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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天河闸引水水量水质监测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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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对青天河闸 "#$% 年 & 月 $&"$' 日进行了水量*水质监测$检测结果表明!青天河闸每日潮汐高潮

时段氯化物含量大于 )##8I0C$氯化物超标不能引水灌溉%其他时段氯化物含量小于标准值$可正常引水$通过研

究旨在为农业灌溉引水提供参考)

&关键词'!氯化物%引水水量%水质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志码( *""""文章编号( !,012,(#()!,(3*,(2,(#2,+

*:$<E6=69:'=F576=9:B$>57CD$:>=>E $:'B$>57CD$<=>E @9:=>97=:A

9?L=:A>=$:4=F57M<D=&5

NAFG=1_-O5

$

" @[JO

"

%$!3#,)$#$8 D#$8E)/ 1(:')8',F4#0>/'-,/" D#$8E)/ $$)##(" =4#$,+

"!3#,)$#$8 >-#F#,)G)#A,$: +,&-'=)$%-'5,&#)$ >/'-,/" >-#F#,)$""$##" =4#$,&

*%6>7$&># [9 .-2/1/23$ <1.23U56O8219W <1.23YO16H.X5V̀ H9I.H19 P29T.57R <232859H.532W V358@O92$& .5$'$ "#$%4

Z-2.2T.32TO6.TT-5<.-1.7-653HW2759.29.5V̀ H9I.H19 P29T.57R HT8532.-19 )## 8I0CWO3H9IW1H6X.HW219W 76H81]

/23H5WT$ <1.23WHU23TH59 H33HI1.H59 HT95.1665<2W HV.-27-653HW22]722WTT.19W13WT4Z-27-653HW2759.29.HT62TT.-19

T.19W13W U16O2TH9 5.-23/23H5WT4E1.23719 :2WHU23.2W 9538166X$ .-232:X/35UHWH9I32V232972V531I3H7O6.O316H33HI1.H59

<1.23WHU23TH59 .-35OI- T.OWX4

J5E B97'6# 7-653HW2' WHU23TH59 <1.23YO19.H.X' <1.23YO16H.X

("概"述

青天河闸建于 $?&) 年"是营口市规模最大的排灌

两用闸"建闸 ,# 多年来取得了较大的灌溉排涝效益'

青天河出口原有一座钢筋混凝土船闸及 ? 孔木闸"是

营口西部地区灌溉(排水(防洪的关键性工程' 但船闸

出口翼墙断裂"闸前海漫冲淘深度达 ,8"已有倾覆和

滑动危险"两侧涵洞断裂早已不能使用"? 孔木闸年久

失修"木质腐烂' 旧闸处于凹岸"无护岸工程"由于多

年水流冲刷"河岸连年靠近闸址"相距仅有 ($8"汛期

时刻有被河水吞掉危险' 旧闸过水断面 )&*$8

"

"日平

均引水流量 $%*)8

(

0T"仅能满足 &###-8

"

水田灌溉用

水需要"与营口西部灌区规划要求引水流量 ("*$8

(

0T"

灌溉 $))((*((-8

"

水田相差悬殊' 鉴于上述情况"经

上级批准决定兴建青天河闸"设计能力为日平均引水

流量 ("8

(

0T"灌溉水田 $))((*((-8

"

'

!"社会经济概况

青天河闸灌区位于长大铁路以西"海城河以南"大

辽河以东"南临渤海"东西宽约 ,#R8"南北长约 &#R8"

,#!,



总面积 $)'?R8

"

' 地势由东北向西南倾斜' 东部为山

前倾斜平原"坡度为 $0'## $̂0$(##"地面高程 & "̂8"

西部地势平坦"地面坡度为 $0$*) 万 $̂0"*) 万"地面

高程 " )̂8' 行政区划包括营口市及老边区共 $) 个

乡镇' 耕地 &(?((*((-8

"

"其中!水田 $,'##-8

"

"旱田

,),&&*&%-8

"

"菜田 (&&&*&%-8

"

' 总人口 ((*, 万'

灌区农业生产不稳定"以营口市西 & 乡为例"

$?)& 年产量最高"旱田单产 $")RI"水田单产 (#)RI"

总产 #*& 亿 RI+$?&# 年产量最低"旱田单产 %)RI"水

稻单产 $#'RI"总产 #*($ 亿 RI' 历年平均受灾面积

)#&&*&%-8

"

"损失粮食 ,## 万 RI"最大涝灾面积

$((((*((-8

"

"损失粮食 $$%# 万 RI' 灌溉水量不足"水

质不佳' $?)% 年灌溉水盐分最高"水稻受害面积

%)((*((-8

"

"损失粮食 &%) 万 RI' $?)' 年受灾面积

$$###-8

"

"损失粮食 $#$) 万 RI'

根据#营口盘锦灌区水利规划$要求"青天河闸负

担灌溉面积 $))((*((-8

"

"占西部灌区面积的 ,'+"畅

排面积 $#&R8

"

"占劳动河集雨面积的 "&+'

#"水闸设计

青天河闸位于青天河口 '##8处右岸滩地上"工程

等级为"等' 灌溉标准采用潮位保证率 ')+"除涝标

准 $# 年一遇"防洪标准为 ") 年一遇' 外河汛期 "# 年

一遇最高潮位 ,*%"8+灌期 )# 年一遇最低潮位

D$*"$8")## 年一遇最低潮位 D$*,%8' 内河汛期最

低水位 $*#8"灌期最高水位 "*#8' 设计引水流量

$#$8

(

0T"设计排水流量 $#)8

(

0T'

水闸净宽 ()8"采用开敞式钢筋混凝土平板钢闸

门结构"共分 % 孔"每孔净宽 )8"中孔通航"分成 " 孔(

( 孔(" 孔三联"闸体长 $"8' 翼墙为悬臂式钢筋混凝

土结构"成八字形对称布置' 下游消能按排水控制计

算"消力池长 $,8"深 #*'8"海漫长 "#8' 上游消能以

引水控制计算"消力池长 $,8"深 #*)8"海漫长 "#8'

海漫末端设防冲槽与引河相接"引河底宽 ,)8'

为保证水闸正常运行和安全"成立了青天河闸管

理所"由专人进行管理"按水闸运用程序控制运用' 排

水时"必须全部开启"不准不同孔数和局部开启"不准

超过 #*)8水头差开启' 高潮引水时"最大引水流量不

得超过 $,#8

(

0T"不准局部开启闸门"必须 ( 孔以上闸

门同时开启' 由于加强了水闸管理"青天河闸运用

良好'

+"水质水量监测

对大辽河青天闸断面农业灌溉用水压盐情况和引

水流量进行了连续监测"监测项目为潮水位(引水流量

和氯化物含量'

,*$!潮水位传播时间

青天河闸站距下游营口潮水位站为 ))R8' 根据

大辽河营口潮水位站观测资料推求"潮水位传播到青

天河闸延迟 " (̂-' 本次监测以营口潮水站潮位推算

布设"流量测验采用A=KP对青天河闸出水口进行"营

口潮水位站 "#$% 年 & 月 $& 日($% 日($' 日潮水位过程

线见图 $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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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年 1 月 (1 日营口潮水位站潮水位变化过程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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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年 1 月 (- 日营口潮水位站潮水位变化过程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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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年 1 月 (3 日营口潮水位站潮水位变化过程线

,*"!水质水量监测结果

& 月 $& 日($% 日($' 日"采用A=KP对青天河闸出

水口流量进行测验"水质主要监测项目为氯化物'

,*"*$!$& 日监测分析

$& 日对青天闸站的水位(引水流量(氯化物进行

了监测"结果见表 $'

根据#农田灌溉水质标准$"农业灌溉用水氯化物

浓度限值为 ()#8I0C"辽宁省农业灌溉用水氯化物控

表 (" 1 月 (1 日 青 天 闸 站 监 测 结 果

站!名 施测时间 水位08 流量0%8

(

0T& 氯化物0%8I0C& 闸站开启情况

青天河闸 $$!(( )*)) $#, ",# 开启

青天河闸 $)!## ,*?& ')*# %#) 开启

青天河闸 $)!,# ,*?" )&( 关闭

青天河闸 $&!)) ,*', (?*) (%& 开启

青天河闸 $%!(# ,*'' "$( 关闭

青天河闸 $?!$# ,*?) '(*( 关闭

青天河闸 "$!$( )*,$ $,( %"*% 开启

青天河闸 ""!#& )*'& $&, $%? 开启

青天河闸 ""!() )*?' $&) (&$ 开启

青天河闸 "(!#) &*$# $)? %,, 关闭

制限值为 )##8I0C' $& 日"青天闸断面共监测 $# 次"

其中 $)a##($)a,#("(a#) 共 ( 次监测氯化物浓度高于

)##8I0C"未达标+其余 % 次监测氯化物浓度均低于

)##8I0C"优于氯化物限值'

通过 $&日的监测分析"青天闸每日在高潮位时段

均发生氯化物超标无法引水情况"其他时段氯化物含量

均小于标准值"可正常引水' 期间共引水 ,#*'万8

(

'

,*"*"!$% 日监测分析

$% 日 $&!##-"(!,( %营口潮水位站从低潮至高

潮&对青天闸的水位(引水流量(氯化物进行了监测"结

果见表 "'

表 !" 1 月 (- 日 青 天 闸 站 监 测 结 果

站!名 施测时间 水位08 流量0%8

(

0T& 氯化物0%8I0C& 闸站开启情况

青天河闸%闸前& $&a## ,*,) # '%% 开启

青天河闸 $%a"# )*#$ &"*# &"? 开启

青天河闸 $'a## ,*?% ,?*( ,,( 开启

青天河闸 $'a(# ,*?# ,#*& ((" 开启

青天河闸 $?a#) ,*', ()*" $?$ 开启

青天河闸 $?a(# ,*%' ("*$ $(( 开启

青天河闸 "#a## ,*%, ("*% $#) 开启

青天河闸 "#a(# ,*'& &'*? %&*" 开启

青天河闸 "$a## )*#, ')*% &)*& 开启

青天河闸 "$a(# )*"$ $#( &)*& 开启

青天河闸 ""a## )*,& $"" &(*' 开启

青天河闸 ""a(# )*&, $"'*) %"*% 开启

青天河闸 "(a## )*'# $," $(( 开启

青天河闸 "(a(# )*?& $,) (?? 开启

青天河闸 "(a,( &"? 关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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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 日 $&a##-"(a,( 监测水量 $, 次"水质 $)

次"其中 $&a##($%a"#("(a,( 时 ( 次监测氯化物浓度

高于 )##8I0C"未达标+其余 $" 次监测氯化物浓度均

低于 )##8I0C"优于氯化物限值' 通过 $% 日的监测分

析"青天闸每日在高潮位时段均发生氯化物超标无

法引水情况"其他时段氯化物含量均小于标准值"可正

常引水' 经计算该时段引水量为 $?$*& 万8

(

'

,*"*(!$' 日监测分析

$' 日 %!,#---##!## 对青天闸的水位(引水流量(

氯化物进行了监测"结果见表 ('

表 #" 1 月 (3 日 青 天 闸 站 监 测 结 果

站!名 施测时间 水位08 流量0%8

(

0T& 氯化物0%8I0C& 闸站开启情况

青天河闸 %a,# ,*"# $)*$ (&*$ 开启

青天河闸 'a## ,*%% (%*& ,"*" 开启

青天河闸 ?a## ,*%, (&*& )#*$ 开启

青天河闸 ?a(# ,*%# ()*# &#*" 开启

青天河闸 $#a## ,*%" (&*$ %)*' 开启

青天河闸 $$a## )*#% '#*# '&*$ 开启

青天河闸 $$a(# )*#% '#*# ?(*? 开启

青天河闸 $"a## )*(& '?*? $$( 开启

青天河闸 $"a(# )*)$ ?)*# "'# 开启

青天河闸 $(a## )*)' ??*' &#& 开启

青天河闸 "#a)# ,*&' $%*& ',% 开启

青天河闸 "$a"# ,*&) # '(# 开启

青天河闸 ""a## ,*%' )?*& '&? 开启

青天河闸 ""a(# )*#$ %?*# '&? 开启

青天河闸 "(a## )*#$ ?&*$ $#' 开启

青天河闸 "(a(# )*(( $$( $&# 开启

青天河闸 #a## )*)& $") ()? 关闭

!!$' 日监测氯化物 $% 次"其中 $(a##("#a)#("$a"#(

""a## 及 ""a(# , 次氯化物未达标"其余 $( 次合格'

经计算"青天河闸 & 月 $' 日 %a,#-##a## 监测水量为

()?*, 万8

(

'

)"结"语

通过对 $&-$' 日的水质(水量监测分析"青天闸

每日在高潮位时段均发生氯化物超标无法引水情况"

其他时段氯化物含量均小于标准值"可正常引水"$&-

$' 日共引水 )?$*' 万8

(

"所以只能氯化物符合标准的

低潮位时段进行监测引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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