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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市洛江区八峰水库水文地质
条件浅析
李高明

!泉州市洛江区农业水务局" 福建 泉州"$O#(!!$

!摘"要""为保障八峰水库科学&合理选定设计参数"本文针对坝址处的水文地质条件进行分析"以期为类似水利

工程前期勘测设计提供参考% 选定溪口水文站作参证站"推算参证站多年平均径流量"利用降雨径流关系推算坝

址处多年平均流量% 工程区属中低山丘陵地貌"应按
*

度抗震设防"库盆多由凝灰熔岩组成"局部为第四系坡残积

层覆盖% 压水试验表面"相对隔水层埋深,右岸 O U#(C"左岸 ' U!QC"河床约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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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市洛江区地处福建省东南沿海"洛阳江畔"东

西宽 !O%QVC"南北长 &#%OVC"东北隔洛阳江与惠安县

相望"北临仙游县"西连南安市"南接泉州市丰泽区"是

泉州市东北区轴心& 八峰水库位于洛江区罗溪镇北部

洪四溪八峰山"是一座以供水为主结合灌溉的水利工

程& 水库建成后"与上游车戽'前洋水库联合调度"日

供水能力将达 $%( 万 ;SB"可满足下游 #'(( 亩农田灌

溉用水需求&

八峰水库位于罗溪上游"坝址以上控制流域面积

$$%O'VC

#

& 罗溪流域地势由北向南倾斜"河流全长

(*((



&!VC"平均坡降 Q%RW"水系呈条带状"支流众多"水资

源较为丰富& 流域内峰峦叠嶂"地势北高南低"河道两

岸基岩裸露"坡陡流急"上下游落差较大"河系发育"属

山区河流& 至 #((# 年"流域内已建成中型水库 ! 座"

小#!%型水库 & 座"小##%型水库 !! 座"塘坝 !!( 处&

'%水文条件分析

#%!"基本资料分析

八峰水库流域未设水文测站"附近木兰溪流域上

游古赖溪设有溪口水文站"控制流域面积 #(%TVC

#

"

!TRO 年设站观测至今"具有雨量'流量测数"属国家级

水文站& 木兰溪流域上游苦溪建有古洋水库"控制流

域面积 #O%R!VC

#

"中型水库"具有 !TO# 年至今的雨量'

流量资料&

八峰水库以上流域共有 & 个雨量站!西头埔'马

甲'巷仔'罗中& 西头埔'马甲设于 !T'O 年"具有 !T'O

年至今的雨量观测资料$巷仔具有 !TQ#)!TQ' 年'

!TQR 年至今的雨量观测资料$罗中具有 !T'O)!T'R

年'!TO& 年至今的雨量观测资料&

参证站古赖溪溪口水文站以上流域共有 ' 个雨量

站!内洋'佛堂'溪口'金沙'度尾& 内洋'佛堂'溪口均

于 !TR' 年设站$金沙于 !TO' 年设站"度尾于 !T'O 年设

站"均具有设站至今的雨量观测资料&

#%#"水文气象条件分析

罗溪流域属南亚热带气候"四季分明"暖热湿润"

日照充足"雨量充沛& 多年平均气温 #(%Q^"多年平均

无霜期 $'R 天& 极端高温 $T%(^"极端低温 ]!%R^&

绝对湿度 !T%T< .̀"相对湿度 QOP"多年平均风速

#%#CS?"最大风速 #'CS?&

罗溪流域多年平均年降雨量 !&R(CC"多年平均陆

地蒸发量 Q#(CC"多年平均水面蒸发量 !!!(CC"多年

平均径流深 QO(CC& 受气候和地形影响"降水量空间

差异明显"形成自南部沿海平原向西北部山区递增的

趋势"并随海拔的升高而增加& 罗溪流域内降水量年

内分配不均"年际降雨量变化较大"雨量主要集中在汛

期 &)T 月"约占全年的 Q(P&

#%$"径流量分析

#%$%!"参证站径流量分析

八峰水库采用位于木兰溪流域上游古赖溪的溪口

水文站作为参证站& 溪口水文站以上流域共有 ' 个雨

量站"分别对内洋'佛堂'溪口'金沙'度尾站的雨量资

料进行相关分析,!K$-

"延长各站自 !T'O 年起的雨量资

料"推算 ' 个站 !T'O)#((T 年共 '& 年雨量资料系列"

得出多年平均雨量为 !QOR%&CC"以此作为参证站的平

均面雨量&

建立溪口水文站年平均径流深与年平均降雨量的

线性回归方程"并进行溪口水文站年平均径流深的数

据插补延长"建立的回归方程为 .[!%(#RK]R!Q%RQ"

根据分析得两者相关系数为 (%T$"相关性良好& 经插

补延长"溪口水文站 !T'O)#((T 年多年平均径流量

(%OOC

$

S?"多年平均径流深 !(((%!CC"径流系数 (%'OO&

#%$%#"降雨径流推算

八峰水库坝址以上流域现有西头埔'马甲'巷仔'

罗中 & 个雨量站的雨量观测资料"将巷仔站'罗中站雨

量观测资料和西头埔站雨量观测资料做相关分析"将

两站的雨量资料插补延长至 !T'O 年"采用 & 个站

!T'O)#((T 年共 '& 年雨量资料的平均值作为八峰水

库流域内平均面雨量& 按 K̀

(

型曲线适线分析,&-

"八

峰水库流域内多年平均降雨量为 !'QR%QCC")

,

[

(%#(")

+

[#%')

,

,'-

&

八峰水库流域内无实测流量资料"坝址处径流计

算采用参证站降雨径流关系加以修正进行推算"溪口

水文站径流回归方程为 .[!%(#RK]R!Q%RQ& 坝址处

流量年内分配"!T'O)!TO! 年采用降雨量相近年份的

降雨年内分配比"!TO#)!TR' 年采用附近古洋水库相

应年份的流量年内分配比"!TRO)#((T 年采用溪口水

文站相应年份的流量年内分配比&

计算八峰水库坝址处逐年各月平均流量"根据坝

址处 !T'O 年 & 月至 #((T 月 $ 月流量系列资料"经频率

计算按 K̀

(

曲线适线"计算得八峰水库坝址处多年平

均流量E[(%RO'C

$

S?")

,

[(%$Q")

+

[#%')

,

"多年平均

年径流量 #Q#Q%Q 万 C

$

"多年平均年径流深 R!(%OC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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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流系数 (%'!& 根据以上分析成果计算得八峰水库

坝址处不同保证率流量成果"见表 !&

表 +% 八 峰 水 库 年 径 流 分 析 成 果

项""目
年降雨量S

CC

年径流深S

CC

年平均流

量S#C

$

S?%

年径流量S

万C

$

多年平均 !'QR%Q R!(%O (%RO' #Q#Q%Q

丰水年<[!(P !TRT%# !#(Q%R !%#RT &(O&%#

平水年<['(P !'&Q%! QO#%( (%R!$ #'O&%(

次枯年<[Q'P !$'Q%Q 'T!%Q (%O$! !TT!%#

枯水年<[T(P !!TT%R &Q(%! (%'(# !'R#%(

特枯年<[TQP !($&%( $O(%Q (%$R' !#!$%R

#%&"洪水计算

#%&%!"设计洪水分析

流域内洪水主要由峰面雨和台风雨形成"以前者

为主"多发生于 &)T 月"洪水特点是暴涨暴落"来势

凶"洪峰大& 洪水设计采用暴雨推求洪水"根据*福建

省暴雨等值线图+查得该流域暴雨统计参数"见表 #&

表 '% 暴 雨 参 数

"

!

SCC

)

T!

"

O

SCC

)

TO

"

#&

SCC

)

T#&

'# (%&# T( (%'# !&Q (%'$

""注")

/

[$%')

T

&

""根据八峰水库流域特征值和暴雨统计参数"采用

推理公式法'瞬时单位线法,O-计算"推得设计洪水成

果"见表 $&

表 $% 洪 水 计 算 成 果 单位!C

$

S?

计 算 方 法
频""率

<['(P <['P <[#P <[(%#P

推理公式法 !$! $O& &'O OT#

瞬时单位线法 !## $$T &$# O$$

""根据表 $ 比较分析"从工程安全角度出发"采用推

理公式法计算成果& 设计洪水过程线根据福建省概化

过程线进行计算"形状系数([&

7

V#E

97

;m$O((%"设计

洪水总量&

7

[!(((>

7

8&

经计算"八峰水库 '( 年一遇设计洪峰流量

&'OC

$

S?"最大 #&< 设计洪水总量 R$$%' 万 C

$

$'(( 年

一遇设计洪峰流量 OT#C

$

S?"最大 #&< 设计洪水总量

!#O(%Q 万C

$

&

#%&%#"施工期选择

依据工程设计'施工条件要求"在枯水期中选择几

个不同时段"根据溪口水文站实测最大流量资料"采用

流域面积比法"计算得八峰水库不同施工枯水期设计

洪水成果& 对各时段洪水成果比较分析"综合考虑八

峰水库坝址工程条件"选用施工期长'施工洪水较大的

!( 月至次年 # 月作为水库施工枯水期"施工期

<[#(P设计洪水计算成果见表 &&

表 H%八峰水库施工枯水期洪水计算成果

单位!C

$

S?

频""率
时""段

!( 月至次年 # 月 !( 月至次年 $ 月 !! 月至次年 $ 月

<[#(P T%& !!%& O%Q

#%'"水位 流量关系曲线

八峰水库坝址处河段无实测水位'流量资料& 坝

址处河段顺直"河床底部基岩出露"两侧岸壁有少量灌

木"河底有杂草"根据河槽特征及该河段实测 !p!(((

地形图"采用曼宁公式计算坝址处水位)流量关系曲

线"见表 '&

表 I%八峰水库坝址水位'流量关系曲线

水位SC !$R !&( !&# !&& !&O !&R !'(

流量S#C

$

S?%

( T#%R 'O'%( !'(T%& #RTO%' &Q&#%& Q(Q!%T

$%地质条件分析

$%!"地质概况分析

工程区位于洛江区罗溪镇"平潭)东山北东向构

造断裂带西侧"清流)安溪北西向断裂带东侧"区内断

裂构造以北西向'北东向为主"高程为 !#(%(( U

Q((%((C"属中低山丘陵地貌& 山体切割较深"山峰较

高峻"河谷多呈.q/字形"山坡植被覆盖较好"河谷两

岸山坡坡度一般在 $(g以上&

根据 *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 #,Z!R$(O)

#(!'%"该区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为 (%!(5"坚硬场地的

("((



地震动反应谱特征周期为 (%$'?& 建筑物设计时"应按

*

度抗震设防& 区内未发现活动性断裂构造"区域地

质构造相对稳定&

$%#"工程地质条件分析

库区呈长条形"为山区峡谷型水库& 库盆大部分

由坚硬密实的凝灰熔岩组成"岩体透水性弱& 库区两

岸山体雄厚"无低洼哑口和断裂构造"不会产生向邻谷

的永久性渗漏& 库岸以岩质边坡为主"无不良物理地

质现象"基本稳定& 上游固体径流来源较少"库区无可

供开采的重要矿产资源和重要的文化古迹&

坝址河谷呈开阔.q/字形"谷底宽 #' U$'C"两岸

较对称"两岸自然坡度 &'gUO(g"大部分基岩出露"局

部为第四系坡残积层覆盖$河床大部分基岩出露"局部

为砂卵砾石'漂石覆盖& 其中"第四系地层主要为残积

粉质黏土夹碎石"厚 (%& U!C"河床砂卵砾石厚 ! U#C&

坝址基岩的岩性单一"为侏罗系南园组凝灰熔岩"

两岸风化较浅"左岸强风化埋深 # UOC"右岸大部分弱

风化基岩裸露"岩体较完整& 主要断层 i

!

位于右岸坝

轴线下游约 !((C处"产状为 +c!'g"倾角 QOg"宽

(%# U(%$C"充填断层角砾岩和断层泥"为压扭性断层&

$%$"水文地质条件分析

坝址地下水主要为孔隙水和裂隙水两种"孔隙水

主要赋存于第四系地层中"裂隙水主要赋存于节理裂

隙中& 地下水受大气降水补给"向河流'沟谷的方向排

泄& 地下水位埋深左岸为 $ U#(C"右岸为 ' U!'C&

岩体的透水性随岩体风化状态和节理裂隙发育程

度而异& 根据压水试验结果"强风化岩属强透水层"弱

风化岩为中等透水层 U弱透水层"微风化岩为弱 U微

透水层$在断裂'裂隙发育处"渗透性增强"呈强透水 U

极强透水& 相对隔水层埋深#Yj$X@%!右岸 O U#(C"

左岸 ' U!QC"河床约 !C&

在坝址处分别取地下水样和地表水样各 ! 件进行

水质分析"根据水质分析成果"按*水利水电工程地质

勘察规范+ #,Z'(#RQ)#(!O%附录 ,评价!环境水对

混凝土无腐蚀"对钢筋混凝土结构中的钢筋具弱腐蚀"

对钢结构具弱腐蚀性&

H%结%语

泉州市洛江区八峰水库位于罗溪上游"坝址以上

控制流域面积 $$%O'VC

#

"是一座以供水为主结合灌溉

的水利工程& 为保障八峰水库科学'合理选定设计参

数"本文针对坝址处的水文地质条件进行分析"以期为

类似水利工程前期勘测设计提供参考依据&

本文选定溪口水文站作为参证站"通过径流量分

析和降雨径流推算"得出参证站多年平均径流量

(%OOC

$

S?"径流系数 (%'OO& 坝址处径流采用参证站的

降雨径流关系修正推算" K̀

(

曲线适线"八峰水库坝址

处多年平均流量 E[(%RO'C

$

S?"多年平均年径流深

R!(%OCC& 采用暴雨推求设计洪水"'( 年一遇洪峰流

量 &'OC

$

S?"'(( 年一遇洪峰流量 OT#C

$

S?& 采用流域

面积比法"计算不同枯水期设计洪水"选定施工期为

!( 月至次年 # 月&

工程区属中低山丘陵地貌"河谷多呈.q/字形"地

震动峰值加速度 (%!(5"按
*

度抗震设防& 库盆由凝

灰熔岩组成"透水性弱"两岸山体雄厚"无低洼哑口和

断裂构造& 大部分基岩出露"局部为第四系坡残积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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