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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陕京一线 1996 年 5 月开工建设，1997 年 10 月建成投产，由靖

边首站至北京石景山，管道总长 1098km，途经三省两市（陕、晋、

冀和京津），设计年供气能力为 33×108m3。天然气管道采用 X60 管材

钢，管道直径 660mm，设计压力 5.0MPa。 

陕京一线琉永支线迁改段位于河北省保定涿州市陈家坟村至刁

窝二村段，管道区间位于陈家坟阀室至宫村阀室之间，目前路由长度

约 7.4km，管道设计压力 5.0MPa，运行压力 5.2MPa，管径 D660mm，

壁厚 7.1mm，最小设计埋深 1.2m。河北省把涿州定位为现代产业聚

集区和非首都核心功能疏解的重要承接地，接受北京新机场临空经济

区的辐射，为推进重点项目顺利落地，需对陕京一线琉永支线进行科

学、合理、可行地迁移。 

迁改段起自京石高速公路以西，于梁家场西穿越京石高速公路后

继续向东穿越北拒马河右堤，于向阳一村和沙窝村之间穿越北拒马河

河槽，继续向东至浮洛营南转向南，约 740m 后转向东南，穿越京广

高铁后，继而穿越花田路后转向南至北拒马河主槽，穿越主槽及堤防

后继续向南至终点，全长 11.0km。迁改工程涉及穿越小清河分洪区

和分洪区内的北拒马河、刁窝北排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需要进行防洪评

价。受中石油北京天然气管道有限公司委托，我院承担了陕京一线琉

永支线涿州市区管道迁改工程洪水影响评价工作。 

在现场查勘的基础上，遵循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程、规范，我院

编制完成了《陕京一线琉永支线涿州市区管道迁改工程洪水影响评价

类报告（报审稿）》。本报告中坐标系为大地 2000 坐标系，高程系统

除注明外均为 1985 国家高程基准。 

2019 年 9 月 10 日，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会同河北省水利厅在



 

  

保定市召开《陕京一线琉永支线涿州市区管道迁改工程洪水影响评价

类报告（报审稿）》审查会，并形成专家审查意见。根据专家审查意

见，我院对报告进行了补充、完善，完成了《陕京一线琉永支线涿州

市区管道迁改工程洪水影响评价类报告（报批稿）》。 



 

1 

 

1 概述 

1.1 建设项目背景 

陕京一线 1996 年 5 月开工建设，1997 年 10 月建成投产，由靖

边首站至北京石景山，管道总长 1098km，途经三省两市（陕、晋、

冀和京津），设计年供气能力为 33×108m3。天然气管道采用 X60 管材

钢，管道直径 660mm，设计压力 5.0MPa。 

陕京一线琉永支线迁改段位于河北省保定涿州市陈家坟村至刁

窝二村段，管道区间位于陈家坟阀室至宫村阀室之间，目前路由长度

约 7.4km，管道设计压力 5.0MPa，运行压力 5.2MPa，管径 D660mm，

壁厚 7.1mm，最小设计埋深 1.2m。 

河北省把涿州定位为现代产业聚集区和非首都核心功能疏解的

重要承接地，接受北京新机场临空经济区的辐射，为推进重点项目顺

利落地，需对陕京一线琉永支线进行科学、合理、可行地迁移。 

1.2 评价依据 

（1）200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第 74 号令发布，2016 年 7 月

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2）1997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第 88 号令发布 2016 年 7 月修

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 

（3）1988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 3 号令发布实施，2017 年

10 月 7 日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 

（4）2014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与中华人民共和

国 国 家 质 量 监 督 检 验 检 疫 总 局 联 合 发 布 的 《 防 洪 标 准 》

（GB50201-2014）； 

（5）2013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与中华人民共和



 

2 

 

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联合发布的《堤防工程设计规范》

（GB50286-2013）； 

（6）2014 年 3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发布的《洪水影响评价

报告编制导则》（SL520-2014）； 

（7）2004 年 8 月水利部办公厅办建管[2004]109 号文下发的《河

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防洪评价报告编制导则》； 

（8）2008 年 2 月中水北方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编制的

《大清河系防洪规划》； 

（9）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海建管〔2013〕33 号文《海委关于

印发<海委审批权限内涉河建设项目技术审查规定（试行）>的通知》； 

（10）河北省水利厅冀水建管〔2016〕132 号文《关于印发<河

北省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防洪评价技术审查规定（试行）>的通

知》； 

（11）2012 年河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编制的《小清河

分洪区（河北部分）工程与安全建设可行性研究报告》； 

（12）2017 年 10 月中国石油集团工程设计有限责任公司华北分

公司编制的《陕京一线琉永支线涿州市区管道迁改工程方案设计报

告》； 

（13）建设单位提供的地勘资料等其他有关文件、资料。 

1.3 评价范围 

陕京一线琉永支线涿州市区迁改段起自京石高速公路以西，于梁

家场西穿越京石高速公路后继续向东穿越北拒马河右堤，于向阳一村

和沙窝村之间穿越北拒马河主槽，继续向东至浮洛营南转向南，约

740m 后转向东南，穿越京广高铁后，继而穿越花田路后转向南至北

拒马河主槽，穿越主槽及堤防继续向南至终点。根据管道迁改工程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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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涉及水利工程情况，洪水影响评价范围确定为小清河分洪区、北拒

马河、刁窝北排干。 

1.4 技术路线与评价内容 

1.4.1 技术路线 

1.4.1.1 二维不恒定流数学模型洪水演进模拟 

二维不恒定流数学模型法能充分反映洪水演进过程和局部特定

区域内的水流形势，以及水流在不同地点不同方向的水力要素。对于

地形及水流条件复杂的行洪区域，当需要反映整个水体的演进过程或

某一局部区域内水的流态变化过程时，采用二维不恒定流数学模型进

行计算具有明显的优势。 

小清河分洪区断面宽阔，堤埝纵横交错，洪水流态、流势比较复

杂，行洪水流具有明显的二维特征。 

本次利用非结构网格模型进行模拟计算。非结构网格模型中采用

的数值方法是单元中心的有限体积法。控制方程离散时，结果变量 U、

V 位于单元中心，跨边界通量垂直于单元边。有限体积法中法向通量

通过在沿外法向建立单元水力模型并求解一维黎曼问题而得到。 

二维非恒定流计算模块的原理基于二维不可压缩流体雷诺平均

应力方程，服从布辛涅斯克（Boussinesq）假设和静水压力假设。 

dh   

描述平面二维水流连续运动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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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vh

x

uh

t

h













 

描述平面二维水流的动量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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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u 、 v 为基于水深平均的流速； t为时间； x， y 和 z 为笛

卡尔坐标；为河底高程；d 为静水深； dh  为总水头；u、v为 x、

y 方向的速度分量； g 为重力加速度； 为水的密度； xxs 、 xys
、 yxs

、

yys
为应力张量的分量； ap 为大气压强； 0 为水的相对密度； S 为点

源流量大小； su 、 sv 为点源水流流入周围水体产生的流速。 

侧向应力项 ijT
包括粘滞摩擦、湍流摩擦、差异平流，其值由基于

水深平均的流速梯度的涡黏性公式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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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上述方程进行离散可得到河道断面水位、流量和上下游水

位、二维滞洪区内相邻单元之间的流量和水位的线性关系，并与边界

条件联立得到一组完整的关于节点水位的线性代数方程组，采用矩阵

标识法求解该方程组后得到河道断面、联系、二维区域单元的水位、

流量、流速等。 

联系主要是指流域中控制水流运动的堰、闸及行洪区口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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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流流量满足水力学上的计算公式等。下面分别对闸和堰为例说明

如下： 

闸门计算： 

闸下水流分为自由出流和淹没出流两种状态，不同状态采用不同

的计算公式。水闸计算各参数所表示的指标见图 1.4-1。 

 

图 1.4-1 水闸计算各参数所表示的指标标识图 

不同状态采用不同的计算公式： 

当水流为自由出流时： 

12gybwCQ d  

其中  b —闸门宽度(m)； 

1

1
y

w
C

C
C

c

c
d




 
cC 为收缩系数，一般取值在 0.61-0.63。Mike11 中默认值为 0.63。 

当水流为淹没出流时： 

)(2 21 hhgwbCQ d    

其中   —淹没系数； 

      21 hh、 —闸上、下水位(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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堰流计算： 

堰流计算各计算参数所表示的指标标识见图 1.4-2。 

 

图 1.4-2   堰流计算各计算参数所表示的指标标识图 

堰流计算公式 1： 

适用范围： 

堰流计算公式 1 是在标准堰流公式的基础上简化得到的，表达式

为： 

385.0])(1[)( k

wus

wdsk
wus HH

HH
HHcwQ





 

式中，Q —过堰的流量(m3/s)； 

        w—堰宽度(m)； 

      c—堰流系数； 

      k —堰流指数； 

      usH —堰上水位(m)； 

      dsH —堰下水位(m)； 

      wH —堰顶高程(m)。 

堰流计算公式 2(Honma)： 

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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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表达式为： 















)()(

)()(

Q

2

1

dsuswds

wuswus

HHHHwC

HHHHwC

 

当 3/2/)(

3/2/)(





uswds

uswds

HHH

HHH

时 

式中，Q —通过堰的流量(m3/s)； 

      w—堰宽度(m)； 

      1C —第一堰系数； 

      2C —第二堰系数，其中 1)2/3(2 CgC  ； 

      usH —堰上游水位(m)； 

      dsH —堰下游水位(m)； 

      wH —堰顶高程(m)。 

1.4.1.2 平原区设计沥水分析方法 

2002 年编制的《河北省平原地区中小面积除涝水文手册（2002

年修订版）》，适用于推求流域面积小于等于 2000km2、标准在 20 年

一遇以下的设计沥水。因此，本次防洪评价中 5 年、10 年、20 年一

遇的设计沥水流量根据《河北省平原地区中小面积除涝水文手册

（2002 年修订版）》中的 F～Qm 关系直接查得。50 年、100 年一遇

设计沥水采用暴雨途径进行分析。考虑到河北省平原地区一次暴雨历

时多为一日到三日的特点，设计暴雨时段采用最大三日雨期控制，设

计雨型为三日雨量分二次计算，一次为年最大 24 小时雨量，位于第

三日，占年最大三日雨量的 80%；一次为年最大三日雨量的 20%。 

设计点雨量采用《河北省平原地区中小面积除涝水文修订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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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中有关参数计算。设计面雨量由设计点雨量采用定点定面

系数折算。河北省平原地区暴雨点面折减系数见表 1.4-1。 

表 1.4-1        河北省平原地区点面折减系数表 

流域面积（km2） ≤300 400 500 1000 1500 2000 

点面系数 1.0 0.988 0.980 0.950 0.930 0.910 

暴雨径流关系采用 P+Pa～R 经验相关关系，以降雨量大，径流

量大，前期影响雨量适中的点据作为主要依据，采用先分区定线，然

后综合平衡的原则确定。 

暴雨径流关系分区，根据《河北省平原地区中小面积除涝水文手

册（2002 年修订版）》中的“河北省平原地区水文分区图”确定。 

将不同重现期的三日设计暴雨分为两次，分别计算净雨深及洪峰

流量，按概化过程线分析计算洪水过程线，将两次洪水过程线叠加分

析计算设计洪水流量及设计洪水过程线。 

1.4.1.3 设计洪水位推算（非恒定均匀流法） 

恒定非均匀流方法能将主河槽与行洪滩地纳入一体，可以充分

反映主河槽与滩地的分流情况，水力计算采用推求水面线方法。恒

定非均匀流计算公式为： 

 

 

式中：Z1、Z2为上、下游水位(m)； 

Q 为计算流量（m3/s）； 

ΔL 为上下断面间距（m）； 

V1、V2为上、下断面流速（m/s）； 

α为动能校正系数（一般取 1～1.05）； 

ξ为局部阻力系数（视断面变化情况有明显扩散时取－

L
gg

K

QV
Z

V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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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1.0）； 

K  为上、下断面平均流量模数； 

n 为河床糙率； 

ω为断面过水面积（m2）。 

1.4.1.4 冲刷计算 

（1）一般冲刷计算 

水流在河床全断面内发生的普遍冲刷，通称为一般冲刷。河道一

般冲刷深度的计算方法比较多，目前普遍采用的是《铁路工程水文勘

测设计规范》（TB10017-99）中推荐的 64-1 公式和《公路工程水文勘

测设计规范》（JTGC30-2015）中推荐的 64-1 修正公式。64-1 公式是

利用我国各地桥梁实测资料建立的，实测资料中，既有较稳定的河段，

也有不稳定的河段，因此该公式的计算结果，既包括桥梁压缩河流引

起的冲刷，也包括河槽在天然演变中深泓线摆动形成的集中冲刷和随

水位、流量周期变化产生的天然冲刷。 

由于 64-1 公式所根据的实测资料及模型试验中河床土质均为非

粘性土，故该公式只适用于非粘性土且有底砂运动的河槽。对于粘性

土，可采取当量换算的办法，将粘性土按容许（不冲刷）平均流速相

等的条件转换成非粘性土的粒径，再使用 64-1 公式，此时，64-1 公

式中的单宽流量集中系数 A 值可取为 1.0～1.2。 

《公路工程水文勘测设计规范》（JTGC30-2015）中推荐的 64-1

修正公式，包括非粘性土、粘性土主槽和滩地的冲刷。 

非粘性土河槽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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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hp —— 一般冲刷后的最大水深（m）； 

      Q2 —— 河槽部分通过的设计流量（m3/s）； 

      Bc  —— 河槽部分桥孔过水净宽（m）； 

      μ —— 水流侧向压缩系数； 

       A —— 单宽流量集中系数，

15.0











H

B
A

； 

      hmc —— 河槽最大水深（m）； 

       hc —— 河槽平均水深（m）； 

       d —— 河槽泥沙平均粒径（mm）； 

       E —— 与汛期含沙量有关的系数。 

非粘性土河滩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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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hmt —— 河滩最大水深（m）； 

       ht —— 河滩平均水深（m）； 

      Bc  —— 河滩部分桥孔过水净宽（m）； 

      VH1 —— 河滩水深 1m 时非粘性土不冲流速（m/s）； 

      其余符号意义同前。 

粘性土河槽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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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A —— 单宽流量集中系数，A=1.0～1.2； 

     IL—— 冲刷坑范围内粘性土液性指数，在本公式中取值范

围为 0.16～1.19； 

    其余符号意义同前。 

粘性土河滩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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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符号意义同前。 

（2）坡脚冲刷计算 

根据《堤防工程设计规范》（GB50286-2013）中的公式，对堤防

坡脚进行冲刷深度计算。 

顺坝及平顺护岸冲刷深度可按下式计算： 

 

 

式中： —局部冲刷深度（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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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刷处的水深（m）； 

     —近岸垂线平均流速（m/s）； 

      —泥沙启动流速（m/s）；对于黏性与砂质河床可采用下

列公式计算： 

 

      n—与防护岸坡在平面上的形状有关，取 n=1/4～1/6； 

      γs、γ——泥沙与水的容重（kN/m3）； 

      d50——床沙的中值粒径（m）； 

      —水流流速不均匀系数，根据水流流向与岸坡交角 查表

D.2.2 采用。 

1.4.2 评价内容 

本次防洪评价根据 2014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发布的《洪水

影响评价报告编制导则》，以及 2004 年 8 月水利部办公厅办建管

[2004]109 号文下发的《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防洪评价报告编制

导则》，对琉永支线涿州市区管道迁改段涉及的小清河分洪区、北拒

马河、刁窝北排干进行水文分析计算，分析输气管线穿越位置水位、

流速等指标，从工程与水利规划的关系、对行洪安全的影响、对水利

工程的影响以及洪水对输气管线的影响方面进行综合评价。 

1.4.3 评价标准 

陕京一线琉永支线迁改段工程穿越北拒马河及小清河分洪区工

程规模为大型，穿越刁窝北排干工程规模为小型，根据《防洪标准

（GB50201-2014）》，输气管线工程穿越北拒马河、小清河分洪区防

洪标准为 100 年一遇，穿越刁窝北排干防洪标准为 50 年一遇。防洪

评价标准结合穿越情况确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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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穿越小清河分洪区 

小清河分洪区启用标准为当地 5年一遇洪水或永定河 100年一遇

洪水；设计运用标准为当地 50 年一遇洪水结合永定河 100 年一遇洪

水；结合管道设计防洪标准，确定输气管道穿越小清河分洪区评价标

准为当地 50 年一遇洪水+永定河 100 年一遇洪水，以及当地 100 年一

遇洪水+永定河 200 年一遇洪水。 

（2）穿越北拒马河 

北拒马河主槽防洪标准为 5 年一遇，因其位于小清河分洪区内，

小清河分洪区设计运用标准为当地 50 年一遇洪水结合永定河 100 年

一遇洪水。结合管道设计防洪标准，确定输气管道穿越北拒马河评价

标准为 5 年一遇，当地 50 年一遇洪水结合永定河 100 年一遇洪水以

及当地 100 年一遇洪水+永定河 200 年一遇洪水。 

（3）穿越刁窝北排干 

刁窝北排干河道防洪标准为 10 年一遇，结合管道设计防洪标准，

确定输气管道穿越刁窝北排干评价标准为 10 年一遇、50 年一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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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2.1 建设项目概况 

2.1.1 线路走向 

陕京一线琉永支线涿州市区管道迁改工程改线路由起自京石高

速公路以西，于梁家场西穿越京石高速公路后继续向东穿越北拒马河

右堤，进入小清河分洪区，于向阳一村和沙窝村之间穿越北拒马河主

槽，继续向东至浮洛营南转向南，约 740m 后转向东南，穿越京广铁

路后，继而穿越花田路后转向南至北拒马河主槽，穿越主槽及堤防后

出小清河分洪区，继续向南至终点，全线长约 11km。 

管道迁改工程线路布置图详见附图册，沿线拐点坐标见表 2.1-1，

其中拐点 AA05～AA34 段涉及穿越小清河分洪区。 

表 2.1-1          管道迁改工程沿线拐点坐标表 

节点 
坐标 

节点
坐标 

X Y X Y 

AA01 4377761.54 416206.21 AA20 4377449.42 420905.53 

AA02 4377990.41 416516.30 AA21 4377501.92 421038.81 

AA03 4377910.09 416841.33 AA22 4377467.01 421136.13 

AA04 4377898.43 416888.14 AA23 4377510.87 421197.80 

AA05 4377867.88 417097.67 AA24 4377450.19 421439.72 

AA06 4378190.58 418720.17 AA25 4377375.90 421727.42 

AA07 4378365.18 418860.27 AA26 4377298.10 422015.93 

AA08 4378359.12 419042.48 AA27 4377201.62 422021.86 

AA09 4378361.56 419140.54 AA28 4377186.52 422282.65 

AA10 4378339.25 419467.68 AA29 4376943.49 422287.64 

AA11 4378333.98 419586.29 AA30 4376696.09 422283.84 

AA12 4378335.57 419623.88 AA31 4376551.07 422281.77 

AA13 4378316.14 419841.77 AA32 4376252.55 422290.81 

AA14 4378312.71 420075.33 AA33 4376077.94 422091.95 

AA15 4378299.41 420345.21 AA34 4375398.28 422188.21 

AA16 4378104.13 420366.99 AA35 4375295.00 422199.16 

AA17 4377972.76 420391.64 AA36 4374640.07 422228.15 

AA18 4377631.18 420445.07 AA37 4374530.31 422251.31 

AA19 4377440.87 420459.79 AA38 4374216.88 422256.34 

注：以上数据为 CGCS2000 坐标系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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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工程设计 

管道迁改工程沿线地区等级以二级地区为主，改线管道设计压力

5.0MPa，采用 D660mm×11mmL415M 直缝埋弧焊钢管，管道外防腐

采用三层 PE 加强级防腐层。一般直管段采用沟埋方式敷设；穿越铁

路、高速公路、市政道路及沥青、水泥路面均采用顶管穿越方式；穿

越北拒马河右堤及河道采用定向钻方式，穿越分洪区采用开挖方式敷

设。迁改段管道不设通信光缆。 

2.1.2.1 第一次穿越北拒马河工程设计 

（1）穿越位置 

陕京一线琉永支线涿州市区管道迁改工程改线段自梁家场村西

至沙窝村和向阳一村之间穿越北拒马河及堤防（穿越位置北拒马河右

堤桩号 11+317）。穿越位置见图 2.1-1。 

图 2.1-1    管道迁改工程第一次穿越北拒马河位置图 

 

 

 

 

 

 

 

 

 

 

（2）穿越方式 

采用定向钻一钻穿越河道及堤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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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穿越设计 

出入土点选择：定向钻入土点选在北拒马河右堤南侧，坐标

X=4377879.60，Y=417156.60（CGCS2000 坐标系，下同）；出土点

选在北拒马河主槽北岸，坐标 X=4378182.78，Y=418680.96。 

穿越地层选择：管道最低点管顶标高选择在 1.13m 高程处。 

穿越曲线设计：设计考虑定向钻曲率半径为 990m，入土角 10°，

出土角 8°，定向钻入土点里程 1+43.1m，出土点里程 2+597.3m，定

向钻穿越水平长度 1554m。 

④与防洪评价有关的主要指标：管线穿越北拒马河河道及堤防采

用定向钻方式一钻穿越，管径 D660mm，管线与河道主槽水流方向交

角为 41°。定向钻入土点坐标 X=4377879.60，Y=417156.60，出土点

坐标 X=4378182.78，Y=418680.96。 

穿越北拒马河右堤位置现状堤顶高程 33.20m，堤顶位置管道管

顶高程 1.13m；堤防外堤脚处地面高程 27.70m，该位置管顶高程为

1.13m；内堤脚处地面高程为 29.30m，该位置管顶高程为 1.13m。管

线穿越河道主槽位置管顶高程为 1.13～10.13m。 

输气管线第一次穿越北拒马河河道及堤防平面、纵断面图见附图

册。 

2.1.2.2 第二次穿越北拒马河工程设计 

（1）穿越位置 

陕京一线琉永支线涿州市区管道迁改工程改线段于大柳村西穿

越北拒马河河道及堤防（穿越位置北拒马河右堤桩号 16+126）。穿

越位置见图 2.1-2。 

（2）穿越方式 

采用定向钻一钻穿越河道及堤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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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     管道迁改工程第二次穿越北拒马河位置图 

 

 

 

 

 

 

 

 

 

 

（3）穿越设计 

出入土点选择：定向钻入土点选在北拒马河左岸，坐标

X=4376077.94，Y=422091.95；出土点选在北拒马河右堤南侧，坐标

X=4375573.87，Y=422163.34。 

穿越地层选择：管道最低点管顶标高选择在 1.38m 高程处。 

穿越曲线设计：设计考虑定向钻曲率半径为 990m，入土角 11°，

出土角 8°，定向钻入土点里程 8+385.3m，出土点里程 8+894.4m，定

向钻穿越水平长度 509m。 

④与防洪评价有关的主要指标：管线第二次穿越北拒马河河道及

堤防采用定向钻一钻穿越，管径为 D660mm，管线与河道主槽水流方

向交角 90°。定向钻入土点坐标 X=4376077.94，Y=422091.95；出土

点坐标 X=4375573.87，Y=422163.34。 

穿越北拒马河右堤位置现状堤顶高程 28.10m，堤顶位置管道管

顶高程 1.38 m；堤防外堤脚处地面高程 26.30m，该位置管顶高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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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m；内堤脚处地面高程为 25.40m，该位置管顶高程为 1.38m。管

线穿越河道主槽位置管顶高程为 1.18～6.99m。 

输气管线第二次穿越北拒马河河道及堤防平面、纵断面图见附图

册。 

2.1.2.3 小清河分洪区内及其它穿越工程设计 

迁改管线在小清河分洪区内穿越花田路，采用顶管加套管进行保

护，保护套管采用钢筋混凝土套管，套管规格为 DRCPⅢ1200×2500  

GB/T11836，并满足强度及稳定性要求。套管起始位置 6+844.4m，终

止位置 6+909.4m，穿越长度 65m，穿越范围内套管管顶高程 23.04m，

最小埋深 3.36m。管道穿越其余乡村土路及砂石路穿越采用开挖加盖

板进行保护。输气管线穿越花田路平面、纵断面图见附图册。 

迁改管线在小清河分洪区内穿越京广铁路，采用顶管加套管进行

保护，保护套管采用钢筋混凝土套管，套管规格为 DRCPⅢ1200×2500 

GB/T640，并满足强度及稳定性要求。套管起始位置 5+830.6m，终止

位置 5+883.1m，穿越长度 52.5m，穿越范围内套管管顶高程 22.99m，

最小埋深 3.61m。输气管线穿越京广铁路平、纵断面图见附图册。 

小清河分洪区其他管段穿越采用开挖方式敷设，管顶高程

19.11～24.25m，输气管线穿越小清河分洪区平面、纵段见附图册。 

2.1.2.4 穿越刁窝北排干工程设计 

迁改管线节点 AA36～AA37 段于刁窝村东穿越刁窝北排干（刁

窝北排干与京白路交叉处设为 0+000，向上游桩号增加，则穿越位置

桩号为 0+260），穿越位置见图 2.1-3。迁改管线采用开挖方式穿越刁

窝北排干，管径为 D660，管线与水流方向交角 90°，穿越起点坐标

（X=4374632.63，Y=422229.72），终点坐标为（X=4374560.49，

Y=422244.94），穿越长度 74m。管线穿越位置渠道两岸无堤，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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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管顶高程 18.26～22.56m。 

图 2.1-3     迁改管线穿越刁窝北排干位置图 

 

 

 

 

 

 

 

 

 

 

输气管线穿越刁窝北排干平面、纵断面图见附图册。 

2.2 工程地质 

根据中国石油集团工程设计有限责任公司华北分公司勘察事业

部编制的《陕京一线琉永支线涿州段迁改设计线路岩土工程勘察报

告》，线路处于华北大平原中部，管道沿线主要为第四季全新统地层，

分布面积广，主要为冲洪积河相沉积，岩性主要为粉土、粉砂及粉质

黏土，沿线各地貌单元的工程地质条件分段叙述如下： 

（1）AA05 桩～AA06 桩：穿越北拒马河 1。① 粉土：黄色～黄

褐色，稍密，稍湿，较均匀，含少量云母碎片，局部夹有粉质粘土薄

层，干强度低，韧性低，无光泽，摇振反应迅速。该层河道地段缺失，

该层厚度 0.90m～7.60m，层底深度为 0.90m～7.60m (自然地面算起，

下同)，层底标高为 19.53m～26.85m(1985 国家高程基准，下同)。② 粉

质黏土：黄褐色，可塑，土质不均匀， 韧性中等，干强度中等，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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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光泽，絮状结构，河道底部该层上部呈软塑状态。该层在 008 孔至

j06 孔之间地段及 j02 孔附近缺失，该层厚度一般为 1.70m～6.00m，

层底深度为 1.90m～7.00m，层底标高为 20.49m～24.20m。③ 粉砂：

黄色，稍密，湿，砂质不纯，部分地段为粉土，主要矿物成分为石英

和长石，级配一般。该层在 008 孔至 j06 孔之间地段缺失，该层厚度

一般为 0.40m～5.50m，层底深度为 4.70m～9.30m，层底标高为

18.19m～22.37m。④ 粉质黏土：黄褐色，可塑-硬塑，土质不均匀，

局部夹粉土薄层，韧性中等，干强度中等，稍有光泽，无摇振反应。

该层分布于整个场区，该层厚度一般为 1.30m～13.20m，层底深度为

7.80m～19.00m，层底标高为 8.40m～19.04m。⑤ 中砂：灰色、黄色，

中密-密实，饱和，砂质不均，主要矿物成分为石英和长石，部分地

段在该层底部含卵砾石 5%-20%，一般粒径 10mm-20mm，最大见

60mm。该层分布于整个场区，仅 008 孔未揭穿，根据揭穿钻孔统计，

厚度（不含夹层）一般为 5.90m～15.00m，层底深度为 19.00m～

27.00m，层底标高为 0.84m～7.84m。⑤1 粉质黏土：黄褐色，硬塑，

土质不均匀，韧性中等，干强度中等，稍有光泽，絮状结构。该层仅

分布 008 孔至 006 孔之间地段，厚度一般为 2.60m～7.20m，层底深

度为 18.10m～22.00m，层底标高为 5.84m～9.03m。⑤2 粉土：浅灰

色，中密，湿，土质不均匀，夹粉砂薄层，含较多粘粒。该层仅分布

003 孔至 j02 孔之间地段，厚度一般为 1.30m～2.70m，层底深度为

16.90m～19.80m，层底标高为 4.77m～6.40m。⑥ 粉质黏土：黄褐色，

硬塑，土质不均匀，韧性中等，干强度中等，稍有光泽，絮状结构。

该层在勘察深度内未揭穿，揭露最大厚度为 11.00m，最深层底深度

为 30.00m，最大层底标高为-6.70m。 

（2）AA06 桩～AA21 桩：长度 3.1km。沿线地层粉土为主，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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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黄褐色，稍密，稍湿，较均匀，含少量云母碎片，局部夹有粉质

粘土薄层，干强度低，韧性低，无光泽，摇振反应迅速。 

（3）AA21 桩～AA22 桩：穿越京广高铁。①粉质黏土：黄色，

可塑，较均匀，近粉土，干强度中等，韧性中等，稍有光泽，无摇振

反应，该层厚度为 2.30m～2.40m，层底深度为 2.30m～2.40m，层底

标高为 24.00m～24.14m；②粉砂：黄色，中密，稍湿-湿，较均匀，

含少量云母碎片，主要矿物成分为石英和长石，级配一般，该层厚度

为 4.30m 左右，层底深度为 6.60m～6.70m，层底标高为 19.70m～

19.84m；③粉质黏土：黄色，可塑，较均匀，含有少量小姜石，干强

度中等，韧性中等，稍有光泽，无摇振反应。该层勘察深度内未揭穿。 

（4）AA22 桩～AA26 桩：长度 0.903km。沿线地层以粉质黏土

为主，黄褐色，可塑，干强度中等，韧性中等，近粉土，无摇振反应，

稍有光泽。 

（5）AA26 桩～AA27 桩：穿越花田路，粉质黏土：黄色～灰色，

可塑，局部软塑，较均匀，局部夹有粉土薄层，干强度中等，韧性中

等，稍有光泽，无摇振反应，该层勘察深度内未揭穿，最大揭露厚度

为 10.00m，最大揭露深度为 10.00m，最深揭露标高为 15.88m。 

（6）AA27 桩～AA33 桩：长度 1.46km。沿线地层为粉土，黄

褐色，稍湿，稍密～中密，干强度低，韧性低，摇振反应迅速，无光

泽反应，土质较均匀，散粒结构，近粉砂。 

（7）AA33 桩～AA34 桩：穿越北拒马河 2。① 粉土：黄褐色，

土质不均匀，多处夹有粉质黏土薄层，干强度低，韧性低，无光泽反

应。该层主河道处缺失，该层厚度 0.50m～4.30m，层底深度为 0.50m～

4.30m (自然地面算起，下同)，层底标高为 22.06m～5.36m(1985 国家

高程基准，下同)。② 粉质黏土：黄褐色-灰褐色，可塑-硬塑，土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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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均匀，局部含有粉土薄层，干强度中等，韧性中等，稍有光泽，无

摇振反应。该层主要分布河道左侧及右侧附近地段，该层厚度一般为

0.90m～7.60m，层底深度为 2.80m～8.10m，层底标高为 17.76m～

21.42m。③ 细砂：灰褐色，中密，饱和，砂质较均匀，主要矿物成

分为石英、长石，分选好，级配一般。该层分布整个场区，该层厚度

一般为 3.10m～11.20m，层底深度为 7.40m～17.00m，层底标高为

18.19m～22.37m。③1 粉质黏土：浅灰色，可塑，土质不均匀，干强

度中等，稍有光泽，絮状结构。该层仅 j02 号孔及 006 号孔附近，该

层厚度一般为 1.70m～2.70m，层底深度为 9.40m～12.30m，层底标高

为 13.48m～14.82m。④ 粉质黏土：黄褐色-灰褐色，可塑-硬塑，土

质不均，大部分地段夹粉土层，干强度中等，韧性中等，稍有光泽，

絮状结构。该层分布于整个场区，该层厚度一般为 5.30m～16.50m，

层底深度为 21.80m～24.00m，层底标高为 1.82m～4.65m。⑤ 中砂：

黄褐色，中密，饱和，砂质不均匀，该层底部含有少量粒径为 2cm-5cm

的卵石，主要矿物成分为石英、长石，分选一般，级配一般。该层分

布于整个场区，一般厚度为 3.10m～5.70m，层底深度为 26.00m～

27.50m，层底标高为-2.98m～-0.22m。⑥ 粉质黏土：黄褐色，硬塑，

土质较均匀，干强度中等，韧性中等，稍有光泽，无摇振反应。该层

在勘察深度内未揭穿，揭露最大厚度为 4.00m，最深层底深度为

30.00m，最大层底标高为-5.78m。 

2.3 建设项目施工方案 

2.3.1 施工总体布置 

为便于施工管理和提高工作效率，减少工作流转程序和管理费

用，设一个施工项目部，管理管线的施工。组建陕京一线琉永支线涿

州市区管道迁改工程项目部，对施工现场进行整体规划，合理布置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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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堆放场地、工作区、办公区、休息区等施工区域。 

2.3.2 施工方案 

（1）一般线路管段 

①管沟开挖 

主体施工采用半自动机械化流水作业的方式进行。管道焊接采用

以沟上组装焊接为主，特殊地段沟下组焊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焊接工

艺采用手工焊+半自动焊，连头采用手工焊+半自动焊，焊口返修采用

手工电弧焊。 

管沟开挖前，制定切实的施工安全措施，并加以落实。地下水小

于沟深地段与沟深超过 5m 的管沟开挖，应根据相应的施工方法（明

渠排水、井点降水、管沟加支撑等措施），在开挖前做坡比试验，由

监理现场认定，批准后方可实施。地下水位高的地段，管沟开挖时，

一般采用明沟降水方式开挖，即在管沟内间隔 10m—30m 设积水坑，

用泵将水排出沟外。 

有地下障碍物时，障碍物两侧 3m 范围内，采用人工开挖。对于

重要设施，开挖前先征得其管理方的同意，并在其监督下开挖管沟。 

对不同的土质，在开挖时考虑施工机械的侧压、震动、管沟暴露

时间等因素。深度在 5m 以内（不加支撑）的一般地段， 

沟渠地段管沟开挖，应因地制宜，可利用修筑的施工便道采用挖

掘机侧向开挖或采用在挖掘机下加垫承重浮板顺向开挖管沟的方法。 

②管沟回填 

下沟的管子经过监理工程师检查，认为符合设计及规范要求时，

才可进行回填。管沟回填前将阴极保护测试线焊好并引出，回填后再

安装测试桩。二次细土回填，二次细土回填完成并检查合格后才可回

填原状土。原状土的粒径应≤250mm。回填原状土后再将耕作土回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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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其表面。 

（2）公路、铁路顶管穿越方案 

工程对二级及二级以上等级公路、铁路穿越采用顶进混凝土套管

方式，套管应伸出堤外或公路、铁路路边沟外 2m，且应满足强度及

稳定性要求。对于二级以下的低等级公路，需根据公路的重要性和交

通量来确定穿越方式。对于那些交通量大的主要通道，一般采用顶进

混凝土套管方式穿越（顶管方式：开放式顶管作业）。对于交通量不

大，车辆可以绕行通过的低等级公路可以采用大开挖方式通过，同时

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加设套管或混凝土预制盖板方式进行保护。 

大开挖加盖板穿越采用开挖路面、预制管段就位、回填细土、铺

设盖板、回填并恢复路面。穿越设置专业机组进行施工，根据公路通

过权办理情况合理安排施工作业时间。 

（3）小型河流、沟渠开挖穿越方案 

开挖穿越河流、沟渠时，根据水量大小可采取井点降水、围堰导

流、截流的方式进行（河面宽度在 20 至 30 米间的河流，一般采用围

堰法）。开挖穿越时，首先要将穿越方案报地方水利主管部门批准，

同意后再施工。施工程序是先将穿越段内水抽干，河底淤泥清除干净，

根据河床设计标高或河流冲刷深度确定管道挖深。管沟成型后要经现

场监理验收合格，才能将管道就位，对穿越的中型河流在管道焊接完

成后还要进行单独强度和严密性试压。然后回填、砌筑水工保护、恢

复地貌等。已干涸的河流采用直接大开挖的方法施工。 

（4）定向钻施工方案 

施工用设备应根据施工场地规划，依次进场就位。钻机应就位在

穿越中心线位置上，地锚抗拉能力满足最大拉力要求。钻机就位完成

后，进行系统连接、试运转，保证设备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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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机试钻：钻杆和钻头吹扫完毕并连接后，严格按照设计图纸和

施工验收规范进行试钻，当钻进 20m 左右时（即钻头入土约两根钻

杆）检查各部位运行情况，如各种参数正常可正常钻进。 

导向孔钻进：导向孔钻进过程中，全程铺设线圈，如果遇到无法

铺设地段，我方将使用磁靶确保导向顺利完成。每钻进一根钻杆采集

一次控向数据。结合使用 Paratrack II 控向系统和磁信号电缆，将钻

机沿着设计穿越曲线钻进。 

预扩孔工艺：在扩孔施工中，要认真观察扩孔情况，选用合理参

数进行施工，保证泥浆的压力和流速，从而提高携带能力，减少岩屑

床的生成。在扩孔作业进行时可根据扩孔实际情况调整扩孔级差和洗

孔次数。在每级扩孔施工中，根据返浆含沙量以及扭矩变化来确定是

否洗孔，避免发生扩卡钻、抱钻等情况。实际洗孔所用的扩孔器尺寸

及次数根据现场情况进行调整。 

管道回拖：在回拖时进行连续作业，避免因停工造成阻力增大。

管线回拖前要仔细检查各连接部位的牢固。为保证回拖的顺利和防腐

层不被破坏，根据现场条件，将采用吊管机、滚轮架结合发送沟的方

式进行管线回拖。 

防冒浆及泥浆处理措施在入土点、出土点场地各布置 1 套泥浆回

收系统和 2 台泥浆泵，将两侧回收处理合格的泥浆同时通过钻杆重新

打入地下。回收泥浆时分离出来的、泥沙等，设专门的堆放场地。定

向穿越施工完成后，对剩余泥浆和回收废泥浆时分离出来的泥砂运送

到当地环保部门指定的处理场所。 

2.3.3 施工交通组织 

工程沿线主要公路能够满足大件运输要求，从主要公路到线路桩

号需要经过村镇公路、田地以及山间小路才能到达各施工桩号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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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平均距离较长，施工单位应考虑设备运输、材料运输等因素适当

采取相应的修桥补路措施及采取相应的运输方案。 

2.3.4 施工进度 

管道迁改工程实施计划如下： 

管材进场—  热煨弯头管材进场 —管道焊接—管道试压、干燥  

—动火连头 —地貌恢复、水工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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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区域防洪基本情况 

3.1 自然地理与水文气象 

3.1.1 地理位置 

大清河水系地处海河流域中部，东经 113°39′～117°34′，北纬

38°10′～40°102′之间。西起太行山，东临渤海湾，北临子牙新河，南

界子牙河。流域跨山西、河北、北京、天津 4 省市，流域总面积

43060km2，其中山区 18659km2，丘陵、平原 24401km2，分别占流域

总面积的 43.33％和 56.67％。 

小清河分洪区位于大清河系北支中上游，地跨北京市和河北省，

位于大宁水库以下，现状东以永定河右堤及高地为边界，南至古城小

埝和小营横堤，西接山前高地。区域内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区域内

洼套众多，包括北拒马河永乐铁路桥以西的千河套、胡良套，铁路桥

以东的张村套及向阳村卡口段以下左右岸的涿同套和刁窝套，历来是

拒马河、琉璃河、小清河三河洪水以及永定河分洪洪水汇聚滞洪之地，

汇集洪水主要由古城小埝及小营横堤约束引导进入白沟河。 

陕京一线琉永支线涿州市区管道迁改工程在小清河分洪区内位

置图见附图册。 

3.1.2 水文气象 

项目区属暖温带半湿润季风区，大陆性季风气候特点显著，温差

变化大，四季分明。春季多风、干燥，夏季湿热多雨，秋季西风盛行，

暑热消退，气温逐渐下降，常出现“云淡、风清、天高、气爽”的天气，

冬季雨雪稀少，寒冷干燥。 

项目区域内多年平均降雨量 567.8mm，年平均温度 11.6°C。7 月

份温度最高，月平均温度为 26.1°C，最高温度 41.9°C。1 月份气温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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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月平均温度-5.4°C，极端最低气温-24.7°C。无霜期多年平均为 178

天，最大冻土深度 75cm，全年平均日照时数 2596h，在河北省山麓

平原中，比其它地区日照时数多 69h。 

3.1.3 河流水系 

大清河是海河流域较大的河系，源于太行山的东麓，上游及中上

游为扇形分布的支流河道，分为南北两支。北支为白沟水系，主要支

流为小清河、琉璃河、南拒马河、北拒马河、中易水、北易水等。拒

马河在落堡滩分流为南、北拒马河，北易水、中易水在北河店汇入南

拒马河，小清河、琉璃河在东茨村以上汇入北拒马河后称白沟河。南

拒马河和白沟河在高碑店市白沟镇附近汇合后，由新盖房枢纽经白沟

引河入白洋淀、经新盖房分洪道和大清河故道进入东淀。南支为赵王

河水系，为典型的扇形流域，发源于山区的潴龙河、唐河、清水河、

府河、漕河、瀑河、萍河等，均汇入白洋淀。白洋淀为大清河中游的

缓洪滞沥淀泊，通过赵王新河与同样位于大清河中游的东淀相连。东

淀下游分别经海河干流和独流减河入海。 

（1）北拒马河 

北拒马河为张坊铁锁崖至东茨村段河道，以京广铁路桥划分为路

东、路西两段。铁路西分为三支，于涿州大石桥汇流，至佟村汇入白

沟河，河道全长 54km。北拒马河铁路以西只有左堤，铁路以东有左、

右堤，两岸有千河套、张村、涿同、刁窝等洼套，遇较大洪水可起缓

洪滞洪作用。 

（2）小清河 

小清河发源于北京市永定河右岸门头沟的九龙山，流经长辛店、

长阳、窑上，至八间房流入河北省涿州市，与北拒马河汇合后，汇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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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沟河，总流域面积 406km2。小清河干流上段已无河形，独义村以

下始有河槽，底宽仅 10 余米，下游河道主槽宽约 20～30m，河道纵

坡 1/1500～1/2000 左右。为减轻流域内洪涝灾害，北京市房山县于

1975 年冬至 1976 年元旦，对小清河张家场以下按 10 年一遇排涝标

准，疏挖整治至边界八间房，治理段河长约 19.2km。 

（3）哑叭河 

哑叭河发源于丰台区石佛寺，河道长度 16km，流域面积约 60km2。

房山区长阳农场于九十年代初期，按 5 年一遇设计、10 年一遇校核

的农田排涝标准，对该河良乡境内段进行了治理。设计过流能力为

73～116m3/s，河道底宽为 17～23m，上口宽 25～40m，河道纵坡为

0.33‰～0.67‰。 

（4）刺猬河 

刺猬河发源于门头沟区鲁家滩，于房山区东石羊村入小清河，河

道全长约 30km，流域面积约 178.7km2。其中崇青水库至小清河段区

间面积 76.6km2，长约 17km。 

房山区水利局于 1991年按 20年一遇标准疏挖治理了刺猬河崇青

水库至小清河段，设计过流能力为 180～210m3/s，河道横断面为梯形

土渠，河底宽为 15～30m，河上口宽 29～42m，河深约 3～4m，两岸

筑有堤防，堤顶宽 4～8m，设计内外边坡均为 1：2。河道纵坡为

3.44‰～0.8‰。 

（5）大石河 

大石河为大清河系北支白沟河的一条支流。坨里以下为平原河

道，河长 44km，其中坨里至夏村段长 14km，夏村至路村 20km。北

京市境内坨里以下两岸筑有土堤，堤距 160～400m，左、右岸堤顶宽

度 5m。大石河河北省涿州市境内长 7km，河槽深 4m 左右，宽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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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170m，现状河道两岸没有堤防。 

3.2 水利工程与其他相关设施 

永定河堤防：为确保首都城区防洪安全，缓解永定河洪水对北京

的威胁，永定河卢沟桥以上至麻峪村左堤，已按官厅山峡发生可能最

大洪水加超高 0.7m 设防，右堤已按 100 年一遇洪水治理，并预留了

刘庄子超标准分洪口门；卢沟桥以下左、右堤，也已按 100 年一遇下

泄 2500m3/s 设防。 

卢沟桥枢纽：1986 年兴建、改建了永定河卢沟桥分洪枢纽，包

括卢沟桥拦河闸与小清河分洪闸，拦河闸设计泄洪流量 2500m3/s；分

洪闸 4 孔，设计泄洪流量 1500 m3/s。 

大宁水库：大宁水库位于丰台区长辛店东侧，小清河右岸的主河

槽中，工程始建时间为 1985 年，于 1987 年初步建成，是永定河卢沟

桥分洪枢纽的组成部分，大宁库底高程 48.0m，最高库水位 61.21m，

总库容为 3600 万 m3，设计标准为 50 年一遇，校核标准为 100 年一

遇。 

滞洪水库：大宁水库下游的永定河滞洪水库是 2004 年刚刚建成

的平原水库，分为稻田、马厂两个库区，中间以连通闸沟通。水库主

要任务是防洪，在不改变卢沟桥分洪枢纽现状运用方式的情况下，用

大宁水库和滞洪水库联合调度。 

稻田水库与大宁水库以进水闸相接，控泄流量 2026m3/s，水库最

高洪水位 52.0m，最大滞洪库容 2961 万 m3。在京良公路桥处建连通

闸一座，最大控泄流量 700m3/s。马厂水库从连通闸起，最大滞洪库

容 1519 万 m3。水库尾堤建退水闸一座，控泄 400m3/s。大宁水库、

稻田水库和马厂水库 3 座水库总库容 8080 万 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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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相关规划与实施安排 

3.3.1《海河流域蓄滞洪区建设规划》规划内容 

（1）堤防建设及河道治理 

小清河干流治理。按照小清河分洪区总体规划安排，设计标准内

洪水利用小清河干流左岸行洪、缓洪。 

哑叭河治理。规划对京石高速公路以东段长 2.6km 的河道，左堤

按 20 年一遇洪水标准治理，设计流量 300m3/s；右堤按 50 年一遇标

准治理，设计流量 450m3/s。 

刺猬河治理。对京石高速公路以东 9.8km 河道按 50 年一遇洪水

标准治理，河道设计流量 340m3/s。 

古城小埝及白沟河左堤上延段局部加固。从二龙坑向北，为白沟

河左堤上延段，长 9.19km；到古城附近转为东西走向，直至永定河

右堤，为古城小埝，长 6km，有局部不满足要求，需加固。 

小营横堤加固。小营横堤自幸福渠到东茨村，全长 3.82km，按

50 年一遇洪水标准加固。 

幸福渠东岸堤防建设。新建幸福渠东岸堤防，从小营横堤西端东

冯村向北，于京白路东侧修建防洪堤，直至北拒马河右堤，全长 2.7km。 

北拒马河右堤扩建。北拒马河自北坛村北至京广铁路段目前无

堤，右岸地面高程仅 29m 左右，不能满足滞洪要求；京广铁路以下

至大柳村京白路段，目前有右堤，但断面窄小，防洪标准仅为 5 年一

遇。规划局部调整堤线，按 50 年一遇标准新建、扩建北坛村北到京

白路段北拒马河右堤 16km。 

北拒马河南支河道改道筑右堤建设规划。北拒马河南支基本无右

堤，原以 107 国道挡水，但路面低于设计水位 1～2m，起不到阻挡洪

水作用。为此，需要重建南支河道右堤。采取改线挖河，结合涿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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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防洪筑右堤方案。 

（2）进退水口门建设 

规划安排小清河左岸行洪区的进水口门位于刺猬河口下游小清

河干流左堤上，口门宽度 380m；为便于分洪，在刺猬河口以下（口

门以下）小清河干流上新筑一溢流堰，使小清河干流按下泄 500m3/s

控制。溢流堰长 300m，堰高 1.50m，堰顶宽度 4m。左侧行洪区的退

水口门位于古城小埝上游官庄附近左堤上，口门宽度 45m。口门两侧

采用浆砌石裹头保护。 

（3）安全建设工程规划 

规划新建良乡星城安全区、良乡卫星未来发展区安全区和涿同安

全区 3 个安全区。良乡卫星城安全区位于小清河右岸、六环路以北，

该安全区北面利用哑叭河右堤，南面利用刺猬河右堤及六环路，东面

利用小清河右堤阻挡洪水。良乡卫星城未来发展区在东南召乡以北、

务滋村以西高地上，可通过加高良务公路、琉窑路阻止东部与南部洪

水倒漾，并与京石高速或京广铁路形成封闭安全区。涿同安全区南堤

自三合庄村南向西过涿同、台子、高庄村南至向阳乡东侧；东围堤沿

大石河右堤建堤防，至码头乡北，与北围堤相接；北围堤自码头乡北

侧向西至立辛庄东侧，向南通过西围堤与南围堤相连，形成封闭安全

区。 

小清河分洪区内规划新建 38.0km 乡村撤退路，形成撤退路网，

并分别通往京广铁路以西高地或东部的永定河右堤。 

3.3.2《小清河分洪区（河北部分）工程与安全建设可行性研究报告》

规划内容 

（1）北拒马河、古城小埝、白沟河左堤上延段堤防工程 

按 50 年一遇防洪标准，建设和完善治理分洪区南围堤，包括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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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小埝加固、白沟河左堤上延段加固、小营横堤加固，新建幸福渠东

堤，扩建、新建北拒马河右堤，共需进行堤防加固 31.1km，其中因

堤顶缺高需复堤 21.3km，新建堤防 9.8km。 

（2）北拒马河南支改线工程 

对北拒马河南支进行河道改线并修筑右岸防洪堤。主河槽设计标

准为 5 年一遇，防洪堤为 50 年一遇，新开挖主河槽 6.45km，新建堤

防 9.63km。 

（3）堤顶道路硬化工程 

为解决汛期防汛交通，对小清河分洪区堤防增设堤顶硬化路面，

总长度 48.87km。 

（6）安全建设工程 

安全建设主要任务包括村庄搬迁、安全区建设、高村基建设和撤

退路建设。规划安全设施共安置 164380 人，其中，规划迁移安置 14351

人，安全区安置 17132 人，高村基安置 11490 人，位于规划防洪堤内

的有 45985 人，剩余 75422 人利用撤退路及现有道路临时避险。 

3.3.3 管道迁改工程与相关规划的关系 

陕京一线琉永支线涿州市区管道迁改工程改线路由与相关规划

关系如下： 

管线节点 AA05～AA06 段穿越北拒马河右堤和主槽，穿越位置

现状有堤，现状堤顶高程 33.20m，顶宽 14m。该段堤防规划进行扩

建、复堤，堤顶道路进行硬化，规划堤顶高程 32.77m，堤顶宽 6.0m，

边坡 1:3。穿越位置河道主槽规划进行规整。 

管线节点 AA09～AA23 段与规划的涿同安全区围堤并行，穿越

位置规划围堤堤顶高程 31.80m，堤顶宽 6m，内外边坡 1:3。 

管线节点 AA33～AA24 段穿越北拒马河右堤和主槽，穿越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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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有堤，现状堤顶高程 28.10m，顶宽 3.2m。该段堤防规划进行扩

建、复堤，堤顶道路进行硬化，规划堤顶高程 31.70m，堤顶宽 6.0m，

边坡 1:3。穿越位置河道主槽规划进行规整。 

管线节点 AA34～AA38 段东侧现状为京白路，规划在京白路东

侧修建大堤，管线与该段堤防并行，规划堤顶高程为 31.31～31.62m，

堤顶宽 6.0m，边坡 1:3。 

管线布置范围内，不涉及小清河分洪区内布置的撤退路。 

以上规划工程均尚未实施。 

3.4 洪水调度与蓄滞洪区运用 

3.4.1 永定河洪水调度方案 

根据 2004 年国家防总以（国汛[2004]7 号）印发的 “永定河洪水

调度方案”，永定河洪水调度方案为： 

（一）官厅水库 

官厅水库汛期控制运用指标：6 月 15 日至 8 月 10 日，水库汛限

水位 476m；8 月 11 日至 9 月 15 日，水库汛限水位 479m。 

当官厅水库水位低于 482.3m（100 年一遇洪水位）时，最大下泄

流量不超过 600m3/s。 

在官厅水库泄流期间，如官厅山峡发生洪水，卢沟桥流量达 700 

m3/s 且继续上涨时，官厅水库关闸错峰。当官厅水库水位达到 482m

且将继续上涨时，水库不再错峰。 

当官厅水库水位在 482.3 至 484.04m（500 年一遇洪水位）之间

时，官厅水库下泄流量按 600 至 2000 m3/s 分级控制运用，最大下泄

流量不超过 2000 m3/s。 

当官厅水库水位超过 484.04m 时，溢洪道敞泄。 

（二）卢沟桥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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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卢沟桥洪峰流量不大于 500 m3/s 时，洪水原则上由卢沟桥拦河

闸下泄，适当考虑少量洪水入大宁水库和永定河滞洪水库，以利洪水

资源利用。 

当卢沟桥洪峰流量为 500 m3/s 且小于 2500 m3/s 时，根据官厅水

库的运用情况，采取相应的调度方式。 

当卢沟桥发生流量为 2500 m3/s 至 6200 m3/s 洪水时，卢沟桥拦河

闸最大下泄流量 2500 m3/s，其余洪水经小清河分洪闸入大宁水库和

永定河滞洪水库。 

当卢沟桥发生流量为 6200 m3/s 以上至 7500 m3/s 洪水时，卢沟桥

拦河闸下泄流量不超过 3000 m3/s，其余洪水经小清河分洪闸入大宁

水库。当大宁水库水位达到 61.21m 且继续上涨时，在水库泄洪闸充

分敞泄情况下，运用刘庄口门分洪，确保水库安全。卢沟桥拦河闸下

泄的洪水，已超过河道设计行洪能力，需加强堤防防守。 

当卢沟桥发生流量大于 7500 m3/s 洪水，且已经运用刘庄口门分

洪时，卢沟桥拦河闸、小清河分洪闸敞泄，弃守卢沟桥以上永定河右

堤。当卢沟桥流量大于 10000 m3/s 时，弃守卢沟桥至金门闸段永定河

右堤。 

（三）大宁水库和永定河滞洪水库 

当大宁水库水位达到 49.0m 时，开启永定河滞洪水库进水闸，同

时开启稻田水库与马厂水库间的连通闸。当马厂水库水位达到设计水

位 50.5m 时，关闭连通闸。当稻田水库水位达到设计水位 53.5m 时，

关闭永定河滞洪水库进水闸。 

当大宁水库水位达到 60.01m 且继续上涨时，开启大宁水库泄洪

闸向小清河分洪区分洪，分洪流量不超过 214 m3/s。当大宁水库水位

达到 61.21m 且将继续上涨时，大宁水库泄洪闸加大泄量直至敞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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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大清河洪水调度方案 

大清河北支承担保卫北京防洪安全的永定河流域超标准分洪洪

水，永定河分洪洪水从卢沟桥附近分洪经小清河分洪区滞蓄，再进入

大清河北支白沟河，当白沟河和南拒马河超过 20 年一遇行洪能力时，

向兰沟洼分洪。两河洪水及兰沟洼分洪洪水经新盖房枢纽、新盖房分

洪道进入东淀。 

根据国家防总以国汛〔2008〕11 号文印发的《大清河洪水调度

方案》，大清河北支设计标准、超标准洪水以及小清河分洪区洪水调

度方案安排如下： 

（1）设计标准洪水 

南拒马河北河店保证水位 24.80m，相应流量 3500m3/s；超过保

证标准时，在北田附近向兰沟洼分洪，保右堤安全。 

白沟河东茨村保证水位 27.11m，相应流量 2000 m3/s。超过保证

标准时要全力防守两堤；当危及左堤安全时，在右堤田宜屯、东务、

朱庄附近及小营横堤扒口向兰沟洼分洪，确保左堤安全。 

新盖房分洪道保证水位：分洪闸闸下 14.66m，津保高速公路

13.8m，刘家铺 9.7m，相应流量 2500-4500 m3/s。当新盖房分洪道流

量达到 1500 m3/s、水势仍上涨时，牛角洼开卡段参加泄洪，廊坊市

要及时扒除大清河上下两段护麦埝参加泄洪。遇超标准洪水，全力防

守，力保左堤安全。 

（2）超标准洪水 

当大清河北支发生超标准洪水时，为了尽量减少洪灾损失，首先

利用兰沟洼滞洪，若兰沟洼东马营最高滞洪水位超过 17.5m，且继续

上涨危及白沟河左堤安全时，视洪水情况，破白沟河左堤向清北地区

的白沟河与牤牛河之间夹道分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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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小清河分洪区洪水调度方案 

小清河分洪区承接永定河、小清河支流及拒马河三股洪水。永定

河遇 100 年一遇洪水，大宁水库向小清河分洪区控制下泄 214m3/s；

永定河遇 200 年一遇超标准洪水，大宁水库向小清河分洪区敞泄，最

大泄量约 3130 m3/s；小清河分洪区六环路以上河道及沿河附近东侧

低洼区共同行洪滞蓄，将洪水控制在小清河右堤以东，六环路以下，

将由小清河及两侧区域行洪滞蓄。 

除了永定河分泄洪水之外，小清河分洪区还将调蓄当地洪水，包

括：（1）小清河本流域洪水，即刺猬河、哑叭河等支流洪水，20 年

一遇洪峰流量 593 m3/s；50 年一遇洪峰流量约 876 m3/s；小清河河道

接受永定河 100 年一遇洪水或本流域洪水后，刺猬河口以下行洪 500 

m3/s；超过 500 m3/s 洪水向小清河左侧分洪滞蓄。（2）拒马河洪水。

该河洪水至铁索崖后，分为南拒马河与北拒马河两股宣泄，洪量分配

基本是南拒马河占 40％，而北拒马河占 60％。50 年一遇洪水，进入

北拒马河的洪峰流量约为 4000 m3/s 左右。北拒马河北支、中支、南

支三股洪水进入小清河分洪区，经千河套、胡良套、涿同套等洼套调

蓄后，从东茨村出小清河分洪区进入白沟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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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河道演变 

4.1 河道历史演变概况 

小清河分洪区（也称小清河蓄滞洪区）位于大清河系北支中上游，

主要作用是滞蓄永定河分洪洪水。 

现状形成的小清河分洪区地跨北京市及河北省，位于大宁水库以

下，东以永定河右堤及高地为边，西以山前高地为界，南至古城小埝

和小营横堤。区内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包括北拒马河永乐铁路桥以

东的向阳村卡口段以下左右岸的涿同套和刁窝套，历来是拒马河、玻

璃河、小清河三河洪水以及永定河分泄洪水汇聚缓滞的地区，汇集洪

水主要由古城小埝及小营横堤约束引导进入白沟河。 

永定河古称浑河，无定河，是一条多沙河道，洪水陡涨陡落，堆

积冲刷迅速，游荡摆动强烈，故历史上的永定河具有善淤、善决和善

徙三大特点，历史上也曾几次夺路小清河，据 1924～1950 年 26 年的

资料统计，永定河共向小清河分洪 17 次，平均三年两次。但自官厅

水库建成后，迄今尚未分过洪。 

永定河三家店以下原无堤防，冲积扇以石景山为顶点，向东、东

南、南三个方向呈辐射状倾斜，在东、东南、南来回摆动，现在温榆

河以南，大清河以北，白沟河以东，北运河以西的广大地区都曾是永

定河的迁徙回旋之地。平原淤积物近顶点较粗，愈远愈细。 

据考证，永定河干流筑堤束水兴于元、明，至清代康熙年间两岸

堤防日臻完备。由于永定河上游有广阔的黄土分布，气候干燥、植被

极差，暴雨集中，使得上游下泄洪水含沙量很大。河床逐渐淤高，成

为地上悬河。据 1920-1950 年资料统计，30 年河道淤高 1~2m，平均

每年淤高 0.04m。遇洪水下泄，河道摆动冲淤，变换迅速，滩地出没

不定，由于地方基础较浅，漫决冲决经常发生。辽代以前，永定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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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泛滥成灾，平均 90 年一次，金代缩至 22 年，明代 12 年，清代又

缩至 3.5 年，1912~1939 年，27 年中泛决 14 次，平均不到 2 年一次。 

小清河发源于北京市永定河右岸门头沟的九龙山，流经长辛店、

长阳、窖上，至八间房流入河北省涿州市，与北拒马河汇合后，汇入

白沟河。总流域面积 406km2。小清河干流河道自大宁水库起全长

34.8km，其中北京市境内 30km。小清河由山区洪水冲刷形成，属于

天然河流。小清河汇水范围主要集中于自身上游和西部浅山区，洪水

来源于哑叭河、牤牛河、刺猬河以及琉璃河等，从西北向东南流入小

清河干流。由于汇水面积小，当地水流对河势的影响不大。从历史上

看，造成河势演变的主要因素是永定河洪水，永定河洪水流量大、泥

沙多，几次夺路小清河，在小清河左岸形成淤积高地。在西部浅山区

地势与东部永定河淤积高地双重挤压下，形成目前小清河自北向南相

对顺直的河形，未来产生重大摆动改道的可能性也基本不复存在。 

4.2 河道近期演变概况 

永定河上游官厅水库于 1955 年蓄水运用。水库修建后，基本免

除了占全流域 92%的官厅以上的来水来沙的威胁，改变了下游河道的

水沙情势。按 1955 年至 1985 年资料统计，官厅水库入库沙量 72535

万吨，出库沙量 3235 万吨，排沙比为 4.4%。由于官厅水库下游官厅

山峡段为石质山区，植被较好，输沙量大大减少。由于来沙量大减，

改变了三家店以下河道不断淤高、堤防与河床竞相加高的局面，由原

来的淤积变成清水冲刷。 

卢沟桥至梁各庄段河段河岸均为粉细沙，极易冲蚀。主流左右迂

回，两岸多险工，且因流势影响，险工往往上提下错，险情迭出。1956

年 8 月 7 日洪水，在临时导航便道下游约 40km 的西麻各庄险工段造

成左堤决口，大兴区永定河左堤沿线 42 个村庄遭受水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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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控制、引导永定河的河势，1959 年至 1961 年，根据永定河

治理“三固一束”的原则（即固定险工、固定河槽、固定滩地、束窄河

道），在永定河卢沟桥以下河段实施了治导工程，按 2500m3/s 的标准，

划定治导线的位置，修建土石丁坝 114 条等。 

近些年来，小清河流域没有形成大的洪水，河槽处于淤积状态，

上游干流几乎无槽甚至难见河形，独义村以下始有河槽，底宽仅 10m

多，下游河道主槽宽约 20~40m，河道纵坡 1/1500~1/2000 左右。 

为减轻流域内洪涝灾害，北京市房山县于 1975 年冬至 1976 年元

旦，对小清河张家场以下河段按 10 年一遇排涝标准，疏挖整治至边

界八间房，治理段河长约 19.2km。目前，小清河河道两岸堤防仍然

断断续续、残缺不全，河道泄流能力很小。 

小清河的洪灾主要来自永定河分洪，由于永定河屡次决口，泥沙

俱下，任其泛滥，河床淤积，土地砂化，枯水期时，河水多为丰台区

长辛店地区入境污水和崇青水库的漏水及良乡地区污水。 

由于永定河卢沟桥以下河道泄量较少，每遇较大洪水威胁北京和

下游地区安全时，就在卢沟桥附近的右堤扒口或漫决分洪入小清河地

区。永定河卢沟桥来水超过 2500m3/s 时，即通过大宁水库向小清河

分洪。近年北京市境内通过修建永定河滞洪水库，大宁水库 50 年一

遇洪水不向小清河分洪，100 年洪水向小清河分洪下泄 214m3/s。滞

洪水库的修建，减轻了小清河分洪区的分洪压力。 

4.3 河道演变趋势分析 

永定河已按 100 年一遇洪水超高 2.0~2.5m 标准筑堤。土质堤防

段迎水坡均采用浆砌石或混凝土连锁板块护砌。左堤基础采用混凝土

前戗或浆砌石前戗，险工段深入河底以下 3~9m，平工段深入河底以

下 0.5~6m。右堤基础水平采用混凝土板加铅丝石笼护底，险工段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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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河底以下 0.45~2m，平工段深入河底以下 0.4~0.5m。 

官厅水库的修建，使得三家店以下河道免受官厅水库以上来水来

沙的威胁，三山峡区间的洪水还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随着官厅山峡

段水土保持工作的不断深入，河道输沙量有逐步减小的趋势。 

永定河卢沟桥段至梁各庄段河道左、右堤相对较为完整，并已进

行护砌，还建有控制流势的治导工程，河势不会发生大的演变。 

小清河的未来演变将以人工治理控制河势。按规划，小清河治理

的任务是：通过整治河道，提高小清河分洪区内重点保护区的防洪标

准，减少设计标准内洪水和超标准洪水的淹没范围；将防洪工程措施

和洪水管理措施结合起来，以满足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加强河

道景观的建设，使之与两岸城市环境相和谐。 

小清河两岸地势较为平坦，河道整治线按现状河流的自然流态布

置，保持现有的蜿蜒度，可适当调整主槽中心线，保留一定宽度的滩

面，以防水流直接冲刷堤脚；适当调整河底纵坡，扩挖修正主槽，局

部展堤，平整滩面，加高培厚堤防，基本达到 20 年一遇洪水不出槽，

50 年一遇洪水漫滩行洪。小清河黄良铁路桥以上分为两段，上段

6.8km，规划向左岸扩挖河槽，调整河道中心线，横断面规划为复式

断面；左堤退堤，堤距控制在 100m；适当调整河底纵坡，控制流速。

下段 1.2km，因哑叭河支流汇入，河道断面相对较宽，但由于小清河

桥位于哑叭河与小清河交汇处，河道展堤受桥墩限制，故疏挖河道，

适当调整左堤中心线，加高、培厚堤防。 

随着河道整治的逐步完善，上游洪水将得到有效控制，目前，在

2012 年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编制的《海河流域蓄滞洪区建设与管

理规划》中，考虑到小清河分洪区的设置主要是为了滞蓄永定河洪水

这一功能，对小清河分洪区（北京市部分）将京广铁路与永定河右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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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确定为分洪区北部的西侧和东侧边界，小清河分洪区的北京市部

分西部边界也由原定的西部山前区向东调整至京广铁路，对滞蓄永定

河洪水作用不大的京广铁路以西区域不再作为分洪区。 

按照规划进行治理，小清河及分洪区的未来河势不会发生大的演

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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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穿越小清河分洪区洪水影响评价 

5.1 洪水影响分析计算 

5.1.1 建设项目对防洪的影响分析计算 

5.1.1.1 水文分析计算 

（1）暴雨洪水特性 

大清河流域暴雨主要由强径向环流所造成。当夏季太平洋副热带

高压脊线位于北纬 30°及其以北时，若有西南涡或涡切变以及较强台

风或台风倒槽影响大清河流域时，流域内发生暴雨的机会最多，其中

涡切变和台风或台风倒槽的天气系统造成的暴雨量级最大。在一次暴

雨过程中，往往可出现两个以上天气系统的影响。例如 1939 年、1956

年、1963 年暴雨均由两个以上天气系统影响而造成。 

大清河流域特大暴雨，绝大部分是在大尺度降雨天气系统控制

下，伴有中小尺度的天气系统所形成，且暴雨的分布与地形有密切的

关系。位于太行山东部的迎风坡，受地形抬升作用的影响，常在迎风

坡前形成暴雨。 

在空间分布上，暴雨中心轴走向多半与山脉的走向一致，呈明显

的地带性差异。沿太行山的迎风坡，年降水量有一条大于 600mm 的

弧形多雨带，其间由北向南分布着漫水河、紫荆关、阜平等 700～

900mm 的多雨中心，如 1954 年和 1955 年的暴雨中心分别发生在新

城、阜平；1956 年和 1963 年暴雨中心分别发生在紫荆关和司仓。平

原地区年降水量 500～600mm，其中滨海平原较大，为 600～650mm。

在时间分布上，大清河流域全年降水量主要集中在 7、8 月份，占全

年降水量的 60～70％，其中以 7 月下旬至 8 月上旬最集中，是全年

降水的高峰期。 

大清河洪水多由暴雨形成，洪水发生的季节以 7、8 月份最多，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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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下旬到 8 月上旬更为集中，量级最大。洪水的年际变化较大，暴雨

中心地区河流洪峰流量的 CV 值可达 1.5～2.0。大清河由十几条呈扇

形东西向中小河流域组成，由于各支流的面积、河长、坡度、流域形

状等条件的差异，同一场暴雨各支流洪峰出现的时间往往先后不一，

各支流洪峰汇至白洋淀，总汇流洪水过程相对平缓，一次洪水历时达

一个月左右。 

（2）小清河分洪区设计洪水 

小清河分洪区内洼淀遍布，涿州市区西部有千河套，北部为胡良

套，东部有刁窝套和涿同套，这些洼套与东部小清河分洪区一起统称

小清河分洪区，是国务院批准的海河流域的重点蓄滞洪区之一。 

小清河分洪区内主要河流有北拒马河、胡良河、琉璃河（大石河）、

小清河 4 条河流。其中，北拒马河、琉璃河有实测洪水资料，采用频

率计算方法分析设计洪水，胡良河、小清河无实测流量资料，采用设

计暴雨途径间接计算设计洪水。 

①拒马河张坊站设计洪水 

拒马河在出山口张坊镇设有张坊水文站，控制流域面积 4810 

km2。2013 年，根据水利部统一部署，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组织启

动了海河流域设计洪水复核工作。在流域设计洪水复核工作基础上，

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编制完成了《大清河流域设计洪水复核报告》，

并以海规计函〔2017〕17 号印发。本次直接采用这一成果。张坊站

设计洪水成果见表 5.1-1。 

②北拒马河设计洪水 

拒马河在涞水县铁索崖以下分为南拒马河和北拒马河两支，南

北、拒马河分流口附近分别设有南、北落宝滩水文站。南、北拒马河

设计洪量以张坊站设计洪量为基础，通过统计分析采用比例法推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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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拒马河防洪治理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2018）对南拒马河（南

落宝滩站）不同设计频率的分流比进行了分析，南落宝滩占张坊的比

例分别为：一日洪量 33%，三日洪量 36%，五日洪量 38%。根据上

述的比例关系和张坊站设计洪量成果，分别计算出南、北拒马河的设

计洪量，北拒马河南、北、中三支设计洪量按北拒马河成果的 2:2:1

计算。北拒马河设计洪水成果详见表 5.1-2。 

表 5.1-1         张坊站设计洪水成果表       

项 目 均值 Cv Cs/Cv 
P(%) 

1 2 5 

洪峰(m3/s) 1400 1.95 2.5 13800 10400 6300 

洪量 
（亿 m3） 

1 d 0.50 1.90 2.5 4.80 3.64 2.22 

3 d 0.92 1.85 2.5 8.59 6.54 4.04 

6 d 1.28 1.70 2.5 10.92 8.44 5.39 

15 d 1.80 1.50 2.5 13.41 10.58 7.06 

表 5.1-2       北拒马河设计洪水成果 

项 目 
不同频率设计值 

1% 2% 5% 
洪峰(m3/s) 9313 7035 4322 

洪量 
(亿 m3) 

1 d 3.879 2.955 1.822 
3 d 7.29 5.574 3.484 
6 d 9.132 7.095 4.583 

③琉璃河设计洪水 

琉璃河有 1964～2000 年径流观测资料，本次采用水利部天津勘

测设计院根据实测径流系列分析的成果，见表 5.1-3。 

表 5.1-3       琉璃河流域设计洪水成果 

类别 
特征值 不同频率设计值 

均值 Cv Cs/Cv 1% 2% 5% 

洪峰(m3/s)    5000 3577 2355 

三日洪量(亿 m3) 0.25 1.55 2.5 1.93 1.51 1.00 

④小清河及胡良河设计洪水 

小清河流域位于北京市西南郊永定河右岸，流域面积 406k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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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小清河、哑叭河、刺猬河 3 条主要河流。流域地势西北高，东南

低。 

胡良河为北拒马河的一条支流，发源于拒马河北岸张坊镇北部的

丘陵山区，于涿州市城区东北入北拒马河。流域面积 205.2km2，其中

平原面积占 70%以上。 

2006 年《涿州市城市防洪规划及列入小清河分洪区安全建设影

响分析报告》中，胡良河、小清河采用设计暴雨途径计算设计洪水，

计算成果如表 5.1-4 所示。 

   表 5.1-4  小清河、胡良河流域洪峰流量采用成果表  单位：m3/s 

分区名称 20 年 50 年 100 年 

小清河流域 593 876 1220 

胡良河流域 420 689 970 

⑤设计洪水过程线 

北拒马河、琉璃河不同频率设计洪水过程线由 1963 年典型过程

线缩放得到。小清河、胡良河采用概化过程线计算设计洪水过程线。 

（3）永定河洪水 

大宁水库出库过程：采用北京市永定河滞洪水库初步设计及永定

河防洪规划审查通过成果。50 年一遇不泄洪，100 年一遇最大下泄

214m3/s，200 年一遇最大下泄 3130m3/s（敞泄）。 

小清河分洪区分洪洪水组合方式为：小清河分洪区 50 年一遇洪

水时，永定河大宁水库 100 年一遇洪水向小清河分洪区分泄流量为

214m3/s；小清河分洪区 100 年一遇洪水时，永定河大宁水库 200 年

一遇洪水向小清河分洪最大分泄流量为 3130 m3/s。 

5.1.1.2 小清河分洪区洪水演进模拟分析 

本次防洪评价采用二维不恒定流数学模型对小清河分洪区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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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演进模拟分析，通过计算分洪区内洪水过程变化和局部特定区域

水流形势，从而反映水流在不同地点、不同方向的水力要素。 

（1）计算条件 

①洪水标准 

根据设计单位提供的资料，并参照《防洪标准》（GB 50201-2014），

结合小清河分洪区设计防洪标准，洪水评价标准确定为当地 50 年一

遇+永定河 100 年一遇分洪洪水，和当地 100 年一遇+永定河 200 年一

遇分洪洪水。 

② 计算域 

模拟区西部起自蓄滞洪区西部高地边界，北至大宁水库下游，东

部边界为永定河右堤，南至拒马河南堤和古城小埝，模拟范围涵盖了

小清河分洪区内北京市及河北省境内的全部范围，计算面积为

644km2。 

本次剖分采用中水北方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航测遥感院

2013 年调绘制作的 1：10000 地形图，考虑到模型地形坡度较陡，地

形较复杂，为了较准确地模拟洪沥水的演进过程，以及准确提取各个

村子水深结果，小清河分洪区内采用三角形网格，边长为 200m，对

于各条河道（如胡良河和北拒马河）及特殊区域的计算网格进行了加

密，加密网格的最大面积为 0.01km2。模型包括 18741 个结点，35821 

个单元。网格剖分图见图 5.1-1。 

③地形条件 

地形资料采用 1/10000 地形图，根据网格剖分，对每个网格对应

出其坐标、平均高程、平均糙率、堤防、公路、地貌等作为计算的

基本数据。小清河分洪区内地形等值线图见图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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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1       小清河分洪区网格剖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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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2       小清河分洪区内地形等值线图 

（4）模拟参数 

糙率是反映地面阻水状况的一个综合参数，它与地形条件及地表

阻水特征有关。本次计算，糙率值按地形、地貌条件和地面特点，并

参照我院以往模拟计算的经验选取。河槽糙率一般取 0.035～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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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模拟参数 

糙率是反映地面阻水状况的一个综合参数，它与地形条件及地表

阻水特征有关。本次计算，糙率值按地形、地貌条件和地面特点，并

参照我院以往模拟计算的经验选取。河槽糙率一般取 0.035～0.04，

村庄及较大的阻水建筑物糙率一般取 0.08～0.10，其它区域内糙率一

般取 0.05～0.07。当计算单元内有两种或两种以上覆盖物时，按上述

取值原则综合选取。 

⑤边界条件 

汇入小清河分洪区河流的洪水入流过程是模型计算的入流边界

条件，各河流的设计洪水过程直接采用本报告设计洪水中的有关成

果。小清河分洪区标准内洪水的出流口为白沟河，位于白沟河东茨

村附近，为行洪区二维模型分析计算的下游边界，采用恒定非均匀

流方法推算不同流量的白沟河水面线，分析该断面水位泄量关系。

白沟河东茨村断面水位泄量关系见表 5.1-5。 

表 5.1-5     白沟河东茨村断面水位泄量表 
序号 流量 水位 备注 

1 0 21.0  

2 100 22.23  

3 500 24.243  

4 700 24.881  

5 900 25.461  

6 1100 25.944  

7 1600 26.764  

8 2100 27.422  

9 2600 28.082  

10 3100 28.573  

11 4100 29.439  

12 5100 30.203  

13 6100 30.89  

14 8100 32.122  

15 10100 33.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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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沟河东茨村保证水位 27.11m，相应流量 2000 m3/s。超过保证

标准时要全力防守两堤；当危及左堤安全时，在右堤田宜屯、东务、

朱庄附近及小营横堤扒口向兰沟洼分洪，确保左堤安全。 

（2）方案分析 

根据小清河分洪区相关规划，管线工程特点及洪水评价标准，分

析方案按四种条件考虑，即当地 50 年一遇+永定河 100 年一遇分洪洪

水时，对小清河分洪区规划实施前、实施后两种方案进行分析；当地

100 年一遇+永定河 200 年一遇分洪洪水时，对小清河分洪区规划实

施前、实施后两种方案进行分析。 

（3）防洪形势分析 

①当地 50 年一遇+永定河 100 年一遇分洪洪水时 

a.小清河分洪区规划工程实施前 

小清河分洪区现状条件下，各河堤防防洪标准尚未达标，且安全

区尚未建成，本次评价首次按对小清河分洪区规划工程尚未实施时的

洪水进行数值模拟分析。 

小清河分洪区内的洪水主要来自北拒马河（分南、北、中三支）、

胡良河、大石河（琉璃河）和小清河，而北拒马河中支现状在镇江营

以下几近湮灭，在模型中将其与北支一并考虑。由洪水演进过程可以

看出，北拒马河南支洪水自西向东经过千河套等洼套的滞蓄之后，在

地势及防洪堤的作用下向北（下游）漫流行进，在涿州防洪堤西北方

向与北拒马河北支洪水汇合，之后，在 G107 国道桥之前，漫溢洪水

又分成两股，一股水流漫过北拒马河北支的左堤，向胡良河方向漫溢

行洪，与胡良河洪水汇流后过 G107 国道的大石桥，然后进入到 G107

国道与京广铁路之间的胡良套滞蓄；另一股水流则继续沿主河道向下

游行洪。之后两股水流在胡良套汇合滞蓄，由于受到京广铁路桥及路



 

52 

 

基的束缚，洪水流势有所减缓，滞蓄洪水经过铁路桥的简单调蓄后在

铁路桥的约束下流向北拒马河铁路桥下游的平原区域。 

洪水过京广铁路桥后，一部分水流依地势在张村套滞蓄，主流洪

水则继续沿北拒马河主河道向下游行洪，既而穿过京珠高速公路，过

梁家场村北之后，流向变为向东和向南，下行 3~4km 之后到达刁窝

套以北的涿同套，涿同套也是小清河洪水的缓洪滞蓄洼套。 

因现状条件下，北拒马河右堤尚未按照规划标准实施加高加固工

程，因此，北拒马河右堤外洪水漫溢，主要集中在京石高速以东。大

石河、刺猬河、小清河洪水也均向大柳村方向的白沟河出口下泄，之

后，北拒马河洪水与小清河各河洪水在大柳村北相遇汇合，进入白沟

河，后再经新盖房分洪道泄入东淀。 

50 年一遇洪水条件下，管道迁改工程附近最高洪水位、最大淹

没水深及流速矢量图见图 5.1-3～5.1-5。小清河分洪区规划工程实施

前输气管线沿线水深流速指标见表 5.1-6。 

b.小清河分洪区规划工程实施后 

小清河分洪区规划工程实施后，北拒马河右堤已达到 50 年一遇

防洪标准，分洪区内洪水演进与现状条件下基本一致，刁窝套京白路

以西大部分区域已经在滞洪区淹没范围之外，不受分洪洪水的影响。

50 年一遇洪水条件下，管道迁改工程附近最高洪水位、最大淹没水

深及流速矢量图见图 5.1-6～5.1-8。小清河分洪区规划工程实施前输

气管线沿线水深流速指标见表 5.1-6。 

②当地 100 年一遇+永定河 200 年一遇分洪洪水时 

当地 100 年一遇+永定河 200 年一遇分洪洪水时，小清河分洪区

规划实施前、实施后整体洪水演进形势与当地 50 年一遇+永定河 100

年一遇分洪洪水时，洪水演进形势一致，水深、水位分布情况也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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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 

100 年一遇洪水条件下，小清河分洪区规划工程实施前，管道迁

改工程附近最高洪水位、最大淹没水深及流速矢量图见图 5.1-9～

5.1-11，沿线水深流速指标见表 5.1-7。小清河分洪区规划工程实施后，

管道迁改工程附近最高洪水位、最大淹没水深及流速矢量图见图

5.1-12～5.1-14。沿线水深流速指标见表 5.1-7。 

  表 5.1-6     输气管线沿线水深、流速指标表 
当地 50 年一遇+永定河 100 年一遇分洪洪水

管线节点/位置 
规划工程实施前 规划工程实施后 

水深 
（m） 

流速 
（m/s） 

水深（m） 
流速 

（m/s）

AA03～北拒马河右堤 0.41 0.029 - - 

AA06～AA07 2.20 0.98 3.00 0.98 

AA07～AA12 1.93 0.73 2.30 0.67 

AA12～AA16 1.78 0.52 2.60 0.60 

AA16～AA18 2.27 0.47 2.90 0.60 

AA18～AA20 2.40 0.50 2.90 0.71 

AA20～AA24 2.94 0.44 3.20 0.60 

AA24～AA27 2.65 0.33 3.10 0.45 

AA27～AA30 2.65 0.33 3.10 0.41 

AA30～AA32 2.90 0.37 3.30 0.41 

AA32～AA33 3.70 0.43 4.00 0.47 

北拒马河右堤～AA34 1.50 0.45 - - 

AA34～AA36 1.85 0.23 - - 

AA36～AA38 1.35 0.10 - - 

 

  表 5.1-7      输气管线沿线水深、流速指标表 
当地 100 年一遇+永定河 200 年一遇分洪洪水

管线节点/位置 
规划工程实施前 规划工程实施后 

水深 
（m） 

流速 
（m/s） 

水深（m） 
流速 

（m/s）

AA03～北拒马河右堤 0.70 0.08 - - 

AA06～AA07 2.50 1.00 2.90 1.00 

AA07～AA12 2.26 0.79 2.75 0.73 

AA12～AA16 2.13 0.57 2.90 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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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1-7      输气管线沿线水深、流速指标表 
当地 100 年一遇+永定河 200 年一遇分洪洪水

管线节点/位置 
规划工程实施前 规划工程实施后 

水深 
（m） 

流速 
（m/s） 

水深（m） 
流速 

（m/s）

AA16～AA18 2.60 0.52 3.30 0.67 

AA18～AA20 2.78 0.50 3.16 0.77 

AA20～AA24 3.20 0.45 3.45 0.70 

AA24～AA27 2.98 0.42 3.27 0.47 

AA27～AA30 2.83 0.37 3.10 0.45 

AA30～AA32 3.23 0.42 3.60 0.49 

AA32～AA33 3.90 0.50 4.30 0.55 

北拒马河右堤～AA34 1.78 0.50 - - 

AA34～AA36 2.15 0.28 - - 

AA36～AA38 1.70 0.13 - - 

图 5.1-3  管道迁改工程附近最高洪水位等值线图（50 年一遇规划实施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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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4  管道迁改工程附近最大水深等值线图（50 年一遇规划实施前） 

 

 

 

 

 

 

 

 

 

 

图 5.1-5    管道迁改工程附近流场图（50 年一遇规划实施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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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6  管道迁改工程附近最高洪水位等值线图（50年一遇规划实施后） 

 

 

 

 

 

 

 

 

 

 

图 5.1-7  管道迁改工程附近最大水深等值线图（50 年一遇规划实施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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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8   管道迁改工程附近流场图（50 年一遇规划实施后） 

 

 

 

 

 

 

 

 

 

图5.1-9  管道迁改工程附近最高洪水位等值线图（100年规划实施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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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10  管道迁改工程附近最大水深等值线图（100 年规划实施前） 

 

 

 

 

 

 

 

图 5.1-11    管道迁改工程附近流场图（100 年规划实施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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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12  管道迁改工程附近最高洪水位等值线图（100 年规划实施后） 

 

 

 

 

 

 

 

图 5.1-13  管道迁改工程附近最大水深等值线图（100 年规划实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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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14   管道迁改工程附近流场图（100 年规划实施后） 

 

 

 

 

 

 

 

 

 

 

5.1.1.3 冲刷分析计算 

根据中国石油集团工程设计有限责任公司华北分公司勘察事业

部编制的《陕京一线琉永支线涿州段迁改设计线路岩土工程勘察报

告》，管线沿线岩性主要为粉土、粉砂及粉质黏土，具体计算指标详

见表 5.1-8。 

表 5.1-8        冲刷计算地质参数表 

管线位置 岩性 计算参数 

AA05～北拒马河右堤 粉土 IL：0.:47 

AA06～AA33 粉土 IL：0.:25 

北拒马河右堤～AA38 粉土 d50：0.05 

根据数学模型计算成果，针对输气管道沿线所在的剖分网格的水

深及流速，采用技术路线中一般冲刷计算方法，计算管道沿线小清河

分洪内冲刷深度，经综合分析成果见表 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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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9   输气管道小清河分洪区内冲刷计算成果表 

管道位置 
50 年一遇 100 年一遇 

现状冲刷

深度（m）

规划冲刷

深度（m）

现状冲刷深

度（m） 
规划冲刷深

度（m） 

AA05～北拒马河右堤 0.16 - 0.28 - 

AA06～AA07 0.88 1.20 1.00 1.16 

AA07～AA12 0.77 0.92 0.90 1.10 

AA12～AA16 0.71 1.04 0.85 1.16 

AA16～AA18 0.91 1.16 1.04 1.32 

AA18～AA20 0.96 1.16 1.11 1.26 

AA20～AA24 1.18 1.28 1.28 1.38 

AA24～AA27 1.06 1.24 1.19 1.31 

AA27～AA30 1.06 1.24 1.13 1.24 

AA30～AA32 1.16 1.32 1.29 1.44 

AA32～AA33 1.48 1.60 1.56 1.72 

北拒马河右堤～AA34 0.60 - 0.71 - 

AA34～AA36 0.74 - 0.86 - 

AA36～AA38 0.54 - 0.68 - 

5.1.1.4 蓄滞洪区影响分析计算 

输气管线工程施工完成后管道位于地面以下，且距离大宁水库泄

洪闸、分洪口、退水口较远，工程对分洪区运用没有影响。管道迁改

工程的建设不占用分洪区行洪断面，不改变分洪区行洪、滞洪水位，

对分洪区滞洪基本没有影响。 

5.1.1.5 防洪工程影响分析计算 

陕京一线琉永支线涿州市区管道迁改工程穿越小清河分洪区，穿

越京广铁路、花田路采用顶管施工方式，其余段管道均采用大开挖施

工方式，管道迁改工程沿线冲刷深度为 0.28～1.72m，管顶埋深 3.19～

7.79m，管顶埋深均满足冲刷线以下 2m 的要求（管道沿线管顶埋深

详见表 5.1-10），管道的施工结束后，对管道进行回填，并恢复原有

地貌，管道工程对分洪区行洪基本没有影响。 

但由于管道施工工期安排在主汛期，遇洪水，管沟的开挖、管材

的堆放等，均对小清河分洪区分洪带来一定的影响，因此，建设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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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管道施工工期进行调整，以避开主汛期。 

5.1.2 洪水对建设项目的影响分析计算 

5.1.2.1 淹没影响分析计算 

输气管线工程管顶埋设于地面以下，地面以上未设构筑物，管道

施工结束后，小清河分洪区分洪洪水对管道影响较小。但由于工程施

工期处于主汛期，遇洪水将造成管道无法施工，应调整施工期，以避

开主汛期。 

5.1.2.2 冲刷影响分析计算 

输气管线位于小清河分洪区，管道埋设于地下，洪水对其主要影

响因素为冲刷，分洪区内管顶高程应位于冲刷线 2m 以下。小清河分

洪区规划工程实施前，工程节点 AA33～AA34 段穿越北拒马河右堤

后以南管段，位于小清河分洪区淹没范围内，为安全起见，该段管道

埋设深度按照小清河分洪区现状运用条件下冲刷计算情况考虑。 

根据设计单位提供纵断面图，结合前述冲刷深度计算成果，管道

迁改工程沿线管段均满足埋深要求。输气管道沿线埋设深度详见表

5.1-10。 

表 5.1-10      输气管道沿线埋设深度统计表 

管道位置 
最大冲刷
深度（m）

管顶允许
最小埋设
深度（m）

管顶设计埋深
（m） 

结论 

AA05～北拒马河右堤 0.28 2.28 2.44～27.47 满足 

AA06～AA07 1.16 3.16 3.36～3.49 满足 

AA07～AA12 1.10 3.10 3.19～7.79 满足 

AA12～AA16 1.16 3.16 3.22～4.15 满足 

AA16～AA18 1.32 3.32 3.37～3.56 满足 

AA18～AA20 1.26 3.26 3.41～4.60 满足 

AA20～AA24 1.38 3.38 3.51～4.05 满足 
AA24～AA27 1.31 3.31 3.39～3.98 满足 
AA27～AA30 1.24 3.24 3.30～3.95 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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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0      输气管道沿线埋设深度统计表 

管道位置 
最大冲刷
深度（m）

管顶允许
最小埋设
深度（m）

管顶设计埋深
（m） 

结论 

AA30～AA32 1.44 3.44 3.50～4.38 满足 
AA32～AA33 1.72 3.72 3.85～4.90 满足 

北拒马河右堤～AA34 0.71 2.71 2.89～25.29 满足 
AA34～AA36 0.86 2.86 2.99～3.72 满足 
AA36～AA38 0.68 2.68 2.89～6.60 满足 

5.2 建设项目对防洪的影响评价 

5.2.1 法规规划适应性评价 

5.2.1.1 AA09 至 AA23 段输气管线 

陕京一线琉永支线涿州市区管道迁改工程节点AA09～AA23段，

与规划的涿同安全区围堤并行，根据《小清河分洪区（河北部分）工

程与安全建设可行性研究报告》，涿同安全区南堤自三合庄村南向西

过涿同、台子、高庄村南至向阳乡东侧；东围堤沿大石河右岸建堤防，

至码头乡北，与北围堤相接；北围堤自码头乡北侧向西至立辛庄东侧，

向南通过西围堤与南围堤相连，形成封闭安全区。安全区围堤堤顶宽

6m，堤顶高程 31.80m，内外边坡 1：3，堤防管理范围为堤脚以外 5m。

输气管线与围堤坡脚线间最小距离 40m，位于围堤管理范围以外。管

线的布置对规划安全区围堤的实施没有影响。输气管线与规划安全围

堤位置关系见图 5.2-1。 

5.2.1.2 AA34 至 AA38 段输气管线 

陕京一线琉永支线涿州市区管道迁改工程节点 AA34～AA38 段

输气管线东侧规划新建堤防，该段与规划堤防并行。规划堤防为刁窝

村北至小营横堤段，于京白路东侧新筑大堤，堤顶宽度 6.0m，堤防

边坡为 1：3，设计堤顶高程 31.31～31.62m。输气管线距离与规划堤

防间最小距离 102m，输气管线工程不影响规划堤防工程的实施。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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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管线与规划堤防位置关系见图 5.2-2。 

图 5.2-1   输气管线与涿同安全区围堤位置关系图 

 

 

 

 

 

 

 

 

 

 

图 5.2-2   输气管线与小清河分洪区新建右堤位置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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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河道行洪排沥影响评价 

陕京一线琉永支线涿州市区管道迁改工程穿越小清河分洪区，输

气管道采用开挖、顶管穿越方式，施工结束后管道埋设于地下，地面

以上无构筑物，不占用分洪区行洪断面，对行洪区水位、流速没有影

响，工程对小清河分洪区行洪没有影响。 

管道迁改工程施工工期安排在主汛期，施工机械、材料堆放、开

挖土方的堆放，对分洪区及河道行洪将带来影响，建设单位应调整施

工工期安排，以避开主汛期。 

5.2.3 河势稳定影响评价 

管道迁改工程施工结束后，管道埋设于地下，地面以上没有构筑

物，工程的建设不改变行洪区行洪水深、流速、流向等指标，工程建

设对河势稳定没有影响。 

5.2.4 蓄滞洪区运用影响评价 

规划的小清河左岸行洪区的进水口门位于刺猬河口下游小清河

干流左堤上，刺猬河口以下（口门以下）小清河干流上规划新筑一溢

流堰，左侧行洪区的退水口门位于古城小埝上游官庄附近左堤上，输

气管线距离以上建筑区均很远，且管线埋设于地下，工程的实施对小

清河分洪区内洪水分流没有影响。 

输气管线工程施工结束后埋设于地下，对小清河分洪区防御洪水

及洪水调度安排没有影响。 

5.2.5 防洪工程影响评价 

陕京一线琉永支线涿州市区管道迁改工程涉及的防洪工程主要

为小清河分洪区、 涿同安全区围堤、规划新筑堤防（京白路段）。 

陕京一线琉永支线涿州市区管道迁改工程穿越小清河分洪区，采

用大开挖、顶管施工方式。小清河分洪区现状条件下，输气管线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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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05～AA38 位于洪水淹没范围内；分洪区规划工程实施后，北拒马

河右堤以北管线位于洪水淹没范围内。因目前分洪区规划工程尚未实

施，AA05 至右堤（第一次穿越位置）段、右堤（第二次穿越位置）

至 AA38 段管线按照二维数学模型计算成果进行冲刷计算并加以考

虑。管道迁改工程沿线冲刷深度按照较大值确定。经分析，管道迁改

工程沿线冲刷深度为 0.28～1.72m，管顶埋深 3.19～7.79m ，管顶埋

深均满足冲刷线以下 2m 的要求（管道沿线管顶埋深详见表 5.1-10），

管道的施工结束后，对管道进行回填，并恢复原有地貌，管道工程对

分洪区行洪基本没有影响。 

管道迁改工程在小清河分洪区北与涿同安全区围堤、规划新筑堤

防（京白路段）并行，管道均布置在规划堤防管理范围以外，且距离

堤脚距离较远，管道工程对堤防工程基本没有影响。 

5.2.6 其他设施影响评价 

管道迁改工程在小清河分洪区内穿越京广高铁、花田路，采用顶

管穿越方式。 

管道穿越花田路建设单位已经征求涿州市交通运输局意见，涿州

市交通运输局同意管道路由方案，建议埋深应满足公路荷载需要，并

按公路规划等级预留保护措施。回函详见附件。 

管道工程穿越京广铁路建设单位已经征求京石铁路客运专线有

限责任公司意见，原则同意陕京一线琉永支线涿州市区管道迁改工程

下穿京广高铁。回函详见附件。 

5.2.7 防汛抢险和水土救生影响评价 

陕京一线琉永支线涿州市区管道迁改工程在小清河分洪区内沿

线不涉及撤退路，与规划的安全区围堤、新建北拒马河右堤并行段均

位于管理范围以外，工程建设对防汛抢险没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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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洪水对建设项目的影响评价 

5.3.1 建设项目防御洪涝标准与措施分析 

（1）设防标准 

管道迁改工程为大型工程，根据《防洪标准（GB50201-2014）》，

根据工程规模，工程防洪标准为 100 年一遇。小清河分洪区运用标准

为 50 年一遇。工程设计防洪标准适当。 

（2）稳管措施 

① 抗飘浮校核 

小清河分洪区考虑远期泄洪行水，需进行管线抗漂浮计算，管道

埋设在冲刷线之下的稳定河床中，动水对穿越管段不产生动水举力，

因此，只进行抗静水飘浮校核，校核公式如下： 

W≥K·Fs 

2

4SF D
  

式中：W—单位长度管段的总重力（包括管身结构自重、保护层

重、加重层重，不含管内介质重），N/m； 

K—稳定安全系数； 

Fs—单位长度管段静水浮力，N/m； 

D—穿越管段的外直径（包括保护层或加重层），m； 

ρ—水的密度，kg/m3。 

抗漂浮校核结果见表 5.3-1。 

表 5.3-1         管线抗漂浮计算结果 
管线规格 

（mm） 

单位长度管段的总重

力    W（N/m） 

单位长度管段静

水浮力 Fs（N/m）

K·Fs 

（N/m）
校核结果 

D660×11 1325.37 3688.05 4056.86 W<K·Fs，需稳管

②管道压重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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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长度管道压重 W1计算： 

W1=K·Fs W 

式中：W1—单位长度管道压重，N/m； 

Fs—单位长度管段静水浮力，N/m； 

W—单位长度管段的总重力（包括管身结构自重、保护层

重、加重层重，不含管内介质重），N/m； 

（3） 配重之间的距离 

配重之间的距离计算： 

1

C CW V
L

W




 

式中：L—平衡压袋之间的距离，m； 

 —含泥沙水的重度；  

Wc—平衡压袋在空气中的平均重； 

Vc—平衡压袋的平均容积； 

W1—单位长度管道压重，N/m； 

经计算，管线平衡压袋计算间距见表 5.3-2。 

表 5.3-2       管线平衡压袋计算间距 
管线规格

（mm） 
单位长度管道压

重 W1（N/m） 
计算压重间距

L1（m） 
选取间距 L

（m） 

D660×11 2331.48 4.1 4 

小清河分洪区范围内考虑行水，由于冲刷较大，确保埋深的前提

下，需要采用平衡压袋方式稳管，平衡压重袋间距为 4m/组，压重袋

顶与管顶齐平，满足冲刷线以下 0.5m 的要求。 

5.3.2 淹没影响评价 

输气管道埋设于地面以下，管顶埋深满足冲刷深度要求，分洪洪

水对管道工程影响较小。迁改工程管道施工工期安排在主汛期，小清

河分洪区运用时分洪洪水对管道施工影响较大，建设单位应调整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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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期，以避开主汛期。 

5.3.3 冲刷影响评价 

输气管道位于小清河分洪区内，主要受行洪洪水的冲刷影响。根

据冲刷分析计算成果及管道设计资料，管道管顶设计埋深满足管顶允

许最小埋深要求，管道防御洪水措施适当。 

5.4 消除或减轻洪水影响的措施 

管道迁改工程穿越小清河分洪区内，采用大开挖、顶管施工方式，

管顶埋深满足管顶允许最小埋深要求，管道工程对分洪洪水基本没有

影响。 

管道迁改工程施工工期安排在主汛期，建设单位应进行调整，以

避开主汛期，防止洪水对工程施工的影响。 

5.5 结论与建议 

（1）陕京一线琉永支线涿州市区管道迁改工程穿越小清河分洪

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等法律

法规的有关规定，对管道迁改工程进行防洪评价是必要的。 

（2）陕京一线琉永支线涿州市区管道迁改工程节点 AA09～

AA23 段，与规划的涿同安全区围堤并行，节点 AA34～AA38 段输气

管线与东侧规划新建堤防并行。并行管段均位于堤防管理范围以外，

不影响将规划堤防的实施及管理。 

（3）陕京一线琉永支线涿州市区管道迁改工程穿越小清河分洪

区，输气管道埋设于地下，施工结束后，地面以上无构筑物，不占用

行洪区行洪断面，对行洪区水位、流速没有影响，工程对小清河分洪

区行洪没有影响，对河势稳定没有影响。 

（4）输气管线距离规划分洪位置较远，施工结束后管线埋设于

地下，管道迁改工程对小清河分洪区防御洪水及洪水调度安排没有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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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5）陕京一线琉永支线涿州市区管道迁改工程穿越小清河分洪

区管段沿线冲刷深度为 0.28～1.72m，管顶埋深 3.19～7.79m ，该段

管顶埋深满足冲刷线以下 2m 的要求，管道工程对小清河分洪区分洪

影响较小。 

（8）管道迁改工程在小清河分洪区内穿越京广高铁、花田路，

采用顶管穿越方式。建设单位就管道穿越花田路工程已征得涿州市交

通运输局同意。管道工程穿越京广铁路建设单位已经征求京石铁路客

运专线有限责任公司意见。不存在项目建设对第三人合法水事权益的

影响。 

（9）管道迁改工程施工期安排在主汛期，建设单位应予以调整，

以避开主汛期，并应严格按设计要求进行施工，施工后及时清理场地，

恢复原地形。 

（11）建设单位应按有关规定办理涉水施工手续，涉水事宜应及

时同当地水行政主管部门联系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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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穿越北拒马河防洪评价 

6.1 防洪评价计算 

6.1.1 水文分析计算 

6.1.1.1 设计洪水 

拒马河干流发源于河北省涞源县，流经河北省的涞源县、易县、

涞水县和北京市房山县，在房山县张坊镇铁锁崖以下分为南、北两支，

南支称为南拒马河，北支称为北拒马河。穿京广铁路后，分别有胡良

河、琉璃河和小清河汇入，各河洪水经白沟河下泄。陕京一线琉永支

线涿州市管道迁改工程两次穿越北拒马河，第一次穿越在向阳一村和

梁家场之间，第二次穿越在涿同村以南、大柳村以北。 

根据《小清河分洪区可行性研究报告》，输气管道穿越位置北拒

马河主槽防洪标准为 5 年一遇，相应设计洪水流量为 1070m3/s。 

6.1.1.2 洪水位分析 

根据《小清河分洪区可行性研究报告》，穿越位置北拒马河主槽

规划为规整断面，设计水面线采用规整后断面进行推算，经推算，第

一次穿越位置北拒马河 5 年一遇设计洪水位为 26.71m，第二次穿越

位置北拒马河 5 年一遇设计洪水位为 25.40m，详见表 6.1-1。 

表 6.1-1     北拒马河 5 年一遇设计洪水位成果表 

桩号 设计河底（m） 设计水位（m） 备注 

10+951 21.67 26.81  

11+317 21.58 26.71 第一次穿越位置 

11+484 21.54 26.67  

11+930 21.43 26.55  

12+402 21.31 26.42  

12+877 21.19 26.30  

13+299 21.09 26.18  

13+860 20.96 2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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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1     北拒马河 5 年一遇设计洪水位成果表 

桩号 设计河底（m） 设计水位（m） 备注 

14+360 20.58 25.89  

14+985 20.45 25.72  

15+453 20.33 25.59  

15+956 20.20 25.45  

16+126 20.16 25.40 第二次穿越位置 

16+466 20.08 25.30  

因北拒马河位于小清河分洪区内，当地 50 年一遇、100 年一遇

防洪标准条件下，穿越位置洪水位采用二维数学模型计算成果，详见

表 6.1-2、6.1-3 

表 6.1-2     北拒马河设计洪水位成果表 
（小清河分洪区 50 年一遇洪水） 

穿越位置 
规划工程实施前 规划工程实施后 

水位 
（m） 

水深 
（m）

流速 
（m/s） 

水位 
（m）

水深

（m） 
流速 

（m/s）

北拒马河 
（第一次穿越） 

29.95 8.17 1.17 30.00 8.22 1.14 

北拒马河 
（第二次穿越） 

28.40 6.62 0.94 28.90 7.12 1.00 

表 6.1-3     北拒马河设计洪水位成果表 
（小清河分洪区 100 年一遇洪水） 

穿越位置 
规划工程实施前 规划工程实施后 

水位 
（m） 

水深 
（m）

流速 
（m/s） 

水位 
（m）

水深

（m） 
流速 

（m/s）

北拒马河 
（第一次穿越） 

30.23 8.45 1.24 30.43 8.65 1.21 

北拒马河 
（第二次穿越） 

28.87 7.09 1.08 29.11 7.33 1.08 

6.1.2 冲刷分析计算 

根据中国石油集团工程设计有限责任公司华北分公司勘察事业

部编制的《陕京一线琉永支线涿州段迁改设计线路岩土工程勘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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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管线穿越北拒马河位置岩性主要为粉土、粉砂及粉质黏土，具

体计算指标详见表 6.1-4。 

表 6.1-4        冲刷计算地质参数表 

管线位置 岩性 计算参数 

北拒马河右滩(1) 粉土 d50：0.06 

北拒马河主槽(1) 
粉砂 d50：0.24 

粉质黏土 IL：0.:37 

北拒马河主槽(2) 细砂 d50：0.18 

根据水文分析成果，采用技术路线中一般冲刷计算方法，对管道

穿越北拒马河位置主槽及滩地位置进行冲刷深度计算，经综合分析成

果见表 6.1-5。 

表 6.1-5     管道穿越北拒马河位置冲刷深度成果表 

管道位置 
5 年一遇冲

刷深度（m）

50 年一遇冲刷深

度（m） 

100 年一遇冲刷深度

（m） 

现状 规划 现状 规划 

北拒马河右滩(1) —— 1.24 1.36 1.36 1.48 

北拒马河主槽(1) 2.27 3.35 3.37 3.46 3.54 

北拒马河主槽(2) 2.93 3.30 3.50 3.48 3.58 

输气管线两次穿越北拒马河右堤，坡脚位置冲刷深度采用《堤防

工程设计规范》（GB50286-2013）中的公式进行计算，经计算，管线

第一次穿越北拒马河右堤堤脚位置水深 3.3m，流速 0.84m/s，冲刷深

度为 0.29m，第二次穿越北拒马河右堤堤脚位置水深 4.5m，流速

0.84m/s，冲刷深度为 0.39m。 

6.1.3 河势影响分析计算 

输气管线采用定向钻方式穿越河道及堤防，且埋深较大，工程施

工不破坏河道及堤防断面，对河流河势没有影响。 

陕京一线琉永支线涿州市区管道迁改工程节点 AA05～AA06 段

第一次穿越北拒马河右堤，穿越方式采用定向钻，主槽位置管顶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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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深为 15.98m，滩地位置管顶最小埋深为 25.77m，堤防及管理范围

内管道管顶最小埋深为 26.57m。定向钻入土点距离堤脚较远，出土

点距离河道主槽岸坎较远，主槽、堤防及管理范围内管顶埋深较大，

定向钻施工方式不破坏原有堤防、河道断面，且工程建设不改变堤防

附近、河道位置水位、流速等，对洪水流势基本没有影响，管道工程

对北拒马河右堤及河道主槽影响较小。 

陕京一线琉永支线涿州市区管道迁改工程节点 AA33～AA34 段

第二次穿越北拒马河右堤及河道，穿越方式采用定向钻，主槽位置管

顶最小埋深为 13.61m，堤防及管理范围内管道管顶最小埋深为

24.02m。定向钻入土点距离堤脚较远，出土点距离河道主槽岸坎较远，

主槽、堤防及管理范围内管顶埋深较大，定向钻施工方式不破坏原有

堤防、河道断面，且工程建设不改变堤防附近、河道位置水位、流速

等，对洪水流势基本没有影响，管道工程对北拒马河右堤及河道主槽

影响较小。 

6.2 防洪综合评价 

6.2.1 与现有水利规划的关系与影响分析 

6.2.1.1 AA05 至 AA06 段输气管线 

陕京一线琉永支线涿州市区管道迁改工程节点AA05～AA06段，

于涿州市梁家场村西，北拒马河右堤与涿码路交叉位置穿越堤防，并

穿越河道。穿越位置现状有堤，现状堤顶高程 33.20m，顶宽 14m。

该位置堤防规划有加高加固及增设堤顶硬化路面工程，规划堤防为 2

级堤防，堤顶高程 32.77m，堤顶宽 6.0m，边坡 1:3。穿越位置现状堤

防断面达到规划要求，入土点距离现状堤防外堤脚垂直距离 112m。 

输气管道穿越堤防位置堤基及堤防管理范围内管顶最小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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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7m，由于管线入土点距离堤脚距离较远，堤基以下管顶埋深较大，

管道工程不影响堤防规划工程的实施。 

管道迁改工程于涿州市向阳一村和沙窝村之间，涿码路桥下游约

785m 处穿越北拒马河主槽，穿越位置河道上开口约 80m，河道断面

呈复式断面，深槽处底高程 21.80m。该位置规划为对河道断面进行

规整，规划河底高程 21.58m，输气管线采用定向钻方式穿越河道主

槽，不扰动河道断面，且管顶埋深（15.98～26.47m）较大，不影响

北拒马河主槽规划工程的实施。 

6.2.1.2 AA33 至 AA34 段输气管线 

陕京一线琉永支线涿州市区管道迁改工程节点AA33～AA34段，

于涿州市大柳村西，幸福渠东岸防洪堤最北端以西约 290m 采用定向

钻方式穿越北拒马河右堤及河道。穿越位置现状有堤，现状堤顶高程

28.10m，顶宽约 3.2m。该位置堤防规划有加高加固及增设堤顶硬化

路面工程，规划堤防为 2 级堤防，堤顶高程 31.70m，堤顶宽 6.0m，

边坡 1:3。现状堤防断面未达到规划要求，且堤防断面较窄，堤防加

高加固工程相应的堤防断面增厚，从最不利角度考虑，按照外侧复堤，

复堤后堤脚外移 14m，出土点距离现状堤防外堤脚垂直距离 212m。 

输气管道穿越堤防位置堤基及堤防管理范围内管顶最小埋深

24.02m，由于管线出土点距离堤脚距离较远，堤基以下管顶埋深较大，

不影响堤防规划工程的实施。 

管道迁改工程于涿州市大柳村西北穿越北拒马河主槽，穿越位置

河道上开口约 105m，河道断面呈复式断面，深槽处底高程 18.40m。

该位置规划为对河道断面进行规整，规划河底高程 20.16m，输气管

线采用定向钻方式穿越河道主槽，不扰动河道断面，且管顶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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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1～24.02m）较大，不影响北拒马河主槽规划工程的实施。 

输气管道采用定向钻方式穿越北拒马河，穿越方式不扰动现状河

道断面及堤防，且定向钻出入土点距大堤外堤脚、河道岸坎有一定的

安全距离，管道的施工与河道、堤防规划没有矛盾。 

6.2.2 与现有防洪标准、技术要求和管理要求的适应性分析 

管道迁改工程为大型工程，根据《防洪标准（GB50201-2014）》，

根据工程规模，工程防洪标准为 100 年一遇。穿越位置北拒马河主槽

防洪标准为 5 年一遇，堤防防洪标准为 50 年一遇，工程防洪标准高

于河道、堤防防洪标准，工程设计防洪标准适当。 

6.2.2.1 AA05 至 AA06 段输气管线 

陕京一线琉永支线涿州市区管道迁改工程节点 AA05～AA06 段

第一次穿越北拒马河右堤及河道，该位置堤防等级为 2 级。穿越方式

采用定向钻，穿越长度 1554m，大于沿管线方向堤防与岸坎间距离

1062m；定向钻入土点位于堤防南侧，距离规划右堤外堤脚线垂直距

离为 112m，大于 100m。堤防及管理范围内管道管顶最小埋深为

26.57m，大于 6m。管道第一次穿越北拒马河穿越长度、右堤入土点

与堤脚距离、管顶埋深均满足技术审查要求。 

陕京一线琉永支线涿州市区迁改工程第一次穿越北拒马河河道

采用定向钻穿越方式，定向钻出土点位于河槽左岸岸坎北侧，距离岸

坎垂直距离为 110m，位于河道管理范围以外。该位置 50 年一遇洪水

时河道主槽位置最大冲刷深度为 3.37m，滩地位置最大冲刷深度为

1.36m。穿越位置河道主槽规划底高程为 21.58m，现状规划底高程为

21.80m，主槽位置埋深按照规划底高程进行计算。主槽位置管顶最小

埋深为 13.61m，管顶埋深满足最大冲刷线以下 2m 的技术审查要求。 

陕京一线琉永支线涿州市区管道迁改工程第一次穿越北拒马河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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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与河道主槽交角 41°，与河道交角不满足海建委〔2013〕33 号技术

审查规定第十八条：建设项目穿越河道应与水流方向垂直，尽量缩短

穿越长度，确需调整角度的交角不宜小于 60°。与建设单位、设计单

位沟通意见 “由于穿越位置两侧位置受地形、地物、村庄等限制，

最大调整穿越角度可达 41°，仍未满足海委技术审查规定，但能够满

足《油气输送管道穿越工程设计规范》（GB50423-2013）要求。” 

管道迁改工程设计在穿越堤埝定向钻起、止位置采取粘土换填，

并设置止水环，避免了管道与土层结合部位因扩孔产生的空隙，可能

形成的接触渗流，以及渗透通道的形成。 

6.2.2.2 AA33 至 AA34 段输气管线 

陕京一线琉永支线涿州市区管道迁改工程节点AA33～AA34段，

于涿州市大柳村西，幸福渠东岸防洪堤最北端以西约 290m 穿越北拒

马河右堤及河道。该位置堤防等级为 2 级。穿越方式采用定向钻，穿

越长度 509m，大于沿管线方向堤防与岸坎间距离 128m；定向钻出土

点位于堤防南侧，距离规划右堤外堤脚线垂直距离为 212m，大于

100m。堤防及管理范围内管道管顶最小埋深为 24.02m，大于 6m。管

道第二次穿越北拒马河穿越长度、右堤出土点与堤脚距离、管顶埋深

均满足技术审查要求。 

陕京一线琉永支线涿州市区管道迁改工程第二次穿越北拒马河

河道采用定向钻穿越方式，管线与河道主槽水流方向交角 90°，交角

满足技术审查要求。定向钻入土点位于河槽左岸岸坎北侧，距离岸坎

垂直距离为 113m，位于河道管理范围以外。50 年一遇洪水时河道主

槽位置最大冲刷深度为 3.50m。穿越位置河道主槽规划底高程为

20.16m，现状规划底高程为 18.40m，主槽位置埋深按照现状底高程

进行计算。主槽位置管顶最小埋深为 13.61m，管顶埋深满足最大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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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线以下 2m 的技术审查要求。 

6.2.3 建设项目对河道行洪排沥的影响分析 

输气管道穿越北拒马河采用的是定向钻穿越方式，不破坏现状河

道、堤防断面，且管顶埋设较深，施工结束后在河道行洪断面内无构

筑物，管道工程对河道行洪排沥影响较小。 

6.2.4 项目建设对河势稳定影响分析 

由于建设项目穿越北拒马河采用的是定向钻穿越方式，不破坏现

有河道、堤防断面，工程设计在穿越堤埝定向钻起、止位置采取粘土

换填，并设置止水环，保障堤防的稳定。管道工程的实施对河势的稳

定影响较小。 

6.2.5 项目建设对水利工程的影响分析 

输气管道穿越北拒马河，涉及的主要水利工程为河道、堤防。 

输气管线采用定向钻方式穿越北拒马河，第一次穿越北拒马河位

置管顶埋深较大，定向钻出土点距离河道岸坎距离较远，管顶埋深满

足技术审查要求。与堤防交叉以定向钻方式穿越，管顶埋设高程与堤

脚位置地面高程间距离较大，且定向钻出、入土点距离两堤外堤脚距

离也满足相关技术规定。管线与河道主槽交角 41°，与河道交角不满

足技术审查规定，但能够满足《油气输送管道穿越工程设计规范》

（GB50423-2013）要求。 

第二次穿越北拒马河位置管顶埋深较大，定向钻出土点距离河道

岸坎距离较远，管顶埋深、与河道交角满足技术审查要求，管道工程

对该位置北拒马河河道影响较小。与堤防交叉以定向钻方式穿越，管

顶埋设高程与堤脚位置地面高程间距离较大，且定向钻出、入土点距

离两堤外堤脚距离也满足相关技术规定，输油管道对该段北拒马河堤

防基本没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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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迁改工程设计在穿越堤埝定向钻起、止位置采取粘土换填，

并设置止水环，避免了管道与土层结合部位因扩孔产生的空隙，可能

形成的接触渗流，以及渗透通道的形成。 

6.2.6 对防汛抢险影响分析 

输气管道采用定向钻方式穿越北拒马河，工程施工场地布设在河

流两岸陆地上，不破坏大堤、不扰动河床，因此对防汛抢险基本没有

影响。 

6.2.7 建设项目防御洪涝的设防标准与措施是否适当 

输气管线结合北拒马河右堤穿越河道，按照《油气输送管道穿越

工程设计规范》（GB 50423-2007）水域穿越工程等级与设计洪水划分，

该穿越工程等级为大型穿越，设计洪水标准为 100 年一遇，与《防洪

标准》（GB50201-2004）相符合。 

输气管线第一次穿越北拒马河位置，100 年一遇条件下，河道主

槽最大冲刷深度为 3.54m，河滩最大冲刷深度 1.48m。主槽位置输气

管道管顶最小埋深 15.98m，滩地位置管顶最小埋深 25.77m，管顶埋

设深度大于最大冲刷线以下 6m 的技术要求，管道设防措施适当。 

输气管线第二次穿越北拒马河位置，100 年一遇条件下，河道最

大冲刷深度为 3.58m。穿越位置输气管道管顶最小埋深 13.61m，管

顶埋深大于最大冲刷线以下 6m 的技术要求，管道设防措施适当。 

6.2.8 对第三人合法水事权益的影响分析 

输气管道在涿州市码头镇向阳五村村南和刁窝镇大柳村村西与

保定富瑞康管道有限公司 DN500输气管道存在 3处定向钻施工交叉，

建设单位已经征求保定富瑞康管道有限公司意见，该公司原则同意交

叉施工。回函详见附件。 

输气管道穿越北拒马河，采用定向钻方式穿越，附近没有引水及

灌排等工程设施，不存在项目建设对第三人合法水事权益的影响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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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6.3 工程影响防治措施与工程量估算 

输气管道定向钻入土点、出土点距离堤防堤脚、河道岸坎垂直距

离均满足技术审查要求。输油管道采用定向钻方式穿越北拒马河，不

破坏大堤，不扰动河床，对现有防洪工程、规划工程及其它水利工程

与设施基本没有影响。 

管道迁改工程设计在穿越堤埝定向钻起、止位置已采取粘土换

填，设置止水环措施，投资已计列在主体工程投资之内。 

6.4 结论及建议 

（1）陕京一线琉永支线涿州市区管道迁改工程两次穿越北拒马

河及其堤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

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对管道穿越北拒马河进行防洪评价是必要

的。 

（2）迁改工程两次穿越北拒马河穿越方式采用定向钻，不扰动

河道及堤防现有断面，且管顶埋设较深，定向钻出入土点距堤防堤脚、

岸坎较远，管道的施工不影响规划工程实施。 

（3）输气管道穿越北拒马河采用的是定向钻穿越方式，不破坏

现状河道、堤防断面，且管顶埋设较深，施工结束后在河道行洪断面

内无构筑物，管道工程对河道行洪排沥影响较小，且对防汛抢险基本

没有影响；工程设计定向钻起、止位置采取粘土换填，并设置止水环，

保障堤防的稳定。管道工程的实施对河势的稳定影响较小。 

（4）输气管道穿越北拒马河穿越长度大于堤防与岸坎间距离，

管顶埋深较大，定向钻出土点距离河道岸坎距离较远，管顶埋深满足

技术审查要求。与堤防交叉以定向钻方式穿越，管顶埋设高程与堤脚

位置地面高程间距离较大，且定向钻出、入土点距离两堤外堤脚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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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满足相关技术规定。管道工程对水利工程影响较小。 

（5）输气管线第一次穿越北拒马河，与河道主槽交角 41°，与

河道交角不满足技术审查规定，但能够满足《油气输送管道穿越工程

设计规范》（GB50423-2013）要求。 

（6）管道迁改工程为大型工程，工程防洪标准为 100 年一遇，

北拒马河河道防洪标准为 5 年一遇，堤防防洪标准为 50 年一遇，工

程防洪标准高于河道防洪标准，工程设计防洪标准适当。输气管线穿

越北拒马河，管顶埋设深度大于最大冲刷线以下 6m 的技术要求，管

道设防措施适当。 

（7）输气管道穿越北拒马河，采用定向钻方式穿越，附近没有

引水及灌排工程设施，不存在项目建设对第三人合法水事权益的影响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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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穿越刁窝北排干防洪评价 

7.1 防洪评价计算 

7.1.1 水文分析计算 

7.1.1.1 设计洪水 

刁窝排干位于北拒马河偏下游右岸以南的刁窝套，西起永乐、念

头，东至白沟河。包括塔上、刁窝两乡和向阳乡及市内各一部分。地

势西部为高地，其余为河套洼地。沥水出路通过刁窝南、北排干，自

西向东，经小营村北，从北茨村注入白沟河。1978 年在东张村村西

往北经涿固路，挖一引渠，在刁窝村西将南、北排干汇合。 

北排干由永乐至白沟河，全长 12.8km，穿越位置以上汇水面积

35.0km2，10 年一遇排涝标准为 12.5m3/s。输气管道防洪标准为 50 年

一遇，采用技术路线中的方法进行计算，50 年一遇时，刁窝北排干

排涝流量为 26 m3/s。 

7.1.1.2 洪水位分析 

输气管线穿越刁窝北排干位置，现状断面基本呈梯形，底宽 2.1m，

底高程 22.6m。该位置规划断面为底宽 5.1m，边坡 1/2，渠底纵坡

1/2500。防洪评价采用非恒定均匀流法推算穿越位置洪水位，经推算

穿越位置设计涝水位见表 7.1-1。 

表 7.1-1     输气管道穿越刁窝北排干位置设计洪水位 

河流名称 断面条件 
渠底高程 
（m） 

不同排涝标准设计水位（m）

10 50 

刁窝北排干 
现状 22.6 25.28 25.70 

规划 22.6 24.29 25.05 

7.1.2 冲刷分析计算 

根据地质资料，刁窝北排干范围内土质以粉土、细砂、粉质黏土

为主，根据地质剖面图，管道穿越地层位于①层粉土，平均粒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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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mm，该层向下 0.5m 为③层细砂，平均粒径为 0.18mm。系数 E

根据汛期河道含沙量情况按 0.66 计；根据相关参数，采用技术路线

中的计算方法，计算冲刷深度。输气管道穿越刁窝北排干位置冲刷计

算成果见表 7.1-2。 

表 7.1-2   输气管道穿越刁窝北排干位置冲刷深度 

河流名称 断面条件 
渠底高程 
（m） 

不同排涝标准冲刷深度（m）

10 50 

刁窝北排干 
现状 22.6 1.07 1.92 

规划 22.6 0.70 0.98 

7.1.3 河势影响分析计算 

输气管线采用大开挖方式穿越刁窝北排干，渠道断面规整，管顶

埋深 4.29～6.24m，施工结束后对河道断面恢复原貌，管道工程对河

流排涝影响较小，为保障河势稳定，对渠道边坡应采取防护措施。 

7.2 防洪综合评价 

7.2.1 与现有水利规划的关系与影响分析 

刁窝北排干穿越位置规划有扩挖任务，规划断面底宽5.1m，边坡

1/2，渠底纵坡1/2500，渠道规划上口宽约16m。管道工程穿越刁窝北

排干采用开挖方式，规划断面内管顶埋深4.29～6.24m，埋深较大，

穿越长度74m，远大于渠道上口宽度，管道设计对将来规划断面的实

施影响较小。 

7.2.2 与现有防洪标准、技术要求和管理要求的适应性分析 

管道迁改工程穿越刁窝北排干为小型穿越工程，根据《防洪标准

（GB50201-2014）》，工程防洪标准为 50 年一遇。穿越位置刁窝北排

干位置渠道防洪标准为 10 年一遇，工程防洪标准高于河道防洪标准，

工程设计防洪标准适当。 

管道迁改工程采用开挖方式穿越刁窝北排干，管线与水流方向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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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为 90°，满足管线穿越河道交角不宜小于 60°的要求。穿越位置两

岸无堤，穿越处河道上现状断面上开口宽 13m，规划断面上开口宽为

16m，管线穿越设计长度 74m，管线穿越长度大于河道上开口宽度。 

输气管道穿越刁窝北排干位置渠道 50 年一遇，最大冲刷深度为

1.92m，该位置管顶设计埋深 4.29～6.24m，满足冲刷线以下 2m 的要

求。管道埋深满足技术审查要求。 

7.2.3 建设项目对河道行洪排沥的影响分析 

输气管道穿越刁窝北排干采用大开挖方式，管顶埋设较深，施工

结束后，管道埋设于地下，地面以上不设构筑物，在河道断面进行恢

复并做好上下游衔接的前提下，管道工程对渠道排沥基本没有影响。 

7.2.4 项目建设对河势稳定影响分析 

输气管道穿越刁窝北排干，渠道断面规整，管顶埋深较大，施工

结束后对河道断面恢复原貌，工程建设对流速、流向基本没有影响，

为保障河势的稳定，对渠道边坡采取防护措施。 

7.2.5 项目建设对水利工程的影响分析 

输气管道穿越刁窝北排干涉及的主要水利工程为渠道，管道施工

采用大开挖方式，施工结束后对渠道恢复原貌并进行夯实，工程实施

对渠道影响较小。  

7.2.6 对防汛抢险影响分析 

输气管道采用大开挖方式穿越刁窝北排干，刁窝北排干为排沥渠

道，穿越工程不涉及防汛抢险问题。 

7.2.7 建设项目防御洪涝的设防标准与措施是否适当 

（1）设防标准分析 

输气管道穿越刁窝北排干为小型穿越工程，设计洪水标准为 50

年一遇，与《防洪标准》（GB50201-2004）相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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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管顶埋深分析 

输气管道穿越刁窝北排干 50 年一遇最大冲刷深度为 1.92m，该

位置管顶埋深 4.29～6.24m，管顶埋深满足冲刷线以下 2m 的要求。

管道穿越刁窝北排干的设防标准及措施是合适的。 

（3）稳管设计 

输气管道穿越刁窝北排干，设计单位对该段管线进行抗漂浮计

算，公式如下： 

W≥K·Fs 

2

4SF D
  

式中：W—单位长度管段的总重力（包括管身结构自重、保护

层重、加重层重，不含管内介质重），N/m； 

K—稳定安全系数，小型工程取 1.1； 

Fs—单位长度管段静水浮力，N/m； 

D—穿越管段的外直径（包括保护层或加重层），m； 

ρ—水的密度，kg/m3。 

抗漂浮计算结果见表 7.2-1。 

表 7.2-1         管线抗漂浮计算结果 

管线规

格 
（mm） 

单位长度管段

的总重力 W
（N/m） 

单位长度管段

静水浮力 Fs
（N/m） 

K·Fs 
（N/m） 

校核结果 

D660×11 1325.37 3688.05 4056.86 W<K·Fs，需稳管

根据计算结果，管道设计采用压重块进行稳管，压重块间距 3m，

最小顶高程 19.00m，渠道最低点高程为 22.60m，压块顶埋深 3.60m，

50 年一遇最大冲刷深度 1.92m，满足冲刷线以下 0.5m 的要求。 

7.2.8 对第三人合法水事权益的影响分析 

输气管道穿越刁窝北排干采用开挖方式穿越，附近没有引水及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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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工程设施，不存在项目建设对第三人合法水事权益的影响问题。 

7.3 工程影响防治措施与工程量估算 

输气管线采用大开挖方式穿越刁窝北排干，该位置刁窝北排干有

扩挖规划，鉴于规划尚无实施计划，局部断面扩挖，涉及永久占地问

题，渠道断面按照现状断面进行恢复，为保障渠道河势稳定，对渠道

边坡采取浆砌石防护，防护长度为开挖上口线及上、下游各 5m。待

将来渠道实施扩挖工程时，输气管道管理部门应无条件予以配合。 

7.4 结论及建议 

（1）陕京一线琉永支线涿州市区管道迁改工程穿越刁窝北排干，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等法律法规

的有关规定，对管道穿越刁窝北排干进行防洪评价是必要的。 

（2）迁改工程穿越刁窝北排干位置有扩挖规划，管道采用开挖

方式埋设，管顶埋深较大，管道工程对规划工程实施影响较小。 

（3）管道迁改工程穿越刁窝北排干为小型穿越工程，防洪标准

为 50 年一遇。工程防洪标准高于河道 10 年一遇排涝标准，工程设防

标准适当。 

（4）迁改工程管线与水流方向交角为 90°，穿越长度 74m，管顶

设计埋深 4.29～6.24m，管道布置交角、穿越长度、埋深均满足技术

审查要求。 

（5）迁改工程穿越刁窝北排干采用的是大开挖穿越方式，管顶

设计埋深较大，施工结束后恢复河道原貌，管道工程实施对渠道排沥

及河势的稳定影响较小。 

（6）刁窝北排干为排沥渠道，两岸无堤，不涉及防汛抢险问题。 

（7）输气管道穿越刁窝北排干管顶埋深 4.29～6.24m，满足 50

年一遇标准最大冲刷线以下 2m 的要求。管道穿越刁窝北排干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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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标准及措施是合适的。 

（8）输气管道穿越刁窝北排干位置设置压重块进行稳管，压重

块顶高程位于冲刷线以下 0.5m，满足技术要求。 

（9）输气管道穿越刁窝北排干附近没有引水及灌排工程设施，

不存在项目建设对第三人合法水事权益的影响问题。 

（10）输气管线采用大开挖方式穿越刁窝北排干，施工结束后对

渠道断面恢复原貌并对边坡采取植物措施。待将来渠道实施扩挖工

程，管道管理部门应无条件予以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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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结论与建议 

（1）陕京一线琉永支线涿州市区管道迁改工程穿越小清河分洪

区、北拒马河、刁窝北排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防洪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对管道迁改工程进行防洪

评价是必要的。 

（2）陕京一线琉永支线涿州市区管道迁改工程穿越小清河分洪

区，采用顶管方式穿越京广铁路、花田路，其余段采用开挖方式敷设

管道，管道埋设于地下管顶埋深满足冲刷线以下 2m 的要求，地面以

上无构筑物，不占用行洪区行洪断面，对行洪区水位、流速没有影响，

工程对小清河分洪区行洪没有影响，对河势稳定没有影响，不影响小

清河分洪区防御洪水及洪水调度安排。 

小清河分洪区内迁改工程节点 AA09～AA23 段，与规划的涿同

安全区围堤并行，节点 AA34～AA38 段输气管线与东侧规划新建堤

防并行。并行管段均位于堤防管理范围以外，不影响将规划堤防的实

施及管理。 

迁改工程在小清河分洪区内穿越京广高铁、花田路，采用顶管穿

越方式。建设单位就管道穿越花田路工程已征得涿州市交通运输局同

意，穿越京广铁路已经征得京石铁路客运专线有限责任公司同意。 

（3）迁改工程两次穿越北拒马河穿越方式采用定向钻，不扰动

河道及堤防现有断面，且管顶埋设较深，定向钻出入土点距堤防堤脚、

岸坎较远，管道的施工不影响规划工程实施。管道工程对河道行洪排

沥影响较小，且对防汛抢险基本没有影响；工程设计定向钻起、止位

置采取粘土换填，并设置止水环，保障堤防的稳定。管道工程的实施

对河势的稳定影响较小，对水利工程影响较小。 

输气管线第一次穿越北拒马河，与河道主槽交角 41°，与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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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角不满足技术审查规定，但能够满足《油气输送管道穿越工程设计

规范》（GB50423-2013）要求。 

迁改工程穿越北拒马河为大型工程，工程防洪标准为 100 年一

遇，工程防洪标准高于河道防洪标准，工程设计防洪标准适当；管顶

埋设深度大于最大冲刷线以下 6m 的技术要求，管道设防措施适当。 

输气管道与保定富瑞康管道有限公司 DN500 输气管道存在 3 处

定向钻施工交叉，建设单位已经征求保定富瑞康管道有限公司意见，

该公司原则同意交叉施工。 

输气管道穿越北拒马河附近没有引水及灌排工程设施，不存在项

目建设对第三人合法水事权益的影响问题。 

（4）迁改工程穿越刁窝北排干采用大开挖穿越方式，管线与水

流方向交角为、穿越长度、管顶埋深、压重块顶埋深均满足技术审查

要求。施工结束后恢复河道原貌，管道工程实施对渠道排沥及河势的

稳定影响较小。 

迁改工程穿越刁窝北排干为小型穿越工程，防洪标准为 50 年一

遇。工程防洪标准高于河道 10 年一遇排涝标准，工程设防标准适当。

管顶埋深满足 50 年一遇标准冲刷线以下 2m 的要求，压重块顶埋深

位于冲刷线以下 0.5m。管道穿越刁窝北排干的设防标准及措施是合

适的。 

刁窝北排干为排沥渠道，两岸无堤，不涉及防汛抢险问题。附近

没有引水及灌排工程设施，不存在项目建设对第三人合法水事权益的

影响问题。 

迁改工程穿越刁窝北排干位置有扩挖规划，管道采用开挖方式埋

设，管顶埋深较大，穿越长度较长，管道工程对规划工程实施影响较

小。施工结束后对渠道边坡采取浆砌石防护，防护长度为开挖上口线

及上、下游各 5m。待将来渠道实施扩挖工程，管道管理部门应无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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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予以配合。 

（5）管道迁改工程施工期应进行调整，以避开主汛期，并应严

格按设计要求进行施工，施工后及时清理场地，恢复原地形。 

（6）建设单位应按有关规定办理涉水施工手续，涉水事宜应及

时同当地水行政主管部门联系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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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蓄滞洪区名称 工程所在地区 穿越工程规模 穿越方式
分洪区设计防
洪标准（a）

管道设计防洪
标准（a）

设计管顶埋深
（m）

冲刷深度（m） 备注

1 小清河分洪区 保定市涿州市 大型
穿越京广铁路、花田路
采用顶管穿越方式，其
余段采用开挖方式

50 100 3.19～7.79 0.28～1.72

管道工程节点AA09～AA23段，与规划的涿同
安全区围堤并行，AA34～AA38段与东侧规划
新建堤防并行。并行管段均位于堤防管理范
围以外，不影响将规划堤防的实施及管理。

注：表内高程为85国家高程

陕京一线琉永支线涿州市区管道迁改工程小清河分洪区洪水影响评价表

 

 

行洪排涝流

量（m3/s）

最大冲刷深
度(主槽/滩
地)（m）

河道 堤防管理范围

1 北拒马河（1）
涿州市自梁家场
村西至沙窝村和
东向阳村之间

有 41 大型 定向钻 100 D660 1554 50 7035 3.37/1.36 15.98 26.57 1062 112 110

输气管道穿越方式、穿越长度、管顶埋深
、出入土点与堤脚、岸坎距离合理且满足
要求。管线与河道主槽交角41°，不满足
技术审查规定，但能够满足《油气输送管
道穿越工程设计规范》（GB50423-
2013）要求。

2 北拒马河（2） 涿州市大柳村西 有 90 大型 定向钻 100 D660 509 50 7035 3.50/- 13.61 24.02 128 113 212
输气管道穿越方式、穿越角度、穿越长度
、管顶埋深、出入土点与堤脚、岸坎距离
合理且满足要求。

3 刁窝北排干 涿州市刁窝村东 无 90 小型 大开挖 50 D660 74 10 12.5 1.92/- 4.29 - 13 - -

输气管道穿越方式、穿越角度、穿越长度
、管顶埋深合理且满足要求。施工结束后
对河道断面恢复原貌，边坡采取浆砌石防
护，防护长度为开挖上口线及上、下游各
5m。待将来渠道规划断面实施时，管道管
理部门应无条件予以配合。

设计最小管顶埋深（m）河道标准 定向钻入土
点距堤脚/岸
坎垂直距离

（m）

定向钻出土
点距堤脚/岸
坎垂直距离

（m）

管径
（mm）

注：表内高程为85国家高程

陕京一线琉永支线涿州市区管道迁改工程河道防洪评价表

序号 河渠名称 所在区
是否
有堤

管线与河
道水流方
向交角
（°）

穿越工
程规模

穿越方
式

管道设计
防洪标准

（a)
备注

管线穿越
长度（m）

河道行洪排
涝标准
（a）

沿管线河道
宽度（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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