都会省略掉

不计。但是，负荷不均衡的时候，例如：道路、轨道等的横断位置，构造上在局部

负荷集中的部位等，有必要探讨纵断方向的耐压强度。 

（i） 埋设深度：对于保护管道来说，一般都是在 0.6m 以上（参照图 5.31）。但

是，在公共道路下面、轨道下面、或者河流下面等埋设的时候，要与管理者协商后

再决定。通常，公共道路下面是 1.2m 以上，农用道路或私有道路是 1.0m 以上。 

 

图 5.31 在耕地下面埋设的情况 

 

（ii） 管体的基础施工法：基础施工法通常要充分把握现地情况后再决定。一般

如下所述。 

（1） 有岩石的情况时  管体铺设的地基的岩石等比较坚硬的情况时，管体直

接铺设在地基上，管材与地基之间不平整，使得管体的局部位置集中的发生反作用

力，引起管体的折损及破坏等事故。如图 5.32 所示，循序渐进的进行挖掘，用砂

砾土或砂质土来置换，设置非常稳固的地基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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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2 岩石的情况时 

（2） 普通地基的时候  直接铺设管体后，预测到地基会发生不同的下沉状况

的可能性，设置用砂质土或砾质土充分加固的地基，在其上面铺设管体（参照图 5.33

和表 5.11）。 

 

图 5.33 普通地基的情况 

 

图 5.34 柔软地基的情况 

表 5.11 普通地基的基床厚度 

 

Dc：管的外直径（cm） 

 

（3） 柔软地基的时候  柔软的地基原则上要用砂石来置换。并且，柔软地层

较深的情况时，使用的基础施工法，如图 5.34 所示。 

g. 抗震设计   埋设的管道庞大的时候，跨越多种地基。并且，地震时的震度，因

为地区不同而有差异。庞大的管网系统要确保其均能的抗震性能是非常不容易的，

可根据下面表述的方针进行设计。 

（i） 埋设管道，地基的特性会对管体造成巨大的影响，因此选定路线、决定附

口径（mm） 基床厚度（cm） 

200 以下 

250~450 

500~900 

1000~2000 不到 

2000 以上 

10 以上 

15 以上 

20 以上 

30 以上 

0.2Dc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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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设施的位置时，要进行土质调查、地基调查。柔软地基、较高的开凿土坡、堤坝

等部位，希望避开地形、地质突然变化的部位等。 

（ii） 设置特殊接头，使整体构造伸缩有富余（柔软性构造）。特别是调节池、高

台、土砂排除、逆冲断块（固定墩）、控制水阀及泵室等，管体与固有周期不同的

附属设施的接合部位，可考虑到地震是会发生巨大的变形和应力。因此，希望设施

特殊的接头（能伸缩或可动的）等。 

（iii） 长管道有弯曲管的部位，在地震发生时会容易产生集中的应力。水平、

垂直都要将弯曲管的半径增大，希望避免急剧的屈折。 

（iv） 要考虑送配水时的分散危险，及受灾后的安全保护对策（送水停止系统的

在开启等）和灾后重建。因此，大口径管，受地震灾害影响后，从外部检修的操作

规模较大，为了能从内部进行检修，在适当的间隔区设置窨井。并且，不能进行内

部检修的小口径管，为了使每个区间都可以进行漏水量检修，利用分水工程及异型

管的设置位置等，设置控制水阀。 

（v） 对于填埋的土沙发生的液化现象，提升其抵抗力是非常重要的。地下水位

高，现地地基柔软的地区，要加固填埋土沙的稳固性，探讨改善液化的抵抗力等。 

5.4.4 施工 

a. 管体的铺设  作为压力管，一定要保持具有的功能，特别是接头部位施工的时

候，要充分掌握各个管道种类接合部位的功能，根据其配置、管理基准得到所需要

的耐水压强度。 

b. 挖掘  管体埋设的沟道，对管体接合部的操作、填埋材料的固定操作等不产生

影响，并能保证相对的宽幅便于施工。参考根据管径设定的标准沟道的宽幅来决定。

挖掘后，为了减少地基发生松动，尽早开始进行基础工程施工，短时期内回填是非

常重要的。 

c. 填埋  管体埋在地下时，土壤的反作用力会使抵抗力提高，因此，管道有较高

的安全构造。由此，包括基础工程及管道顶部的回填土施工，要选用质量好的土砂

进行充分的加固。特别是施工困难的管道底部的加固，是 重要的。 

d. 构造上脆弱部分的施工   管道是非常长距离的构造物，在这个区间内有，其

他的构造物与管体连接的部位、与异型管连接的部位、弯曲率半径较小的曲线部位、

担心有不同沉降发生的地方、甚至于相对于振动，在构造上脆弱的部位等。因此，

在这些部位，为了使管道整体都具有基本均衡安全率的构造物，各个部位的细小部

分进行合理的设计和细致的施工。 

e. 通水实验   管体铺设后，进行管道的水密性、安全性的确认时、要进行通水

实验。通水实验有漏水实验（实验水压=设计内水压-设计水锤压）和水压试验（实

验水压=设计内水压）。通水实验，一般都采用漏水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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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涵洞 

5.5.1  分类 

水渠涵洞从水理特性和工程方法上，可以进行如下分类： 

a.根据水理特性及地质条件的分类    从水理特性可以分为无压涵洞和压力涵

洞。无压涵洞的规划流量呈自由水面的状态流淌，内水压对涵洞顶部不产生压力作

用。压力涵洞的水流是以灌满涵洞的状态流过，水压对涵洞内各个部位都发生作用。

而且，还可以根据地质条件分为岩石涵洞和土沙涵洞。 

b.根据涵洞工程方法的分类    可以分为山岳涵洞工程方法和其他涵洞工程方

法。山岳工程方法有由来已久的板桩施工法（以往的方法）和铁道及公路隧道施工

中大量采用的混凝土喷涂螺栓固定工程方法（NATM 工程方法）。 

板桩工程方法有钢制支架防护工程和利用板桩支撑防护涵洞顶部和侧壁压力的

工程方法（参照图 5.35）。喷涂螺栓固定工程方法是为了有效利用山体本身具有的

承压能力，以喷涂混凝土和固定螺栓为主要的支护材料，根据现场计算测量，进行

涵洞掘进的工程方法（参照图 5.36）。作为其他工程方法，还有开凿涵洞工程方法、

沉埋涵洞管道的工程方法等。 

 

图 5.35 按板桩工法施工的涵洞断面 

 

 

图 5.36 喷涂混凝土螺栓支护施工法的涵洞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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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 调查 

涵洞的规划、设计以及施工受地形、地质以及环境条件的强烈影响，同时，也

对周边产生影响，所以，要进行路线选择、设计、施工维护管理方面的周密调查，

充分掌握必要的基础性资料。 

a.调查项目    在涵洞设计的时候，地形调查、地质调查、水文调查以及环境

条件的调查是必须进行的，还要根据相应条件，需要进行必要项目的调查时，要适

当增加调查项目。 

b.调查的区分    调查要根据规划、设计、施工等的目的，对应进展阶段状况，

调查项目、调查范围、调查内容也有所不同。在项目实施阶段，一般必要的调查，

如表 5.122）所示。 

另外，作为涵洞工程起因的地下水枯竭、地基下降等环境问题，随着社会形势

的变化越来越受到重视。相关的调查，不仅施工前、施工中乃至施工后的对比状况、

以及时间变化的调查结果都是十分重要的，所以，在影响可以预见的范围的调查，

直到探究清楚和涵洞工程的因果关系以及影响程度，在工程后也有必要持续进行。 

表 5.12 调查的分类 

 为选择线路进行的

调查 

为设计·施工进行

的调查 

施工中的调查 施工后的调查 

主

要

目

的 

获得适应地形·地

质和其他环境条件

的线路所必要的材

料以及下一阶段的

调查立项的基础资

料 

获得 初设计、工

程规划、概算等必

要的基础资料 

对施工中产生的问

题点的预测以及确

认、设计变更、施

工管理 

获得补偿以及为今

后的资料 

对施工中、施工后

产生的问题点的确

认 

获得补偿或变化对

策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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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

查

的

内

容 

地形·地质调查、

环境调查、其他 

一般性的综合调查 

地形、地质调查、

环境调查、其他 

精密的地质调查，

具体研究周边对策

的调查，为了工程

相关各种设备的调

查等 

地形、地质调查，

测量、环境调查，

其他 

另外，抗压测量关

于山体状况的观

察、支架状态测量，

主要以涵洞周边的

环境调查、计量以

工程影响及对策效

果的判定为主 

地质调查、测量、

环境调查，其他 

涵洞周边的环境调

查、计量是以工程

产生的影响及对策

的效果判定的主要

问题地点为中心的

影响范围 

范

围 

包含对比线路的大

范围 

涵洞，推定与之相

关的地方，以及其

周边 

涵洞内以及受到施

工影响的范围 

以问题点为中心的

影响范围 

 

5.5.3 设计的基本 

在设计时，要实施适当的调查，基于水理条件、地形、地质条件、社会条件、

施工条件等，进行综合研究，使涵洞成为可以满足使用目的、具备安全性、施工性

和经济性的设施。 

a.路线选择    选择涵洞的路线，要考虑作为建筑物的稳定性和安全性，以及

可靠和经济的施工，同时，还要对已有设施、物体、周边居民的生活、自然环境等

的影响减少到 小。 

（ⅰ）选择路线时的注意事项 

① 路线的选定，要根据地形、地质调查、现有设施、物体、补偿事项等的调查

结果进行，包括比较路线方案（2-3 条路线左右），从技术性、经济性和社会性条件

等层面考虑，进行综合的比较研究。 

② 尽可能选择从山体中心通过，千万注意不要从滑坡、塌方和崖锥地带中通过。 

③ 无法避开断层的情况下，要以 短距离通过断层带，尽可能和断层线成直角

设置路线。 

④ 在山谷地带土层覆盖浅薄的情况下，这个山谷即使不是断层谷地，也有很大

可能通过崖锥或风化岩地带，所以，即使多少会延长路线长度，多数情况下还是要

选择牢固可靠的岩石基底的路线通过更加经济。 

⑤ 山腰的平地因为多数处于河岸阶地未固结的状态，所以，要选择从阶地下边

岩石基底中通过的路线。 

（ⅱ）涵洞的线形：涵洞的平面线形以直线 为理想，需要采用曲线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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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根据地形、地质条件、和现有设施的位置关系及施工方法等的制约，综合研究

小曲线半径，尽可能采用大半径的曲线。设置曲线路线时的 小曲线半径 R，根据

公式（5.22）-（5.24）计算得出。 

①  在浇灌混凝土涵洞使用钢架结构或金属结构的情况下 

                （5.22） 

R：涵洞中心线的 小曲线半径（m），Lf:钢架结构的长度或使用金属结构时平

均一次的混凝土浇灌长度（m），de:建造圆形弯曲形状的情况下与指定路线的误差。

大 0.1 米，误差控制在 0.05 米左右 好。 

②  采用盾构工程方法的情况下 

R=M*De    或者 R=n*Ls    （5.23） 

m:系数（ 小 30，施工实例 50 左右居多），De:涵洞开凿断面的直径（m），n:

系数（ 小 20，施工实例 100/3 左右居多），Ls:盾构机的长度（m）。 

③  采用涵洞钻机工程方法（TBM）的情况下 

           R = m* De       （5.24） 

m：系数（罗宾逊公式或威尔迈耶公式的情况下，施工实例多数在 30 左右）。 

（ⅲ） 小土壤覆盖厚度： 

①  涵洞从地质、支架保护工程的种类、内壁涂装的有无及材质、施工方法等

方面，对必要的土壤覆盖有 低的厚度保证要求。无压涵洞的 小土壤覆盖厚度，

如表 5.13 所示。压力涵洞将内水压的一部分使岩石基底承担所必要的 小土壤覆

盖厚度 Hr，根据公式（5.25）计算得出。 

   （5.25） 

Hr： 小土壤覆盖厚度（m），Hp：全内水压的涵洞从顶部的压力水头的高度（m），

Cr：山体岩基的 小土壤覆盖比，γr：山体基底的单位体积重量（N/m
3
）。 

②  在城市周边的丘陵地带，作为将来的住宅用地等被开发的可能性也是存在

的，采用土壤覆盖安全的地方设定地上权利等，以谋求设施的安全也是很有必要的。 

表 5.13 涵洞 小覆土厚度的标准 

分类 岩石涵洞 土沙涵洞 

自然开凿或砂浆或喷涂混凝土断面    10De，但 小 30m — 

无钢筋混凝土衬垫断面（无支撑保护） 3De，但 小 6m — 

无钢筋混凝土衬垫断面（有支撑保护） 2De，但 小 4m 3De，但 小 6m 

钢筋混凝土衬垫（有支撑保护） 1.0De，但 小 2m 1.5De，，但 小 3m 

注：1）De：涵洞挖掘断面直径（m） 

    2）覆土的厚度是涵洞上端到地表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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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坑道口位置的选定：涵洞的坑道口有和其他工程相接续的情况，还有临

时设置横井、斜井、竖井等的情况。无论何种情况，都要避开滑坡、坍塌和崖锥地

点，地层向坑道口方向移动的基底也需要注意。沼泽和谷口地下湧水多，也容易受

到降雨影响，需要避开。一般来说，“山体鼻梁的凸出”部分被认为是基底坚硬可

靠的坑道口备选地（参照图 5.37）。 

 

图 5.37 坑口位置与构造分类 

 
 

（ⅴ）和现有设施的间隔距离：两条涵洞并列设置的情况，以及和现有设施邻

近设置的情况下，要对相互影响进行充分研究，间隔出安全的距离以免造成互相干

扰。 

b.涵洞的倾斜以及断面形状    涵洞的倾斜坡度和断面形状，要根据水理因素、

经济因素，以及施工方面的相互关系进行决定。关于水理和经济因素方面，是根据

水渠系统整体中的水头分配决定的，不过，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使坡度增加以谋

求缩小断面，一般来说更加经济高效。施工上，对坑内的湧水处理以及施工机械移

动条件有一定要求，不过在 1/500-1/5000 的范围内，没有特别的障碍。作为断面

形状，无压涵洞的情况下，内径大体 2 米以上，以标准马蹄形为理想形状，TBM 工

程方法、盾构法涵洞工程方法等机械施工的情况下，为圆形断面。内水压 9.8Pa 不

满的情况下，要进行构造研究，可以采用标准马蹄形断面。 

 

5.5.4  详细设计 

a.水理设计    涵洞的水理设计，原则上按照规划 大流量进行，也有必要对

多频率流量、 小流量、对其他涵洞设施产生的影响等加以考虑，综合研究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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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计算平均流速的时候，原则上，开放式水渠类型采用玛宁格（Manning）公

式，管渠类型采用哈森·威利埃姆斯（Hazen Williams）公式，水流断面不同的区

间的流况，根据不等流进行解析。允许流速 小 0.45-0.9（m/s），混凝土涂装洞壁

的情况下， 大 3.0（m/s）为标准。 

另外，关于流速、富余高度，可参照第 3 章 3.2“水理设计”。 

b.构造设计（板桩工程方法）    板桩工程方法是由于涵洞开凿，在山体内部

产生应力变化，形成大的拱形，土方负荷由支架和洞壁被覆分担承接。 

（ⅰ） 小断面：施工上的 小断面，根据地质、延长、施工方法以及使用机

械的种类和规格等而有所不同。考虑施工进度、使用机械及安全性（劳动安全卫生

规则第 205 条等），挖掘和洞壁被覆采用机械作业的情况下，如图 5.38
1）
所示。 

图 5.38 涵洞 小施工断面的标准 

 

（ⅱ）涵洞类型：根据地形条件、地质条件、支架工程以及被覆工程的种类等

进行分类。按涵洞类型区分的地质状况和支架工程以及被覆工程的种类，如表 5.14

所示。 

表 5.14 按涵洞类型区分的 

涵洞类型 地质状况 支撑保护的种类 衬垫的种类 

A 龟裂较少的新鲜岩石 无支撑保护和螺栓 喷涂混凝土（砂浆）

或无钢筋混凝土 

B 有龟裂，稍有风化的

岩石以及软岩 

钢顶棚支撑保护（顶棚、

侧壁 共用挂式挡板） 

无钢筋混凝土 

C 风化岩、破碎带、硬

土 

钢顶棚支撑保护工法（顶

棚：插入式挡板  侧壁：

挂式挡板） 

无钢筋混凝土 

D 严重风化岩、断层破

碎带、软质土砂 

钢顶棚支撑保护工法（顶

棚：插入式挡板；  侧壁：

挂式挡板） 

无钢筋混凝土或钢筋

混凝土 

 

表 5.15 作用于支撑保护工程的伸缩高度  （单位：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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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洞类型 B 型 C 型 D 型 备注 

伸缩高度 0.5De 1.0 De 2.0 De De:挖掘断面的直径 

 

（ⅲ）支架工程的设计：支架工程原则上使用钢结构支架工程方法，根据涵洞

的规模、地质状况以及施工条件等进行设计。支架工程的功能是抵抗施工中的地压，

保证内壁被覆工程结束为止固定设计的断面形状，内壁工程完成后，和被覆层合为

一体，成为承载地压的一部分。 

（1）承重    对支架工程的承重，要根据地质条件、断面的大小、施工方法等

加以判断。地质为坚硬的岩石非常好的情况，明显不好并且有湧水、土沙容易发生

流动状态的情况，产生大的挤压性地压、膨胀性地压的特别情况除外，如表 5.15

所示，可以采用表中数值为标准。 

（2）种类    有钢制拱架式支架工程、钢管支架工程等。从弯曲加工性方面，

涵洞断面直径 2米以内的小断面涵洞，使用钢管支架工程的情况较多。 

（3）形状    钢制支架工程的形状必须考虑地质状况、挖掘工法以及被覆工程

方法的相互关联加以决定。形状使用图 5.39 所示的种类，一般采用连续扇形拱型，

特别是侧压大的情况下，要附加底部倒拱使全周呈拱形结构。 

 

图 5.39  钢制的支撑保护工程的型式 

 

（4）材质和加工    材质要求即使由于负重产生变形也不易折损，加工性良好

的材料。一般对 H型钢材适用 JIS G3101 规定的 SS400,对于钢管适用 JIS G3444 规

定的 STK400 标准。而且，支架工程的弯曲构件加工，原则上要求冷加工工艺。 

（5）支架工程附属构件    有楔子、顶板、底板、连接件、板桩等。无论哪种

构件，对支架工程的功能充分实现都是十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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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楔子（阻滞件）：通过在山体和支架工程之间打入楔子，使支架工程承担涵

洞四壁山体压力，防止松动。顶部和伸缩缝部位必须打入楔子。楔子之间的 大间

隔，钢制拱架式是 80 厘米，钢管式支架是 60 厘米。  

② 顶板：钢制支架的顶板，连接板的结合部是通过螺栓加固的牢固构造。 

③ 底板以及基础枕木：钢制支架为了防止由于负重发生下沉，在构件下面铺设

底板，必要时设置基础枕木。即使这样还不能保证底部承压力的情况下，还要使用

墙顶承重垫板等。进一步，存在下沉可能性的情况下，要进行底部灌注混凝土、底

部倒拱结构施工等进行加固。 

④ 连接件：对于沿涵洞纵轴方向作用的外力，为了使支架连接结构更加牢固，

在涵洞纵轴方向加入的连接固定构件。有连接螺栓、内梁。涵洞顶部、伸缩缝部位

以及底板上 40 厘米以内必须用连接件加固，沿支架 1 米以内间隔进行连接加固是

理想状态。 

⑤ 板桩：在钢制支架的外围，为了反之岩石或土沙等的坍塌，要设置防护板桩。

一般使用木质板桩，厚度、长度和材质等必须根据涵洞压力情况进行适当设计。 

⑥ 斜向支撑：钢制支架工程的施工区间距离短，或涵洞纵断方向有承重可能性

的情况下，为了防止支架倒塌，有必要采取设置斜向支撑等措施。 

（6）支架工程的规格和架子间隔    相关标准见表 5.16。在设计的时候，要

通过构造计算确认安全性。 

表 5.16 钢制支架保护工程的规格与建设间隔 

Di 不到 2.0m 2.0m 以上不到 3.0m 3.0m 以上不到 4.0m 

类型 B1 B2 C Di，D2 B1 B2 C Di，D2 B1 B2 C D1，D2

支撑保

护的种

类 

钢管 

H 型钢 

钢管 

H 型钢 

H 型钢 钢管 

H 型钢 

H 型钢 H型钢 H 型钢 H 型钢 H 型钢 

支撑保

护的规

格（mm）

ф89.1- 

101.6  

100*100 

ф114.3 

 

100*100 

 

 

100*100 

ф

89.1-114.3 

100*100 

 

 

100*100 

125*125

 

 

100*100 

125*125 

 

 

100*100 

125*125 

 

 

125*125 

150*150 

 

 

125*125 

150*150 

建设

间隔 

1.5 1.2 1.2 0.9 1.5 1.2 1.2 0.9 1.5 1.2 1.2 0.9 

 

（7）钢制支架工程的构造计算 

① 作用于支架的轴向力度 

  （5.26） 

T:轴方向力（kN），De:挖掘宽（米），у：山体的单位体积重量（kN/m
3
），P:支

架间隔（米），H：松动高度（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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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支架工程拱形部分产生的 大弯曲力矩 

     （5.27） 

Mmax： 大弯曲力矩（kN/m）,h:楔子间隔的拱形高度，h=R-{R
2
-（c/2）

2
}
1/2
,R:

到支架工程中心线的半径（米），C：楔子间隔（米），H钢的情况下 大 0.8 米（参

照（5）之①楔子）。 

③ 支架工程拱形产生的应力度 

    （5.28） 

σ：应力度（N/mm
2
）,T:轴方向力（N），A：支架钢材的断面系数（mm

3
），σs:支架

构件材料的容许应力度，SS400 的情况下，1.3*σs=178N/mm
2
. 

(ⅳ)内壁被覆工程的设计：内壁和支架一起发挥着维持涵洞断面形状的作用，

还能阻止或减轻山体风化作用的侵蚀，防止涵洞内外的水流通，进而降低涵洞内壁

的粗糙程度，缩小内部断面空间，减少水头损失，使维护管理更加便捷。 

内壁被覆要根据地质条件、施工方法、经济性以及将来维护管理的要求决定相

应的种类。一般使用无钢筋混凝土施工的方法居多，在坑道口或土壤覆盖浅薄的地

方，地压、外水压作用力大的情况下，采用钢筋混凝土施工方法。 

（1）设计承重 

① 无压涵洞：作为作用于内壁被覆工程的压力，有自重、地压、地基反作用力

以及外水压力等，必须从中做出恰当选择。外水压是从倒拱结构下面，到地下水位

的水头压力，原则上，地下水位利用涵洞开凿之前的地下水位。 

② 压力涵洞：在无压涵洞的基础上，增加考虑内水压和顶部注入压力因素。内

水压是从涵洞中心的压力水头求得的静水压和水冲击压力合计的数值。 

（2）设计卷厚线    所谓设计卷厚是表示作为内壁被覆在构造上必要的厚度，

在设计卷厚线的内侧，可以残留支架钢材及坚硬的山体突出部，但是不能掺杂有损

内壁被覆强度的木质板桩或填充渣土碎石。图 5.40 和图 5.41 显示的是使用钢制支

架的情况下，设计卷厚线和支架工程的关系。 

图 5.40  设计隧道衬砌线与支撑保护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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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1 设计隧道衬砌线与支撑保护工程的位置 

 

 

 

（3） 小卷厚线    在挖掘涵洞时，为了保证必要的 小限度的断面，或在内

壁被覆时确保 小卷厚，进一步，采用钢制支架的内壁被覆工程，内壁内侧和钢制

支架内侧之间的距离（钢制支架的覆盖）过少的话，由于钢筋挤压抽出剪断等可能

产生不良影响，所以要规定 小卷厚。 小卷厚设定为 Di/30（Di 是涵洞内腔断面

的直径）， 小也要 10 厘米，其中不能残留任何杂物。另外，用钢筋混凝土作为内

壁材料的情况下，在确保必要的覆盖的前提下，在其中也允许加入钢筋。 

（4）设计卷厚的标准    设计卷厚的标准，无压涵洞的情况归纳为表 5.17，

压力涵洞的情况归纳为表 5.18.存在大的地压、外水压力等作用力，这个标准不适

用的情况下，通过其他方法计算求出标准。 

表 5.17  无压涵洞的设计隧道衬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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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隧道衬砌（cm） 涵洞类型 

顶棚、侧壁  

备注 

A 

B 

C 

D 

Di/20, 小 15 

Di/20, 小 20 

Di/15, 小 20 

Di/12, 小 20 

Di/20, 小 15 

Di/20, 小 15 

Di/15, 小 20 

Di/15, 小 20 

 

      注：1）Di：涵洞内空断面直径（cm） 

          2）以马蹄形作为内空断面形状的原则。横断面的情况下，必要时增加卷厚，以

钢筋作为加强。 

3）利用波孔使外水位低于土层拱    

4）D 型必要时用钢筋加强。 

 

表 5.18 压力涵洞的设计卷厚标准 

分类 设计卷厚（cm） 

无钢筋混凝土 

单钢筋混凝土 

多钢筋混凝土 

Di/10, 小 20 

Di/10, 小 25 

Di/10, 小 30 

 

（ⅴ）接口的设计： 

（1）施工接口    纵断方向的施工接口在标准马蹄形的情况下，原则上设计在

图 5.42 显示的（a）点，采用先行设置脚手架的施工方法的情况下，设计在（b）

点。 

 

图 5.42  施工接口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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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8 施工接口的位置 

涵洞内断面的直径（m）  

2.0 2.1 2.2 2.3-2.4 2.5-3.0 3.1-4.0 4.1- 

I（mm） 70 110 150 160 200 250 300 

 

（2）收缩接口    收缩接口在无钢筋混凝土内壁的情况下，为了防止由于混凝

土的干燥引起收缩，以及温度变化引起伸缩，或者由于纵断负重变化的剪断应力等

产生的裂口，或者出于集中到一定位置的目的而设置的一定间隔。 

拱形部位以及侧壁部位使用长 12 米左右的钢制型材的情况下，跨度中央附近有

产生不规则的裂缝的现象，所以，应该在跨度中央做出隐蔽的锐角楔入。使用金属

模板的情况下不设置隐蔽楔入角。倒拱部位和拱顶、侧壁在相同位置设置，间隔从

坑道口 500 米以内 大间隔 12 米，500 米以上 大 24 米，特别干燥的地方间隔应

予缩小。收缩接口的构造如图 5.43
1）
所示。 

图 5.43  收缩接口 

 

 

（3）伸缩接口    伸缩接口设置在与坑道口和开放式水渠等的接合部，山体中

和地下修建的涵洞部分不设置。 

（ⅵ）填充注入：板桩施工方法的情况，无论如何注意施工质量，在内壁和山

体之间也会产生缝隙，成为平衡分布地压和有效利用地基反作用力等的障碍。因而，

除了地质情况良好的地方，都有必要注入砂浆等填充空隙。 

① 低压填充灌浆：如果置之不理内壁和山体间的空隙，将来会由于湧水等使四

壁松软程度增加，有可能造成内壁的偏向压力。以这样的区间为对象，用 19.6Pa

程度的压力注入砂浆。另外，坚硬的岩石基础地段以及泉水点和采用压气施工方法

等，一边排除湧水、一边施工的区间，可以省略灌浆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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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高压灌浆：压力涵洞的情况下，为了使内水压的一部分转向山体承受，在使

内水压均等地传达到山体的同时，以防止从内部水泄漏为目的，在内壁和山体间的

空隙用高压注入砂浆、水泥乳浆等，以强化加固山体。注入压力是全内水压的 2倍

程度。 

（ⅶ）排水工程：无压涵洞内壁完成后，为了防止过大的静水压作用，原则上

对拱顶部位要设置流水孔，在倒拱中央部位要设置排水沟。 

c.构造设计（喷涂、螺栓固定工法）    这种施工方法和叫做“利用支架保护

构件承接松软负重”的板桩施工方法的思路不同，它的特点是“充分有效地利用山

体自身具有的强度，尽可能地依靠山体自身维持涵洞形状和功能”。喷涂混凝土和

固定螺栓，可以对涵洞内壁整体进行覆盖，对板桩施工法难以应付的潮湿膨胀性山

体等难题也比较容易克服。由于湧水和地质状况等因素，喷涂混凝土和山体的附着

力降低、螺栓固定的强度不够等作为支架的有效性出现问题的情况下，要研究并用

辅助工程方法或采取其他施工方法。 

（ⅰ）标准断面：标准马蹄形情况的标准断面如图 5.44 所示。小断面涵洞的情

况下，有必要从喷涂混凝土、螺栓固定等的作业可操作性方面，研究施工方法的适

用性。 

 

图 5.44 喷涂·螺栓工法标准断面图 

 

 

（ⅱ）涵洞类型：根据地质状况分为各种类型。其标准如表 5.20 所示。 

表 5.20 喷涂·螺栓施工法的支架保护工程以及内壁被覆的种类 

螺栓间隔 涵洞类型 地质状况 喷 涂

厚 度

（cm）

螺 栓

长 度

（cm）

  

钢制支保

工程的间

隔（m） 

内壁被覆

A 龟裂较少的新鲜岩 0 或 — — — — 无钢筋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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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者 5 凝土或喷

涂混凝土

B1 5 2.0 B 

B2 

有龟裂，稍有风化的

岩石、软岩 10 

0.4De 1.5 

1.5 

— 无钢筋混

凝土 

C 风化岩、破碎带、硬

土 

10 0.5De 1.2-

1.5 

1.2 1.2（H 型钢

100*100 左

右） 

无钢筋混

凝土 

D1 掘进面独立

的山体 

5 1.0 1.0 D 

D2 

严重

风化

岩、

断层

破碎

带、

软质

土砂 

由于掘进面

不独立，会发

生支架工程

地基下沉、或

地基凸起的

山体 

20 

0.6De 1.0

以下 

0.8 0.8（H 型钢

100*100 左

右） 

无钢筋混

凝土或钢

筋混凝土

注1） 关于压力涵洞，要考虑内外水压，决定内壁被覆的种类。 

2） De：涵洞掘进断面的直径。 

3） 喷涂混凝土的厚度以设计平均厚度表示，不包括多余喷涂厚度。 

4） 固定螺栓使用 接近测量长度的商品。 

5） C 类型要在固定螺栓和钢制支架保护工程中选择采用，而 D类型两个都要采用。 

6） D2 类型要根据山体条件，考虑钢制支架保护工程或变形富余量。  

（ⅲ）支架工程的设计：在支架工程设计的时候，因为对复杂变化的山体特性

在挖掘前完全掌握，进行完美的设计是十分困难的，所以，一般情况下，根据地质

状况，从表 5.20 中的标准支架类型中选择也可以。只是，要根据施工中对现场的

观察、测量，进行相应的变更，使设计更加符合现场实际情况是很有必要的。 

（1）喷涂混凝土    挖掘后可以直接施工，和山体紧密结合，可以对任意形状

进行喷涂，是防止山体自身具备的支持功能下降的重要的支架保护材料。设计基准

强度以 18Pa 左右为目标。喷涂混凝土的作用效果因山地条件有所不同，不过，通

过附着岩石基础的附着力，使作用于喷涂混凝土的外力向山体分散，可以给予涵洞

周边的裂口、龟裂产生抵抗断裂的能力，提高外力的分配效果，弱层加强以及被覆

效果。 

（2）螺栓固定    设计时要研究使用目的、山地条件、作用效果、施工性等，

决定配置、长度、粗细、固定方式、材质等，特别要考虑由于山地条件不同造成的

作用效果差异。作用效果的概念，有通过爆破使松散的岩石块固定在山体上的稳固

效果，通过紧密各地层产生的支撑效果，内压效果，拱形形成效果，以及增强山体

抵抗断裂的能力的山体稳定效果。 

螺栓固定方式及其特征如表 5.21
1、2）

所示。材质选择在可以预见很少产生大的

轴力的山体涵洞，使用 JIS G3112 规定的 SD295 或 SD345 程度的异型钢筋就可以了。

对可能产生比较大的变形的山体，采取①使用耐弯曲、延伸特性好的螺纹钢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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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力钢）。②使用断面积大的钢筋。③增加使用钢筋根数，等方法。 

表 5.21 螺栓固定方式 

固定方

式 

固定方法 特征 适应范围 概略图 

前端固

定方式 

有机械性固定

的楔子型、膨胀

型和胶囊粘接

型，固定后用螺

栓紧固。 

机械式粘接部

的基础状况决

定粘接力的强

弱，爆破会造

成松动。但是，

膨胀型在爆破

后可以再次紧

固。 

膨胀型以及

胶囊粘接型

适用于粘接

缝隙。 

 

全面粘

接方式 

作为粘接剂，常

用树脂、水泥砂

浆等，将固定螺

栓整体固定在

山体上。 

用固定螺栓全

长固定在山体

上。根据山体

基础的强度、

龟裂的状态、

湧水的状态以

及孔壁的自立

性等，有各种

方式。 

从硬岩、中

硬岩、软岩、

沙土山体，

到膨胀性山

体，应用广

泛。 

 

 

 

并用方

式 

①在前端机械

性固定螺栓之

后，注入水泥砂

浆，②在全面粘

接方式填充粘

接剂时，在前端

使用快速粘接

的胶囊。 

是前端固定型

和全面粘接型

并用的方式。

方式①需要二

次施工。②根

据施工情况，

也有前端快速

粘接性达不到

预期效果的。

①前端机械

性固定的螺

栓 使 用 不

多。②引进

膨 胀 性 山

体、或引进

预应力混凝

土的情况下

有效。 

注：作为全面粘接的固定方式，有在孔内填充粘接剂，将螺栓压入的方法，和先将螺栓插入孔

内，再注入粘接剂的方法。 

 

（3）钢制支架    这种施工方法的钢制支架是和喷涂混凝土、螺栓固定等共同

构成保持涵洞稳定的支架构件之一，和其他支架构件、特别是和喷涂混凝土合为一

体能够有效地发挥功能。钢制支架在强化喷涂混凝土内壁、掘进面的早期定型以及

作为固定螺栓等的支点上被利用。 

（ⅳ）内壁被覆的设计：喷涂混凝土、固定螺栓施工方法的设计卷厚的标准见

表 5.22. 

表 5.22  喷涂·螺栓工艺的设计卷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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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卷厚（cm） 

顶棚·侧壁 砂浆 

涵洞内空断面的

直径（m） 

A、B 型 C、D 型 A、B 型 C、D 型 

不足 3.0 

3.0 以上 

15 

20 

15 

20 

15 

20 

20（15） 

25（20） 

注：1）① 无压涵洞。 

② 无钢筋混凝土内壁被覆。 

③ 通过抽水施工使外水位地域拱形顶部。 

④ 设计卷厚线： 小卷厚线以板桩施工法为参考标准。 

2）① 类型 C 和 D，在倒拱喷涂混凝土施工的情况下，以及没有岩石压力凸出等情况下，

倒拱的设计卷厚，如（）中标示的那样，拱形、侧壁部分是一样的。 

② 本表的数值表示的是从混凝土内壁被覆的厚度。 

 

 5.5.5 施工 

a.施工规划及施工方法    根据设计的涵洞断面、延长、工期以及施工方法，

对地质条件、现场的地理性条件等进行考察研究，从技术的、经济的观点出发，制

定安全的、合理的工程规划，以及工程用设备、工程用机械、资材、劳务等的施工

规划。施工规划的基本事项有，①工程方式，②掘进方式及开凿方式，③稳固掘进

面的辅助工法的选择，④内壁被覆方式及内壁被覆施工方法，⑤作业坑的选择，等

等。 

（ⅰ）工程方式：所谓工程方式是对万巨额和内壁被覆的施工顺序的规定，有

分离方式、并进方式和交互进行方式。要在对涵洞规模、山体状况、工期等进行研

究的基础上，选择 经济安全的方式。 

① 分离方式：对涵洞全长（可以分各个坑道口考虑），在涵洞挖掘工程结束之

后再开始内壁被覆工程的方法。对于中、小断面的水渠涵洞，特别是地质条件良好、

进行全断面挖掘，先等挖掘工程结束之后，再进行内壁被覆工程，在作业方面更加

单一，可以提高效率。所以，除了长距离涵洞，从开始挖掘到开始内壁被覆施工，

需要长时期搁置的情况以外，一般采用这种方式。 

② 并进方式：先使挖掘工程进行一定程度（100-200 米），然后使内壁被覆工

程随后跟进同时进行的方法。象风化岩和土沙涵洞那样的、挖掘后不宜搁置太久的

地质和受工期制约的情况下，适合采用这种方法。不过，因为在同一空间内作业，

碎石渣土处理、资材搬运等必须具备一定空间和通道，所以，只有涵洞断面直径在

3米以上才可以采用这种方法。 

③ 交互进行方式：挖掘施工进行到一定长度，直接进行内壁被覆施工，挖掘和

内壁被覆施工交互进行的方式。地质条件不好，需要在挖掘后直接进行内壁被覆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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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的情况下采用这种方式。但是对工期和经济性方面有不利影响。 

（ⅱ）掘进方式：有全断面方式、拆分挖掘方式以及导坑先进方式，要考虑地

质、涵洞规模、经济性等因素做出适当选择。另外，喷涂混凝土、螺栓固定施工法，

以全断面方式和拆分挖掘方式为标准。关于掘进方式的选择，参照图 5.45
1）
. 

图 5.45  掘进方式 

 

 

（ⅲ）挖掘施工方法：挖掘施工有爆破法、机械掘进法、人力挖掘法、特殊挖

掘方法，此外，还有为了稳固掘进掌子面采用的辅助施工方法，要对地质、涵洞规

模、工期、经济性、环境对策等方面综合研究的基础上进行选择。 

爆破施工方法主要适用于硬岩石到中硬岩石的山体，使用达纳炸药（硝化甘油

炸药）等进行爆破碎石，从工期和经济性角度虽然比较有利，对地质变化小的、涵

洞长度超过 3 公里的情况，要和机械掘进施工法的涵洞（隧道）掘进机（TBM）进

行比较选择。 

机械挖掘施工方法比爆破掘进法的噪音、振动都小，要根据施工长度、断面大

小、岩基强度、湧水等条件，对施工可操作性、经济性进行充分研究做出恰当选择。

机械挖掘施工法大致可分为利用自由断面挖掘机进行的自由断面掘进方式，和利用

TBM 进行的全断面掘进方式。 

人力挖掘在施工效率和安全性方面比其他方式都落后，所以，仅限于施工条件

不利于采用其他施工方式、或山体不稳定、不得不进行小断面施工的情况下采用人

力方式。 

作为特殊施工方法，有盾构施工法和迈瑟尔施工法等。此外，作为稳固掌子面

的辅助施工方法，有排水钻孔工法、竖井定点工法等排除湧水的方法，还有药液注

入工法、顶部导管工法、气压工法等。 

（ⅳ）碎石渣土处理：由于碎石渣土处理是关系到涵洞掘进速度的重要因素，

所以，要综合考虑山地条件（地质、湧水等）设置条件（周边环境、渣土堆放场、

运输道路等）、断面的大小、涵洞长度、坡度、掘进方式、挖掘施工方法、碎石渣

土的性状等，尽可能在短时间内，选定安全经济的装载机械、搬运方式和渣土碎石

处理设备等。装载机械一般使用压缩空气驱动的铲车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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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运方式有轨道方式和轮胎方式，水渠涵洞一般采用轨道方式。轨道运输方式

一般是将多个车斗连接，用机车牵引移动。这种情况下，装载渣土碎石的时候，装

满的车斗和空载车斗通过传送带、钢缆牵引装置等进行移动替换。而且，轨道方式

一般在坑道口附近进行转运装卸，所以有必要在肯口附近设置渣土碎石堆放场地。 

（ⅴ）支架的施工：由于挖掘涵洞发生的地压，一般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大。

所以，必须在挖掘后及时建立支架保护。 

（1）板桩施工方法：在钢制支架和山体之间，利用楔子使二者牢固结合，充分

发挥支架的功能。在有可能发生倒塌、扭曲的情况时，要进一步设置斜桩支撑等防

护措施。 

（2）喷涂、螺栓固定施工方法：挖掘后要进行浮石去除处理，而后应及时填平

挖掘产生的凹凸不平的涵洞内壁，以使山体应力圆滑地均衡分担，所以要进行混凝

土喷涂。施工时喷射管和喷涂面呈接近直角，距离以冲击力和附着密度 合适的状

态（通常为 1米左右）为好。如果有湧水的情况时，混凝土的附着力下降，即使用

螺栓紧固，固定材料也会流失，使粘接力不充分，因此，还必须根据相应状况采取

必要的处理措施。 

（ⅵ）内壁被覆：内壁被覆方式在水渠涵洞的情况下，拱顶、侧壁部位先行施

工，而后进行倒拱部位的施工是标准顺序。拱顶和侧壁部分的被覆作业，①框架的

搭建，②混凝土搬运，③混凝土浇注，④混凝土硬化涵养和框架拆除，通常一桶（36

加仑）的浇注长由框架限定，所以，要综合研究混凝土的供给能力、涵洞长度、断

面规模等，决定作业工程和框架的长度。水渠涵洞的情况下，框架长度（1 桶浇注

长度）为 12 米的居多。 

（ⅶ）空隙填充：为了增强对抗山体松动的安全性，在涵洞内壁达到耐受填充

压力的强度后，要尽快进行涵洞外部和山体之间空隙的填充施工。填充作业对材料

的品质管理、施工状况的记录、填充机械的检查、整备状况以及填充状况的确认等，

都要在规范的管理之下进行。填充结束的确认通过填充压力、填充量等项目进行。 

（ⅷ）临时设备：有作业坑道（横井、斜井、竖井），安保设施（照明、换气、

通道等），给、排水设施、工程用轨道设备、电力设备、坑道口临时设施等，要根

据对涵洞规模、施工规划、工程规划以及地形、地质条件等综合研究的同时，制定

符合有关安全和环境保护各项规则的规划方案，选择可以确保工程施工安全和经济

性的恰当的设备和规模。 

（ⅸ）观察、测量：板桩施工方法中，一般是观察支架和板桩以及内壁被覆的

形状变化程度，喷涂、螺栓固定施工方法是通过施工中的观察测量，准确掌握实际

的周边山体的变化和支架构件的效果，据此进行设计、施工方法的修正是不可缺少

的环节。作为观察、测量项目，有坑道内观察、 顶端下沉量、内部空间位置变化、

地表下沉（坑道口部位等土壤覆盖的小范围），螺栓固定轴力、喷涂混凝土应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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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参考文献（略） 

 

                                               （高桥  定行） 

 

 

5.6 暗  渠 

5.6.1 分  类 

a. 根据形状分类    暗渠从内部断面的形状可以做出如下分类： 

（ⅰ）圆形暗渠：和其他形状相比，对于规划的流量可以用 小的断面施工满

足流量需要，在构造上也是 合理的，所以，对越是水渠距离长、土壤覆盖量大的

情况，选择这种形状的暗渠是比较理想的。但是，和其他形状的暗渠相比，相同的

富余高度的富余通水能力，它比较小。 

（ⅱ）马蹄形暗渠：仅次于圆形暗渠在水理上和构造上有利的形状。一般来说

这种形状便于施工，经济性优越，所以长距离和大规模的暗渠采用较多。马蹄形的

形状有，①标准马蹄形（2r-2r-2r） ,②nr 正马蹄形（n=3 或 4，即，

2r-3r-3r,2r-4r-4r），③车篷形。 

（ⅲ）箱形暗渠（箱形涵洞）：因为构造简单，施工便利，所以无论规模大小的

水渠都被广泛采用。这种形状的暗渠和斜槽等的接续，和其他形状的暗渠相比较更

容易一些。一般为正方形或长方形的单体构造，根据挖掘、土壤覆盖等的设计条件，

也有采用 2隔断连体或 3隔断连体等的连续方形暗渠的情况。 

b. 根据材质分类    根据构成主体（管道或涵洞）的材质，大致有如下分类： 

(ⅰ)现场浇筑钢筋混凝土暗渠：暗渠主体的材质也可以考虑无钢筋混凝土，但

是为了预防完工后由于负重变化产生压扁、不同程度的下沉等造成断裂性应力的发

生，原则上应采用钢筋混凝土构造。 

(ⅱ)预制箱形暗渠：从经济性、施工便利性和缩短工期的目的出发，不在现场

进行钢筋混凝土浇筑，而采用预先定制的箱形暗渠构件进行现场组装设置的方式也

很普遍。 

预制品暗渠的种类有，①波纹管等钢铁类制品，②水泥类制品，③钢筋混凝土

二次制品，④塑料类制品，等很多种类。 

5.6.2  设计的基本 

a. 暗渠的构成    作为通水设施的暗渠，由①开发过渡区，②封闭过渡区，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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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主管道或涵洞主体）构成。 

作为通水设施的暗渠，从水理、构造上的观点来看，可以划分为如图 5.46
1）
所

示的构造区分。 

图：5.46  暗渠的构造区分 

 

（ⅰ）开放过渡区：暗渠和开放式水渠及其他工程种类连接时，作为断面变化

的第1阶段，是指从开放式水渠的断面向和暗渠主体相同的长方形断面过渡的部分，

从水理上是不等流的通水设施。 

（ⅱ）封闭过渡区：作为主体断面变化过度部分的第 2 阶段，是指从长方形断

面向暗渠断面过渡的部分，因为通水断面几乎相等，所以从水理上可以看做等流的

通水设施。一般暗渠主体的断面是正方形或长方形的情况下，可以省略此项。 

（ⅲ）主体（主管道或涵洞主体）：是构成广义的暗渠的主体的部分，根据其规

模、路线的地形、地质、上下游的工程种类的关联，来决定主体的材质、内部断面

的形状和尺寸。 

b. 线形   

（ⅰ）出入口部位的线形：暗渠出入口部位的开放过渡区、封闭过渡区和暗渠

主体相比较，构造要复杂，所以，要避开路线的曲线部分，原则上应在直线部分设

置。由于地形或其他原因不得不在曲线部分设置的情况下，要尽可能加大曲线半径，

把这些过渡区的始点和终点连接的弦看做中心线进行设计。 

（ⅱ）曲线半径:暗渠的路线设置有曲线的情况下， 好尽可能加大曲线半径，

不过，也要考虑暗渠主体部分（主管道或涵洞主体）的材质对施工可能的曲线半径

的制约。 

c. 小土壤覆盖厚度    暗渠主体（主管道或涵洞主体）出于保护建筑物、防

止地下水浮力的影响以及地表利用的目的，要确保恰当的土壤覆盖厚度。暗渠的

小土壤覆盖厚度的标准值如下： 

①耕地下 0.6 米以上，②公共道路下 1.2 米以上，③河流下 2 米以上，④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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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和私道下 1米以上（管径 450mm 以下），或 1.2 米以上（管径 500mm 以上），⑤

寒冷地区要覆盖到没有冻结危害可能性的深度。 

5.6.3  细部设计 

a. 暗渠构造的决定    必须在综合考察暗渠规模、自然条件、社会条件以及

工期等的基础上，决定 经济的构造。 

一般在大流量的情况下，采用现场浇筑钢筋混凝土建造，小流量的情况下采用

钢筋混凝土的二次制品（预制构件）等型材组装建造，在内部断面积 3-4m
2
程度的

情况下，究竟哪种构造经济性更好，由于各种设计条件而有所不同，所以要根据各

个设计条件进行充分的比较研究。另外，对大型的钢筋混凝土二次制品也有必要进

行综合研究。 

b. 开放过渡区    在暗渠和开放水渠及其他工程连接的部分，原则上必须进行

设置。 

（ⅰ）形式的选定：基本形式如图 5.47
1）
所示。 

图 5.47 过渡区的形状 

 

在选择形式的时候必须根据水渠的种类、规模、施工性和经济性等具体情况进

行决定。 

① 规模大的、或上、下游的建筑物的海拔高度使高度水头（落差势能）没有富

余的情况下，采用“直线形”或“梯形直线形”。 

② 暗渠主体的直径或内侧为不足 1.5 米程度的小规模暗渠时，可以采用“梯形

屈曲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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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构造及形状：构造为钢筋混凝土，形状为直线形以及梯形直线形，过渡

区的侧壁顶和水渠轴呈 12 度 30 分以下的角度，另外，梯形屈曲形要相当于暗渠主

体的直径或内宽的大约 3倍程度 为理想。 

c. 封闭过渡区    虽然是构造复杂、施工有难度的建筑物，不过不仅可以维持

水流的顺畅，增加构造物的耐久性，还可以减少水头损失，所以，开放过渡区和圆

形或马蹄形暗渠主体之间，原则上要设置封闭过渡区。构造原则上采用钢筋混凝土，

其长度，①圆形断面的情况为直径的 2倍程度，②马蹄形断面的情况和直径相同程

度，③ 小长度以 2米为限。 

d. 暗渠的内部断面形状    必须从断面之外作为重大因素的施工性及维护管

理方面进行研究决定。特别短的暗渠，从上下游水渠的过渡区的工程费等因素考虑，

采用相同宽度和深度的断面的情况较多。采用圆形断面的情况下，要采用比上下游

水渠的内壁高更大的直径。采用箱形断面的情况下，要研究上部载重的负荷，考虑

构件厚度和断面内部空间的平衡进行决定。 

根据暗渠的用途，从排除沙土、砾石，防止爆炸性或又独醒气体残留等维护管

理的必要性出发，和通水量多少无关，必须保证一定断面（ 小断面）以上。因此，

设计时，要对管理的必要性等充分研究决定 小断面。 

e. 水理设计 

（ⅰ）流速：在开放水渠的 小容许流速和 大容许流速的范围内进行决定。

而且，作为排水渠使用的暗渠等，特别要注意沙土、砾石堆积的问题来决定流速。 

（ⅱ）损失水头：入口、出口过渡区以及主体的摩擦损失，还包括入口、出口

的断面变化产生的损失也必须在设计中予以考虑。 

f. 构造设计  

（ⅰ）对浮起的研究：对应暗渠的断面形状，利用以下各项公式进行设计，确

保必要的土壤覆盖厚度。 

（1） 圆形暗渠（图 5.48
1）
） 

              （5.29） 

               （5.30） 

H：为了使暗渠不发生浮起所必要的土壤覆盖厚度（m），H1: 为了使暗渠不发生

浮起所的 小土壤覆盖厚度（m），D：暗渠的内径（m），Dc:暗渠的外径（m），Fs:

安全率，设为 1.2。γc:暗渠的单位体积重量（kN/m
3
）,п:圆周率，γW：水的单位

体积重量=通常 9.8（以下同）（kN/m
3
）。 

公式（5.30）是假设地下水饱和到地表面，现地的地下水位没有出现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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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下，就必须另外以此条件为前提进行研究。 

 

图 5.48 圆形暗渠的构造与覆土厚度 

 

（2） 标准马蹄形暗渠（图 5.49
1）
） 

图 5.49 标准马蹄形的构造和覆土厚度 

 

 

  （5.31） 

     （5.32） 

t：暗渠的构件厚度，D:暗渠的直径（m），其他记号和地下水条件和圆形暗渠的

情况相同。 

（3）箱形暗渠（箱形涵洞） 

   （5.33） 

      （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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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暗渠的全高（m），D0=T1+T2+D，B0:暗渠的全宽（m），单个箱形的情况下，

B0=2T3+B,2 个箱形连体的情况下，B0=2T3+T4+2B,D:暗渠内侧的高度（m），B:暗渠内

侧的宽（m），T1—T4 

暗渠断面构件厚（m）,α:单个箱形的情况，α=0，2 连体箱形的情况，α=1，其他

记号和地下水条件和（1）圆形暗渠的情况相同（图 5.50
1）
，5.51

1）
，5.52）。 

（ⅱ）构件厚度的研究：原则上要根据各种负荷条件，针对具体情况进行构造计算

加以决定。 

（ⅲ）接口： 

（1）施工接口    根据暗渠的断面形状以及混凝土的浇筑方式等，施工上必要的

纵向施工接口的位置、构造以图纸的形式标注显示，施工者原则上不得任意改变它

的位置等。 

（2）收缩接口    现场浇筑钢筋混凝土暗渠，为了确保构造上纵断方向的稳定性

和缓解由于温度变化产生的收缩应力，以及从施工区分的必要性考虑，要每隔一定

间隔距离设置横断性的收缩接口。它的标准间隔为 9米左右。 

（3）伸缩接口    暗渠主体（管道主体或涵洞主体）原则上没有必要设置伸缩接

口。不过，开放过渡区因为是露天受阳光照射的，所以施工后会产生伸缩。因此，

在开放过渡区的两端（始点和终点）要设置伸缩接口。 

 

 

引用文献（略） 

 

 

 

5.7  水渠桥 

5.7.1  分类 

水渠桥在水渠横跨河流、溪谷、道路等的情况下，一般有虹吸管道或水渠桥可

供研究选择。这时，在高低差大、或河床不稳定，根据水理计算采用虹吸方式损失

水头过大等的情况下，采用水渠桥更有利。 

水渠桥一般根据上部工程的形式，分类如图 5.53
1）
所示。 

图 5.53 渠道桥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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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2  设计的基本 

a.位置和线形    整体研究水渠系统，其概略必须在水渠组织的设计阶段进行

比较研究。水渠桥通常比虹吸管道从经济上和技术上要求更高的方面多一些，所以，

在实施设计的阶段，反复对基本事项（位置和线形的确认，施工可行性，构造形式

等）进行研究是十分重要的。 

b.通水断面的决定    框架结构形式的水渠桥的通水断面要考虑上下游水渠的

连接、水渠高度、作为经济性主桥梁的有利性进行决定。高度和宽度的比例关系以

1：1.2-1.5 的居多。 

管道形式的水渠桥也有以管内满流为条件进行规划的，通水断面的决定要参考

引用文献进行。 

c. 形式和桥墩跨度比例    作为框架结构形式的水渠桥，多采用三种形式：①

钢筋混凝土桥，②PC 桥(预应力混凝土桥)，③板梁桥。一方面，作为管道形式的水

渠桥，采用管道桥梁的水管桥、强化水管桥以及桥墩支架水管桥的居多。相对于各

种形式的水渠桥的管内高度的桥墩跨度的大致标准如图 5.54
1）
所示。另外，这些形

式的桥墩跨度通过各种加强方法（凸缘、梁架、板桩横档、拱架等）可以进一步延

长。 

图 5.54 渠道桥的管内高度与跨度的关系 

 

d.水理设计    对经济性特别关注的项目要进行水利设计。因此，在决定水渠

断面时，要以水理上 有利的设计为基本出发点进行研究。水理计算原则上采用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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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格（Manning）公式进行。 

还有，水渠桥的富余高度虽然要根据其位置或水渠规模决定，但是 好采用上

下游水渠的富余高度的 1.5 倍左右。不过，上游水渠的构造有剩余水放流设施等、

不存在从水渠桥产生溢水的担心的情况下，也可以采用和连接水渠同样的富余高

度。 

5.7.3  构造设计 

a. 框架结构形式的水渠桥 

（ⅰ）钢筋混凝土桥：一般比较普遍采用的形式，构造形式有单纯梁形式、连

续梁形式、刚性架构形式、弓形形式等。这种类型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伴随基础地

基下沉产生的裂口裂缝，为了防止这种现象必须设置在坚固的地基之上。 

作为一般性构造，以构成通水部的框架结构侧壁作为主梁兼用的情况居多。而

且，跨度大的，进一步在侧壁的顶部增加凸缘使混凝土的有效断面加大的同时，凸

缘部还可以作为管理用的步道使用的构造也很普遍。 

主梁的构造计算要对应各种构造形式，考虑自重、水重、步道上的负荷等，针

对桥梁结构、刚性构架、或弓形结构分别计算。侧壁一般采用一端固定支撑、另一

端是自由状态的梁，在满水状态测量静水压，根据需要也要考虑计算地震情况下的

动水压。底板是通过两侧的主梁支持的石板，要考虑从侧壁传来的力矩进行计算。

两侧的主梁间的间隔通过横梁连接，底板有主梁支持和横梁支持的两种方向的排列

形式。另外，底板比横梁的间隔还小时，也有以横梁为支点的连续梁的处理方式。 

（ⅱ）PC 桥(预应力混凝土桥)：这种形式的水渠桥对于设计负荷发生的牵引张

力，在侧壁部位通常使钢琴线（PC 钢线）、在底板部位使 PC 钢棒拉紧，提前向牵

引构件施加压缩力，用这样制成的构件满足设计要求。因此，PC 桥比钢筋混凝土构

造的跨度更长（15-40 米程度），而跨度越长经济性越好。构造断面和钢筋混凝土桥

同样，以通水部位的侧壁作为主梁使用的情况很普遍，不过大规模的水渠桥，不仅

两侧的侧壁，进一步在其中还加入 PC 梁，使凸缘部位和两侧的 PC 梁共同产生横向

预应力成为一体，提高强度和刚性。 

（ⅲ）板梁桥：侧壁以及底板是用钢板组合（焊接）形成，与钢筋混凝土、PC

混凝土构造相比，自重可以减轻，所以使跨度增加成为可能。但是，因为存在防止

钢板腐蚀的表面喷漆的问题，所以，采取比较安全经济的防腐蚀措施的同时，也要

研究包括维护管理上的问题，决定构造的形式。 

b. 管道形式的水渠桥 

（ⅰ）钢管结构的水渠桥：钢管自身具有很大的强度和韧性。这种形式的水渠

桥也叫水管桥，以钢管作为桥梁承担自重、水重、风、雪之外，还有地震时的负荷

等，所以，作为水渠桥被广泛采用。设计的要点是容许柔性曲度为支架间的 1/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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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管结构的水渠桥大致可以分为 4种类型： 

（1）单纯支持水管桥    这种形式是所谓单纯梁式的水管桥，是 简单的形式，

两端是成为支点的弹簧支架的单纯形的实例很多（图 5.55）。 

 

图 5.55 单纯支持水管桥 

 

 

（2）一端固定，一端自由支撑水管桥    这种形式是单侧固定，只有另一侧设

置伸缩接口，因为柔性曲度小，所以，通过管厚、材质的组合，比单纯支撑的情况

可以进行更长跨度的架设。 

（3）两端固定水管桥    这种形式一般运用与跨度小的情况，因为有温度伸缩

的制约，所以只能在不考虑温度影响的情况下采用。 

（4）连续支撑水管桥    中间有桥墩的连续桥梁结构，桥墩数和跨度主要由地

形条件、或相关法规协议决定。通过管厚的组合，经济合理的进行长距离大规模支

架间的架设也是可能的。在两端桥台设置伸缩接口，在中间的桥墩设置弹簧支架，

或由于温度变化伸缩较大，在中间桥墩也有设置接口的情况。这时，和接口相间，

在两处桥墩设置弹簧支撑是普通的做法（图 5.56）。 

 

图 5.56  连续支撑水管桥 

 

（ⅱ）强化水管桥：这种形式的水管桥由于地形上和经济性理由，支架间的跨

度较大，钢管结构形式的强度或刚性不足的情况下，对钢管结构进行加强的结果。

强化水管桥的种类如下（图 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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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7 强化水管桥 

 

 

（1）凸缘强化水管桥    在管子的上部或下部焊接 T、Y、п形状等的补强钢

材，是钝角垂直强化的水管桥。 

（2）对称吊杆强化水管桥    在水管的中间设置吊杆，将弯曲力矩置于水管的

轴力上的构造，用 2根吊杆间隔开来可以起到加强水平刚性的作用。 

（3）梁架强化水管桥    将管道用于强化梁架的上弦材或下弦材的结构，通常

三角结构作为重量点很有效，而且作为水平补强点也十分有利，所以运用很普遍。 

（4）板桩横档强化水管桥    支管以及管径大的情况下，将钢管用于补强板桩

梁的刚性强度，既美观，又实用。 

（5）弦系拱架强化水管桥    将钢管作为拱架利用，两端的支撑有可能的话不

使用连接材料。这种情况下会产生虹吸现象，所以必须在钢管顶部设置排气装置。 

（6）吊桥强化水管桥    桥墩跨度相对于管径要求超大，利用钢管弹性的设计

的构造。这种形式对于防止摇摆的设计有很高要求。 

（7）斜拉强化水管桥    一般在多个跨度的情况下比较经济，不过对抗风力干

扰的能力较弱，有必要很好研究风力对策。 

管管构架水管桥以及强化水管桥的构造设计，一般要考虑的设计条件如下： 

①自重、水重，②外部压力（地震负荷、风力负荷、积雪负荷、温度变化、人

群负荷等），③容许应力度（轴方向牵引应力度、轴方向压缩应力度、弯曲应力度、

断裂应力度、支撑应力度），④挠度（柔性），⑤反挠度，等等，要根据需要加以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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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4  细部设计 

根据设计负荷，关于上部构造，将使用材料的应力度、挠度等根据<道路桥指南

>、<水闸铁管技术标准>、<水道设施设计指针>等进行研究。关于下部构造，对颠

倒、滑动、下沉的情况处于安全水平，同时，对水平变位在容许范围内的情况要根

据道路桥指南等进行确认。 

管道形式的情况下，主要耐压部分使用的钢板厚度要考虑腐蚀、摩擦等因素，

留出一定富余厚度。不过，特别对腐蚀和摩擦施加了充分的工艺处理的情况下，可

以放松对富余厚度的要求。 

 

引用·参考文献（略） 

 

 

 

5.8  虹吸管 

虹吸管是指在开放水渠通过能量线以下的洼地，在河流、道路、铁道用地等低

洼部位设置的自然流下的满流管道，对管内产生内水压作用的水渠。比水渠桥、垫

土堆高的开放水渠更加经济，构造上也具有更多优势。 

 

图 5.58  管道桥 

5.8.1  分  类 

a.按照铺设方式的分类 

（ⅰ）埋设方式：是将管体埋设在地下的方法，构造上稳定的同时，不会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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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障碍，所以一般采用这种方式。 

（ⅱ）明设方式：将管体铺设在地上或壕沟中的方法。这种方法从地形、地质

和经济性等方面出发，将低洼部位的虹吸管的一部分作为水渠桥更有利的情况下，

或者在陡坡地埋设困难，沿斜坡面设置更好的情况下被采用。钢管等虽然对内水压

抗压力强，但是管体被埋设后，由于回填的土壤以及上面的其他负荷，断面需要大

幅增强，这是不利的方面。因此，钢管采用明设方式的也很多。另外，采用这种方

式不仅对经济性，将来的维护管理方面也要很好研究。 

（ⅲ）涵洞方式：将管体直接采用涵洞施工方法进行铺设的方法，有将涵洞内

壁被覆用钢筋强化直接作为管体使用的方法，在高内压虹吸管的情况下，还有将被

覆工程里面用钢管等加强的方法，以及对内壁被覆工程重新铺设钢管等型材的方

法。 

（ⅳ）其他特殊方式：有推进施工法、盾构施工法等。 

b. 按照管体形式的分类    根据管体的构造形式，对虹吸管进行的分类如图

5.59 所示。 

图 5.59  倒虹吸管体型式分类 

 

（ⅰ）现场浇筑钢筋混凝土虹吸管： 

① 圆形虹吸管：一般认为在水理上、构造上有优势的类型，特别是长距离、大

断面，或外负荷大等的情况下，多采用此种方式。不过，圆形虹吸管在模具、钢筋

加工组合、混凝土浇筑等方面，比箱形虹吸管的施工技术性要求更高，所以，要对

施工长度、施工断面等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采用这种形式。圆形虹吸管，一般在

高水压、中小流量的情况下采用现场浇筑方法，低水压、流量较大的情况下采用底

板部分和上部断面分别施工的分离体施工法。 

② 箱形虹吸管：与圆形虹吸管相比较，距离短、土壤覆盖量小的工程多采用这

种形式。比圆形施工容易，也可以应对大流量的同时，和连接的框架结构的水渠等

的过渡区简单等，优势很多。 

（ⅱ）成品虹吸管：混凝土制、钢制以及用其他化学品制造的成品，因为具有

造价优势和施工便利性等，被广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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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2  设计的基本 

a. 虹吸管的构成    虹吸管一般有开放过渡区、封闭过渡区、主体以及附属构

筑物构成（图 5.60）。 

图 5.60  虹吸管的构成 

 

（ⅰ）开放过渡区：虹吸管主体和开放水渠的上下游水渠连接的过渡部分，不

仅从水理上，在构造上也是作为过渡部分进行设计的。其功能在于避免过大的水头

势能损失，使水流变化平顺，保证构造物及水渠的安全性。 

（ⅱ）封闭过渡区：在虹吸管的入口以及出口的个过渡区和虹吸管主体相连接

的区间插入封闭过渡区。虹吸管主体是箱形的情况下没有必要，而即使是圆形，对

小口径的虹吸管等，从施工性、经济性等角度考虑，被省略的情况很多。 

（ⅲ）主体：管体的种类，必须在综合研究虹吸管的规模、环境条件、施工条

件等的基础上，选择在构造的安全性和经济性具有优势的管道种类。在研究管道种

类时要注意以下事项： 

① 地形起伏大、距离不长的虹吸管，弯曲管道所占比率大，则使用成品虹吸管

不具备优势，要研究包括曲管在内的整体的经济性。 

② 通过地形上陡峻的斜面部分时，要从施工的可操作性、管体的安全性等方面

选择管种和研究构造。 

③ 成品要根据其规模（平均一根的重量），从运输、管体铺设、施工可行性以

及伴随而来的临时设施费等，考虑整体的经济性。 

管体的形状现场浇筑的情况下，一般采用箱形或圆形中的一种，从水理和构造

上，一般情况下圆形更有优势，越是距离长、内外压力大的虹吸管，圆形的经济性

越高。但是，距离较短的圆形虹吸管，由于要在出入口设置封闭过渡区，所以从整

体上并不经济。 

管体的根数，原则上为一根。有土壤覆盖或可变负荷的大规模箱形虹吸管等，

通过 2连体形式使安全性和经济性更好。上下水道用水、包括工业用水的多目的水

渠，不允许出现暂时断水的条件下，要采用 2连体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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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附属构筑物：为了维持虹吸管的功能，设置的排放装置、窨井、通气孔

等。 

b. 线形等    虹吸管的平面或纵断性的线形，尽可能少采用曲线，从水理和施

工的角度是 理想的，不过也要从整体的经济性出发做出选择。 

（ⅰ）埋设深：埋设深希望控制在必要的 小限度，因此，管体的弯曲点多的

话，不仅增加了弯曲部分的工程费用，而且需要增设排放装置、通气工程等，必须

进行经济性的比较研究做出决定。 

虹吸管在管内排空的情况下，如果有地下水位浮力的话，有可能产生浮起影响。

对此要加以研究，采取必要对策。 

（ⅱ）横跨以及斜面的通过：在有河流、道路、铁道等横断的情况下，要尽可

能采用和这些设施呈直角横断似的路线通过，而且，路线设定 好相对于等高线呈

直角。 

沿着现在的地基埋设的管体形成的异质层，容易形成水道，必须予以注意。 

（ⅲ）虹吸管的出入口部位：设置了过渡区等，构造上也变得复杂，成为管理

上的要点，所以，应选择在直线区间决定设置过渡区的路线。 

（ⅳ）曲线线形：曲率半径从水理上尽可能越大越好，纵向和平面的曲线不是

同一区间，各自在不同区间设置。不得已重叠设置的时候，插入纵向、平面共有同

一 I.P（Intersection Point:曲线设置的交点）的 R=4D（R：曲线半径，D：虹吸

管的内径）程度的短曲线，或者平面方面采用大半径，纵向面方面采用小半径在施

工上更有利。曲线半径 R如果是内径 D的 4-6 倍程度以上的话，损失系数的减少变

得迟钝，所以， 小曲线半径采用管内径的 4-6 倍程度的居多。 

（ⅴ）管体的坡度：从施工角度和构造的安全性，一般在现场浇筑钢筋混凝土

的情况下，倾斜角度以 15 度以下为目标，25 度为 高限。不得已采用超限倾斜角

度的情况下，对管体的下滑要进行研究，必要时要采取相应预防措施。 

5.8.3  细部设计 

a.水理设计    根据以水渠系统全线为对象的坡度分配划分的水头以及坡度进

行设计。为了有效分配利用水头，要对构成虹吸管的过渡区、管体的延长、落差、

施工方法等进行研究，决定 经济的设计。特别是 100 米程度以下的短虹吸管，相

对于虹吸管整体耗费的损失水头，在出入口的损失水头的比例较大，所以，在坡度

分配的作业上要充分考虑这一点。 

（ⅰ）流速：特别是距离长、内水压大的虹吸管，因为管体的单位长度的平均

工程费高，所以要在 大允许流速的范围内，尽可能加速管内流速，缩小断面。 

（ⅱ）损失水头：虹吸管发生的损失水头有： 

① 出入口开放过渡区发生的损失：摩擦损失，流入流出的损失，过滤网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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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封闭过渡区发生的损失：摩擦损失，断面变化的损失， 

③ 管体内发生的损失：摩擦损失，断面变化损失，曲折及弯曲的损失等（图

5.61）。 

图 5.61 虹吸管的水理计算 

 

（ⅲ）密封：在虹吸管的入口为了绝对防止空气带入管内，要设置密封结构。

密封的高度标准，在管径 1000 毫米以上的情况下， 多频度流量时的速度水头（ν
2
/2g）的 1.5 倍加，采用 50 厘米的大封口。1000 毫米不足的情况下，速度水头的

1.5 倍加，采用 30 厘米的大封口。出口部位不设封口，使规划水位和管的内侧顶部

一致（图 5.62
1）
）。 

图 5.62 虹吸入口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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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构造设计 

（ⅰ）虹吸管主体：因为虹吸管是无时无刻不在内部水压之下的构造物，所以

必须特别注意水密性和强度进行构造设计。 

在构造设计时，特别是对地上的负荷条件、地下水的状况等的调查要充分进行，

必须保证构造物的安全性和经济性。 

现场浇筑钢筋混凝土的情况下，通常以内水压为 49kPa，而土壤覆盖为 0.5 米

程度，以及汽车载重、冲击负荷等随机负荷的有无作为大致标准，将全长分割为若

干区段，按照各个区段的负荷条件进行计算，将标准管体形式归纳为 3-5 种类型。 

管体的一个跨度的长度，根据混凝土的裂缝裂口、曲线设定、施工性等因素决

定，一般以 9-12 米为标准长度。构件厚度原则上根据不同的负荷条件进行构造计

算决定，圆形虹吸管为内径的 1/12，箱形虹吸管要确保在内部尺寸的 1/10 以上，

并且在 20 厘米以上。 

钢筋的容许应力度，为了从水密性的方面防止虹吸管体产生的裂缝裂口，伴随

着设计内水位的增加，使钢筋的容许应力度下降。 

（ⅱ）过渡区： 

① 开放过渡区：开放过渡区的构造，在规模大的（侧壁高度 6-7 米以上）情况

下，采用拥壁形式，小的情况下采用斜槽比较普遍。 

② 封闭过渡区：有在开放过渡区和管体接续部位设置的，和在虹吸管内的管体

内径变化 的部位设置的两种情况，其长度等可以参考图 5.63
1）
、图 5.64

1）
所显示的

数值决定。 

 

图 5.63 进出口部分的封闭过渡区的形状尺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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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64 管体断面变化部分的封闭过渡区的形状尺寸 

 

（ⅲ）附属构造物： 

① 排放装置：设在虹吸管的 凹部位，从这里将虹吸管内的沙土、泥土排除出

水渠外的设施。排放装置 好在所有虹吸管都设置，距离短、压力水头小的虹吸管

可以省略。排放装置的设置形式根据和排水河流的距离等关系，有自燃排水型、管

体侧部排水型和管体顶部排水型。 

② 检修孔：长距离的虹吸管为了维护管理的目的，按照每 500 米一个的比例设

置检修孔。为了便于作业，检修孔的大小必须容纳人员出入，一般以 600-800 毫米

为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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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通气设施：在虹吸管的纵向线形的凸部，为了排除集聚的空气以及防止排水

时发生负压，要设置通气设施。 

通气设施在水平配管部分通常不需要设置，保险起见，在水平区间或没有起伏

的直线区间，大约每 500 米设置一个就可以了。另外，在长距离、大规模的虹吸管

或横跨河流部位的前后设置的干线切断用阀门的前后、纵向倾斜的急坡等部位也要

分别设置。 

（ⅳ）接口：虹吸管的接口有施工接口、收缩接口和伸缩接口。虹吸管的管体

尽可能没有接口是 理想的，不过，伴随着构造物的规模等不得不设置的情况下，

必须特别关注施工管理。 

埋设方式条件下，虹吸管的管体不易受到外界急剧的温度变化的影响，不过，

为了防止通水的水温的影响和混凝土的干燥收缩造成的裂缝，要设置收缩接口。收

缩接口的间隔，一般每隔 9-12 米程度设置一个。收缩接口的构造，在断面的中央

安装止水板，接合面用弹性填充物或为了防止管体移动，设置插筋以及承接台（图

5.65-5.67）。 

 

图 5.65 收缩接口 

 

 

图 5.66 伸缩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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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67 施工接口 

 

 

5.9  跌水工程及急流工程 

5.9.1  一般事项 

在水渠系统的设计中，即使进行恰当的倾斜分配和路线选择，也会产生剩余落

差。为了调节这种落差，确保水渠的安全性，以及为了充分发挥水渠系统整体的各

项功能，要在水渠中设置跌水工程或急流工程。其配置和形式的选择，一般根据地

形等环境条件进行，不过，跌水工程和急流工程不能妨碍水渠功能，必须保证其自

身稳定的同时，规划、设计还要充分考虑水渠整体的经济性。通过急台阶和减弱水

势的设施对落差进行调整的叫做跌水工程，通过一定长度的急倾斜水渠和减弱水势

设施对落差进行调节的叫做急流工程。 

跌水工程和急流工程为了处理高水头的水，要承受冲击，有时还伴随着震动，

确保工程牢固耐用，采取噪音、震动、飞沫等对策的同时，必须确保安全。 

将跌水工程和急流工程根据构造形式进行分类，如图 5.6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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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跌水工程 

（ⅰ）水流缓冲型：通常由从上游水渠的连接水渠、落水口、减弱水势的水流

缓冲区以及和下游水渠的连接水渠构成（图 5.69
1）
）。这种形式的跌水工程中，通过

从落水口下降的水流突入水流缓冲区时产生的冲击和水流缓冲区内的乱流等的作

用，达到减弱水势的目的。 

 

 

（ⅱ）跳跃式：相对于水流缓冲型跌水工程的落水口是垂直的，呈斜坡形的叫

做跳跃式跌水工程。因为下降水流是沿着斜坡流入静水池的，所以和水流缓冲型工

程相比，静水池的冲击音小很多。对于一定的流量，下游水面产生平稳的跳水现象

是容易的，不过，在季节性的流量有很大变化的水渠，实现对任何流量都合适的跳

水是困难的，一般容易产生暗流跳水的居多。暗流跳水几乎不降低水流能量，水流

以高流速沿静水池底流下，使下游水渠的流入部位附近产生大的波浪。为了防止这

样不利的水理现象，有必要在静水池中进行设置冲击混凝土块等措施谋求削弱水流

势能（图 5.70
1）
）。 

图 5.69 缓冲型跌水工程的案例 

图 5.68  跌水工程以及急流工程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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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特殊的跌水工程：在受到地形限制的用地内要确保达到必要的势能降低

目的等，根据跌水工程设置位置的各种条件不能采用标准形式的跌水工程的情况

下，阻壁跌水工程、圆筒跌水工程、阶段跌水工程应运而生（图 5.72
1）
）。 

 

b.急流工程    作为一般性构造，由①入口连接水渠部分，②急流部分，③放

射流部分，④降低势能部分，⑤出口连接水渠部分构成（图 5.71
1）
）。 

图 5.72 特殊跌水工程 

图 5.70 跳水型跌水工程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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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流工程因为要将水流顺利引入降低势能工程区域使水流降低能量，所以可以

比较安全地处理剩余落差。但是，降低势能是通过静水池等来进行，水流不受制约

流畅通过是比较安全的，不过，这种形式的急流工程跨越距离长，要确保用地，并

且还有必要保持直线线路，所以，在选择的时候要充分注意。 

5.9.2  设计的基本 

a.落差工程的设计    关于跳水型落差工程，可以参照急流工程的设计进行作

业。以下就水流缓冲型落差工程的设计进行论述。 

① 必须研究对上游水渠产生不利影响的堰堤回流或低下回流、由于下游水渠降

低水势不力等产生的乱流情况。 

② 在灌渠内设置的情况下，设计流量是确定的，所以设计要能够达到使流量完

全流下的状态。排水渠以及灌排兼用水渠的情况下，受水渠末端排放河流的堰堤回

流的影响等，造成不完全下落或潜流状态时，有必要针对下游水渠出现的定立波进

行设计。 

③ 完全下落状态和不完全下落状态的境界领域的水位，可以通过公式（5.35）

推定。 

  （5.35） 

h2:下游水渠的水深（m），hc:上游水渠的限界水深（m），hf:上下游水渠的段落

差（m），B1、B2：上游及下游水渠的水渠宽（m）。 

为了利用公式（5.35）计算 h2的数值，使用假设 h2的试算方法。另外，作为

初的 h2，假设等于（hf + hc ），进行计算更方便。 

④ 关于设计流量以外的流量，比如为了研究灌渠的 多频度流量，排水渠的低

水护岸流量等流量，有必要提前对流况进行研究决定。 

⑤ 因为下落水脉的内侧产生负压，水脉震动，造成低周波噪音的问题，所以，

有必要在下落水脉的内侧设置补给空气的管子、或切断水脉的阻流板等。 

b. 急流工程的设计    设计必须确保施工的经济性，构造物的安全性，使水流

图 5.71 急流工程说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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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连接水渠顺畅流下，对流向下游水渠的水流充分降低水势能量。 

在入口连接水渠，设计流量必须，①不引起不利的堤堰回流或低下回流，②急

流部位之后不产生不利的乱流。为此，在急流部分的始点（连接水渠末端）保持限

制水深的同时，水渠断面的变化要和缓，并且要注意使左右呈对称的平面。进一步，

在紧接着急流工程 近的上游水渠内不得设置曲线部位。 

急流部位的形状以平面线形是直线，断面是长方形为原则。 

放射流部位是为了适合当地的地形条件和水势降低工程的连接而设置的，有时

会省略这部分工程。 

在急流工程的末端，必须综合研究水流、减弱水势工程、设施用地的宽窄、下

游水渠的状况等，设置适当的水蚀减缓工程，而跳水水势减缓工程被广泛应用。 

5.9.3  细部设计 

a.水缓冲池型落差工程 

（ⅰ）上游连接水渠：由于水面下降使流速增加，水渠斜面和水渠底部要确保

不被侵蚀、冲刷的必要长度。必要长度 L 好通过回水计算求出，不过通常是利用

公式（5.36）、（5.37）、（5.38）进行计算，比这些计算结果更长的情况下，需要采

取必要的措施。 

         （5.36） 

（5.37）  

  l=4z     （5.38） 

l:上游连接水渠的长度（m）,Q：流量（m
3
/s）,q:平均单位宽度流量（m

3
.s

-1
.m

-1
），

z:上下游水位差（m），q>2 的情况下，使用公式（5.37）和公式（5.38）中数值大

的一个。上游水渠是三面混凝土被覆水渠的情况下，没有必要对上游水渠进行探讨。 

（ⅱ）落水口：为了使水渠断面内的水流状态平均化，充分发挥水势减缓工程

的功能，原则上要采用长方形断面。落水口的 近下游要对下落水脉下面能够进行

充分的供气。 

为了防止伴随落水口水面下降对上游水渠的水理性影响，落水口要采取，①收

窄宽度，②地基提高，③宽度收窄、地基提高，等处理措施。在排水渠规划落差工

程的时候，考虑水渠功能的安全性， 好使落水口断面和上游水渠断面保持同一的

形状。 

将落水口地基高提高到限界水深的 0.3 倍程度以上增加水量的话，落水口水深

hb和限界水深 hc几乎一致。而且，长方形断面水量不增加的情况下，hb/hc被视为 0.72

左右。进一步，台形断面水量不增加的情况下，hb/hc实用上也可以视为 0.72 程度。 

（ⅲ）下落水脉的形状和水势减缓工程：水缓冲池型落差工程是使水脉突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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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一侧的水缓冲池部位，搅乱水流以减缓水势，所以，一般对于假设下落水脉的跳

水深度，采用更深的下游水深的情况下使用这种方式。下落水脉的轨迹、倾斜角度、

流速以及水脉的厚度，通过公式（5.39）—（5.44）表示（图 5.73
1）
）。 

 

 

（1）水脉中心的轨迹 

水量没有增加的情况 

              （5.39） 

水量增加的情况 

            （5.40） 

所谓水量上升的情况，是指进行限界水深 0.3 倍以上水量增加的状态。 

（2）水脉的倾斜角度 

水量没有增加的情况 

               （5.41） 

水量增加的情况 

               （5.42） 

（3）水脉中心的流速 

             （ 5.43） 

（4）水脉的厚度 

               （5.44） 

图 5.73 下落水脉的说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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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在上游水渠的限界水深位置的能量（只是，H=1.5hc）（m），x:以落水口下游

端为原点，向下游测量的水平距离（m），y:同原点向下的垂直距离（m），hc:上游水

渠（落水口）的限界水深（m），θ：任意点（x，y）的水脉中心的倾斜角（°），V：

流速（m/s），g:重力加速度（m/s
2
），z:从能量线到水脉中心的落差（m），d:下落水

脉的厚度（m），Q：流量（m
3
/s）,B:落水口的宽度（m）。 

（ⅳ）水缓冲池中的向下水脉的中心流速：将下落水脉中心突入角度延长的贯

入方向上的任意点的流速 Vmax（m/s），和水脉的中心贯入速度 V（m/s）、贯入距离

S（m），以及和贯入点的水脉厚度 d(m)的关系，可以用公式（5.45）、（5.46）表示

（图 5.74
1）
）。 

  （5.45） 

                 （5.46） 

（ⅴ）水缓冲池的规模：水缓冲池的长度 L0，以下落水脉从落水口下落，到水

脉中心部冲击水缓冲池池底部的位置的水平距离 L为基准，水缓冲池的宽度 B0比上

游水渠宽度更宽的情况下，L0≥2.5L,B0 和上游一样宽度的情况下，给予 L0≥3.0L

的长度。 

为了合理设定水缓冲池的深 hD和宽度 B0的数值，在水缓冲池内进行充分减缓水

势，必须满足水缓冲池末端的静水压 P 的公式（5.47）。不过，要以水缓冲池的宽

度为落水口宽度的 2倍以内为条件。不能满足的情况下，要对 hD和 B0的数值进行修

正，重复进行计算。 

P>3M                           （5.47） 

P：水缓冲池末端的静水压（ ），M：下落水脉到达水缓

冲池底位置的运动量的单位书剑的变化比率（力）（ ），r1W：

水的单位体积重量（kN/m
3
）,Q: 流量（m

3
/s)，Hn:水缓冲池末端位置的水深

（ ），Vm:下落水脉到达水缓冲池底时的流速（m/s），g:

重力加速度（m/s
2
）。 

（ⅵ）不完全下落情况下的水理特性：不完全下落状态的情况下， 大流速部

分因为存在于下游水渠水面附近，所以水缓冲池的部分对减缓水势效果不产生影

响。在落水口水深 8—10 倍的范围内， 大流速几乎没有减弱，显示和落水口的平

均流速相等的数值。 

由此，在设置下游连接水渠的落差工程形式，以设计流量为对象，从落水口向

下游至少相当于上游限界水深 8倍的距离间隔位置，作为连接水渠的起点，斜面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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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的角度在 12°30 '以下的小角度为 好。 

不完全下落的状态时产生的下游水渠的定波，一波比一波顺次减小。第一波的

波浪高 Wa1和上游水渠的限界水深 hc之比 Wa1/hc的概略值为 0.6。从而，可以推定下

游水渠的水深为只高于这个数值一半的 0.3。 

另外，下游水渠流动数值在 0.2 以下的时候，波浪平息的距离是上游限界水深

的 30 倍程度（图 5.75）。 

 

 

（ⅶ）下游连接水渠：从水势减缓工程向下游水渠的过渡部分，必须做到流速

不发生剧烈的变化，下游水面不产生不规则的水流、波浪等形状，给出各种参数。

平面性方面有，水面的渐缩角度保持在 12°30'以下，水渠底设置比 1：4平缓的倾

斜 好。另外，为了应对连接水渠的下游残留的乱流和漩涡等，还有增设保护工程

的情况。下游水渠没有过渡区水渠的情况下，下游连接水渠保护工程的长度，在普

通土壤的条件下为水缓冲池长度的 1倍，在轻薄土壤条件下设为 2倍程度为好。 

（ⅷ）施工接口：侧壁、底板由于接口的移动变形，产生高低台阶差的情况下，

会阻碍流水，对落差工程整体产生不良影响，所以，在设计时，有必要采取防止这

种错位的对策措施。作为参考，一般常用的接口构造如图 5.76 所示。 

 

 

水渠的底板和侧壁的施工接口，如图 5.76a)所示，为了防止水泥块的不规则移

动，加入***？和水泥块结合。 

地板下设置的止水壁和底板，如图 5.76
b)
所示，底板固定在上游侧的止水壁。

另外，小规模的落差工程的垂直段落壁和上游连接过渡部的底板，其构造如图 5.76c)

图 5.75  落口附近的浪高说明图 

图 5.76 施工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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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过渡部底板单纯用于支持。这是挖掘产生的堆土部分，是为了防止由于下沉

造成内壁的裂缝。另外，水渠的被覆厚度薄的时候，如图 5.76d)所示，将下游一侧

混凝土的突出部插进上游部水泥块的下侧，为了水流顺畅，要防止下游一侧水泥块

上移。关于急流部的斜面混凝土的浇筑，要进行充分的品质管理，使工程完全按照

设计进行。 

b.急流工程 

（ⅰ）入口连接水渠：将始点和终端的 外侧法线连接的直线几乎在水渠中心

和 12°30'以下，纵向形状的决定要以急流部始点断面的限界水深为起点，通过逐

次计算法进行水面跟踪。 

（ⅱ）急流部：用于水渠侧壁高的设计的水面跟踪计算，从支配断面（位于急

流部始点的断面）出发，向下游推进。流速在 7m/s 程度以上的情况下，会发生空

气混入现象使水面上升。因此，关于大规模的急流工程，要通过模型实验以及不等

刘计算，将求出的水位利用格门斯基（Gumensky）的公式等进行修正是很有必要的。 

设计急流工程那样的陡坡水渠的富余高度，要综合流量、流速以及可以预见的

流况等，参考经验值（不考虑空气混入的水深和大规模的急流工程中，采用水深的

1.5—2 倍）进行适当决定。 

（ⅲ）放射流部分：水理计算法以及设计的基本可参照急流部分。使射流状态

的水流不离开侧壁，并且有效进行扩宽的扩宽角度，通过公式（5.48）给出。 

            （5.48） 

θ：放射不始点的水渠倾斜角度（°），x,y:放射流部底面上任意点 P的底面倾

斜，hv:在始点的流速水头（m），k:重力加速度的作用比率（一般为 0.5 或以下数

值）。 

   （5.49） 

    （5.50） 

（ⅳ）水势减缓工程（减势工程）：在急流工程末端，必须综合研究急流工程的

水流、水势减缓工程、设施用地的宽窄、下游水渠的状况（断面形状、水位、流量）

等，设置恰当的水势减缓工程。水势减缓工程的形式多数采用跳水型减势工程，在

设计时，①减势工程区间原则上为直线或宽度相等的长方形断面。②要使流入减势

工程的水脉的水深、流速在横向方向是均等的。③跳水的位置由于下游水位的些许

变化就会导致很大移动，所以，要使之确实稳定在减势工程内。关于设计法，参照

<土地改良项目规划基准，设计，水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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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ⅴ）出口连接水渠：在急流工程的下游，要参照落差工程设置出口连接水渠。 

 

引用·参考文献（略） 

 

                                                （安乐  敏） 

 

 

 

5.10  分水工程·量水设施 

5.10.1  分水工程 

a. 一般事项    分水工程是将送来的用水向所定的灌溉地区适时的，按所定的

流量或流量比以及水位、水压进行调整分配而设置的。其构造形式要适合灌渠的形

式、规模，灌溉惯行做法以及水利用形态，维持水理上的稳定，能够落实用水调整

分配方案，并且便于管理。 

设置位置的选定要尽量满足，①接近受益地，②能够获得必要的水头，③便于

维护管理，④没有发生灾害的担心，⑤地基良好，⑥利于施工，等条件。 

另外，分水工程要根据分水规划在主水渠设置的调整设施，以及为了掌握从主

水渠的分水量，同时设置量水设施的情况居多。有必要对这些设施的功能进行综合

研究。 

b. 分类    分水工程从功能上，在开放水渠系列有流量调节（操作式）分水工

程、定比式分水工程以及定量式分水工程，在管道水渠系列则以流量调节分水工程

以及定量式分水工程为主。 

（ⅰ）流量调节分水工程：具有可调节阀门等流量调节装置，在开放水渠使用

的构造简单，分水作业具有弹性，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分水量不稳定，配水管理

不健全的情况下，有可能产生干线水渠下游产生无效放流或送水量不足等弊端。 

作为代表性的工程有阀门式分水工程、双孔分水工程，采用遥感等技术的远程

集中管理方式的分水工程也算这种分水方式。 

管道水渠系统使用的主要形式的分水工程有分水站型分水工程（阀门分水站型、

溢流分水站型、浮阀分水站型）以及封闭型分水工程。 

（ⅱ）定比式分水工程：不管干线水渠的流量、水位变化与否，都按照一定的

分水比例进行水分配，是以水田为对象发展起来的方式，旱田灌溉和其他水利共用

水渠由于没有流量调节装置，对水需求变化的应对就比较困难。另外，规定分水比

的后开口分水墙也有可动的，代表性的工程如下： 

① 后开口分水工程：将水渠按照后开口分水墙所定的分水比进行分配，构造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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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施工容易，所以造价便宜。但是，受下游水理条件的影响，分水比容易发生变

化，水理设计有必要进行水面跟踪，而在管理方面需要支线水渠方面的阀门操作。 

② 射流分水工程：在水渠的一部分设置射流区间，阻断对下游水渠的影响，通

过隔墙所定的分水比进行水分配的分水工程。通过利用射流使分水精度提高，使控

制流量成为可能，但是反面，水头损失大，对少量的分水，由于产生冲击波，存在

分水比受到影响的问题。 

③ 圆筒分水工程：将水渠流水利用逆向虹吸管等引向圆筒形溢流部分，根据所

定的分水比分割的圆周上的堤堰，使水流溢流进行分水的工程。可以满足大量支线

水渠等的分水需求，另一方面，其水理设计复杂，施工费也昂贵。 

（ⅲ）定量式分水工程：干线水渠的流量、水位即使发生变化，，分水工程也基

本按照设定的分水量保持分水的自动分水量调节装置，能够使水管理便利和提高配

水效率的同时，也存在施工费比其他方式高的问题。 

代表性的工程，在开放水渠，由上下游水位调整阀门和配水装置（图 5.77）组

合，通过调整阀门保持一定水位，通过配水装置的开放度调整分水量，在管道水渠，

有通过盘式阀门或浮阀调整分水前的水位，保持一定分水量等的设施。 

 

 

c. 设计的基本    在分水工程设计中要注意的事项有，①构造要牢固耐久，②

操作要容易，③施工费及维护管理费要便宜，④分水工程的构造不会引起上下游水

理状态的显著变化，⑤分水工程原则上按照规划 大流量进行设计，不过，各分水

工程的功能根据设置目的，也要研究流量之外的 多频度流量、 小流量等，⑥分

水工程的形式尽可能统一，以谋求水管理的统一化带来的省力化，以及分水精度的

均等化，分水的设定精度要从量水设施的精度和农业水利的利用实际状态来加以研

究，等等。 

管道水渠系统要注意，⑦具有自由水面的分水工程，能够赋予工程设施调压、

空气排除、沉沙池、剩余水排放等的功能，所以，要考虑水头分配和兼用功能，⑧

由于分水工程中使用的阀门类别的选择，很大的水压冲击会成为管体破坏的原因，

图 5.77 配水装置的案例（计量分水装置，单屏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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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对阀门开关的速度也要进行研究，⑨分水工程分水站的规模要考虑浪涌引起

的水面振动、防止管渠内带入空气、确保流出口的密封，等等。 

另外，操作管理上，明确阀门的开度、上下游水位等的水理条件和分水量的关

系是很有必要的。 

（ⅰ）阀门式分水工程：分水量的调节通过阀门开关的开度等进行。设计是在

开度全开状态时能够通过设计分水量。这种形式容易导致分水量的不均衡，为了不

发生极端的过剩分水、阀门开度的设定等水理设计以及管理上的注意是十分必要

的。 

这种分水工程，根据干线水渠和分水渠的形式、流量、高低差、接续方式，可

以组成水理上自由的流出口、水下流出口、水脉露出阀门、水下阀门、开放水渠分

支、管道水渠分支、从开放水渠向管道水渠的分支等多样的形态。关于流出口、阀

门，因为提供了实用性的公式和各种参数，所以可以以此为设计的基本（参照引用、

参考文献）。 

（ⅱ）双孔阀门分水工程：也叫做定水头型放水工程，对应水下流出口的上游

水位的变化，在平时保持一定的下游水位的水位差时，和流出孔的面积的变化无关，

流量系数是应用显示一定值的原理的结果。如图 5.78 所示，在前面的第一阀门（量

水）设定出水孔的开口面积，在第二阀门（水位调节阀门），将主水渠和调整水池

的水位差调整到一定水平（5-6cm），进行必要水量的分水。 

阀门的水理计算，根据水下阀门公式，流量系数的标准为 0.65。另外，流量系

数 好在分水工程设置后进行测定确认。 

流水部分在干线水渠的直角方向设置相当于 大水深的 1.5 倍的长度的过渡

区，并且在出水孔的前面相当于阀门 大开度的水平位置进行设置。而且，要避免

产生回水对分水工程的影响。 

（ⅲ）后开口分水工程：比起分水工程自身的构造，不如说下游分水渠的回水

的影响方面，对分水比起主导性作用。 

从下游分水渠的支配断面的位置，向上游进行回水计算，使分水比达到设计值

进行流量分配，设计上要使两个分水渠的回水产生的能量值在分支点达到一致。从

而，比起分水工程的部分，下游水渠的断面形状、粗度、倾斜等的设计更为重要。 

在分水点的上下游通过设置相当于水渠宽或水深10倍以上距离的整流区间（不

允许水渠宽、底高变化的区间），可以保证水理上稳定的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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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射流分水工程：设计时，在设计流量的范围内要满足，①使各分水渠都

完全溢流，②将堤坝截流蓄水水位控制在上游的设计水位以内，③使堰顶的水平方

向的流速分布尽可能均一，④下游跳水的发生地要设计在离堰堤 近的下游部，⑤

为了分水的隔墙上游端位置设置在限界水深位置的下游，等条件。 

关于完全溢流，以堰顶为基准的上下游的水深关系，必须满足 h2<(2/3)h1(h1:

上游侧水深，h2:下游侧水深)的条件。对上游的水理性影响，通过堤堰的溢流公式

和回水计算进行研究。 

为了使堰顶的流速分布均衡，堰上游断面积和堰顶断面积的缩小率要大，而且，

堰上游一侧要设置充分长度的长方形断面的直线整流区间，和这个区间与上游水渠

间相连接的渐宽部分，堰堤上游斜面做成 1：5程度的缓坡。 

另外，流速分布随着流量方式变化，因为在侧壁部分难以统一，所以，在少量

分水的情况下，根据侧壁位置决定分水比的比例是不恰当的。 

（ⅴ）阀门分水站型以及溢流分水站型分水工程：从开放型管线进行分水的情

况下，原则上要从具备压力稳定的自由水面条件的分水站进行。从管渠直接进行分

水，压力变动大，分水量的调节困难，所以要尽量避免。 

阀门分水站型分水工程是在分水站下游的主干线侧的流入口设置水闸，除了发

挥向支线分水的作用之外，还可以调节分水工程上游侧的水压，用于保持从主干线

向直接分支的支线或给水阀门进行分水的必要水压。但是，上游侧的水量（水位）

图 5.78 双孔阀门分水工程 



749 
 

变动剧烈的情况下，由于配合变动经常操作阀门存在困难，所以，在这样的条件下

不适合使用。而且，本形式因为必须设置剩余水排放设施，所以，附近有河流、排

水渠等剩余水排放地点成为必备条件。在下游侧主干线入口水闸之外，还要并设通

气孔。 

溢流分水站型分水工程是通过分水站中央部位的中壁顶部位的缺口使水发生溢

流，保持主干线水位一定，稳定向支线分水条件的构造。从而，分水是从上游水槽

通过阀门或溢流进行的。在中壁的下部为了调整水位，要设置水闸。本形式通过溢

流向下游管渠分水的同时带入空气是可以预见的，所以，从防止空气带入的观点出

发，要注意下游水槽的容量，而通过浪涌解析对设施容量（图 5.79）进行研究也是

有必要的。进一步，通过设法使溢流流向 3各方向等，设施的省占用空间化也有了

可能性。关于管渠的流出口，通过防止空气带入以及流入管方式等的空气排除工程

方法也要考虑，管渠流出口必要的封闭高度如表 5.23 所示。 

 

 

表 5.23 管道出口必要的封闭高度 （D：管道的口径（m）） 

口径（mm） 不足 1000 1000-1200 1300-2400 2600-3000 

必要的封闭高度 S（m） 2.0 及 0.3m 以上 1.3D+0.5m 1.2D+0.5m 1.1D+0.5m 

图 5.79 溢流分水站型分水工程分水工程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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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内流速在 2.5m/s 以下） 

 

（ⅵ）浮阀分水站型分水工程：主要是作为半封闭类型的管线的分水工程被采

用，一般是从管线向自由水面一端放流的形式（图 5.80）。这种分水工程利用浮子

的浮力以及重力进行阀门的开关，分水站内的水位下降，阀门顺序打开放流设计流

量，而下游侧的水使用量减少，分水站内的水位上升时，则开关依次关闭，在规划

高水位完全关闭。将这种阀门连接到从主干线分支、通过分水站的管线的末端，

利用浮子几乎可以保持分水站内水位在一定尺度，通过从阻壁的完全溢流实现规划

定量分水。 

 

 

这种浮阀分水站和分水工程兼用的时候，分水位可以不受上游侧水压的变动影

响加以规制。而且，只要下游不使用水，水就不会流下，所以剩余水放流的问题也

不会发生，也不会发生水资源的浪费。但是，考虑阀门的故障等因素， 好尽可能

设置能够全量放水的剩余水放流设施。 

另外，无论如何也没有剩余水放流的合适地点的时候，要研究其代替设施的非

常规情况的自动停水设施等的设置。而且，要在从干线分支的分水管的途中，配置

浮阀故障时的关水阀和规制 大分水量的控制开关。使用浮阀有必要做好应对浮力

不足以及上下震动的措施准备。 

作为这种形式，在开放水渠也可以适用的自动定量分水工程已经被开发出来，

其功能已经解析明确。而且，作为水田管线使用，有效利用成品管材等的省空间、

低成本的小型定量分水工程也被不断实用化。 

（ⅶ）陡坡（射流）水渠用小型分水工程：在中山间地域（城市和平地以外的

中间农业地域和山间农业地域的总称）的田间开发整治过程中，灌渠采用陡坡（射

流）水渠的情况下，必须选定不会引起射流状态的用水发生跳水和飞散等，可以确

实和稳定的取水的分水工程（田间取水工程）。 

作为现在开发的工程有斗型取水工程、侧壁型取水工程、涡动式分水工程（取

水工程）等。 

图 5.80 浮阀分水站型分水工程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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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2  量水设施 

a. 一般事项    在分水工程、调整设施等的水渠的主要地点，处于谋求用水的

有效利用、合理的配水管理、节减管理费、保全水渠设施和防止灾害等目的，必须

设置量水设施。并且，对从量水设施得到的信息进行正确认识，加以恰当处理，可

以有效提高水管理的效率。 

有关量水的信息有累计流量和瞬时流量等，作为求出这些数据的测定水理量，

有流量、流速、水位的计测要素。量水计的选定，要考虑是开放水渠用、还是管道

水渠用等使用条件，必要损失水头，价格，维护管理，水质，瞬时流量和累计流量

中重点置于何处，必要的精度是多少，计测值的指示，信息的记录和传送的必要性

等各方面因素。特别是在农业用水的情况下，有必要将重点放在耐久性以及维护管

理方面。量水计的设置，要确保在上下游分别具有必要长度的直线部分，在管道水

渠要选择始终满水的地点。 

b. 分类 

（ⅰ）差压式流量计：将液体流动的管道的一部分缩小变细时，液体通过变细

的部分时，流速增加，静水压减少。运用这个原理，从前后的压力差求出流量。 

（ⅱ）涡轮式流量计：将流动的能量转变为螺旋桨的旋转力，根据旋转的电动

势的强弱把握瞬间流量。同时，累计流量可以通过累计旋转数求得。另外，由于浮

游物混入的影响大，有不能满足高精度测定要求的情况。 

（ⅲ）电磁流量计：运用在磁场中移动导体的时候，和移动速度成比例的发生

电压的法拉第法则的流量计。应用这个原理，测定和流速比例发生的电压，求得流

量。一般用于管道水渠。 

（ⅳ）超音波流量计：运用音波在液体中传播的时候，液体静止的情况下和运

动的情况下，看起来传播速度不同的多普勒效应的原理，在离开一定距离的地方设

置超音波的信号收发器，根据测定的传播时间，求得流速。有开放水渠用和管渠用

的。开放水渠要并设水位计，根据流速和水位求出流量。 

（ⅴ）堰式流量计：设置水理性支配断面，制造极限水流，通过计测其溢流水

深，求出流量的形式。有将溢流水深和流量的关系提前设定好，通过测定溢流水深

求出流量的方式，和在开放水渠途中设置断面缩小区间，通过使其发生极限水深求

出流量的部分明渠流量计的方式。 

（ⅵ）量水标：通过实测或计算，设定水位和流量的关系，通过读取量水标的

水位求出流量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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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调整设施 

5.11.1  水位调整设施（调控） 

这种设施是控制相对于流量变动的水位、压力变化，以水管理系统中的水位、

压力控制为目的设置的设施。能够对应由于流量变化产生的水位、压力变动，减少

分水阀门操作等的次数的同时，特别是开放水渠，还具有对于流量突变的缓冲效果、

储留效果、水管理的弹性运作效果。进一步，伴随水位控制，①确保规定水位，提

高分水的稳定性，扩大分水工程的支配范围，②通过水渠储留，提高对于施加给水

渠的浮力或扬压力、土壤压力等的外部压力的安全性，③伴随储留的防止杂草生长

效果，④通过控制流速的防止水渠内冲刷、摩擦效果，⑤防止水渠内干湿（或满流

与空管）变化的各种不稳定，⑥通过阀门的放水工程、提高剩余水放流的作业效率，

等的二次性效果值得期待。 

另外，管渠的情况下，封闭型分水工程或农用蓄水池同时具有控制功能的居多。 

a. 水位控制方式    有上游水位固定方式和下游水位固定方式等。在日本，采

用控制上游水位方式的比较多。水位控制方式的各种功能、特性见表 5.24。另外，

水位控制方式要考虑水渠系统整体的配置的同时，还要考虑水管理规划、是共性以

及经济性。 

表 5.24  控制的水位管理方式的特性 

水位管理方式 上游侧水位一定方式 下游侧水位一定方式 

① 分水的优先性 

② 水位变化 

 

③ 对水渠断面决定的影响力 

④ 分水管理 

⑤ 计划·设计的难易 

⑥ 放·剩余水排放的重要性 

上游优先（供给主导型） 

计划水位 

检测水位（停水时） 

少 

检测的上游 

相对容易 

重要 

下游优先（需求优先型） 

检测水位 

计划水位 

决定性大 

检测工程的下游 

难 

非常重要 

 

b. 设计的基本 

（ⅰ）位置的选定：水位调整设施的配置根据水管理组织要求的管理水准，决

定其设置间隔、地点以及设置数量。因此，要综合各个分水工程的设置场所、水渠

断面的变化地点、放水工程、过剩水放流工程的位置等情况，对水位调整设施的配

置进行研究。另外，①在水渠的弯曲部分及其紧相连的上下游部分，大分水工程等

的紧相连上下游部分的水位变化激烈的地点，②高堆土、软弱地基等不稳定的地点，

③管理上条件不好的地点等，选择设置位置时要避免。 

（ⅱ）型式的选定：根据采用的水位调整设施体系的方法、水管理规划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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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度，对操作、过剩水排放、辅助管道的必要性以及建设费等进行综合判断，决定

形式。 

① 操作式调控：通过人力或动力驱动等操作阀门的方式。有通过阀门方式确保

上游水位的溢流型及节流孔型（图 5.81）。流量变动大的情况下，操作管理频繁。 

 

 

② 自动式调控：指可以自动调节水位的设施。通过浮漂或电动方式操作阀门。

不需要人力操作，比较便利。一般无动力的情况较多，因为过渡敏感等也有引起水

位震荡等各种故障的情况，所以，要注意浮漂的调整、设置和适用条件。根据调整

的水位，分为上游水位固定阀门式和下游水位固定阀门式。 

③ 自动式和操作式的组合型调控：设计流量中，主流通过操作式调控阀门流下，

一部分通过替代辅助溢流堰的小型自动式调控阀门流下的形式。 

④ 固定式调控：将水位利用固定堤堰等自然调节的形式，溢流型是代表性的形

式。适合水头有富余，并且即使水位的调节幅度大也可以的情况。相对流量变动的

水位变化虽大，但是 低水位可以保证。损失水头虽然较大，工程费却便宜，经济

性划算，管理上也容易。其中可以确保充分的溢流宽度和控制精度不断提高的鸭嘴

兽堰以及斜长堰（图 5.82） 为有名。另外，还有必要设置排水管理用的阀门。 

图 5.81 孔流型节制闸调控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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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2  剩余水排放设施 

由于在水渠途中的流入的洪水量和分水停止的水渠剩余水等的集中，达到水渠

通水能力以上的时候，为了将这些剩余水安全的进行排除而设置的设施。而且，为

了防止因为不具备阀门控制装置、漂浮物造成通水障碍导致水位上升等的危险防范

目的，也要研究剩余水排放设施的设置问题。因此，剩余水排放设施要根据伴随水

渠断面缩小的工程费减少和伴随剩余水排放设施设置的工程费增加的比较研究，来

决定其规模和构造。 

在设计的时候，在确保水渠组织要求的功能的同时，水渠组织还要就构造上安

全的、和使用目的一致的剩余水排放设施的形式的选定及其设置进行研究。 

a. 分类    剩余水排放设施从构造和流入形状上，分为溢流型剩余水排放设施

和虹吸管型剩余水排水设施。比较它们的各项特征，如表 5.25 所示。 

表 5.25 剩余水排放的不同形式的特征 

项     目 溢流型剩余水排放设施 虹吸管型剩余水排放设施 

① 有无动力 

② 动作的确实性 

③ 流量变化 

④ 水位上升 

⑤ 构造 

⑥ 剩余水排放设施的溢流宽

度 

无 

确实 

圆滑 

水位上升大 

简单 

大 

无 

几乎确实 

稍微欠缺 

极小 

复杂 

小 

 

（ⅰ）溢流型剩余水排水设施：在水渠侧壁的一部分设置溢流堰，使堰顶和设

计水位一致，对过剩的水进行排放处理，这种形式作为剩余水排放的功能来说，是

图 5.82  斜长堰调控案例 



755 
 

重要的、 可靠的和 安全的。也有从流入形状上称之为侧堰剩余水排放设施的。 

（ⅱ）虹吸管型剩余水排放设施：是当水渠的水位上升到设计水位以上的时候，

虹吸管启动，对剩余水进行处理的构造。因为虹吸管型比溢流型设施的宽度小，所

以适合设施用地受到限制的地方，但是作业可靠性比溢流型地，需要采取虹吸管流

入口的垃圾处理对策。 

b. 设计的基本 

（ⅰ）位置的选定：设置时要注意以下事项： 

① 剩余水排放设施要根据水渠途中的分水工程的数量及其流量，流入构造物的

数量及其流量的相应情况，进行研究设置。通常以 4-5 公里间隔程度进行设置 好。 

② 长距离、大规模的虹吸管、涵洞、暗渠以及水渠桥的紧上游，作为剩余水排

放设施设置的研究对象。 

③ 通过高堆土等构造上不稳定的地方以及市街地区的情况，在其紧上游部位作

为剩余水排放设施的设置的研究对象。 

④ 扬水泵场的紧上游附近作为剩余水排放设施设置的研究对象。 

⑤ 根据接受从剩余水排放设施的排放量的河流、调整池的有无及其规模，剩余

水排放设施规划受到很大影响。因而，要提前调查从剩余水排放设施被排放的设施

的场所、规模等，充分研究剩余水排放设施的设置规划。 

（ⅱ）剩余水排放设施的设计流量：作为水渠的通水能力减少量，根据公式

（5.51）求出： 

QW=QU-QD                           (5.51) 

QW:剩余水排放设施的设计流量（m
3
/s）,QU:剩余水排放设施上游的设计流量

（m
3
/s）， 

QD：剩余水排放设施下游的设计流量（m
3
/s）。 

（ⅲ）溢流型剩余水排放设施的溢流量：计算方式在主水渠形状一样的情况下

和不一样的情况下是有所不同的。 

① 主水渠是同样水渠的情况下：主水渠是长方形断面的同样水渠，有适用于水

流在常规流量的情况的溢流量计算公式。计算方法是确定通过剩余水排放设施设置

位置后的水渠的水深比规划水位可以提高多少，根据假定侧堰上游端的水深的试算

法求出侧堰长度的方法。 

② 主水渠是不同水渠的情况下：关于这种状态的水渠的侧堰型剩余水排放设

施，有出自佛尔西荷马（Forchheimer）根据恩格尔斯（Engels）的实验结果进行

理论型的解析提出的计算公式。这个公式适用于水渠宽度逐渐缩小的常规流量的情

况。 

（ⅳ）虹吸管型剩余水排放设施：图 5.83
14）

是美国开发局的标准型低水头虹吸

管型剩余水排放设施的设计图。溢流条件是顶部 A点成为 低压力，这个点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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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使水中溶存空气析出的极限压力下降。 

 

 

因为有关剩余水排放设施的实用性公式发表了很多，所以，可以在确认适用条

件的基础上，进行利用和设计。 

5.11.3  放水工程 

是为了进行水渠的维修检查、事故时的紧急放水等而设置的构造物，根据水渠

管理上必要的排干水渠，和水渠设施的事故等紧急的排干水渠的需要，从维修检查

的地点和紧急放水地点的上游，为了将水流进行放水，根据需要进行设置。   

紧急性的排干时的设计放水量虽然可以用水渠的设计流量为标准，不过，作为

一般管理用途，在考虑放流河流的接受状况、其他分水工程、剩余水排放设施等设

施的分散放流的可能性、放流时间的基础上，将设施断面缩小是更经济的方式。同

时，和剩余水排放设施并设的情况很多。 

排放的水流成为急流的情况很多，在设计的时候，不仅要考虑地形、地质、地

基等地理环境条件，而且在水理上、构造上要保证排水的安全性。 

a. 放水工程的构成    由以下各部分组成（图 5.84）。不过，根据环境条件，

其中缺少某部分的情况也是有的。 

①放流工程流入部分（入口过渡区，放流阀门部分），②放水渠（连接水渠部分，

急流部分以及放射流部分），③水势减缓部分（水势减缓池，出口过渡区，或水势

减缓构造物）。 

b. 设计的基本  

（ⅰ）设置位置的选定：在设置时要注意的事项有在距离长断面积大的涵洞、

虹吸管、暗渠、水渠桥等重要构造物的紧上游部位，要设置在灾害时可以紧急放水

的放水工程。此外，剩余水排放设施也参照此例。 

图 5.83 虹吸型剩余水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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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放水口：放水阀门部位由于需要一次性大量放水，所以必须构造坚固。

而且，放水口在高处的情况下，为了阻止由于水渠漏水和山体的地下水流动造成移

动，有必要考虑对构造物设置隔水墙等。 

水理设计上应该考虑的条件如下： 

① 始点的能量高度，采用干线的设计流量加流入洪水量的流量时的水位。 

② 在流入部位或倾斜变化点，成为极限水深的情况下，以此极限水深为起点，

进行陡坡水渠的水理计算。 

（ⅲ）放水渠：一般成为急流的情况较多，水理设计上虚妄采用开放式水渠的

形式，不过，根据地形、管理、周边环境上的理由，采用开放水渠之外的工程种类

的时候，有必要考虑其通水能力等安全性问题。 

设计上的注意事项如下： 

① 阀门在全开或半开状态使用的情况下，从放水口喷涌而出的激流要落在连接

水渠内。 

② 放水工程和剩余水排放工程并设的情况下，合流要在连接水渠内进行。 

③ 急流部的设计，可以参照水坝排洪孔斜槽的事项。  

（ⅳ）水势减缓工程：在设计时的注意实现如下： 

① 在放水渠的末端，原则上要设置水势减缓工程设施。不过，放流水对河流、

湖泊以及池塘等没不存在侵蚀或破坏的危险性的情况下，可以省略。 

② 由于在设计放流量以下的流量，存在不能充分发挥水势减缓效果的情况，所

以，也要对设计流量的 1/1-1/4 程度的流量进行充分研究。 

③ 水势减缓工程有各种各样的形式，要参考水坝的事项，研究适合水理构造规

模的的形式。 

图 5.84  放水工程说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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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4  调整池 

调整池是为了应对用水规划上产生的供求变化等，对流量或水位的时间性变动，

将水利功能进行弹性调整的，设置在水渠组织中的设施。即，为了顺利保持用水规

划的供给和需要的平衡，通过修正和调节取水量、水渠中流下的流量以及用水量三

者的不平衡，极力防止需求变化、配水运营产生的水管理损失，同时使水渠的功能

有机的和灵活的得到充分发挥而设置的储水池。另外，在设施容量的决定过程中，

也促使送水渠系统的经济性的研究成为可能。 

即使在排水规划中，也由于调整池的配置，带来了超过规划基准年的对洪水的

临时储留效果。 

a. 位置的选定    考虑水渠的设置环境条件，和受益地的水位关系等，研究能

够充分发挥水渠组织要求的功能的配置规划。 

特别是从水管理的方面，在受益地区内的水渠，短区间设置较多的调整池是

理想的状态。但是，从整体的经济性出发，这样做是不讲效率的设计，所以，有必

要充分研究施工费以及水管理的各项事项，决定恰当的配置。 

另外，如果能将现有储水池作为调整池加以利用，和水渠相连接的话，将是十

分有效的方式。为此，进行调整池的设计时，要事先对水渠组织系统途中的现有储

水池的位置和规模等进行调查，对其利用的可能性进行充分研究。 

b.调整池的功能和容量    关于调整池的功能和容量，要关注以下事项： 

（ⅰ）供需量差的时间差调整容量：水需要的时间和送水时间的时间差水量进

行调整的功能，是对一天以内的用水的供需时间差水量的调整。相当于旱田灌溉的

农用蓄水池等的容量。即使在水田，近年来，以配水系统管线为中心，也出现水需

求的变动，调整池的必要性也日益突出。实际在水田管线灌溉地区，建设调整池的

情况也已经出现，有报告显示，其蓄水量以普通时期 大用水量的 6小时用量为参

考比较恰当。对应需求变动，研究具体的调整容量时，有必要对末端配水系统的水

需要进行事例调查。也有通过实地调查研究必要调整容量（时间差）的事例。 

（ⅱ）为了调整需要量和供给量的不均衡的容量：是调整一日以内的用水的供

需水量差，使末端水利用具有自由度。 

（ⅲ）调整水渠的供水迟滞的容量：上游侧在开放水渠的复合形式管线系统中，

对由于日或分期的水量变更引起的用水到达时间的迟到部分进行调整，相当于为了

解消无效放流等的缓冲池。 

一般为了研究对应流况的时间性变化的设施规模，有必要进行非定常解析，不

过，还有利用更简便的不等流解析进行设计的方法。计算方法如图 5.85，通过从开

放水渠的初期状态和 终状态的水面形式（分布利用不等流解析求得）得到的储留

量的差和伴随取水口阀门的操作时间迟滞的必要量的合计，可以决定缓冲池的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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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即通过公式（5.52）求出。 

 

         （5.52） 

这里，NV：必要容量，⊿V：储留变化量。 

（ⅳ）为了顺利进行送水管理的容量：通过控制和操作水泵和阀门等，对产生

的通水能力差进行调节，使稳定的送水管理成为可能。 

（ⅴ）应对修补、维修检查期间的水需要的容量：确保水渠的维修检查、修补

期间所必要的水量。 

c.调整池的设计    调整池在满足所期望的目的以及功能的同时，还必须是安

全的和经济的设施。在设计的时候，考虑设置场所的地形、地质以及调整池的规模，

选定合适的构造形式。调整池可以分类为将河流断流建设的比较大规模的水坝形

式，和农用蓄水池那样的水槽形式。 

（ⅰ）水槽形式 

① 水槽的形状要根据设置环境条件决定，一般使用的成品水槽有圆形、现场浇

注的钢筋混凝土水槽多为箱形。 

② 应对不同下沉、漏水的安全的构造。特别是和管渠连接的部分，要考虑对下

游水渠的影响、注意地震的同时，调整池的构造还要防止沙土、垃圾等流入下游管

渠。 

③ 关于象农用蓄水池那样作为配水槽使用的调整池，有效储水深度（ 高、

低水位差）以 1-3 米为标准。水深如果过深的话，会产生供水压力的变化，带来灌

溉的障碍，所以浅而宽广的水槽是理想的形式。 

④ 在水槽中设置剩余水排放设施，采取危险时的安全对策。 

⑤ 水槽的富余高度以设计 高储水位（剩余水排放设施的堰顶高度）以上 0.3

米为标准。从设计 低水位到底部的高度， 好留有 0.1 米程度的富余。 

（ⅱ）水坝形式：关于水坝形式的调整池，参照 1。<水坝>部分进行设计。 

图 5.85  不等流解析计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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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附属设施（含管理设施） 

5.12.1  保护设施 

开放水渠中，有横断排水工程、流入工程建筑、斜面保护工程、排水沟等。而

管渠中有减轻异常水压变动的水击缓冲装置。 

a.横断排水工程    根据水渠的构造，将被阻断地域的排水横穿水渠进行排水

的建筑物。 

（ⅰ）横断排水工程的分类：如图 5.86 所示。 

 

（ⅱ）横断暗渠、横断虹吸管：横断暗渠、虹吸管要注意，①管体要和水渠底

板或管道保持 60 厘米以上距离，②在虹吸管入口处，原则上要设置沙土储留池、

过滤网，③必要 小断面从维护管理角度，要确保ф600mm（600×600）以上，长

度在 10 米以上的情况下，要确保ф800mm（800×800）以上，等（图 5.87，图 5.88）。 

 

 

图 5.86 横断排水工程的分类 

图 5.87 横断暗渠 

图 5.88 横断虹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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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横跨排水工程：横跨排水工程的下游通常陡坡较多，所以有必要设置适

当的水势减缓设施。横跨排水工程的下面和水渠水面之间应保持 小 30 厘米以上

的空间（图 5.89）。 

 

 

b.流入工程建筑物    灌渠中不流入排水是普通做法，不过，由于水渠的构造，

使被阻断的地域的排水横断灌渠在地形上困难的情况下，不得已使排水流入。为此

目的的构造物。 

另外，流入的水应不存在将来水质污染、沙土流入的担心，流入量的 大容许

流量在水渠的富余高度保留 10 厘米以上的范围内为大致标准。流入工程构造物有

排水入口和沙堤入口（图 5.90）。 

 

c.斜面保护工程    为了防止伴随水渠建设的施工堆土、挖土的斜面由于降雨

的侵蚀、冲刷发生坍塌而设置的保护工程。有通过植被种植、混凝土、砖块覆盖等

斜面保护工程（图 5.91）。 

 

 

图 5.89 横跨排水工程 

图 5.90 流入工程建筑物 

图 5.91 混凝土保护工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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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面保护工程的选择也有必要考虑和水渠周边的和谐。斜面保护工程的分类和

目的，见表 5.26。 

表 5.26 斜面保护工程的分类与各工种的目的 

分类 工种 目的 

种子播撒工程 

植被地毯工程 

草坪铺设工程 

防止雨水浸蚀，抑制冰冻后崩

落、绿化，全面植被 

藤条植被工程 

植被覆盖工程 

防止雨水浸蚀，控制冰冻坍

塌，绿化，植被全覆盖，堆土

用，藤条状植被 

植被工程 

植被基础工程 

植被袋工程 

植被穴工程 

防止雨水浸蚀，控制冰冻坍

塌，绿化，植被全面覆盖，硬

质、不良土壤斜面的部分移植

土壤植被 

砂浆喷涂工程 

混凝土喷涂工程 

砖块垒砌工程 

石材垒砌工程 

混凝土块结构工程 

 

 

风化、浸蚀防止 

混凝土抹墙工程 

现场混凝土抹墙工程 

防止斜面表层部的坍塌，固定

土层和防止基岩剥离 

石笼工程 

布袋笼工程 

架子工程 

控制斜面表层部由于浸蚀和

湧水造成水土流失 

构造物的斜面保

护工程 

落石防止架子工程 

落实防止网子工程 

防止落石 

斜面排水工程 地表斜面排水工程 

湧水处理工程 

防止雨水浸蚀，控制斜面保护

工程的坍塌 

d.水击压缓冲装置    作为缓冲由于管道内非常规性的水理现象发生的压力的

装置，有调压井（池）、压力水槽、安全阀等。是为了防止由于送水中的水泵突然

停止运转和在自然流下方式中，由于下游侧阀门等的控制造成异常的正压或负压而

设置的。安全阀是在一般情况下，阀门是关闭的，受到高压时打开放水以降低水压

的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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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2  安全设施 

a.安全设施的分类 

（ⅰ）主要针对车辆的安全设施：有护轨、护栏，钢索护栏，钢管护栏等，是

为了防止车辆翻进水渠内的设施，也是兼具二次性诱导驾驶者视线、阻止步行者进

入水渠内等目的的设施。 

（ⅱ）主要针对人的安全设施：有栅栏、围墙，栏杆等，是防止人员跌落水渠、

进入危险场所的设施。 

（ⅲ）援助设施和升降设施：有安全绳、救生圈、梯子、平台、阶梯等，是为

了救助跌落水渠的人员或便于上下的设施。 

（ⅳ）引起注意的安全设施：设置管理用道路、水渠边禁止通行区内的警示牌，

或起降杆，危险场所等引起注意的警示标志标识等。 

（ⅴ）其它：照明设施、换气设施、隔音设施等。 

b.安全设施的设置场所 

（ⅰ）护栏、钢管护栏等： 

① 桥梁附近的开放水渠两岸。 

② 现有道路和管理用道路的交叉点附近。 

③ 将步道和车道分离的管理用道路的边界附近。 

（ⅱ）栅栏（围墙）、栏杆等： 

① 市街地区周边的开放水渠附近。 

② 可能对第三者构成危险的地方。 

③ 虹吸管、涵洞、暗渠等的入口附近。 

④ 调节堰、放水工程、分水工程等的附近。 

为了涵洞、虹吸管的出入口、管理用窨井、调节堰、分水工程周边等的管理作

业等的安全，设置护栏、对一般性安全保障设置栅栏是必要的(图 5.92)。 

 

 

图 5.92 护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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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救助设施和升降设施：安全绳、救生圈要根据实际情况决定设置间隔，

特别要在 

涵洞、虹吸管、暗渠的入口上游部以及桥梁紧下游部进行设置（图 5.93）。 

 

 

另外，在安全绳设置点附近，要并设梯子、台阶等。 

5.12.3  管理设施 

管理设施有设施的维护检修设施、管理用道路、除尘设施等。 

a. 管理用道路    是为了水渠完成后的水管理和设施管理使用的道路，管理用

车辆通行的道路根据水渠的规模，水渠附属设施的配置等决定其宽度。在水渠单侧

设置的情况居多。 

（ⅰ）横断面的构成：管理用道路的横断面是由车道等构成，根据管理用车辆

的车种决定车道以及路肩的宽幅的时候，在车宽的基础上，左右各增加 0.3 米决定

称道宽度。路肩的宽度是 0.25-0.5 米程度。 

横向倾斜是为了路面排水向外侧降低的单侧倾斜，权限程度在沥青铺装和混凝

土铺装的情况下为 1.5-2.0%，沙土路和石子路的情况下为 3.0-6.0%。 

（ⅱ）道路的构造：路基是分散施加给路面的重量，向地面传送的铺装层，一

般分上层路基和下层路基的两层结构，也有一层的情况。铺装从设施的操作、巡视

和维护检修作业、道路的管理等方面考虑，采用沥青铺装和砾石铺装的道路较多。 

用于管理和道路养护施工的车辆通行的情况下，在拐弯部分要加大路宽（9.2<

农道工程>表 9.9 参照）。  

道路的横向倾斜在 6。0%以内是标准角度，但是 大也有达到 12%的情况。在积

雪地带，为了防止车辆打滑造成的事故，比一般情况的倾斜要更平缓一些。 

道路交叉点的设置要保证车辆安全的行驶通过（9.2<农道工程>图 9.11，表 9.20

参照）。 

图 5.93 安全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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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停车区在一条车道的道路上，要保证主车道车辆安全行驶，其长度在 10-20

米程度，区间的车道宽在 5米以上。另外，在应急停车区的前后要设置车辆出入的

连接过渡区间。 

b.除尘设施    除尘设施是为了去除成为水管理障碍的垃圾而设置的设施。 

（ⅰ）除尘设施的分类：除尘设施有固定式和可动式，其分类如图 5.94 所示。

近，这些设施中，选择安装链条式、网络式的除尘设施的增多了。进一步，有效

利用水渠内的水流能量的无动力水车除尘机也正在实用化的过程中。 

 

 

（ⅱ）除尘设施的特征： 

① 过滤：过滤的设施费便宜。将过滤下来的垃圾，通过人力或机械清除的形式。

另外，在倾斜角度 30°左右的缓坡设置过滤设施，可以减少垃圾造成的损失水头，

使维护管理更容易。 

② 绳索式：是称为移动式除尘机、固定式除尘机等的机械，两端设置导辊的钉

齿耙通过钢缆沿着过滤设施前上下运行，将垃圾梳理清除出来的形式。水渠内只设

置过滤设施。因为梳理清除能力有限，所以只适合小容量、小体积的垃圾清理。还

适合水深较深的情况。 

③ 链条式：耙子安装循环链条，通过链条沿着引导装置移动，将过滤设施前面

的垃圾梳理清除的形式。有从过滤设施前面梳理清除的和从后面梳理清除的两种类

型。还有耙子从过滤设施前面降下的和从后面降下的两种。前面降下的形式不适合

过滤设施前面附着大的垃圾的情况。后面向下形式因为可以安装大型耙子，所以能

够清理大量的垃圾。 

④ 网式：网式过滤设施是将细小的网子用框架固定，通过牵引缆绳和循环装置

将垃圾清理的形式。适合少量、细小的垃圾清理。 

⑤ 网架式：在水渠壁，和过滤设施平行设置的网架通过直接连接的电动机带动

链条卷盘旋转使网架循环升降。耙子因为在过滤设施前面下降，设施前面水渠底部

图 5.94 除尘设施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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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沙石等堆积物、水中的大型垃圾等容易造成耙子运行的障碍。牵引装置等的高度

非常高时，采用水中马达驱动，可以缩短耙子臂长，降低牵引装置的高度。适合小

规模的除尘设施。 

⑥ 摆动臂和环形臂：耙子通过电动或液压驱动进行循环往复的动作。摆臂式是

将耙子固定在在臂杆前端，沿着过滤设施的前面拉起的装置。环形臂形式是通过环

形臂装置梳理清除垃圾。摆臂式需要在过滤设施的上游侧和下游侧的两侧有承载机

械设备的石板。是和耙子的摆动相配的圆弧状的过滤设施。这些形式，由于梳理清

除不了的垃圾，会出现耙子提升不起来的情况。 

（ⅲ）除尘设施的设置场所和形式： 

① 取水口附近：在取水口附近等水渠的始点，为了清除掉形成通水障碍的大的

垃圾和防止垃圾流入水渠内，要设置除尘设施。 

一般是设置固定式的钢质过滤设施（钢条的间隔 50-100 毫米程度）。 近，链

条式除尘设施也设置较多。 

② 水渠中间地点：为了清除水渠途中流入的垃圾，在水渠中间设置除尘设施。 

链条式的除尘设施占比 多，多数过滤铁条的间隔在 30-50 毫米。 

③ 水渠末端地点：在水渠末端地点，为了除去对灌溉设施等产生不良影响的垃

圾而设置的除尘设施。 

钢质网格过滤设施（网格大小在 5-10 毫米程度）居多。 

c. 排沙（泥）设施    水渠内流入的沙土和泥巴，通过取水口附近的沉沙池、

水渠合流点附近的沙土储留池、放水工程沙土排放设施等进行排除，要采取防止水

渠内泥沙堆积的措施。关于堆积的泥沙，在水渠中间部位设置泥沙排除设施，适时

进行排除。这种情况下的作业是通过车辆、人力等进行的，所以，要考虑作业空间、

运输道路等决定设置位置。另外，管道水渠的情况下，要设置排泥室。为了完全排

除泥沙，设置位置要选择在线路的低处，接近河流、排水渠等排水目的地。这时，

有必要和河流、排水渠的管理方进行协商。另外，管渠的情况下，和放流管兼用的

情况较多。 

d. 流量调节阀门    流量调节阀门是为了事故修复、维修检查、新设管道连接

以及清洗排水（排泥沙）等目的，阻断水流的机关，在选择的时候，要注意阀门的

的强度和构造足以承受设计水压，并且操作简便、经久耐用。 

根据流量调节阀门的配置规划，在设施管理上需要的地方进行设置。①主要的

分支点，水泵吐水一侧，调整池的流出入口，②浮阀，水位调整阀等的紧上游，③

排泥工程设置场所，④横断重要的逆虹吸管，桥，轨道的地点，以及横断河流地点，

不过，在自然压送水方式的条件下，只限上游部位，⑤没有特殊地点，也没有分支

管的区间，出于维修检查的需要，每 1-3 公里程度要设置一个。 

另外，水头在 40 米以上的管渠，对于口径在 400 毫米以上的流量调节阀，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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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前后用小口径的副管连接，设置副流量调节阀。另外，大口径的流量调节阀门

包括保护工程在内，因为设施费增加，所以要尽可能和其他设施并设进行配置。作

为截断水流用的流量调节阀门，阻断阀和碟形阀 常用。开关频度少，有必要长期

维持水密性的情况下，多用阻断阀，多少需要进行流量控制的情况下，常用碟形阀，

对于高压配管用锻铁阀门或其他的特殊阀门。 

5.12.4  通气设施 

管渠的情况下，有必要设置通气设施。其目的在于从管内排出空气和向管内供

给空气。 

特别是农业用管道，管内排空的时候很多，而且在复杂的地形条件下，容易发

生空气滞留积蓄的线路凸出部分和流量调节阀门的下游部分等，局部性的低压部分

较多。因此，要充分研究通气设施的配置及其功能发挥。 

a. 通气设施的配置    在进行通气设施配置时，基本思路有，①在配水槽或分

水站的下游侧设置，②设在从平坦的倾斜突然变为陡坡的向下倾斜的地点，③在下

坡路线设置的流量调节阀门的紧下游设置，④在上坡路线设置的流量调节阀门的紧

上游设置，⑤在路线内的高处设置，⑥即使是下坡，管路坡度变化的地点，根据研

究，在必要的地点设置，⑦即使在没有路线起伏的直线区间，线路距离长的情况下，

每 400-500 米程度，设置一处是理想状态，等等（图 5.95）。 

 

b.通气设施的型式和构造    在设置通气设施的时候，对便于空气排出和吸入

的型式和构造的研究十分必要。通气设施的型式如图 5.96 所示。 

 

（ⅰ）通气孔：在流入口的下游侧由于空气混入和水流收缩，容易方式局部性

图 5.95 通气设施的位置配置 

图 5.96 通气设施的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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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压力下降，所以有必要设置空气排除设施。这种情况下，一般使用通气孔，其孔

径通常为ф50-150 毫米范围，大多使用铁管或硬质聚乙烯管。另外，可以预见有大

量空气混入的情况下，口径扩大至 200-300 毫米程度是有必要的。 

（ⅱ）通气站：通气站有直线弯曲型、箱式弯曲型等。为了兼顾在初期充水时

的空气排除和缓和水击压的双重作用，在需要大容量的吸排气能力的情况下采用。

此外，减压调整、监察孔等功能兼备的情况很多。另外，在分支处，为了防止上部

负荷、地基不等下沉等造成破损，要用混凝土进行加固保护。 

（ⅲ）空气阀：农用管线一般使用的空气阀，使用水渠用急速空气阀的较多，

近年来，农业灌溉用的空气阀也已被开发出来。 

 

引用·参考文献（略）                               （中  达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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