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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山湖进退洪闸工作门启闭机改造工程实施方案（报批稿）
修改说明
2021 年 5 月 5 日，安徽省水利厅在合肥市组织召开了《荆山湖进退洪闸工
作门启闭机改造工程实施方案》审查会。针对专家审查意见逐条修改如下：
1、进一步查明闸门启闭困难原因。
回复：管理单位对每孔闸门的导向轮和滚轮都进行了检查，经检查闸门中
除了长期淹没在水下的 2 个滚轮多为不转动，其他 6 个滚轮基本转动正常。
证了复核结论中关于闸门主滚轮存在一定的卡阻现象。
2、补充对启闭机的电机增加变

器控制运行比选方案，与推荐方案进行比

选，择优选用。
回复：报告中补充了电机增加变

器控制运行的比较方案，经比较仍采用

原设计推荐方案。
3、复核启闭机控制柜内相关设备运行安全性。
回复：报告中补充复核了控制柜内的电气设备容量。
4、加强闸门支承滚轮维护、保养等，防止闸门滚轮卡阻、转动失灵。
回复：管理单位进一步加强该项工作。
5、复核电机设备单价、建设管理费费率，取消联合试运转费用。
回复：对电机设备单价等进行了复核，并取消了联合试运转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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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程概况
荆山湖行洪区位于安徽省怀远县，进洪闸位于行洪区上口门附近，采用开敞
式水闸型式，水闸设计流量均为 3500m3/s，退洪闸位于行洪区下口门附近，采用
开敞式水闸型式，水闸设计流量为 3500m3/s。
荆山湖进洪闸孔口宽度为 10.0m，孔数 31 孔，底槛
程 26.0m，启闭机台

程 36.1m，最

程 17.5m，检修平台

挡水位为 24.75m。闸门门

8.0m，门顶

程为 25.5m。荆山湖退洪闸孔口宽度为 10.0m，孔数 30 孔，底槛
检修平台

程 25.8m，启闭机台

8.0m，门顶

程 35.8m，最

程 17.0m，

挡水位为 24.35m。闸门门

程为 25.0m。

工作闸门门型为平面定轮钢闸门，支承型式选择为悬臂式铸钢滚轮，门叶宽
度为 9.95m，闸门分为 2 节，上下节均为实腹式变截面双主梁焊接构件，主材
Q235，主梁跨中梁

0.95m，支端、顶梁梁

0.5m。闸门面板布置在上游侧，

止水为前止水型式，侧止水采用“L1-145”型（

压角α=100°）外 R 直角止水

橡皮，底止水采用“I120-4”型楔形止水橡皮，均布置在面板侧。闸门工程量为
32.97t/扇，共 61 扇，启闭机选用 QPQ-2×320kN-9m 卷扬式启闭机，吊点间距为
6.0m，手电两用，一门一机，共 61 台。启闭机运行速度约 1.70m/min，电机型
号为 YZR200L，转速 690rpm，电机功率 22kW，单电机集中

动，采用刚性轴

保证双吊点同步。由于采用的是绕线式电机，故每台启闭机均配置

敏变阻器以

满足启动要求。
荆山湖进退洪闸工程于 2004 年 2 月开工建设，2006 年 7 月完工。2015 年 6
月对进、退洪闸分别进行了安全鉴定，鉴定为一类闸。
2007 年，淮河流域发生了 1954 年以来的大洪水，荆山湖进退洪闸于 7 月 19
日

次启用进洪。进洪时水位条件为：进洪闸上游 23.07m，闸门挡水

5.57m，退洪闸上游 22.22m，闸门挡水

度为 5.22m。

荆山湖进退洪闸工作闸门及启闭机的设计参数及特性见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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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序号

荆山湖进退洪闸工作闸门及启闭机技术特性表
名

称

单位

进洪闸工作门

退洪闸工作门

露顶式

露顶式

m

10.0×8.0

10.0×8.0

1

孔口型式

2

孔口尺寸(宽×

3

孔口数量

孔

31

30

4

底槛 程

m

17.5

17.0

5

闸门型式

平面定轮钢闸门

平面定轮钢闸门

6

检修平台 程

m

26.0

25.8

7

启闭机平台 程

m

36.1

35.8

8

设计水位

m

上游 24.75m，下游无水

上游 24.35m，下游无水

9

设计总水压力

kN

2628.1

2701.1

10

运行条件

动水启门

动水启门

11

闭门条件

m

12

闭门总水压力

kN

2165.6

2146.1

13

门槽尺寸(宽×深)

m

0.61×0.35

0.61×0.35

14

闸门尺寸(宽×

)

m

9.95×8.0

9.95×8.0

15

闸门数量

扇

31

30

16

支承跨度

m

10.36

10.36

17

吊点间距

m

6.0

6.0

18

闸门重量

t/扇

32.97

32.97

19

埋件重量

t/孔

5.29

5.43

20

启闭机型号

QPQ－2×320kN－9m

QPQ－2×320kN－9m

手电两用卷扬机

手电两用卷扬机

21

启闭机行程-台数

9.0m－31 台

9.0m－30 台

22

启闭机电机功率

22

22

)

上游 24.25m，下游 19.0m 上游 23.85m，下游 19.0m

kW/台

2、存在问
2020 年 7 月 21 日，荆山湖行洪区尚未进洪，进洪闸水位条件为：上游 22.0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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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无水，闸门挡水

度为 4.54m；退洪闸上游 21.4m，下游无水，闸门挡水

度为 4.4m。水位未达到 2007 年

次进洪时的挡水

度。

经试机，启闭机电机启动时出现短暂的堵转现象及异常噪音，启动困难，然
后才能进入正常的启动状态，显示启闭机已达临界状态，且各孔闸门启闭机均出
现电机超负荷运转现象。据管理人员介绍，2007 年运行时启闭机也出现过类似
的超载现象。
该闸为行洪区进、退洪闸，一般闸门均为挡水或无水状态，仅在进洪时才会
运行。荆山湖进退洪闸建成 15 年以来仅进洪 2 次，故闸门主滚轮很少运转，仅
起支承作用，易产生锈蚀卡阻，转动不灵。 次进洪时闸门较新，运转件尚未出
现锈蚀、卡阻等，故 2007 年进洪时水位较

，但未出现严重的电机超载现象，

故未引起重视。
分析认为启闭机超载的原因主要为：
1）闸门滚轮卡阻，转动不灵，造成启门力增大。
2）启闭机容量偏小，启闭力不足。
3）电动机功率偏小，输出扭矩不足。
为保证水闸行洪安全，受安徽省茨淮新河工程管理局委托，对荆山湖进退洪
闸出现的问

进行分析和排查，并提出改造方案。

3、启闭机复核
3.1 启闭机容量复核
退洪闸设计挡水

度较大，故按退洪闸总水压力进行复核。

设计参数：总水压力 P=2701.1kN，闸门自重 32.97t，滚轮外径Φ600mm，
轴径Φ160mm。止水橡皮头直径为Φ40mm，长度 8.0m，止水座板埋件为复核不
锈钢板。
启门力计算：

FQ=nT(Tzd+Tzs)+n`GG
式中：
nT——摩擦阻力安全系数，取 1.2；
n’G——计算启门力用的闸门自重修正系数，取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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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闸门自重，（kN）；G=329.7kN
Tzd——支承摩擦阻力，（kN）（自润滑轴套滑动摩擦系数取 0.2）；
Tzs——止水摩擦阻力，（kN）（橡皮对不锈钢摩擦系数取 0.5）；

P = 2701 .1kN
P
2701 .1
( f1r + f ) =
 (0.2  80 + 1) = 153 .1kN
R
300
= f 3 Pzs = 0.5  40  0.04 16 = 12 .8kN

Tzd =
Tzs

FQ = nT (Tzd + Tzs ) + n

G

G = 561 .8kN

启闭机容量为 2×320kN，满足启门力要求。

3.2 启闭机主要参数复核
1）启闭机电机参数
启门力

2×320kN

开式 轮

m=12,z1=18,z2=86

启门速度

1.7m/min

联轴器

/

扬程

H

联轴器

/

工作级别

Q2-轻

手摇机构

/

滑轮组倍率

4

主令控制器

/

卷筒直径

Ф600mm

荷载限制器

/

吊点距

/

钢丝绳

20ZAB6X19W+IWR1570ZS

减速器

ZSY224-40

电动机

YZR200L-8，22kW ，690rpm，FC=15%

制动器

YWZ5-315/50

电源

380V/50HZ，三相四线

现启闭机电机型号为 YZR200L-8，功率为 22kW，负载持续率 FC=15%
电机静功率：Pj=2（Q+q）v/1000η
其中：η=0.77（机械总效率）
Q=320000N（启门力）
q=6400N（动滑轮及钢丝绳等重量）
v=1.7m/min=0.028m/s
启门力：2*Q=1000 Pjη/ v -2q=2×295kN，达不到设计启门力。
按照《水利水电工程启闭机设计规范》SL41-2018，启闭机工作级别为 Q2轻时，电机负载持续率应为 FC=25%，按照 25%的负载持续率计算，原电机的实
际功率只有 18.5kW，按此实际功率计算。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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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门力：2*Q=1000 Pjη/ v -2q=2×248kN
启闭机的实际启门力更加达不到 2×320kN 的设计启门力。

3.3 复核结论
根据复核结果，启闭机容量满足启门要求，但目前启闭机的实际启门力达不
到设计要求，造成启闭机启动时电机超负荷工作，出现异常噪音。
按照 2020 年实际运行时的水位条件（闸门挡水

度 4.54m）复核，水压力

为 1031kN，理论计算启门力为 442kN，按临界状态考虑，启闭机实际启门力为
496kN，说明运转件存在一定程度的卡阻，摩擦系数大于理论值，通过闸门运行
检查也进一步得到了

证。故应加强工作闸门的汛前检查，采用措施确保所有的

滚轮运转灵活。

4、启闭机改造方案比选
经现场勘察，启闭机改造可采用以下方案：
方案 1：更换功率更大的电动机，满足设计启门力要求；
方案 2：更换传动比更大的减速器，降低启门速度，满足启门力要求。
方案 3：增设恒转矩变

器。

4.1 更换电机方案
按照设计启门力 2×320kN 的要求，在目前启闭机其他所有部件不做更换调
整的基础上计算，电机功率最低应达到 24.6kW。更换后的电机型号为
YZR225M-8，转速为 701rpm，负载持续率 FC=25%，功率为 26kW。

1）电动机选择
(1)电机静功率： Pj=2（Q+q）v/1000η
其中 v=3.14×701×0.6/(4×4.78×40)/60=0.029m/s
Pj=2×（320000+6400）×0.029/1000×0.77=24.6kW
(2)选电动机型号：

YZR225M-8

电机功率：

N=26kW

电机转速：

n=701r/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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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ηz=0.925（滑轮组效率，采用滑动轴承）
ηk=0.93（开式

轮对，滚动轴承）

ηt=0.97（卷筒效率，滚动轴承）
ηCh=0.92（三级减速器）
故 η=0.925×0.93×0.97×0.92=0.77

2）制动器复核
制动器型号为 YWZ5-315/45 型液压推杆制动器,制动力矩为 400～630N·m。
制动力矩： M = 2Kη(Q+q)Do/ 2mi
=2×1.75×（320000+6400）×0.6×0.77 /2×4×191.2
=345.1N·m
选用制动器：YWZ5-315/50，〔M〕=400～630 N·m
〔M〕= 400～630N·m＞M =345.1N·m
故原制动器 YWZ5 电动液压块式制动器满足要求。

3）减速器复核
机构采用集中

动，两套起升机构上采用一台 ZSY224-40 型减速器，速比

为 40。
作用于卷筒轴上的力矩：Mj = (Q+q)Do/(2mηtηz)
=2×(320000+6400)×0.6/2×4×0.97×0.925 =54567 N•m
开式

轮传递的转矩：

Mk = Mj/(ik×ηk)= 54567/4.78×0.93=12275N•m
作用于电动机输出轴上的力矩：
Md = Mch/(ij×ηch) =12275/40×0.92=334N•m
其中：

输入转速：n=750r/min
速轴许用功率： 31kW
速轴许用转矩：M=9550P/n=9550×31/750=395N•m

故原减速器 ZSY224-40 满足要求。

4）钢丝绳复核
该启闭机所用钢丝绳型号为 20ZAB6x19W+IWR1570ZS。
钢丝绳最大工作拉力：S = (Q+q)/(2mηz)=44.1k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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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丝绳的破断拉力：F0≥S×n/k
钢丝绳最大工作拉力：S = 44.1kN
钢丝绳最小安全系数：n = 5
故：

F0 ≥44.1×5= 220.5kN

钢丝绳单层缠绕，钢芯，镀锌。
直径：d=20mm, 公称抗拉强度：R=1570MPa
该型号钢丝绳最小破断拉力:

F0 = 223kN

安全系数：5.05
故钢丝绳安全系数满足要求。

5）电器元件复核
由于电机功率变化不大，对控制柜内的元器件进行了复核，现有空气开关、
交流接触器能满足改造后的要求，故不需要更新。

6）电机起动器改造
更换后的绕线式电机与原

敏变阻器无法匹配，故拆除原

敏变阻器（含箱

体），采用在电机轴外端部安装新型无刷无环起动器作为绕线式电机起动装置。
无刷无环电机起动器采用无刷无环运行，操作简单，安装拆卸方便，可大大
减少维修费用，并可根据机械负载的特性，自动改变起动电阻的大小，调节起动
转矩和起动电流，使电动机处于最佳起动状态。
无刷无环电机起动器能在保持电机起动转矩不变的情况下，使起动电流从
7Ie 降到 1.6Ie，并能以最大转矩起动电机。它由电阻起动装置发展而来，具有如
下优点：
(1) 彻底根除使用滑环、碳刷时所造成的各种危害。去掉传统、复杂的起动
装置，操作方便，并可减少维修费用。
(2) 节省安装空间和二次回路电缆，减少起动装置的功率消耗，节约了电能。
(3) 起动控制由起动器根据电机的转速自动完成，彻底避免了其它起动装置
不能根据负载的大小，自动跟踪电机起动过程而造成电机或起动器损坏等不良现
象。
(4) 电机运转过程中，如出现堵转现象，随着电机转速的降低，起动器会自
动投入运行，达到增加电机转矩，减少起动电流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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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起动电阻直接安装在电动机的转轴上，利用电机旋转时产生离心力作为
动力，控制电阻的大小，达到减少电机起动电流、增加起动转矩，实现无刷自控
运行的目的。
(7) 采用防锈、防变质、防冻(冰点心-25℃)、防沸(沸点为 120℃)的四防起动
液，提

起动器的使用寿命。

(8) 设置安全排气阀，在电机转速达到

定转速后，自动打开排气阀，保证

起动器的安全可靠运行。

4.2 更换减速器方案
如更换传动比为 56 的减速器，运行速度由原设计 1.7m/min 降低为 1.2m/min。
要达到设计要求的 2×320kN 启门力要求，按 25%负载持续率计算，电机功率需
要达到 17.8kW。原启闭机上的电机按照 25%负载持续率计算的功率为 18.5kW，
满足要求。

1）电动机复核
(1)电机静功率： Pj=2（Q+q）v/1000η
其中 v=3.14×690×0.6/(4×4.78×56)/60=0.020m/s
Pj =2×（320000+6400）×0.020/1000×0.77
=17.0kW
(2)电动机型号：
电机功率：
电机转速：

YZR200L-8
N=18.5kW
n=697r/min

式中ηz=0.925（滑轮组效率，采用滑动轴承）
ηk=0.93（开式

轮对，滚动轴承）

ηt=0.97（卷筒效率，滚动轴承）
ηCh=0.92（三级减速器）
故 η=0.925×0.93×0.97×0.92=0.77

2）制动器复核
制动器型号为 YWZ5-315/45 型液压推杆制动器,制动力矩为 400～630N·m。
制动力矩： M = 2Kη(Q+q)Do/ 2mi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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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5×（320000+6400）×0.6×0.77 /2×4×267.7
=246.4N·m
制动器：YWZ5-315/50，〔M〕=400～630 N·m
〔M〕= 400～630N·m＞M = 246.4N·m
故原制动器 YWZ5 电动液压块式制动器满足要求。

3）减速器选择
机构采用集中

动，两套起升机构上采用一台减速器，速比为 56。

作用于卷筒轴上的力矩：Mj = (Q+q)Do/(2mηtηz)
=2×(320000+6400)×0.6/2×4×0.97×0.925 =54567 N•m
开式

轮传递的转矩：

Mk = Mj/(ik×ηk)= 54567/4.78×0.93=12275N•m
作用于电动机输出轴上的力矩：
Md = Mch/(ij×ηch) =12275/56×0.92=238N•m
选用减速器：
由《机械设计手册》，选用中硬
其中：

面减速器 ZSY224-56。

输入转速：n=750r/min
速轴许用功率： 23kW
速轴许用转矩：M=9550P/n=9550×23/750=293N•m>Md

故所选减速器 ZSY224-56 满足要求。

4）钢丝绳复核
该启闭机所用钢丝绳型号为 20ZAB6x19W+IWR1570ZS。
钢丝绳最大工作拉力：S = (Q+q)/(2mηz)=44.1kN
钢丝绳的破断拉力：F0≥S×n/k
钢丝绳最大工作拉力：S = 44.1kN
钢丝绳最小安全系数：n = 5
故：

F0 ≥44.1×5= 220.5kN

钢丝绳为单层缠绕，6×19W+IWR 型钢芯镀锌
直径：d=20mm, 公称抗拉强度：R=1570MPa
该型号钢丝绳最小破断拉力:
F0 = 0.02×0.02×0.356×1570×1000=223kN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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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系数：5.05
故钢丝绳安全系数满足要求。

4.3 电动机增设恒转矩变频器方案
在电动机

电回路中增设变

器，让变

器恒转矩运行。即在变

器低

运

行时增加其输出电压，以补偿定子电阻上电压降引起的输出转矩损失，从而改善
电机的输出转矩。本工程中，对电动机功率复核结果显示，电机静功率应达到
24.6kW，而目前的电机功率仅为 22kW，启闭机的实际启门力只有 2×248kN，达
不到 2×320kN 的设计启门力，相差较大，无法通过变
求。且电动机长期低于

器恒转矩运行来满足要

定速度运行，易产生发热等不良现象，对电机寿命影响

较大。对本工程，电动机增设恒转矩变

器方案不可行，故不采用。

4.4 方案比较及建议
4.4.1 更换电机方案说明
更换电机选用 YZR225M-8 型，转速为 701rpm，负载持续率 FC=25%，功率
为 26kW。经咨询，可按照目前电机外形安装尺寸定制，并保证新电机的输出轴
中心

与原电机一致，这样现场更换安装就较为方便，不需要对与电机配合的制

动器等其他部件进行任何调整，可以在原电机的安装底座上直接进行安装。一方
面可以确保更换后运行平稳可靠，另一方面可以大大减少现场工作量，缩短工期。
更换电机后，电机直径及长度方向尺寸有所增加，与启闭机原来配置的手摇
机构干涉，考虑荆山湖进退洪闸有可靠的电源保证，故建议取消原手摇机构。同
时利用电机尾部空间安装无刷无环起动器作为绕线式电机起动装置。拆除原
变阻器箱。
更换电机方案工程量清单：
序号

项目名称

数量

规格型号

1

非标定制电动机采购及安装

61 台

YZR225M-8

2

无刷无环起动器

61 套

3

原电机拆除

61 台

4

手摇装置拆除

61 台

5

敏变阻器箱拆除

61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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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油漆修复

7

设备调试

61 台

4.4.2 更换减速器方案说明
更换减速器方案可保留原启闭机锁定装置、 敏变阻器等，但由于减速器与
小

轮及中间轴联轴器内

厂进行拆解，然后再把小

圈是过盈配合，在现场无法拆开，需要整体拆除后返
轮、中间轴联轴器内

圈与新减速器重新装配成套后

送至现场整体安装。该方案更换难度大，尤其是将原减速器与小
部件拆解开的难度极大，并且不能保证原减速器与小

轮、中间轴等

轮等部件可以完好地拆

解，在拆解过程中可能会对减速器以及这些部件造成损坏。该方案工作量大大增
加，工期较长，而且由于需要集中将所有减速器全部拆解返厂，会导致现场启闭
机长时间无法运行。
根据上述问

，如果选择更换减速器方案，则建议将减速器及配套的小

中间轴联轴器及内

轮、

圈整体进行更换，这样可以在厂内将所有这些零部件加工完

成后与新减速器装配成套后整体送至现场进行更换。可以大幅缩短现场工作量，
同时可以保证现场启闭机无法运行时间，同时可以保障更换零部件的质量以及更
换后的运行稳定与安全。
更换减速器方案工程量清单：
序号

项目名称

数量

规格型号

1

减速器采购及安装

61 台

ZSY224-40 型

2

中间轴套件制造及安装

61 套

3

小

61 台

轮制造及安装

4

原减速器拆除

61 台

5

原同步轴拆除及安装

61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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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

，因此安装工作量及难度都大幅提

，施工工期较长。而更换电机只需要将

原电机拆下，重新安装新电机后对制动轮进行重新较准即可，更换难度及工作量
大大降低，可以缩短工期，也更有利于更换后的运行稳定。
从投资、施工难度、施工工期等方面综合考虑，推荐采用更换电机方案。

5、施工组织设计
5.1 主要改造内容
根据推荐方案，荆山湖进退洪闸 61 孔闸工作闸门启闭机改造有以下主要内
容。
1) 定制非标电动机及无刷无环起动器。
2) 拆除原电动机、手摇装置、

敏变阻器箱。

3) 复测

电机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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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并组织进场安装调试。。

6、设计概算
6.1 编制说明
6.1.1 工程概况
荆山湖行洪区位于安徽省怀远县，进洪闸位于行洪区上口门附近，退洪闸位
于行洪区下口门附近。荆山湖进退洪闸建成后，启闭机运行存在超载现象。为保
证水闸行洪安全，提出改造方案。
本工程更换电机方案工程部分静态投资为 289.96 万元，其中
万元；更换减速器方案工程部分静态投资为 306.87 万元，其中

备费 13.81

备费 14.61 万

元。

6.1.2 编制依据
本工程设计概算按水利部现行有关规定进行编制，其主要依据有：
（1）皖水建函〔2018〕258 号文关于发布《安徽省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概（估）
算编制规定》的通知（以下简称《258 号文》）；
（2）水利部办公厅办水总〔2016〕132 号文关于印发《水利工程营业税改
增值税计价依据调整办法》的通知（以下简称《132 号文》）；
（3）水利部办公厅关于调整水利工程计价依据增值税计算标准的通知（办
财务函〔2019〕448 号）；
（4）施工机械台时费采用 2002 年水利部즇发的《水利工程施工机械台时费
定

》；
（5）建筑工程主要采用 2002 年水利部즇发的《水利建筑工程概算定

》、

水利部水总〔2005〕389 文즇发的《水利工程概算补充定

》，缺项子目采用 2008

年安徽省즇布的《安徽省水利水电建筑工程概算补充定

》；

（6）国家、省、地方其他有关规定和标准；
（7）有关专业提供的工程量和图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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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概算编制
6.1.3.1 机电设备及安装工程
机电设备及安装工程按照工程量乘以单价计算，设备运杂费按照设备费的
5.74%计算，设备安装费考虑到本工程为技术改造项目，安装费按设备费的 20%
计列。

6.1.3.2 施工临时工程
其他临时工程按一至四部分建安工作量的 2%计算。

6.1.3.3 独立费用
①建设管理费
根据《258 号文》的规定，本工程的建设单位开办费、建设单位人员费、项
目管理费合并按照一至四部分建安工作量的 6%计算。

②工程监理费
工程监理费按国家发改委、建设部发改价格〔2007〕670 号文关于印发《建
设工程监理与相关服务收费管理规定》的通知中的收费标准计算。

③科学研究试验费
方案编制费按照合同计列。

④其 他
（1）工程保险费按一至四部分投资的 0.45%计算；
（2）质量检测费按一至四部分投资的 0.50%计算。

6.1.3.4 其他
（1

14

荆山湖进退洪闸工作门启闭机改造工程

6.2 概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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