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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特稿

2022 年农村水利水电工作要点

　 　 2022 年, 要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十六字”

治水思路和关于治水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 按照水

利高质量发展要求, 树立底线思维和系统观念, 统筹

发展和安全, 把确保农村供水安全作为重大政治任

务, 加快农村供水工程改造提升, 持续提高建设管理

水平, 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 系统性、 碰底线的饮水

安全问题; 牢牢守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这条底线, 加

快推进大型灌区现代化改造, 滚动实施中型灌区节水

改造, 启动建设一批数字灌区; 落实绿色发展理念,

积极稳妥推进小水电分类整改, 强化生态流量监督检

查, 持续推进绿色小水电示范创建, 全力推进小水电

转型升级绿色发展。

20 项重点工作

一、 持续提升农村供水保障水平

1． 巩固已建农村供水工程成果。 以县为单元,

以行政村为对象, 开展农村供水工程运行状况和农村

居民饮水状况全面排查, 加大对脱贫地区和供水薄弱

地区监测频次, 用好 12314 尤其是地方各级监督举报

电话和供水单位服务电话, 健全农村供水问题快速发

现和响应机制, 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 保持动态清

零。 做细做实县级和千人以上供水工程应急预案, 坚

决防止发生整乡整村的饮水安全问题。

2． 加快农村供水工程建设。 按照 “十四五” 农

村供水保障规划明确的年度目标任务和农村供水新标

准, 多渠道筹措资金, 加大农村供水工程建设力度。

脱贫地区争取将符合条件的小型水源和农村供水工程

建设项目纳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项目

库, 优先安排实施。 实施稳定水源工程建设, 推进农

村供水规模化建设和小型工程标准化改造。 2022 年

年底前, 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85% , 进一步

提升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的比例。

3． 强化从源头到龙头的水质管理。 依托水库和

引调水工程, 推进优质水源置换、 配套水厂建设和供

水管网延伸覆盖, 从根本上改善水质。 开展水质提升

专项行动, 配合生态环境部门加快推进千人供水工程

水源保护区或保护范围的 “划、 立、 治”; 以千人以

上供水工程为重点, 加快配备净化消毒设施设备, 做

到规范运行; 健全县级水质检测中心巡检和千吨万人

水厂日检制度, 扩大水质检测覆盖面。

4． 健全运行管理长效机制。 建立农村供水工程

维修养护项目清单和资金使用台账, 实施月调度。 推

进县级农村集中供水工程统一管理和千人以上供水工

程专业化管护。 进一步健全水价形成和水费收缴机

制。 分级推进农村供水管水员培训, 提升管水员技能

水平。 持续推进农村供水条例立法工作。 对 150 个县

农村供水情况开展暗访。

5． 提高信息化水平。 更新农村集中供水工程基

础信息台账, 完善农村供水管理信息系统, 构建农村

供水一张图。 积极探索农村供水风险防控, 推进农村

供水风险图研制。 会同浙江、 宁夏等省 (自治区)

总结推广信息化建设经验, 加快推进千吨万人供水工

程自动化监控, 打造智慧供水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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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加快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

改造

　 　 6． 补齐灌排设施短板。 加快实施 《 “十四五” 重

大农业节水供水工程实施方案》 《全国中型灌区续建

配套与节水改造实施方案 (2021—2022 年)》, 着力

推进前期工作, 力争尽早开工建设。 强化项目管理,

确保工程质量、 进度和资金安全。 抓住春灌前有利时

机, 加快完成年度灌区改造任务, 强化农业用水科学

调度, 做好春灌保春耕工作, 确保粮食生产供水需

求。 统筹推进大中型灌区改造与高标准农田建设, 优

先将大中型灌区建成高标准农田。 开展 2020—2021

年度中型灌区和 “十三五” 大型灌区节水改造项目

评估。 启动下一阶段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实

施方案编制工作。

7． 深入推进灌区标准化规范化管理。 制定大型

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项目建设管理办法和大中

型灌区、 泵站标准化规范化管理评价办法, 明确管理

要求。 推动颁布省级实施细则, 制定实施计划, 分期

分批组织灌区、 泵站开展标准化规范化建设, 开展管

理达标评价。 实施大中型灌区名录动态管理, 完善全

国中型灌区名录台账。 创建 150 处以上节水型灌区,

加强灌区农业节水宣传。 力争印发加强农田水利设施

管护的文件, 强化行业监管。

8． 加强灌区农业用水管理。 推动黄河流域大型

灌区深度节水控水, 严格落实 “四水四定”, 推进将

用水权分配到合理用水单元, 开展农业节水研究, 促

进农业 “适水” 发展。 强化取水许可管理, 配套完

善农业用水计量设施, 实行 “总量控制、 定额管

理”。 大力推广农业节水灌溉, 强化灌区用水计划管

理, 做好灌溉试验基础性工作, 指导农民科学灌溉,

坚决遏制 “大水漫灌”。

9． 积极探索数字灌区建设。 进一步完善全国灌

区信息化管理平台, 建立大中型灌区改造项目台账,

完善灌排工程体系一张图, 加快构建灌区信息化管理

基础信息库。 选取一批大中型灌区开展数字灌区先行

先试, 探索数字灌区建设标准、 实施路径等。

10． 深化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结合大中型灌区续

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 完善供水计量设施, 推进灌区

供水成本核算和监审, 力争 2022 年年底前, 完成中

型灌区骨干工程成本监审、 5 万亩以上灌区引水枢纽

渠首取水口实现在线计量。 积极探索分类水价和超定

额累进加价, 多渠道落实节水奖励和精准补贴资金,

有序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验收。

三、 积极推动小水电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升级

　 　 11． 推进小水电分类整改。 长江经济带 10 省

(直辖市) 要对照 《水利部、 发展改革委、 自然资源

部、 生态环境部、 农业农村部、 能源局、 林草局关于

进一步做好小水电分类整改工作的意见》 查漏补缺,

纠正整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确保限期退出类电站全

部退出, 持续巩固清理整改成果。 黄河流域 8 省 (自

治区, 不含四川省) 要加快制定实施方案和年度任务

清单, 建立整改台账, 扎实开展问题核查和综合评估

阶段工作, 完成典型河流、 区域和省级综合评估报告

编制、 批复。 正在推进整改的地区, 要进一步完善整

改措施, 统筹推进; 尚未开展整改的地区, 要抓紧启

动整改。 制定小水电站生态流量监督检查事项清单,

开展专项检查。

12． 强化小水电站安全监管。 组织各省 (自治

区、 直辖市) 完成小水电站运行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

治, 对发现的问题立行立改, 不能立行立改的, 限期

整改, 限期不能整改到位的, 按程序解列, 确保度汛

安全、 运行安全。 组织对 500 座小水电站进行暗访检

查。 推动各地全面落实小水电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监

管责任和行政责任, 分级公示并履职尽责到位。 对坝

高 30 米以上、 设计水头 100 米以上、 “头顶一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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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水电站, 建立省、 市、 县重点监管名录, 实行差

异化安全监管。 督促库容 10 万立方米以上的水电站

按要求开展大坝注册登记和大坝安全鉴定, 其他电站

开展大坝安全评估。 推进农村水电安全生产标准化建

设, 全年新增 200 座安全生产标准化电站。

13． 规范绿色小水电示范电站创建。 加强新评价

标准宣贯和电站申报创建培训, 严格省级初验把关,

实现现场检查全覆盖, 加大部级技术审核和现场抽查

力度。 开展示范电站期满延续复核, 完善退出机制。

加强典型经验交流, 加快出台激励政策, 强化示范引

领作用。

14． 开展小水电绿色改造和现代化提升。 以河流

或县级区域为单元, 对完成清理整改的电站组织开展

设备设施更新改造, 对水工建筑物等除险加固, 消除

安全隐患, 提高机组能效。 改造电站生态流量泄放、

监测设施, 统一接入政府监管平台, 实现在线监管,

因地制宜开展减水河段治理, 修复河流生态。 建立健

全小水电绿色发展的技术标准体系、 引导政策、 制度

措施。

15． 推动国际交流与宣传。 继续实施好全球环境

基金中国小水电增效扩容改造增值项目。 推动成立

ISO 小水电技术委员会, 完成 《世界小水电发展报告

2022》, 开展相关推介活动。 征集绿色小水电示范电

站典型案例, 加大宣传力度, 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四、 强化流域治理管理

16． 强化整体谋划。 流域管理机构要认真落实

《水利部关于强化流域治理管理的指导意见》, 坚持

流域系统观念, 梳理流域农村水利水电工作思路、 目

标和任务, 建立清单台账, 督促指导流域片内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 落实好 “十四五” 大中型灌区现

代化改造、 农村供水保障等规划实施任务。

17． 强化监督管理。 流域管理机构要指导和推进

流域内大中型灌区、 泵站标准化规范化管理和项目评

估, 小水电清理整改和风险隐患排查等工作。 组织开

展流域内农村供水暗访和灌区项目日常监督、 春灌用

水检查、 农业用水管理、 小水电生态流量泄放核查等

工作, 核实 12314 监督举报服务平台等各渠道反映的

问题, 督促地方按要求及时整改。

五、 持续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作风建设

18． 强化政治引领。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 “十六字”

治水思路和关于治水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 坚决贯

彻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 切实把捍卫 “两个确

立”、 做到 “两个维护” 体现到农村水利水电工

作中。

19． 巩固拓展党史学习教育成果。 总结提炼并推

广 “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中农村供水管护、

灌区现代化改造等方面取得的经验做法, 发挥好辐射

效应, 建立长效机制。 扎实办好国务院 “互联网 + 督

查”、 水利部 12314 监督举报服务平台等各渠道反映

的农村水利水电问题, 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

20． 持续改进工作作风。 持之以恒落实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 坚定不移纠 “四风”、 树新风, 重点整治

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突出问题, 切实为基层减轻负

担。 坚持问政于民、 问需于民、 问计于民, 开展蹲点

式调研, 解剖麻雀式分析问题。

(来源:水利部网站,网圵:http: / / nssd. mwr. gov.

cn / xyyw / 202203 / t20220318_1565303. html,日期:2022

年 3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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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3D 扫描技术的混凝土表面磨损测量

李博函

(中铁十八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天津　 300450)

【摘　 要】 混凝土溢洪道、 消力池、 水槽、 堰、 大坝和涵洞等是水工建筑物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水流作用下,
混凝土表面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刷而产生损伤。 文章采用三维激光扫描技术来确定混凝土表面除质量损失外的因

磨损产生的体积损失和表面的形貌变化。 假设混凝土为标准密度, 发现与计算的体积测量值相比, 其质量测量

值要高于预测值, 分别采用磨损体积和磨损深度两种技术标准下的抗磨损等级相同。 文章所述扫描技术提供了

另一种测量混凝土表面损伤程度的方法。
【关键词】 三维激光扫描; 混凝土表面损伤; 测量

中图分类号: TU528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3-8241 (2022) 03-004-06

Concrete Surface Wear Measurement based on 3D Scanning Technology

LI Bohan
(The Third Engineering Co．, Ltd．, of China Railway 18th Bureau Group, Tianjin 300450, China)

Abstract: Concrete spillway, stilling basin, flume, weir, dam, culvert, etc. are important parts of hydraulic structures.
Concrete surface is inevitably eroded and damaged under the action of water flow. In the paper, Three-dimensional laser
scanning technology is used for determining the volume loss and surface morphology change of concrete surface due to wear
except mass loss. Assuming that concrete is the standard density, it is found that the measured mass value is higher than
the predicted value compared with the calculated measured volume value. The wear resistance grade is the same under two
technical standards of wear volume and wear depth respectively. The scanning technique described in the paper provides
another method to measure the damage degree of concrete surface.
Key words: 3D laser scanning; concrete surface damage; measurement

1　 概　 述

水载颗粒如沙子、 砾石和其他碎片造成的磨

损[1-2]是水工建筑物面临的主要问题。 严重的磨蚀会

极大地降低混凝土的使用性能[3]。 为了保护水工建筑

物免受磨损, 就需要研制耐久耐磨的混凝土。

影响混凝土耐磨性的因素很多。 主要可分为两

类: 第一类与混凝土材料的性能有关; 第二类与水工

建筑物周围的环境有关, 如水性颗粒的特性、 流体流

速和角度[4]。

从混凝土配合比设计的角度来看, 提高抗压强度

和减小水胶比都能提高其耐磨性[5]。 在混凝土中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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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有利于减少磨损[6-7]。 采用其他胶凝材料来替换

水泥对于混凝土耐磨性的影响通常取决于替换比

例[8-9]。 研究发现, 随着混凝土中水泥替换率的增加,

其磨损率随之降低[10]。

磨蚀颗粒的大小、 形状、 粗糙度、 浓度、 硬度和

冲击角对混凝土表面的磨损程度也有显著影响。 高欣

欣[11]等研究发现, 增加侵蚀剂的尺寸会增加磨损率,

因为小颗粒无法在混凝土表面引发裂纹。

为了测定混凝土的耐磨性, 本文试验采用刘卫

东[12]等提出的方法, 旨在提供一个测量混凝土表面

损伤的定量指标; 为此, 采用三维扫描仪来进行质量

测定。 研究重点是分析使用三维激光扫描仪来确定磨

损质量并使其可以量化的可行性。

2　 试验设计

2． 1　 试验材料和试件制备

试验采用四种修补材料。 每种都含有特定的外加

剂、 辅助材料和 / 或聚丙烯纤维, 使混凝土试样具有

某种特殊性能。 以硅酸盐水泥混凝土试样为对照组

(见表 1), 每种类型的混凝土浇筑 5 个圆柱形试件,

试件直径为 100mm、 高度为 50mm。 在测试之前, 将

试件储存在石灰水中。

表 1　 材 料 性 能 参 数

材 料 特 性 混凝土
乳胶改性

修补材料

硅灰纤维

增强修复

材料

粉煤灰纤

维增强修

复材料

水胶比 w / cm(近似) 0． 60 0． 40 0． 40 0． 40

水泥含量 / % 30 ~ 60 10 ~ 30 10 ~ 30 10 ~ 30

硅含量 / % 60 ~ 100 60 ~ 100 60 ~ 100 60 ~ 100

比　 重 2． 5 2． 65 2． 5 2． 5

骨料大小 / mm 0 ~ 10 0 ~ 6 0 ~ 6 0 ~ 6

纤维增强材料 无 无 有 有

引入的空气 / % 2 ~ 7 4 ~ 9 4 ~ 9 4 ~ 9

衰减范围 / mm 25 ~ 175 50 ~ 200 50 ~ 200 50 ~ 200

抗压强度 / MPa 41． 9 45． 4 57． 8 48． 15

抗拉强度 / MPa 5． 3 7． 5 12 11

2． 2　 试验装置

试验装置由一个水箱、 两个排污泵及其管道组成。

水箱 (见图 1) 的尺寸为 1219mm × 914mm × 914mm。

图 1 为水—砂带和水带的划分。 这样划分有两个优

点: 一是在水流系统中, 砂粒浓度始终保持较高水

平; 二是砂粒在泵附近范围内循环良好。 为了使砂能

循环利用, 在水下使用气压喷嘴。 气压喷嘴在油箱中

的位置应使其能够将大量的砂推向泵。 当水—砂混合

物撞击试样后返回时, 直接落在泵附近或泵上, 以便

砂粒可以立即通过泵进行循环。 泵的参数见表 2。

图 1　 磨损试验装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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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泵 的 参 数

参数类型 参 数 值

泵的类型 潜水污水泵

功率 / kW 0． 4

流　 量 215L / min

可处理的固体颗粒粒径 19． 05mm

电　 压 115V

电　 流 9A

管道内径 50． 8mm

　 　 本次试验使用了两种砂: 一种是硬度为 9, 细度

为 16 目的氧化铝, 另一种是硬度为 7 的细二氧化硅。

两种砂以 0． 6∶ 0． 4 的比例混合。 为了确定砂的浓度,

先测量水箱中的清水量, 然后将足量的砂倒入水中,

使砂浓度达到 400kg / m3 或 500kg / m3。 用这两台泵来

产生水—砂混合物的高速喷射流。 每台泵用一根直径

为 50． 8mm 的管子连接, 并在喷嘴处连接。 采用三种

不同直径的喷嘴以找到最佳流速, 在此流速下混凝土

的磨损程度最小。 表 3 为流速和流量数据。 当喷嘴直

径为 15． 88mm 时, 效果最佳。

表 3　 流 速 和 流 量

喷嘴半径 / mm 流量 / (L / s) 流速 / (m / s)

9． 50 1． 996 6． 9

7． 94 1． 662 8． 4

3． 96 0． 654 13． 2

　 　 因为两台泵的流量恒定, 所以水射流的平均速度

约为 8． 4m / s。 产生约 0． 82MPa 的压力。 式 (1) 用于

确定试件表面产生的压力

p = ρv2 (1)

式中　 p———试件表面上的水射流压力, MPa;

　 ρ———水—砂混合料密度, kg / m3;

　 v———水射流速度, m / s。

高速喷射流直接撞击试件的上表面, 入射角为

90°。 研究表明, 当入射角为 90°时, 撞击造成的磨损

最大。

2． 3　 试验步骤

每次试验持续 3h。 第 2 天、 第 4 天、 第 7 天和第

28 天混砂浓度为 400kg / m3, 而在第 90 天时混砂浓度

为 500kg / m3。 在第 7、 28 和 90 天, 进行了三轮测试。

每个试件都是饱和面干 (Saturated Surface Dry, SSD)

状态, 试件的质量 (w1) 测定精度为 0． 01g。 在试验

前后测定每个试样的质量。 w1 和 w2 之间的差值即为

磨损引起的质量损失, 即 Δw

Δw = w1 - w2 (2)

　 　 磨损率由下式确定

Ar = Δw
at (3)

式中　 a———受影响的表面积, m2;

　 t———试验持续时间, min。

3　 试验结果分析与数据处理

3． 1　 基于三维扫描仪的表面形貌测量及 Matlab

数据处理

　 　 利用三维扫描仪进行表面形貌测定, 数据处理采

用 Matlab。 通过三维扫描获得了混凝土表面因磨损而

产生的变化图像。 本文采用的恒定分辨率为 4400ppi,

精度为± 0． 381mm (见表 4)。

表 4　 扫描仪分辨率, 文件大小和磨损试验结果

扫描仪分辨

率 / ppi
顶点数量

文件大小 /
Mb

体积损失 /

mm3

平均磨损

深度 / mm

700 16241 1． 93 116． 9 - 0． 182

1100 25514 3． 11 121． 8 - 0． 178

2000 45150 5． 62 138． 7 - 0． 169

4400 45342 5． 64 138． 8 - 0． 170

10000 101908 12． 80 136． 1 - 0． 168

　 　 在直角坐标系 (X, Y, Z) 中, Z 轴正向为远离

混凝土表面的法向。 在喷射导致混凝土表面磨损之

前, 试件顶面坐标为 Z = Z0。 令 Δz 为 X - Y 平面上给

定磨损点 (X, Y) 处的磨损深度。 Δz 由下式给出:

Δz = Z0 - Z(X,Y) (4)

式中　 Z———磨损顶面给定点 Sa 处的高程。

三维扫描给出的磨损顶面给定点 Sa 处的坐标为

(X, Y, Z)。 将所有数据导入 Matlab 中进行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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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文件类型包括对象顶点的坐标、 纹理坐标和顶点

法线。 本文只需要试件表面的顶点坐标。

由于输出的数据在空间中的方向是任意的, 为了

对齐数据集, 可以使用奇异值分解 ( Singular Value

Decomposition, SVD)。 具体形式为一个矩形矩阵 a 可

以分解为三个矩阵的乘积, 表示为

Am×n = Um×nSm×nV
T
n×n (5)

式中　 U———正交矩阵;

　 V———该正交矩阵的转置矩阵;

　 S———对角矩阵。

计算奇异值分解的目的是确定 V, 因为它的列向

量是 A 的主分量 (Principal Components, PCs), 并且

这些列是相互正交的单位向量。

最后一步是将原始数据集乘以 V, 将所有数据点

投影到每个所需的 PCs 上。 因为 PCs 形成正交基, 所

以实际发生的是空间的旋转, 即

A = USVT (6)

AV = USVTV = US (7)

　 　 US 的列之间不相关。 因为矩阵 S 是对角矩阵,

所以与 S 相乘只是缩放矩阵 U 的列, 而不改变相互正

交的条件。

总之, 上述计算的目的是旋转磨损表面的数据

集, 使水平表面平行于坐标系的 X 轴和 Y 轴。

通过对数据进行奇异值分解, 得到两个 PC。 第

一个指向数据倾向的方向, 另一个为其法向分量。 将

数据投影到所需的 PC 上并重新绘制。 数据点与坐标

轴相关并对齐。

磨损只发生在圆形混凝土表面的中部或中心。 因

此可用混凝土边缘附近的单位面积来确定未磨损区域

的平均 z 坐标 Z0。 由于试件浇筑过程中会有缺陷以及

扫描仪对试件边缘进行检测时其最外层边缘的检测数

据变化较大, 所以使用半径在 40 ~ 48mm 之间的区域

来确定 Z0。 Z0 和磨损试验后测量值之间的差值即为

磨损深度。

3． 2　 磨损体积计算

磨损体积的计算公式如下:

Va = ∬Sa

[Z0 - Z(X,Y)]ds = ∬Sa

Δzds

= ∑
N

n = 1
Δz(Xn,Yn)Δsn (8)

式中 　 N———混凝土表面磨损三维扫描的数据点

总数;

　 Δz———磨损深度;

　 Δsn———第 n 个表面元素的水平面积。

确定混凝土表面磨损量的步骤如下:

对于体积计算, 受水射流影响的混凝土表面积在

半径为 40mm 的圆内。 使用 ArcMap 中的 Clip 工具排

除 40mm 半径以外的所有数据。 使用半径在 40 ~

48mm 之间的数据来确定平均初始基准高度。

在式 (8) 中, 参考值 Z0 取为 40 ~ 48mm 圆环上

的平均标高。 使用曲面体积工具计算曲面上每个三角

形的面积, 并使用积分方法计算从基准面到曲面底

部 / 顶部点的体积。

4　 结果和讨论

标准混凝土材料比其他修补材料更易磨损 (见图

2)。 硅灰修补材料在三种材料中表现出最好的整体耐

磨性。 硅灰和随机分布的聚合物纤维改善了修补材料

的性能。 试验时, 耐磨性通常随着龄期的增长而提高

(见图 3)。 证实由于砂浓度增加, 其磨损率高于 28

天龄期试件的磨损率; 硅灰修补材料的耐磨性最好。

图 2　 不同龄期试件的磨损率

图 3 为四种材料在 7 天、 28 天和 90 天龄时的质

量损失。 结果表明, 随着时间的增加, 磨损量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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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情况下, 质量损失在 9h 内呈线性递增。 在试

件顶部, 浆体含量较高。 顶层损耗完后, 磨损率在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骨料的抗力。 当骨料暴露于表面时,

磨损量会减少, 但当骨料变得不均匀时, 两者呈现非

线性关系。 因为磨损深度只有几毫米, 所以在大多数

情况下其磨损深度很难超过较大骨料粒径。

图 3　 三个不同试验时间的累积质量损失

4． 1　 三维扫描结果

通过分析得到一个三角形不规则网状 (Triangular

Irregular Network, TIN) 曲面, 它是三维空间曲面投

影到二维空间的表面形貌。 可以更好地显示磨损损

失, 还可以测量 TIN 表面的磨损体积损失 (见图 4)。

图 4(a) 为试验 9h 后 7 天乳胶改性试件的情况。 图 4

(b) 所示为同一试件内半径为 40mm 的 TIN 面, 表面

上的磨损区域易于区分。

图 4　 磨损试件及其扫描

4． 2　 磨损的体积变化与龄期的关系

根据三维扫描仪获得的数据计算磨损深度和体

积。 混凝土在 4 天、 7 天、 28 天和 90 天龄期的体积

损失与龄期的结果显示出与混凝土磨损率与龄期成正

比 (见图 5)。 硅灰改性修补材料的体积损失最小,

其次是乳胶改性修补材料、 粉煤灰修补材料和混凝土

修补材料。

当试验时间相同时, 体积损失随龄期的增加而减

小。 对于混凝土材料, 从 7 天到 28 天, 体积损失减

少了 15． 37% , 而对于乳胶改性材料, 体积损失减少

了 44． 20% 。 硅灰改性材料和粉煤灰改性材料的体积

损失率分别为 11． 64%和 9． 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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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不同龄期试件的体积损失

趋势线的斜率为混凝土试样密度提供了一个度量

尺度 (见图 6)。 图示趋势线仅考虑 90 天龄期, 由此

得到混凝土密度的预期范围大约在 2440kg / m3 内。 然

而一般质量损失要大于三维扫描确定的体积损失。 第

4 天、 第 7 天和第 28 天的计算密度约为 3500kg / m3

(R2 在 0． 72 ~ 0． 86 之间)。 试样养护完从石灰水中取

出后, 在 SSD 条件下测定初始质量。 在试验过程中,

表面有恒定的水流, 因此假定试样在此期间为饱和状

态, 但情况并非完全如此。 此外, 在磨损很小的情况

下, 质量测量值占试样总质量的 0． 1% 。 关于体积测

量, 在测定平均高度 (Z0 ) 时可能引入了误差。 研

究发现, 撞击颗粒的大小严重影响磨损量的测量。 在

本研究中, 相对较小的颗粒撞击产生的质量和体积损

失最小。

图 6　 四种龄期混凝土试件的体积损失与质量损失的比较

4． 3　 磨损深度

试验结果表明, 一般来说磨损量越大, 最大磨损

深度越大 (见表 5)。 最大磨损深度可能局部较大,

即使是磨损质量损失很小的试样, 由于骨料颗粒的损

失, 在试样表面上也会形成孔洞。 同样, 在每次试验

中, 试样位置可能会随着下一次的磨损而轻微移动。

由于局部压力差, 最大磨损深度位置受到影响。 仅考

虑磨损深度并不能反映试件磨损的整体情况, 因此必

须考虑磨损深度及其他量化参数。

表 5　 所有试样的最大磨损深度、 平均磨损深度、
质量损失和体积损失

试件

龄期 /
天

试样类型

试验

时间 /
h

质量

损失 /
g

体积损失 /

mm3

最大磨损

深度 / mm

4

混凝土 3 5． 92 1400． 58 - 2． 59

乳胶改性修补材料 3 1． 98 833． 84 - 1． 47

硅灰改性材料 3 2． 56 809． 40 - 1． 05

粉煤灰改性材料 3 0． 74 462． 57 - 1． 19

7

混凝土 9 6． 15 2115． 87 - 3． 03

乳胶改性修补材料 9 4． 99 1362． 88 - 1． 13

硅灰改性材料 9 3． 99 728． 23 - 2． 17

粉煤灰改性材料 9 4． 71 1147． 09 - 1． 82

28

混凝土 9 4． 57 1445． 77 - 2． 35

乳胶改性修补材料 9 3． 25 946． 40 - 1． 77

硅灰改性材料 9 1． 79 470． 73 - 1． 40

粉煤灰改性材料 9 4． 96 1200． 56 - 2． 08

90

混凝土 9 6． 79 2788． 50 - 2． 85

乳胶改性修补材料 9 7． 24 2860． 00 - 2． 60

硅灰改性材料 9 2． 42 910． 28 - 1． 33

粉煤灰改性材料 9 5． 66 2457． 11 - 3． 07

　 　 尽管存在差异, 磨损深度的测量结果仍显示出与

质量损失和体积变化相似的趋势。 最大磨损深度随着

混凝土龄期的减少而减小。 当砂浓度从 400kg / m3 增

加到 500kg / m3 时, 与 28 天龄期的试件相比, 90 天龄

期时的最大磨损深度更大。 最终, 在 28 天龄期和 90

天龄期时, 硅灰改性材料的磨损深度最小, 粉煤灰改

性和混凝土材料的磨损深度最大。 (下转第 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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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引洮供水二期总干渠 23 号东正川隧洞, 具有地形地质条件复杂、 隧洞特长、 断面小且作业环境高原

缺氧等特点, 施工方案合理选择是控制工程总工期的技术关键。 文章结合隧洞分段地质条件, 从地质适宜性、
施工技术难度、 征地与环保、 工程投资等方面, 进行了详细论证分析, 优选工程匹配性佳、 技术经济性好的钻

爆法方案, 满足投资及工期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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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Construction Scheme of Main Channel No． 23 Tunnel of Tao
River Water Diversion Phase II Project

LIU Junjia1, WU Jiandong2

(1. Gansu Water Investment Co．, Ltd．, Lanzhou 730000, China;
2. Gansu Hydraulic Research Institute, Lanzhou 730000, China)

Abstract: No． 23 Dongzhengchuan Tunnel of Tao River Water Diversion Phase II Main Channel is characterized by complex
topographic and geological conditions, extremely long tunnel, small section, high altitude anoxic working environment, etc.
Reasonable selection of construction scheme is technical key to control the total construction period of the project.
Geological conditions of tunnel sections are combined for detailed argumentation and analysis from the aspects of geological
suitability, construction technical difficulty, land acquisi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ngineering investment, etc. in
the paper. The drilling and blasting method scheme with excellent engineering matching and technical economy is selected
so as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investment and construction period.
Key words: long tunnel; drilling and blasting method; TBM construction method; Tao River Water Diversion

1　 工程概况

引洮供水二期工程是国务院确定的全国 172 项节

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之一, 从洮河流域调水到严重干

旱缺水的甘肃省中部干旱地区[1]。 总干渠设计引水流

量 20m3 / s, 加大引水流量为 22． 52m3 / s。 2030 年二期

工程供水量为 3． 13 亿 m3, 受水区总人口达到 267． 76

万, 新增灌溉面积 29． 2 万亩。 输水渠 (管) 线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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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隧洞长度占渠线长的 64． 57% , 所占比例较大,

尤其是总干渠隧洞占比高达 94． 02% 。 隧洞设计横断

面多按施工控制断面设计, 单洞长度超过 3km 的长隧

洞有 32 座, 超过 10km 的特长隧洞有 2 座, 分别是总

干渠 16 号马河隧洞和 23 号东正川隧洞, 其中 23 号

东正川隧洞长 10461． 45m, 穿越黄土低中山丘陵区及

华家岭中山区, 存在施工支洞布置紧张、 施工通风和

出渣难度大等问题, 是整个工程中控制总工期的关键

项目之一。

2　 开挖掘进方案优选

东正川 23 号隧洞 (桩号 38 + 327． 54 ~ 48 +

788． 99) 穿越黄土低中山丘陵区及华家岭中山区, 进

口位于关川河流域的东正川, 途经汪家曲、 华家岭,

止于油坊沟, 全长 10461． 45m。 围岩埋深较大, 最大

埋深约 338m, 沿线沟谷虽有布置施工支洞的条件,

但存在较大困难, 若布置施工支洞, 则支洞类型要么

为竖井和深长斜井, 要么为施工长平洞, 致使小断面

隧洞施工通风、 出渣等难度增大。

2． 1　 分段地质条件

东正川 23 号隧洞围岩有 Q1
4 粉质壤土、 Q1

3 粉质壤

土、 N2 l 粉砂质泥岩、 γ4 花岗岩等, 土洞长 132． 46m、

岩洞长 10328． 99m, 分别占洞长的 1． 3% 、 98． 7% ,

Ⅱ、 Ⅲ、 Ⅳ、 Ⅴ 类 围 岩 占 洞 长 比 依 次 为 55． 3% 、

5． 9% 、 16． 4%和 22． 4% , 其分段地质条件如下:

a． 38 + 327． 54 ~ 38 + 376Q1
4 粉质壤土洞段: 长

49m, 位于沟道 (东正川) 右岸的洪积台地上, 地势

较为平缓, 现为耕地, 自然边坡稳定。 拟从 38 +

327． 54 处开挖洞帘进洞, 为土质边坡, 进口段隧洞

埋深 10m, 围岩为 Q1
4 粉质壤土, 经初步分类属极不

稳定的Ⅴ类围岩, 成洞条件差, 粉质壤土具有强烈湿

陷性, 建议明挖以暗渠通过。 38 + 376 ~ 38 + 460Q1
3

粉质壤土洞段: 长 84m, 位于黄土丘陵区斜坡地带,

坡度 25°, 自然边坡稳定。 隧洞埋深 20 ~ 40m, 洞身

围岩为粉质壤土, 经初步分类属极不稳定的Ⅴ类围

岩, 成洞条件差, 局部有小规模坍塌现象。

b． 38 + 460 ~ 40 + 672N2 l 粉砂质泥岩洞段: 长

2． 21km, 隧洞穿越黄土丘陵区山梁, 埋深 40 ~ 215m。

洞身围岩为粉砂质泥岩夹泥质粉砂岩, 属极软岩, 围

岩为互层状结构, 产状平缓, 无地下水。 初步分类洞

身围岩为Ⅴ类, 围岩极不稳定。

c． 40 + 672 ~ 48 + 788． 99γ4 花 岗 岩 洞 段: 长

8． 12km, 约占 23 号隧洞全长的 78% , 隧洞穿越华家

岭, 埋深 24 ~ 340m, 洞身围岩为 γ4 花岗岩, 中粗粒

结构, 块状构造, 岩石单轴饱和抗压强度 37． 9 ~

73． 5MPa, 属中硬岩 ~ 坚硬岩; 岩体中裂隙较为发

育, 裂隙间距 0． 2 ~ 0． 5m 不等; 岩体中发育有数条小

断层, 断层破碎带宽 0． 6 ~ 2． 5m, 内为断层角砾岩、

压碎岩及糜棱岩。 其中地表 41 + 272 (洞身 41 + 348

附近) 处发育有华家岭—通渭断裂 (F11断层), 上盘

为 γ4 花岗岩, 下盘为 N2 粉砂质泥岩、 γ4 花岗岩, 断

层破碎带宽 2 ~ 5m, 上盘影响带宽 5 ~ 15m, 下盘影

响带宽 3 ~ 5m, 上盘花岗岩体中有地下水渗出。 岩体

中有地下水活动, 地下水的矿化度 0． 74g / L, 水质

好, 对普通混凝土不具腐蚀性。 经初步分类隧洞围岩

多为Ⅱ类、 Ⅲ类。 开挖中部分洞段有线状流水, F11

断层及其上盘的花岗岩体中有可能发生涌水, 在桩号

40 + 672 前后的 N2 l 粉砂质泥岩与 γ4 花岗岩接触部位

有可能发生涌水。 该洞段通过华家岭, 围岩为花岗

岩, 岩质坚硬, 隧洞最大埋深 338m, 根据岩石强度

应力之比进行岩爆判断, 有发生轻微岩爆的可能性,

对施工影响较小。

d． 23 号隧洞出口段: 位于油坊沟左岸坡, 为花

岗岩石质岸坡, 坡度 30°, 自然边坡稳定。

e． 23 号隧洞Ⅴ类围岩洞段: 集中分布于进口段

2344． 46m 内, 进口段为粉质壤土, 洞身围岩多为粉

砂质泥岩夹泥质粉砂岩, 属极软岩, 洞身围岩类别为

Ⅴ类, 围岩极不稳定, 开挖时需及时支护, 加强衬

砌, 一般采用钻爆法施工; 其余洞段岩性为花岗岩,

岩质 均 一, 岩 石 单 轴 饱 和 抗 压 强 度 约 37． 9 ~

73． 5MPa, 洞身围岩多为Ⅱ类、 Ⅲ类, 有适用于全断

面双护盾掘进机施工的地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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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开挖掘进方案比选

东正川 23 号隧洞洞线岩性复杂且相互交错分布,

以Ⅱ类、 Ⅲ类硬岩为主。 考虑到小断面、 特长隧洞在

高原缺氧环境下的实施难度, 结合隧洞分段地质条

件, 设计优选硬岩 TBM 工法和钻爆法进行对比分析

(见表 1)。

表 1　 硬岩 TBM 工法与钻爆法技术经济比选成果

项　 　 目 硬岩 TBM 工法 钻　 爆　 法 比　 选　 成　 果

地质条件

适宜性

　 适用于较完整、 有一定自稳性、 均

一的软岩—硬岩地层, 遇有特殊不良

地质洞段需采取专门处理措施, 对工

期有影响[2]

　 地质条件要求不高, 一般均能适

应[4] ; 对特殊不良地质洞段, 采用

技术处理措施较为灵活方便, 但费用

较高、 费工费时

　 23 号隧洞代表性岩石为中粗粒花岗

岩, 虽多为Ⅱ、 Ⅲ类围岩, 但进口段砂

质泥岩夹泥质粉砂岩Ⅴ类围段需采用钻

爆法施工

开挖断面
　 一般要求断面为圆形, 且洞线较顺

直; 断面直径在 1． 8 ~ 14． 4m 范围内

　 一般能适应各种断面类型及洞

径[5] 　

　 23 号隧洞 TBM 工法设计断面为圆形,
直径 3． 48m。 钻爆法设计断面为城门洞

形, 尺寸为 3． 0m × 3． 4m (宽 × 高)

作业长度

　 一般开挖长度大于 600 倍洞径 (现
一般要求洞长 10km 以上), 使用掘

进机经济

　 适应各种长度, 长隧洞需增加施工

支洞, 一般支洞主洞比小于 20% 较

经济

　 23 号隧洞全洞洞长为 10461． 45m, 作

业长度支洞主洞比为 17． 5%

掘进速度

　 石灰岩、 白云岩等中软或中硬岩段

约 600 ~ 900m / 月; 石英砂岩、 砾岩

段约 150 ~ 300m / 月

　 平均掘进速度 50 ~ 150m / 月, 小断

面隧洞 30 ~ 80m / 月。 进尺慢, 施工

安全保障性差

　 TBM 工法虽速度快、 作业安全, 但施

工装备复杂, 通用性差。 钻爆法设备机

械简单、 技术成熟可靠

施工辅助设施

　 不需要修建施工支洞, 一个作业面

施工, 营地布置较为集中, 便于施工

管理[3] 。 但所需施工临建设施标

准高

　 需设支洞 4 座, 合计 1901m, 各支

洞口现状无水、 无电、 无路, 临建费

用高, 多工作面作业, 管理难度大

　 TBM 工法施工现场规整, 管理难度

小, 但对管理技术要求高

水保、 环保及

征地

　 超挖量极少, 对围岩扰动小, 渣量

较少, 出渣较为集中, 征地面积小,
环境负面影响小

　 主、 支洞开挖对围岩扰动较大, 弃

渣位置分散, 征地、 水保、 环保负面

影响大

　 TBM 工法生态环保, 征地面小, 掘进

速度快, 环保效果佳

工程投资 约 2． 6 亿元 约 1． 4 亿元 钻爆方案投资省

2． 3　 TBM 工法优缺点

优点: TBM 工法先进, 一次成洞对围岩扰动小,

成洞快, 工期短, 施工安全有保障。

缺点: 投资高, 国内可供选择的经验丰富的队伍

少, 受外汇汇率变化影响大, 要求施工管理技术水

平高[6]。

2． 4　 钻爆法优缺点

优点: 投资低, 对地质条件适应性强, 可供选择

的有成熟施工经验施工队伍较多, 便于相互协作, 施

工工厂要求标准低。

缺点: 进度较慢, 工期较长, 爆破作业对围岩扰

动较大, 施工安全保障性较差。 根据东正川 23 号隧

洞洞长、 设计断面、 围岩情况和施工支洞条件等条

件, 考虑到 TBM 工法投资偏大, 需较高技术水平的

工人和必要的检修力量, 外在风险较高, 同时受其他

长隧洞工期的影响, 该方案虽可实现工期提前, 但经

济效益不明显。 而常规钻爆法投资低, 可供选择的施

工队伍较多, 施工工厂要求标准低, 施工装备简单,

通用性强, 与其他长隧洞工期相比滞后负面作用小,

23 号隧洞优选常规钻爆方案。

3　 施工支洞布置与断面设计

3． 1　 施工支洞布置

经对总干渠、 干渠及供水管线各主要工程项目进

行钻爆法施工单项工期分析, 东正川 23 号隧洞是影

响工程总工期的关键项目之一。 根据选定的施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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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出渣方式、 施工期通风及供电设施的布置, 并结

合永久管理运行要求, 对 23 号隧洞施工辅助支洞进

行合理规划及典型设计。 总干渠东正川 23 号隧洞施

工支洞布置见图 1。

图 1　 东正川 23 号隧洞施工支洞布置示意图 (单位: mm)

3． 2　 施工支洞断面

各支洞设计断面结合洞内作业程序、 支护、 出渣

方式等, 按双工作面控制、 双连接设计。 总干渠 23

号长隧洞施工支洞除 1 号通风竖井为圆形断面外, 其

他支洞均为城门洞形断面型式, 并在其进口及主、 支

交叉洞段设加强洞段, 加强洞段均采用 C25 钢筋混凝

土进行衬砌。 依据出渣方式设计以下几种尺寸断面,

即: 施工平支洞无轨出渣横断面 2． 88m × 3． 37m (B

× H); 斜井绞车出渣断面 4． 15m × 3． 95m (B × H);

斜井皮带机出渣断面 3． 75m × 3． 95m (B × H); 竖井

绞车出渣断面 D = 3m。 干渠隧洞施工平洞出渣断面

2． 70m × 2． 98m (B × H); 斜井绞车出渣断面 3． 55m

× 3． 29m (B × H)。

4　 隧洞施工支护及出渣

4． 1　 施工支护

Ⅱ、 Ⅲ类围岩一次支护方式为: 围岩段顶拱、 侧

墙素 C20 混凝土厚度 50mm, Ⅲ类围岩段顶拱、 侧墙

喷 C20 混凝土厚 100mm, 且在顶拱 180°范围内混凝

土喷层中部设 ϕ6． 5 × 200mm × 200mm 钢筋网, 局部

围岩破碎带紧贴岩面在顶拱及侧墙范围内布设 6 ~ 8

根 ϕ20、 长度 2． 5m 或 ϕ18、 长度 2． 0m 随机锚杆。 进

口加强段及主、 支交叉洞段二次衬砌采用全断面现浇

C25 混凝土。

Ⅳ、 Ⅴ类围岩一次支护方式为: 顶拱、 侧墙喷

C20 混凝土厚 100mm、 150mm, 顶拱 180°范围内混凝

土喷层中部设 ϕ6． 5 × 200mm × 200mm 钢筋网, 顶拱

及侧墙范围内布设 6 ~ 8 根 ϕ20、 长度 2． 5m 或 ϕ18、

长度 2． 0m 的系统锚杆。 Ⅳ类围岩进出口加强洞段及

Ⅴ类围岩段紧贴岩面架布设Ⅰ12 或Ⅰ14@ 0． 65 ~

1． 0m 底拱不封闭钢拱架。 进口加强段及主、 支交叉

洞段二次衬砌采用全断面现浇 C25 钢筋混凝土衬砌,

衬砌厚 300 ~ 400mm。 二衬结束后, 在隧洞顶拱 120°

范围内进行回填灌浆。

4． 2　 施工出渣

地下工程隧洞开挖出渣方式通常有无轨运输和有

轨运输两种。 同一隧洞当洞内出渣运距为 0． 5km 时,

采用无轨、 有轨不同出渣方式所得每方渣料洞内装运

直接费用依次为 18． 94 元 / m3、 21． 55 元 / m3, 无轨出

渣方式较为经济; 同理, 运距 1km 时的每方渣料洞内

装运直接费用依次为 22． 42 元 / m3、 22． 11 元 / m3, 两

种出渣方式基本相当; 运距 1． 5km 时的每方渣料洞内

装运直接费用依次为 25． 64 元 / m3、 22． 68 元 / m3, 有

轨出渣方式较为经济。 考虑到东正川 23 号隧洞工程

单工作面平均控制主洞长度既有 2km 以上的, 也有

1km 以下的, 确定隧洞出渣采用无轨方式为主、 有轨

方式为辅的方案。 其车道断面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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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出渣车道断面示意图 (单位: mm)

5　 结　 语

长隧洞施工方案的选择极其复杂, 其受地质条

件、 征地环保、 施工管理技术水平和工程投资等诸多

因素的影响。 本文充分考虑到引洮供水二期总干渠东

正川 23 号长隧洞施工布置受限、 断面小、 隧洞特长

和高原缺氧作业环境等因素, 优选地质适宜性强、 施

工技术难度小、 工程投资省的钻爆法方案, 并合理布

置了施工支洞和确定了施工支护和出渣方案, 确保隧

洞工程高效优质的施工建设。 该施工方案可为高原缺

氧环境下小断面、 特长隧洞科学施工提供一定的借鉴

和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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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69 页) 开发, 是一种弹性的发展模式。 海南

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水安全保障方案, 以大

空间、 长时间尺度的水安全保障为研究思路, 以洪涝

潮多元动态耦合模型为贯穿项目始末的技术手段, 通

过构建 “库堤结合” “排涝河道 + 滞涝区 + 挡洪潮

闸” 的防洪 (潮) 排涝体系, 以及 “多源互联” “分

区分流制” 的供排水保障体系, 为新区控制性详细规

划修编提供约束性条件, 为新区实现 “水安为先, 因

水而美、 由美而富、 富而文明” 提供有力支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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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电站技术

水电站边坡稳定性及桩基托梁结构
优化分析

郭　 翔　 李安琪

(水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山东 济南　 250000)

【摘　 要】 鉴于传统的桩基托梁设计理论无法完全解决高填方桩基托梁支挡水电站边坡稳定性的问题, 文章以

大华桥水电站 5 号公路桩基托梁支挡边坡为例, 通过有限元数值模拟方法对其进行了稳定性计算及桩长优化分

析。 研究结果表明: 随着桩长的增加, 潜在滑面逐渐向坡体深部发展, 边坡安全系数得以提高; 从有限元计算

结果来看, 当桩长为 20m 时, 对应的边坡安全系数为 1． 65。 综合考虑建议桩长可取到 14m 以上。 所得结论对今

后类似工程具有参考和借鉴价值。
【关键词】 高填方边坡工程; 稳定性分析; 桩基托梁; 桩长优化

中图分类号: TV7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3-8241 (2022) 03-015-06

Analysis on Slope Stability and Pile Foundation Joist Structure
Optimization in Hydropower Station

GUO Xiang, LI Anqi
(Shuifa Planning and Design Co．, Ltd．, Jinan 250000, China)

Abstract: Dahuaqiao Hydropower Station No． 5 highway pile foundation joist supporting slope is adopted as an example in
the paper since the traditional design theory of pile foundation joist can not be applied for completely solving the problem of
slope stability in the high-fill pile foundation joist supporting hydropower station. The finite element numerical simulation
method is applied for stability calculation and pile length optimization analysis.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potential
sliding surface is gradually developed to the deep part of the slope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pile length, and the slope safety
coefficient can be improved. The finite element calc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rresponding slope safety coefficient is
1． 65 when the pile length is 20m.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pile length should be more than 14m after comprehensive
consideration. The conclusion is of great reference value to similar projects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high fill slope project; stability analysis; pile foundation joist; pile length optimization

　 　 在水电站建设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边坡稳定

性问题, 诸多学者对各种边坡工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

研究[1-4]。 胡瀚等[5] 通过介绍无黏结预应力锚索在水

电站崩塌体边坡支护工程中的工作机理及应用、 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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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 施工方法及要点、 施工工艺、 应用前景等内

容, 分析无黏结预应力锚索在崩塌体边坡支护工程中

抗滑支挡的功能及效益, 研究无黏结预应力锚索这种

新型抗滑支挡结构的理论设计方法, 从锚索材料结

构、 施工方法工艺和经济效益等方面论证水电站崩塌

体边坡采用无黏结预应力锚索支护的可行性和必要

性。 邱茂星等[6]以锦屏一级水电站为依托, 对边坡变

形进行流变反演计算, 并通过正向计算预测了边坡的

长期变形情况, 研究了在上游正常蓄水位 1880m 和死

水位 1800m 两种水位条件下, 及不同边坡变形情况下

拱坝的变形和应力分布情况。 结果表明: 2012 年蓄

水后至 2020 年 7 月, 拱坝整体变形较小, 右岸 1800m

高程以上坝肩拉应力区明显减小, 拱坝受力状态有局

部改善; 2020 年 7 月至边坡长期变形收敛阶段, 拱肩

槽边坡变形较小, 左拱端下游侧横河向变形增量小于

1． 2mm, 拱坝拉应力值和分布范围改变不明显。 于柏

强[7]以吉林省抚松县小山水电站为例, 介绍了前方交

会法在电站厂房后边坡监测中的应用, 涉及监测控制

网布置以及观测精度分析。 实践表明: 监测分析与历

年监测成果较为吻合, 测值基本能反映边坡的表面位

移, 精度满足案例监测要求。 梁靖等[8]基于现场调查

与最新监测结果数据, 从监测反馈和地质角度揭示了

边坡变形破坏特征及机制, 并以此分析边坡稳定性。

分析结果表明: 锦屏一级水电站左岸边坡的表观与深

部累计位移变形仍呈现缓慢增长趋势, 但历经变形调

整后速率有一定减缓, 可将变形机制归纳为 “上部持

续倾倒—深部张裂—表部锁固体松弛—下部与坝体协

调”。 虽然对于水电站边坡问题已有相关研究, 但对

于水电站高填方边坡采用桩基托梁加固研究不

足[9-10], 亟待进一步补充研究, 因此本文以大华桥水

电站 5 号公路桩基托梁支挡边坡为例, 通过有限元数

值模拟方法对其进行了稳定性计算及桩长优化分析,

以期为类似工程提供参考。

1　 工程简介

大华桥水电站 5 号公路 K0 + 320 ~ K0 + 630 段主

要为路堤型式, 基底为斜坡, 靠河一侧拟采用桩基托

梁进行支挡, 由于填方较高加之洪水季节的洪水位骤

降等可能对边坡稳定性造成不利影响, 因此采用数值

分析方法进行计算, 对边坡的稳定性以及桩基托梁结

构的安全性进行复核优化。 沿线地形地貌见图 1。

图 1　 5 号公路沿线地形地貌

沿线出露的地层主要有侏罗系、 白垩系及第四系

覆盖层。

桩号 K0 + 000 ~ K0 + 586 段主要由侏罗系上统坝

注路组 (J3b) 含铁绢云母板岩、 粉砂岩组成, 岩层

走向近南北, 陡倾角展布, 薄层状结构, 强度较低,

完整性较差。

桩号 K0 + 586 ~ K1 + 007 段为白垩系下统景星组

下段 (K1 j
1) 灰白、 灰绿色中—粗粒石英砂岩与紫红

色含砾含绿泥石绢云母板岩不等厚互层。

冲洪积漂、 卵 (砾) 石层 (Qal
4 ): 灰白、 黄褐等

杂色, 结构中密, 粒径多在 3 ~ 15cm, 主要以含漂

石、 卵石为主, 含量约 50% ~ 60% , 间夹有砾砂、 粉

细砂层。 主要分布于 5 号公路的沿线。

工程区地震动反应谱特征周期为 0． 45s, 地震动

峰值加速度为 0． 15g, 地震基本烈度为Ⅶ度, 属于中

硬较稳定场地。

工程区内出露岩层为侏罗系及白垩系绢云母板

岩、 粉砂质板岩、 石英砂岩等, 其中绢云母板岩单层

厚度小于 20cm, 岩层破碎, 节理裂隙发育, 单轴饱

和抗压强度小于 30MPa, 属软石; 而粉砂质板岩、 石

英砂岩为互层状或薄层状, 岩体较完整, 其单轴饱和

抗压强度大于 30MPa, 属次坚岩—坚石。

工程区第四系松散堆积层主要包括全新统崩积

层、 坡崩坡积层及残坡积层等, 堆积厚度一般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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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选性差, 充填杂乱, 承载力容许值介于 200 ~

400kPa, 属中软 ~ 中硬土。

2　 计算有限元模型及说明

2． 1　 计算模型

选取桩号 K0 + 500 横剖面作为计算断面, 由此建

立数值模型 (见图2)。 共划分为2040 个单元, 4229 个

节点, 见图 3。 本构模型服从莫尔—库仑屈服准则。

图 2　 三维数值计算模型

图 3　 网格划分

2． 2　 参数选择及桩长工况

加筋与无筋时相比土体的抗剪强度增加了 (即附

加黏聚力) Δc:

Δc = 1
2 Δσ3 Kp =

R f

2Sv
Kp (3)

式中　 R f———筋材单宽抗拉强度;

　 Sv———筋材的垂直间距;

　 Kp———被动土压力系数, 即 Kp = tan2 (45° + φ /

2)。

本项研究中取筋材单宽抗拉强度为 50kN / m, 筋

材垂直间距为 0． 5m (相关材料参数见表 1)。

桩基长度按 20m、 18m、 16m、 14m、 12m、 10m、

8m 考虑, 边坡安全系数采用有限元强度折减法计算,

路堤上考虑 20kPa 的交通荷载。

表 1　 材料参数

材料名称
重度 γ /

(kN / cm3)

黏聚力 c /
kPa

摩擦角

φ / ( °)

模量 E0 /

MPa
泊松比 μ

漂卵石 23 0 30 38 0． 25

板　 岩 24 404 34 200 0． 25

加筋填土 19 138 29 42 0． 30

C30 混凝土 25 30000 0． 20

3　 边坡稳定及桩基托梁桩长优化分析

3． 1　 计算结果

从不同桩基长度工况的计算结果图 (见图 4) 可

看出 (包括强度折减至极限平衡时边坡的最大剪应变

云图), 随着桩长的逐渐增加, 边坡滑面的形成受到

了抑制, 在桩长为 8m 时边坡已逐渐形成稳定滑面,

此时桩基可能被剪断, 而当桩长为 12m 时可以明显看

出边坡没有形成明显的滑动面, 聚集的画面由此分散

成宽条状, 证明了桩长增加后边坡稳定性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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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不同桩长边坡极限平衡时最大剪应变云图

3． 2　 潜在滑面分析

提取出桩长为 0m、 10m 和 20m 三种工况下边坡

的潜在滑面位置图 (见图 5 ~ 图 7), 对比可看出, 随

着桩长的增加, 潜在滑面逐渐向坡体深部发展, 边坡

安全系数也得以提高。 当桩长增加至 20m 后, 边坡安

全系数为 1． 65。

图 5　 边坡潜在滑面位置 (桩长 0m, FOS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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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边坡潜在滑面确定 (桩长 10m, FOS =1． 19)

图 7　 边坡潜在滑面确定 (桩长 20m, FOS =1． 65)

3． 3　 边坡安全系数分析

从桩长—安全系数曲线 (见图 8) 可看出, 桩长

对边坡的稳定性有明显提高作用, 从边坡安全系数

8 10 12 14 16 18 20

1.2

1.3

1.4

1.5

1.6

1.7

�
�
�
�

���	/m

图 8　 桩基长度与边坡安全系数关系曲线

1． 19 (桩长为 8m) 陡增至 1． 40 (桩长为 10m), 此

后随着桩长的增加, 边坡安全系数基本呈线性增长,

并有足够的富裕空间。 如以规范规定的稳定安全系数

1． 30 为限值, 综合考虑河流冲刷等不利因素, 建议

桩长取为 14m。

3． 4　 桩基托梁变形分析

填土施工将引起桩基托梁发生变形, 桩长越长,

桩基托梁变形越小, 但变化幅度不大, 最大水平位移

在 46 ~ 59mm 之间。 当桩长为 8m 时, 填土施工引起

的挡墙顶部水平位移约 59mm, 当桩长为 14m 时, 墙

顶水平位移约 53mm, 桩长 20m 时, 墙顶水平位移则

为 46mm。 桩基托梁变形关键点位置见图 9, 不同桩

长工况填土施工引起的桩基托梁关键点变形见图 10。

图 9　 桩基托梁变形关键点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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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不同桩长工况填土施工引起的桩基托梁关键点变形

4　 结　 论

采用有限元方法对大华桥水电站 5 号公路桩基托

梁支挡边坡进行了计算, 主要得到以下结论: 通过应

用有限元强度折减法对边坡滑面进行分析, 发现随着

桩长的增加, 潜在滑面逐渐向坡体深部发展, 边坡安

全系数也得以提高; 从有限元计算结果来看, 当桩长

为 20m 时, 对应的边坡安全系数为 1． 65, 存在安全

系数富裕空间。 综合考虑边坡安全系数大于 1． 30 并

考虑到河流冲刷等不利因素, 建议实际工程桩长取到

14m 以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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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控小水电站智能合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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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小水电站在丰水期潮流送出期间, 线路瞬时性故障频发, 电站与大电网系统分裂运行, 两侧功角 δ
摆开, 经过整定时延检同期自动重合闸成功率极低。 为提高小水电站集中监控运行模式下的供电可靠性, 系统

解决继电保护装置自动重合闸成功率极低的问题, 依据存量小水电站自动化运行模式, 制定了升级线路保护装

置、 改造二次回路和升级站端监控系统的 3 套方案, 智能启动同期装置合闸, 通过比较选取最佳方案, 实际应

用表明管理效益和经济效益显著。
【关键词】 小水电; 集中监控; 智能合闸; 供电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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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Intelligent Sluice Closing of Centralied Controlled Small
Hydropower Station

XU Jian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State Grid Fujian Electric Power Co．, Ltd．, Fuzhou

350003, China)

Abstract: The transient faults are frequent in the small hydropower station during tidal discharge in wet season. The power
stations operate separately from the large power grid system. The work angles δ on both sides are shifted. The success rate
of automatic reclosing at the same time is very low after the setting and delay check. To improve the power supply reliability
under centralized monitoring operation mode of small hydropower station , systematically solve the problem that the success
rate of relay protection device automatic reclosing is extremely low, according to the stock of small hydropower plant
automation operation mode, formulated the upgrade line protection device, the secondary circuit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e
stand side 3 sets of scheme of the monitoring system, intelligent start the synchronization device closing, The best scheme is
selected by comparing technology and economy, and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shows that the management benefit and
economic benefit are remarkable.
Key words: small hydropower; centralized monitoring; intelligent closing; power supply reliability

　 　 为了提升小水电站安全生产管理和经济运营能

效, 建设运营小水电集中监控中心, 实现集中监控与

集群调控, 成为小水电站提质增效和能源可持续发展

探索的关键路径。 小水电站处地偏远, 普遍与区域电

网通过单回线 “弱联系”, 发电机在线路故障 N - 1

时与大电网系统分裂独立带厂用电运行, 受厂网定值

整定配合约束, 小水电侧与电网侧功角 δ 摆开, 检同

期自动重合闸成功率极低, 近 10 年的运行数据统计

结果显示自动重合闸成功率不到 1% 。 在丰水期满发

潮流送出期间自动重合闸失败, 小水电站的输电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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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阻无法外送电量, 此时需要运行值班人员根据水库

水情状况和电气设备状态进行人工判断并实施控制干

预, 一定程度上存在延迟送电现象。 小水电站在丰水

期因外送通道受阻经常发生弃水事件, 极大制约了水

能利用提高率和企业经济效益, 严重时还会发生漫坝

事故, 影响小水电站安全稳定运行。

近年来, 国内已经开展了大量关于小水电站集中

监控模式开发研究实践, 文献 [1] 根据系统设计原

则、 结构模式和水情信息传输方式构建了中小水电集

控系统总体方案; 文献 [2] 按 “远程集控、 少人维

护” 设计原则对水电站智能化建设提质增效进行了研

究; 文献 [3] 对以逐步逼近法为控制思想的水位控

制法优化径流式二级水电站运行发电效率进行了研

究; 文献 [4] 研究了充分利用水利资源优化水库调

度及机组运行方式, 以提高水能利用率。 实施小水电

站集中监控模式, 实现了减员增效, 极大改善了运行

值班人员环境, 提高了运行控制专业能力和运维检修

水平。

小水电站与区域电网之间的单回联络线属于 “弱

联系”, 线路通道经过山区茂林时, 线树矛盾突出,

雷击跳闸事件频发, 据近 10 年的运行数据统计瞬时

性故障占比在 95% 以上, 一旦发生瞬时性故障线路

开关三相跳闸, 电网侧经过重合闸整定延时先重合,

受小水电侧与电网侧功角 δ 摆开的影响, 小水电侧检

同期后重合的成功率极低。 国内已经开展了大量关于

提升小水电站重合闸成功率的研究, 文献 [5] 提出

了一种适用于小电源地区联络线的自适应重合闸方

案, 优化快速重合闸装置集成捕捉准同期合闸模块,

文献 [6] 提出采取快速捕捉检同期重合闸装置, 依

据最大允许合闸频率及其合闸时间, 启动重合闸。 以

上方法均需要修改继电保护装置程序逻辑, 不符合厂

网继电保护装置通用性设计的规范应用, 而且新型自

动重合闸装置定值整定和运维检修复杂, 与小水电生

产技术水平普遍薄弱的实际不相适应。 文献 [7] 提

出一种提高重合闸成功率的系统及方法, 110kV 线路

故障时继电保护装置联切 35kV 部分负荷, 提高

110kV 线路重合闸成功率, 文献 [8] 指出小水电联

络线发生故障后存在功率剩余, 通过高周就地切机可

有效控制频率上升达到系统稳定, 从而提高重合闸成

功率。 以上方法均需要优化继电保护装置, 躲过重合

闸动作整定时延, 配合启动完成低周切除负荷或者高

周切除发电机, 满足检同期重合闸的频差和压差要

求。 文献 [9] 和文献 [10] 提出优化继电保护装置

的自动重合闸模块提升重合闸成功率。

综上所述, 在小水电站集中监控和集群调度的大

趋势下, 实质性改善 “弱联系” 的输电通道跳闸后

重合闸成功率极低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国内大量关于

小水电站提升重合闸成功率的研究主要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是定制保护装置, 第二类是延长重合闸时间。

其研究和应用的出发点在于改变 “快速重合闸” 的

基本属性, 福建地区小水电自供区已经全部移交属地

供电公司, 上述方案在福建地区显得 “水土不服”。

为了提高福建地区小水电站集中监控运行模式下的供

电可靠性, 系统解决继电保护装置自动重合闸成功率

极低的普遍性问题, 本文依据存量小水电站自动化系

统运行模式现状, 因地制宜制定了升级线路保护装

置、 改造二次回路和升级站端监控系统的 3 套方案,

通过技术与经济比较, 选取最具普遍适用性的方案,

形成 “安全可靠、 运维便捷” 的技术路线, 实际应

用结果表明管理效益和经济效益显著。

1　 小水电站运行模式现状

1． 1　 外送通道发生瞬时性故障的继电保护动作

典型案例

　 　 小水电站与区域电网之间普遍采用单回线路联

络, 处于 “弱联系” 状态, 在外送通道发生瞬时性

故障线路开关三相跳闸时, 电网侧经过重合闸整定延

时 Tset先重合, 受小水电侧与电网侧功角 δ 摆开的影

响, 小水电站侧检同期后重合的成功率极低。 剖析小

水电站侧外送通道发生瞬时性故障的线路继电保护装

置动作典型案例, 具有普遍代表性和通用性。

集中监控的龙湖小水电站通过单回 110kV 线路与

电网联络, 在丰水期遭雷击发生 C 相瞬时性接地故

障, 见图 1, 站网两侧距离Ⅰ段保护动作, 水电站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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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 191 开关、 电网 N 侧 162 开关跳开, 故障点熄弧,

电网 N 侧 162 开关经过整定延时 Tset1先重合, 线路 L1

带电, 水电站 M 侧 191 开关经过整定延时 Tset2 后重

合, 调度规程整定原则为 Tset1 < Tset2。 在小水电站与

电网解列后的孤网运行期间, 自动励磁装置快速响应

调节, 发电机稳定带厂用电负荷运行, 受水电站侧与

电网侧功角 δ 摆开的影响, 191 开关检同期重合闸失

败, 见图 2。 在 191 开关重合闸未成功的情况下, 集控

运行人员通过远方监控设备巡检一、 二次设备以及通

过水情系统判断水库水位, 综合判断正常后再通过同

期装置远方遥合 191 开关, 小水电 M 侧恢复并网发电。

图 1　 线路 L1 发生 C 相瞬时性接地故障

图 2　 线路 L1 单相瞬时性接地故障切除后状态

1． 2　 小水电站集控运行典型模式

小水电站集控运行普遍采用扩大厂站模式与综合

厂站模式, 系统分为集控层、 站控层与间隔层。 扩大

厂站模式适用于小水电站未应用站端自动化监控系统

的运行方式, 集控中心 “端对端” 直接控制水电站

现地 LCU 装置; 综合厂站模式适用于小水电站已经

应用站端自动化监控系统的运行方式, 集控中心 “互

联互通” 站端自动化监控系统, 小水电站集控运行典

型模式见图 3。

图 3　 小水电站集控运行典型模式

2　 集控小水电站智能合闸改造技术路径与

方案

　 　 依据存量小水电站运行模式, 因地制宜制定了升

级线路保护装置、 改造二次回路和升级站端监控系统

的 3 套方案, 小水电站智能合闸技改方案见图 4。 通

过技术和经济比较, 选取最具普遍适用性的改造方案

3, 形成 “安全可靠、 运维便捷” 的技术路线, 小水

电站智能合闸技改方案的技经比对见表 1。

方案 1: 延用国内大多数研究思路, 采用重合闸

出口启动同期装置。 运行方式复杂, 需要区分丰水期

开机和枯水期停机 2 种运行方式, 在不同运行方式下

投退保护运行方式控制 “重合闸不检”, 且利用重合

闸备用出口 HJ-2 接点串联新增硬压板启动同期装置。

该方案投资低, 技术复杂, 不适合集中控制的无人值

守小水电站运维模式。

方案 2: 延用国内大多数研究思路, 升级线路保

护装置重合闸功能, 增设捕捉准同期合闸功能。 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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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小水电站智能合闸技改方案的技经比对

方　 式 回　 路 定　 　 值 硬 压 板 功　 　 能 比　 　 较

方案 1: 技改保护二次回路

停　 机 不变 退: “重合闸不检”
投: 重合闸

退: 准同期
不变

开　 机 新增 投: “重合闸不检”
投: 准同期

退: 重合闸

重合闸启动

同期装置

投资低, 技术复杂

方案 2: 升级线路保护装置

不区分 不变 投: “差频重合闸” 不变 差频重合闸 投资高, 工期长

方案 3: 升级监控系统模块

不区分 不变 不变 不变 智能手合 投资低, 工期短, 技术可靠

图 4　 智能合闸技改方案

案投资高、 技改工期长, 且增加了装置定值试验复杂

度和运维难度, 不适合集中控制的无人值守小水电站

运维模式。

方案 3: 充分挖掘存量小水电站设备潜力, 升级

监控系统模块。 增加智能手合功能进程, 小水电智能

合闸逻辑进程见图 5。 该方案投资低, 技改工期短,

而且安全可靠。 在 3 套方案中, 最适合集中控制的无

人值守小水电站运维模式。

3　 结　 论

小水电站数量多、 分布广, 作为可再生能源结构

的重要组成部分, 充分挖掘小水电能源体系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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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智能合闸逻辑程序

构建运营集中监控中心, 实现农村小水电集中监控与

集群调控至关重要。 本文因地制宜制定了升级线路保

护装置、 改造二次回路和升级站端监控系统的 3 套方

案, 通过技术和经济比较, 选取最具 (下转第 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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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设计

PKPM 在水利工程框架结构设计中的应用

糜凯华　 於文欢　 毕树根

(中水珠江规划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广东 广州　 510610)

【摘　 要】 框架结构在水利工程泵站、 水闸等上部结构中使用较为广泛, 为给水利工程设计技术人员使用 PK-
PM 进行框架结构分析提供参考, 文章结合使用经验, 提出在 PKPM 中自定义组合及工况, 修改荷载分项系数,
使结构内力计算结果与水工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一致, 并以算例验证其有效性。 结果表明: 数值解与结构力学

解吻合较好, 验证了 PKPM 在水利工程框架结构分析中的可靠性。
【关键词】 PKPM; 水利工程; 框架结构; 泵站; 水闸

中图分类号: TV222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3-8241 (2022) 03-025-07

Application of PKPM in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Frame Structure Design

MI Kaihua, YU Wenhuan, BI Shugen
(China Water Resources Pearl River Planning, Surveying and Designing Co．, Ltd．, Guangzhou 510610, China)

Abstract: The frame structure is widely used in the superstructure of pump stations, sluices and other superstructures. It
provides reference for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design and technical personnel to use PKPM to analyze the frame structure.
Application experience is combined in the paper. It is proposed that the combination and working conditions are customized
in PKPM, and the load subitem coefficient is modified. The calculation results of structural internal force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design specification of hydraulic concrete structure. Its validity is verified by an exampl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numerical solution is in good agreement with the structural mechanics solution, thereby verifying the reliability of PKPM in
analyzing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frame structure.
Key words: PKPM;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frame structure; pump station; sluice

　 　 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 水利工程对建筑结构的设

计思想也在不断更新。 在注重实用性的同时, 还开始

强调其精神功能, 这种设计思想的转变, 直接导致了

泵站、 水闸等上部建筑结构的多样化和体型、 布置的

复杂化。 这样一来, 如何准确地对这些特殊建筑结构

进行分析, 就成了合理设计的基本前提。

现阶段针对水利行业中框架结构的设计, 许多研

究者开发出了结构力学求解器、 水利水电工程设计计

算程序集、 ZDM 新浪潮工具箱、 理正结构工具箱,

遗憾的是这些结构设计软件均局限在二维层面, 较难

准确地描述构件的实际受力情况; 而在工民建行业,

则有 PKPM[1]、 YJK、 SAP84、 SAP2000[2]、 ETABS[3]、

Midas Gen 等三维结构设计软件, 特别是 PKPM 的应

用最为广泛。 工民建行业 PKPM 软件结构设计依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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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标准, 而水利行业结构设计依据为水利行业标

准, 尽管两类标准关于结构设计表达式及分项系数的

选择上有所不同, 但配筋计算的核心原理基本一致,

并不影响 PKPM 在水利工程中的推广应用。

为提高水利工程设计效率, 许多设计人员针对

PKPM 在水利工程框架结构的分析提出多种改进措

施。 文献[4-10]直接套用 PKPM 软件进行水利工程设

计, 忽略不同规范之间的差异性; 文献[11]分析了

周期折减系数、 连梁刚度折减系数、 中梁刚度放大系

数对配筋量的影响; 文献[12-13]提出在 PKPM 数据

交互时, 在每项荷载上事先乘以修正系数, 再在计算

出的配筋量上乘以一个修正系数; 文献[14]通过调

整软件参数, 经多次试算使配筋结果与常规计算基本

一致, 最终选定合理的一组参数; 文献[15]通过 PK-

PM 分析将配筋量乘以放大系数或折减系数。

以上改进措施无论是对荷载、 参数或是配筋结果

进行调整, 其成果均不具备普遍性, 不能完全适用于

水利工程框架结构设计。 本文将基于 PKPM 软件, 结

合多年使用经验介绍在其水利工程框架结构分析中的

使用技巧, 并以两个算例验证其正确性。

1　 PKPM 在水利工程中的使用技巧

我国各行业的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基本上都采用

以概率为基础的极限状态设计法。 水利行业标准与国

家标准中混凝土结构实用设计表达式不同之处在于:

国家标准实用设计表达式中采用 3 个分项系数 (荷载

分项系数、 材料分项系数和结构重要性系数), 而水

利行业标准采用极限状态设计法进行设计, 在多系数

分析基础上, 将几个系数合并为一个安全系数, 采用

安全系数 K 表达的方式进行设计。 框架结构在两种标

准下的荷载组合及实用设计表达式见表 1。

为使 PKPM 软件正确应用于水利行业标准, 本文

提出在 PKPM 中自定义组合及工况, 将安全系数 K 整

合到各工况荷载分项系数中。 水利行业永久荷载分项

系数 γG1K取 1． 05、 一般可变荷载分项系数 γQ1K取 1． 2、

偶然荷载分项系数 γAK取 1． 0。 通过对两种标准下的

承载力极限状态实用设计表达式对比分析可知, 将荷

载效应组合设计值中每项荷载分项系数分别乘以安全

系数 K 再除以结构重要性系数 γ0, 即可完成各工况

下安全系数 K 的整合。 各工况下荷载分项系数推导过

程见表 2。

在 PKPM 分析和设计参数补充定义对话框中, 选

择荷载组合, 组合信息, 增加荷载组合及修改荷载分

项系数, 根据 PKPM 中自定义组合及工况表的格式,

将表 3 中推导的荷载分项系数输入, 即可保证 PKPM

计算出来的结构内力及配筋基本符合水利行业标准。

值得一提的是, 输入自定义组合及工况表中荷载分项

系数可以通过组合按钮导出名为 LOADCOM． pm 的文

件, 再次进行水利工程框架结构设计时, 通过导入自

定义组合按钮导入该文件, 可大幅度提高设计效率,

将设计人员从烦琐的数据输入工作中解脱出来。

表 1　 框架结构在不同标准下荷载组合及实用设计表达式对比

《水工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SL 191—2008)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2010)

荷载效应组合 荷载效应组合设计值 S
承载能力极限状

态设计表达式
荷载效应组合 荷载效应组合设计值 S

承载能力极限状

态设计表达式

基本组合 (永久荷载

对结构起不利作用)

S = γG1KSG1K + γQ1KSQ1K +

γQ2KSQ2K

基本组合 (永久荷载

对结构起有利作用)

S = γG1KSG1K + γQ1KSQ1K +

γQ2KSQ2K

偶然组合
S = γG1KSG1K + γQ1KSQ1K +

γAKSAK

KS≤R

基本组合

(可变荷载控制)

S = γG1KSG1K + γQ1KSQ1K +

γQ2KSQ2K

基本组合

(永久荷载控制)

S = γG1KSG1K + γQ1KSQ1K +

γQ2KSQ2K

偶然组合
S = γG1KSG1K + γQ1KSQ1K +

γAKSAK

γ0S≤R

　 　 注　 K 为承载能力安全系数; γ0 为结构重要性系数; γG1K为恒载分项系数; γQ1K、 γQ2K为活载分项系数; γAK为偶然荷载分项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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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PKPM 自 定 义 组 合 荷 载 分 项 系 数 推 导

水工建筑物

级别
安全系数 K 荷　 载　 分　 项　 系　 数　 推　 导

1

1． 35
基本组合 (永久荷载

对结构起不利作用)

1． 35
基本组合 (永久荷载

对结构起有利作用)

1． 15 偶然组合

K / γ0S = K / γ0 ( γG1K SG1K + γQ1K SQ1K ) = 1． 35 / 1． 1 × ( 1． 05SG1K + 1． 2SQ1K ) =

1． 2886SG1K + 1． 4727SQ1K

K / γ0S = K / γ0 (γG1KSG1K + γQ1KSQ1K + γQ2K SQ2K) = 1． 35 / 1． 1 × (1． 05SG1K + 1． 2SQ1K

+ 1． 2SQ2K) = 1． 2886SG1K + 1． 4727SQ1K + 1． 4727SQ2K

K / γ0S = K / γ0 ( γG1K SG1K + γQ1K SQ1K ) = 1． 35 / 1． 1 × ( 0． 95SG1K + 1． 2SQ1K ) =

1． 1659SG1K + 1． 4727SQ1K

K / γ0S = K / γ0 (γG1KSG1K + γQ1KSQ1K + γQ2K SQ2K) = 1． 35 / 1． 1 × (0． 95SG1K + 1． 2SQ1K

+ 1． 2SQ2K) = 1． 1659SG1K + 1． 4727SQ1K + 1． 4727SQ2K

K / γ0S = K / γ0 (γG1K SG1K + γQ1K SQ1K + γAK SAK ) = 1． 15 / 1． 1 × (1． 05SG1K + 1． 2SQ1K

+ 1． 0SAK) = 1． 0977SG1K + 1． 2545SQ1K + 1． 0455SAK

2、 3

1． 20
基本组合 (永久荷载

对结构起不利作用)

1． 20
基本组合 (永久荷载

对结构起有利作用)

1． 00 偶然组合

K / γ0S = K / γ0 ( γG1K SG1K + γQ1K SQ1K ) = 1． 2 / 1． 0 × ( 1． 05SG1K + 1． 2SQ1K ) =

1． 26SG1K + 1． 44SQ1K

K / γ0S = K / γ0 (γG1KSG1K + γQ1K SQ1K + γQ2K SQ2K ) = 1． 2 / 1． 0 × (1． 05SG1K + 1． 2SQ1K

+ 1． 2SQ2K) = 1． 26SG1 K + 1． 44SQ1K + 1． 44SQ2K

K / γ0S = K / γ0 ( γG1K SG1K + γQ1K SQ1K ) = 1． 2 / 1． 0 × ( 0． 95SG1K + 1． 2SQ1K ) =

1． 14SG1K + 1． 44SQ1K

K / γ0S = K / γ0 (γG1KSG1K + γQ1K SQ1K + γQ2K SQ2K ) = 1． 2 / 1． 0 × (0． 95SG1K + 1． 2SQ1K

+ 1． 2SQ2K) = 1． 14SG1K + 1． 44SQ1K + 1． 44SQ2K

K / γ0S = K / γ0 (γG1KSG1K + γQ1KSQ1K + γAK SAK ) = 1． 0 / 1． 0 × (1． 05SG1K + 1． 2SQ1K +

1． 0SAK) = 1． 05SG1K + 1． 2SQ1K + 1． 0SAK

4、 5

1． 15
基本组合 (永久荷载

对结构起不利作用)

1． 15
基本组合 (永久荷载

对结构起有利作用)

1． 00 偶然组合

K / γ0S = K / γ0 ( γG1K SG1K + γQ1K SQ1K ) = 1． 15 / 0． 9 × ( 1． 05SG1K + 1． 2SQ1K ) =

1． 3417SG1K + 1． 5333SQ1K

K / γ0S = K / γ0 (γG1KSG1K + γQ1KSQ1K + γQ2KSQ2K) = 1． 15 / 0． 9 × (1． 05SG1K + 1． 2SQ1K

+ 1． 2SQ2K) = 1． 3417SG1K + 1． 5333SQ1K + 1． 5333SQ2K

K / γ0S = K / γ0 ( γG1K SG1K + γQ1K SQ1K ) = 1． 15 / 0． 9 × ( 0． 95SG1K + 1． 2SQ1K ) =

1． 2139SG1K + 1． 5333SQ1K

K / γ0S = K / γ0 (γG1KSG1K + γQ1KSQ1K + γQ2K SQ2K) = 1． 15 / 0． 9 × (0． 95SG1K + 1． 2SQ1K

+ 1． 2SQ2K) = 1． 2139SG1K + 1． 5333SQ1K + 1． 5333SQ2K

K / γ0S = K / γ0 (γG1KSG1K + γQ1KSQ1K + γAK SAK ) = 1． 0 / 0． 9 × (1． 05SG1K + 1． 2SQ1K +

1． 0SAK) = 1． 1667SG1K + 1． 3333SQ1K + 1． 111SAK

表 3　 PKPM 自 定 义 组 合 荷 载 分 项 系 数

水工建筑物

级别
安全系数 K 组　 合 恒　 载 活　 载 X 向风荷载 Y 向风荷载 X 向地震 Y 向地震 Z 向地震

1 1． 35

1 1． 2886 1． 4727

2 1． 2886 1． 4727 1． 4727

3 1． 2886 1． 4727 1． 4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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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水工建筑物

级别
安全系数 K 组　 合 恒　 载 活　 载 X 向风荷载 Y 向风荷载 X 向地震 Y 向地震 Z 向地震

1

1． 35

1． 15

1 1． 1659 1． 4727

2 1． 1659 1． 4727 1． 4727

3 1． 1659 1． 4727 1． 4727

1 1． 0977 1． 2545 1． 0455

2 1． 0977 1． 2545 - 1． 0455

3 1． 0977 1． 2545 1． 0455

4 1． 0977 1． 2545 - 1． 0455

5 1． 0977 1． 2545 1． 0455

2、 3

1． 20

1． 20

1． 00

1 1． 26 1． 44

2 1． 26 1． 44 1． 44

3 1． 26 1． 44 1． 44

1 1． 14 1． 44

2 1． 14 1． 44 1． 44

3 1． 14 1． 44 1． 44

1 1． 05 1． 2 1． 0000

2 1． 05 1． 2 - 1． 0000

3 1． 05 1． 2 1． 0000

4 1． 05 1． 2 - 1． 0000

5 1． 05 1． 2 1． 0000

4、 5

1． 15

1． 15

1． 00

1 1． 3417 1． 5333

2 1． 3417 1． 5333 1． 5333

3 1． 3417 1． 5333 1． 5333

1 1． 2139 1． 5333

2 1． 2139 1． 5333 1． 5333

3 1． 2139 1． 5333 1． 5333

1 1． 1667 1． 3333 1． 1111

2 1． 1667 1． 3333 - 1． 1111

3 1． 1667 1． 3333 1． 1111

4 1． 1667 1． 3333 - 1． 1111

5 1． 1667 1． 3333 1． 1111

2　 算　 例

本算例为重力坝坝顶人行道, 横向由两块预制实

心板铺设在坝体伸出悬臂梁上而成 (见图 1), 每块

板的标志宽度 750mm, 板厚 100mm。

板上人群荷载标准值 3． 0kN / m2。 采用 C25 混凝

土与 HRB335 钢筋, 保护层厚度 25mm, 人行道安全

级别为Ⅲ级, 基本组合承载力安全系数 K = 1． 15, 结

构重要性系数 γ0 = 0． 9。 均布永久荷载 (板自重):

gk = 0． 1 × 0． 75 × 25 = 1． 88kN / m; 均布可变荷载 (人

群荷载) qk = 3 × 0． 75 = 2． 25kN /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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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坝顶人行道简图 (单位: mm)

1—预制板; 2—坝体; 3—悬臂梁

常规计算: 荷载效应组合设计值为

Ms = 1
8 (1． 05gk + 1． 2qk) l

2
0 = 4． 58kN·m

　 　 截面抵抗矩系数为

αs = KMs

fcbh
2
0

= 0． 1396

　 　 相对受压区计算高度为

ξ = 1 - 1 - 2αs = 0． 151

　 　 受拉钢筋面积为

As =
fcbξh0

fy
= 292mm2

　 　 PKPM 程序荷载效应组合设计值计算时, 按照本

文提出的 PKPM 自定义组合及工况, 将恒载分项系数

取 1． 3417、 活载分项系数取 1． 5333, 计算得弯矩包

络图 (见图 2), 跨中最大弯矩为 5． 8kN·m; PKPM

程序配筋计算时, 按照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2010) 实用设计表达式, 将跨中最大弯矩乘

�0.1 �0.1
0.10.1

5.8

0 0

00 00

图 2　 弯矩包络 (单位: mm)

以结构重要性系数 γ0 = 0． 9, 得 γ0M = 5． 2kN·m, 此

值与 《水工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SL 191—2008)

中 KMs 基本吻合, 计算得配筋包络图见图 3, 跨中截

面配筋面积为 312mm2, 相比手算配筋面积大 6． 4% ,

这是由于不同计算程序对截面有效高度 h0 取值的不

同导致的, 但总体来说 PKPM 程序计算成果基本上能

满足水利行业框架结构设计的要求。

750

150 150

150150

750750

750
312

图 3　 配筋包络 (单位: mm2)

在二跨三层框架结构中, 安全级别为Ⅱ级, 基本

组合承载力安全系数 K = 1． 2, 结构重要性系数 γ0 =

1． 0。 结构立面简图、 恒载图、 活载图、 风载图见

图 4 ~ 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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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框架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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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框架恒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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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框架活载

对两跨三层框架结构分别用结构力学法和 PKPM

程序计算结构内力, 采用结构力学法计算时, 恒载均

乘以 1． 26 分项系数, 活载均乘以 1． 44 分项系数; 采

4m
4m

4m

30kN 20kN

15kN

15kN

20kN

20kN

5m 5m

图 7　 框架左风荷载

用 PKPM 自定义组合及工况计算时, 恒载分项系数取

1． 26, 活载分项系数取 1． 44。 两种计算方法所得弯矩

设计值见图 8 和图 9。

图 8　 PKPM 计算弯矩包络 (单位: k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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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结构力学法计算弯矩 (单位: kN·m)

　 　 从图 8、 图 9 可以看出, 两种算法梁各跨中及端

部弯矩值相差较小, 基本在 7% 以内, 主要原因是用

结构力学方法计算结构内力时, 未考虑垂直于框架方

向的梁系对框架的约束作用, 而 PKPM 计算程序则考

虑了垂直于框架梁系的约束作用, 这样必然增加平面

内梁柱节点部位的刚度, 使得 PKPM 计算出来的边跨

端部弯矩较结构力学法计算值大; 这也说明 PKPM 与

实际结构受力状态更为接近, 同时验证了 PKPM 自定

义组合及工况计算程序应用于水利工程框架结构计算

的准确性和适用性。

3　 结　 语

水利工程设计人员往往因理论知识掌握深度不

足, 对规范理解不到位, 在应用 PKPM 软件进行水利

工程框架结构分析时, 完全依赖于计算软件, 忽略了

软件的适用范围及功能特性, 最终导致设计成果不能

完全满足安全、 经济、 适用、 美观的效果。 本文介绍

使用 PKPM 软件进行水利工程框架结构分析的使用技

巧, 同时给出算例展示 PKPM 软件分析水利工程框架

结构问题的合理性、 可靠性, 以促进 PKPM 软件在水

利工程泵站、 水闸等上部框架结构分析中的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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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坝水电站增效扩容改造设计
方案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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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淮阴区活动坝水利工程管理所, 江苏 淮安　 223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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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增强水电减排能力, 增强工程安全保障, 有效发挥惠农效应, 充分发挥水电事业在农村中的作

用, 根据电站实际运行情况, 在不增加原有机组台数的前提下, 对活动坝水电站进行增效扩容改造设计。 工程

改造后总装机容量为 2400kW, 比改造前扩容 480kW, 扩容率 25% , 水轮机发电机组效率提高显著。 增效扩容改

造以提高综合能效和安全性能、 促进水资源综合利用、 维护河流健康为目标, 为工程增效减排做出了贡献。
【关键词】 活动坝; 水电站; 增效扩容; 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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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Design Scheme of Efficiency-improving and Capacity-
expanding Transformation in Movable Dam Hydropower Station

ZHANG Jian1, ZHANG Yan2

(1. Huaiyin District Movable Dam Water Conservancy Engineering Management Institute, Huai’ an
223300, China;

2. Huaiyin District Huaigao Water Conservancy Service Station, Huai’ an 223300, China)

Abstract: The movable dam hydropower station transformation design is carried out to enhance the efficiency and expand
the capacity on the premise of not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original units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capacity of hydropower
emission reduction, enhance the safety guarantee of the project, effectively play the effect of agricultural benefits,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hydropower in the countryside,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operation of the power station. The total
installed capacity is 2400kW after the project transformation, which is 480kW more than that before the transformation. The
capacity expansion rate is 25% . The efficiency of the turbine generator unit i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iming at improving
comprehensive energy efficiency and safety performance, promoting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of water resources and
maintaining river health, efficiency-improving and capacity-expanding transformation contribute to efficiency increase and
emission reduction of the project.
Key words: movable dam; hydropower station; efficiency-improving and capacity expanding; design sch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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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程概况

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活动坝水电站, 位于江苏省

杨庄闸北首 350m 处废黄河旧河床上, 与江苏省杨庄

闸平行, 上游与淮河流域的废黄河、 淮沭河、 大运

河、 盐河五河相连 (见图 1)。 淮阴区活动坝水电站

始建于 1976 年 10 月, 1980 年 1 月并网发电, 安装 12

台 TSJ-160kW 同步发电机, 12 台 ZDJ-IW-120 水轮机,

2 台电力变压器, 总装机容量 1920kW, 电站设计水

头 3． 50m, 上游正常水位 11． 50m, 下游正常水位

7． 86m, 正常流量 5m3 / s, 实测 6m3 / s, 属于低水头、

大流量、 径流式电站。 电站主要为淮阴区居民及城镇

供电, 电站以 1 回 10kV 输电线路直接送至 10kV, 并

入地区 10kV 电网。 非发电期可调相运行, 以提高附

近地区用电质量。

图 1　 活动坝水电站位置示意图

2　 增效扩容必要性

电站在运行过程中, 不断对机组设备、 厂房、 水

工建筑物等进行保养、 维修和改造, 做了很多工作,

保持了活动坝水电站长期、 稳定、 安全、 可靠、 高效

的运行, 但由于历史原因, 受到了方方面面的制约,

特别是资金不足, 设备、 厂房、 水工建筑物等已不能

满足水电站运行的要求, 效率下降、 效益滑坡, 严重

阻碍了活动坝水电站的可持续发展 (见表 1)。

表 1　 活动坝电站发电量统计

年　 　 份 2008 2009 2010 2011

发电量 / kW·h 12160000 11240000 13460000 10920000

3　 改造方案

3． 1　 水轮机选择

活动坝电站为低水头电站, 水头变化很小。 设计

水头 5． 00m 条件下可采用轴流式水轮机。 但因属改造

工程, 在不影响原电站水工结构的前提下, 改造优先

选用原轴流式水轮机。 可供选择的水轮机转轮型号有

ZDL90 / D120 等, 综合考虑各机型的能量性能、 汽蚀

性能、 机组造价以及运行工况区等因素后, 确定最适

合本站采用的机型[2] (见表 2)。

表 2　 水 轮 机 选 型 比 较

项　 　 目 方案一 方案二

水轮机型号 ZDT03-LMD-120 ZDL90 / D120

转轮直径 / m 1． 0 1． 0

额定转速 / ( r / min) 250 250

模型最优单位转速 / ( r / min) 40． 5 62． 0

设计工况单位转速 / ( r / min) 40． 17 59． 80

额定功率 / kW 200 200

运行工况区真机最高效率 / % 89． 5 92． 9

运行工况区情况 高效区宽广 高效区宽广

机组中心至设计尾水面高度 / m 1． 600 1． 958

配套发电机型号 SFW125-10 / 850 SFW25-10 / 850

机组总价 / 元 174000 186000

比较结果 推荐 不推荐

　 　 通过以上两个方案比较分析可知: 两个方案对应

的厂房土建造价基本相同, 方案二的运行效率最高,

两方案机组运行高效区范围均较优越。 机组造价方案

一比方案二少 1． 2 万元。 两个方案均可很好地用于本

电站。 考虑到本站属改造方案, 土建不允许有较大改

变, 而且要便于检修、 更换。 经综合比较并考虑到电

站改造的特点, 选用方案一的 ZDT03-LMD-120 机型,

能很好满足本站要求, 因此采用 ZDT03-LMD-120 机型。

3． 2　 电气系统改造

3． 2． 1　 主接线设计

自 10kV 升压站起的线路使用原变电所的输电线

路, 全长 5km。 电杆采用 22． 5m 的等径水泥杆, 导线

采用 70mm2 的钢芯铝绞线, 输送容量 2400kW。 10k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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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线采用单母线线路、 变压器组成接线, 为了运行、

检修的可靠和方便, 主变选用 2 台, 发电机 400V 电

压由 2 台变压器升压后, 经 10kV 母线并入地区电网。

3． 2． 2　 站用电

电站站用电源取自发电机母线处, 站用电压采用

380 / 220V 三相四线制系统, 由 GCS 屏经厂用配电屏

供给负荷和照明[3]。

3． 2． 3　 主变压器设计

发电机电压由 2 台 1600kVA 主变升高至 10kV,

而后经 10kV 母线并入地区电网。 主变型号为 S11-

1600 / 10 / 0． 4, 采用 D / YO-11 型连接, 即高压侧绕组

接成三角形, 低压绕组接成星形并中性点接地。 主变

高压侧为 10kV, 低压侧为 0． 4kV。 站房内 0． 4kV 低

压系统采用单母线分段接线, 1 ~ 6 号发电机接于第

一段母线, 7 ~ 12 号发电机接于第二段母线, 其优点

是安全可靠, 运行灵活, 布置简单, 维护检修方便。

主变保护设过流保护、 过负荷保护、 低电压保

护、 温度保护等, 采用 GE 公司的 T60 保护单元, 安

装于主变开关柜内。

3． 2． 4　 其他电气设备设计

电站电源由 LGJ-70 钢芯铝绞线接入, 查标准该

导线额定载流量为 275A。 该站 12 台发电机运行时其

高压侧电流为 184． 6A, 该站现有 10kV 线路载流能力

亦能满足要求。

根据回路工作电流对主变 0． 4kV 母线、 电动机回

路 0． 4kV 电缆的允许载流量进行了复核并校验了其热

稳定性, 根据计算结果现有导体载流量虽能满足要

求, 但因为铝排腐蚀严重, 影响载流能力, 故更新为

铜排。

3． 2． 5　 励磁装置

发电机直流励磁装置, 设计方案选用微机型励磁

装置, 并与站微机监控系统相配套。 根据电站增容要

求相应增加励磁变压器容量。 励磁装置选用 WFL-

10000 型低压发电机可控硅励磁系列产品, 该产品满

足中小型同步发电机励磁系统基本技术要求。

3． 2． 6　 厂房暖通

本站主厂房为半地下式单层厂房, 开阔空间高

大, 但因半地下站房无足够的通风及采光窗户, 计划

在站房侧安装 10 台轴流式风机进行强迫通风[4]。

3． 2． 7　 消防设计

消防设计主要依据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安全技

术规范[5]及水利水电程设计防火规范等国家有关标准

规定。 消防设计以 “预防为主、 防消结合” 和 “确

保重点、 兼顾一般、 便于管理、 经济适用” 为原则。

在确保消防安全的前提下, 尽可能利用常用设备, 减

少投资费用, 做到保证安全, 方便使用, 经济合理。

设计方案采用以消防水为主的消防方式, 再辅以

化学灭火机方式消防。 按水电站的厂房尺寸和机组间

距及单个消火栓的消火范围, 按间距 12m 分别布置 2

个消火栓。

本站室内油桶直径很小, 不设油桶顶水喷雾头。

油类的消防采用以化学灭火机为主、 水消火栓为辅的

方式。

4　 电气系统保护设计

4． 1　 继电保护

继电保护的功能是及时查明运行中电气设备的故

障, 并能将故障部分自动断开。 为保证无故障部分的

正常工作, 要求继电保护动作迅速, 具有选择性, 保

护采用微机保护装置。

4． 1． 1　 过流速断保护

过流速断保护利用其速断部分作为相间短路保

护, 用于瞬时跳闸, 迅速关闭导叶及信号。 瞬时动作

一次电流按发电机额定电流的 1． 4 倍整定, 该站发电

机额定电流为 362A, 瞬时动作一次电流为 506． 8A。

4． 1． 2　 过负荷保护

过负荷保护由装在中相的过电流继电器构成, 当

发电机过负荷时继电器经一定时展动作于信号。 电流

继电器的整定电流为发电机额定电流的 1． 2 倍, 即

434． 4A, 动作时限为 1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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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 3　 过电压保护

过电压保护由过速继电器和过电压继电器构成。

当水轮发电机组在运行中突然甩掉负荷时, 就会产生

飞车现象, 转速大大超过发电机额定转速, 这么高的

转速, 势必会造成过电压, 此时过速和过电压继电器

则动作于迅速关闭导叶, 后开关跳闸于信号并使水阻

可靠地自动接入电路。 过电压继电器动作电压整定为

额定值的 1． 2 倍, 即 480V。

4． 2　 防雷保护

4． 2． 1　 直接雷击保护

水电站防直接雷采用独立的避雷针, 主、 副厂房

利用装设在屋顶的避雷带保护。 为了保护变电所不受

雷击的破坏, 在变电所出线架设 2km 避雷线, 在

10kV 出线始端装设 3 只 10kV 氧化锌避雷器, 为使站

房不被直接雷损坏, 在站房顶高出女儿墙 30cm 用

ϕ10 圆钢装置一圈环形避雷带, 并与女儿墙及屋面钢

筋焊接后引下。

4． 2． 2　 接地装置

本站装设两组独立的接地网, 一组为避雷针接地

网, 接地电阻不大于 10Ω, 另一组为电站的工作接地

网, 即主接地网, 其接地电阻不超过 4Ω, 接地装置

应尽量利用自然接地体, 并与人工接地网、 厂房钢筋

等用电焊牢固连接, 成为整体。 若不能满足接地电阻

要求, 还需增设人工接地装置或进行降阻处理。

为了将本站各种不同用途和各种不同电压的电气

设备可接地, 采用由带形和棒形接地体联合组成的接

地装置。 棒形接地体用 12 根每根长 2． 2m 的 ϕ25 圆钢

打入地下, 用 40mm × 4mm 扁钢连接成长方环形, 其

接地回路总长 76． 5m, 水平铺设在 2． 25m 高程土层,

与棒形接地体相焊接。 接地电阻要求小于 4Ω。 接地

网用 12 根 ϕ16 钢筋沿中墙引伸至站房顶避雷网, 在

向上引伸过程中均需与水工建筑内的构造钢筋焊接。

另外, 在主机层用 40mm × 4mm 扁钢与接地网引上钢

筋分别焊接引出作为电气设备的保护接地与工作

接地[6]。

5　 综合评价

活动坝水力发电站, 利用主汛期有效水位可发电

约 4 个月, 丰水年可达到 5 ~ 6 个月, 在目前水力资

源条件下, 增效扩容改造设计方案实施后, 水轮机效

率提高近 5% ~ 8% ; 新叶轮水力模型效率可提高

6% ~9% , 小功率节能型发电机效率比老高耗能发电

机高出 5% ~ 7% , 仅考虑水力发电机组性能, 即可

使效率提高 11% ~ 17% 。 通过更新节能型变压器、 载

流体铝排母线等配电设备, 效率提高 6% ~ 9% , 电

站综合效率可提高 18% ~ 27% , 发电量及经济效益

等明显提高 (见表 3)。

表 3　 活动坝电站发电量统计[2]

年　 　 份 2018 2019 2020 2021

发电量 / (kW·h) 12046020 7708860 8895900 13166480

装机容量 / kW 2400 2400 2400 2400

用水量 / 亿 m3 87． 0 94． 1 102． 0 105． 0

经济收入 / 元 4709990 3014160 3478290 5148090

6　 结　 语

淮阴区活动坝水电站增效扩容改造后, 充分利用

了过水流量, 加快了电站持续高效发展的步伐, 提高

了水能的利用效率, 生产了更多的清洁电力, 为本地

区以及周边地区的工农业生产、 人民的生活做出了重

大贡献, 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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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基材料重碳酸型腐蚀机理试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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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黄河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河南 郑州　 450003)

【摘　 要】 水工混凝土由于常年与水接触, 其性能因水中的离子成分及含量会受到影响, 形成严重腐蚀。 文章

将低碱度软水和饱和氢氧化钙溶液分别作为重碳酸钙腐蚀组和对照组的腐蚀溶液, 以质量变化、 喷洒酚酞后颜

色变化、 物相变化、 差示扫描量热分析图变化为评价指标, 研究了重碳酸型溶液对水泥基材料的腐蚀机理。 结

果表明: 水泥基材料重碳酸型腐蚀的机理在于外界低碱度软水与水泥石接触, 水泥石表层孔溶液中的 Ca2 + 、
OH - 在浓度差的作用下通过扩散进入到外界水环境中, 导致 pH 值下降, 高碱性水化产物 (C-S-H、 AFt 等) 失

去高碱性环境的保护, 发生分解, 生成无定形硅胶、 可溶性离子及非胶凝物质等。
【关键词】 水泥基材料; 重碳酸型; 腐蚀机理

中图分类号: TV42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3-8241 (2022) 03-036-06

Experimental Study on Bicarbonate Corrosion Mechanism of
Cement-based Materials

PAN Yiwei1, YANG Lin2

(1.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and Quality Safety Center, Ministry of Water Resources, Beijing 100038, China;
2. Yellow River Engineering Consulting Co．, Ltd．, Zhengzhou 450003, China)

Abstract: The performance of hydraulic concrete is affected due to perennial contact with water because of the ionic
composition and content in water, thereby forming serious corrosion. Soft water with low alkalinity and saturated calcium
hydroxide solution are respectively used as the corrosion solutions of the calcium bicarbonate corros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in the paper. The corrosion mechanism of bicarbonate solution on cement-based materials is studied according to
quality change, color change after phenolphthalein spraying, phase change and differential scanning calorimetry analysis
chart change as evaluation index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cement-based material bicarbonate corrosion mechanism lies in
the contact of external low alkalinity soft water with set cement. The Ca2 + and OH - in set cement surface pore solution
enters the external water environment through diffusion under the action of concentration difference, thereby decreasing the
pH value. The high alkaline hydration products ( C-S-H, AFt, etc. ) is discomposed due to loss of high alkaline
environment protection, thereby forming amorphous silica gel, soluble ions, non-cementitious substances, etc.
Key words: cement based materials; bicarbonate; corrosion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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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工混凝土由于常年与水接触, 其性能因水中的

离子成分及含量而受到严重影响。 有研究表明[1]重碳

酸型腐蚀为分解类腐蚀。 腐蚀作用将破坏硬化混凝土

内部孔溶液的碱性环境, 促使水泥水化产物分解, 导

致水工混凝土内部疏松多孔, 削弱水泥基材料的耐久

性能和力学性能, 威胁水工建筑物的安全。

已有的文献中, 王铠[2]对低碱度软水及其对水泥

基材料的腐蚀做了专门讨论。 通常 HCO -
3 浓度小于

1． 0mmol / L 的天然水被定义为低碱度软水。 根据 《中

华人民共和国岩土工程勘察规范》 (2009 年版) (GB

50021—2001) [3], 低碱度软水具备如下特点: 矿化度

小于等于 0． 1g / L; HCO -
3 浓度小于 1． 0mmol / L; 腐蚀

混凝土的天然水。 显然, 纯水 (HCO -
3 浓度和矿化度

为零) 是低碱度软水的极限表现。 低碱度软水对混凝

土的腐蚀为溶出型分解类腐蚀。 王铠将低碱度软水对

混凝土的腐蚀过程概括为三个步骤: 一是低碱度软水

将水泥石表面的 CaCO3 薄膜溶解; 二是水泥石毛细孔

中的游离 Ca(OH) 2 溶解到水中, 通过扩散作用溶出

至混凝土外; 三是毛细孔溶液碱度降低, 水泥石主要

成分开始水解, 腐蚀发生。 Moranville et al． [4] 和 Ka-

mali et al[5]以纯水为腐蚀介质, 进行了不同环境温度

和胶凝物质组成等对硬化水泥浆体中氢氧化钙溶出深

度影响的研究, 腐蚀溶液环境条件以及净浆性能对于

硬化浆体劣化动力学影响的研究, 建立了相关模型。

Haga et al． 进行了水泥净浆在去离子水中的溶出试

验, 试验结果揭示了 Ca(OH) 2 的溶解前线深度与 t1 / 2

存在线性关系; 微观层面上, C-S-H 的溶出会增大内

部孔隙率。 以上研究表明重碳酸型腐蚀的动力本质上

来源于水的纯度, 纯度越高, 腐蚀作用越强。 但是,

目前国内外文献中对混凝土重碳酸型腐蚀机理的研究

报道较少, 相关研究不够系统, 混凝土重碳酸型腐蚀

机理尚不明确。 本文在实验室模拟腐蚀条件下水泥基

材料的外观、 质量和抗压强度等宏观性能变化, 并通

过微观物相组成分析 (XRD)、 差示量热分析 (TG /

DSC) 等方法, 揭示重碳酸型溶液对水泥基材料的腐

蚀机理。

1　 试　 验

1． 1　 试验原材料

试验采用同力牌 42． 5 级中热硅酸盐水泥 (化学

成分见表 1)。 依据 《中热硅酸盐水泥、 低热硅酸盐

水泥》 (GB / T 200—2017), 该水泥检测结果满足技

术要求。 拌和水采用自来水。

表 1　 水泥化学成分

成　 分 CaO SiO2 Al2O3 Fe2O3 MgO SO3 f-Ca 烧失量

含量 / % 62． 18 21． 66 4． 47 5． 38 2． 06 0． 20 0． 78 0． 04

1． 2　 试验配合比

试验采用水灰比为 0． 40 的水泥净浆试件, 尺寸

为 40mm × 40mm × 160mm。 成型两组试件, 分别为重

碳酸型腐蚀组和对照组, 每组三个试件 (见图 1)。

将两组试件置于水泥恒温恒湿养护箱内 (温度 20℃,

相对湿度大于 90% ) 养护 24h 后脱模, 在水泥胶砂

养护水槽中放置 28d 取出。

图 1　 成型的净浆试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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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试验方法

1． 3． 1　 腐蚀环境

水泥净浆试件在和空气接触过程中表面会发生碳

化生成碳酸钙薄膜, 碳酸钙薄膜难溶于水, 对内部净

浆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因此, 用砂纸将重碳酸型腐蚀

组试件表面轻微打磨至露出新鲜硬化浆体 (见图 2)。

用煮沸冷却后的蒸馏水将重碳酸型腐蚀试件和空白

对比试件冲洗干净, 用拧干的湿抹布将试件表面吸

至饱和面干状态, 用百分之一天平称量其初始质量

(见图 3)。

图 2　 对净浆试件进行打磨

图 3　 称量腐蚀前基准质量

目前, 针对低碱度软水对水泥基材料破坏的研

究, 国内外均未出台相关的试验标准。 因此, 设计了

一套重碳酸型腐蚀容器试验装置 (见图 4)。 将重碳

酸型腐蚀组试件置于腐蚀容器内, 加蒸馏水至淹没试

件 2cm, 密封隔绝空气中的二氧化碳, 将对照组试件

放入饱和氢氧化钙溶液中 (见图 5)。 试验过程中,

为加快腐蚀速度, 腐蚀容器内蒸馏水每天更换 1 次。

腐蚀龄期为 56 天。

图 4　 重碳酸型腐蚀容器

图 5　 饱和氢氧化钙溶液养护

1． 3． 2　 测试方法

到腐蚀龄期后, 取出净浆试件, 同样用拧干的湿

抹布将试件表面吸至饱和面干状态, 称量其受腐蚀后

试件及空白对比试件的质量。 在水泥胶砂全自动压力

试验机上进行抗折试验。 观察抗折试验后新鲜断面净

浆表面层的变化, 将 2% 无色酒精酚酞溶液喷洒至新

鲜断面, 待显色稳定后拍照。 在重碳酸型及碳酸型腐

蚀条件下, 水泥石孔溶液中氢氧根离子和碱性离子向

外迁移, 孔溶液的 pH 值下降, 经过较长时间后, 水

泥石的 pH 值下降至 8 以下, 这一过程可称为中性化

过程, 中性化区域的深度称为 “中性化深度” 或

“腐蚀深度” [7-8]。 无色酚酞试剂随 pH 值的颜色变化

如下所述: 酸性环境中颜色不变, 在弱碱性环境

(8． 0≤pH≤11． 0) 中转变为紫红色, 强碱性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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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 > 11． 0) 中先变为紫红色后再慢慢褪色[9], 基于

此, 可通过无色酚酞试剂识别腐蚀区域和未腐蚀区域

(见图 6), 待显色稳定后量取腐蚀区深度。

图 6　 喷洒酚酞试剂前后对比

　 　 用锉刀分别对腐蚀区和未腐蚀区进行磨粉取样,

进行 TG / DSC 分析和 XRD 分析。 TG / DSC 设备为德国

耐驰 204F1 型 (见图 7), 扫描温度为 25 ~ 1000℃,

升温速度为 10℃ / min, 采用氮气保护。 XRD 采用德国

布鲁克 D8 Advance 型 (见图 8)。 铜靶, 管电压 40mA。

图 7　 差示扫描量热分析仪

图 8　 XRD 射线衍射分析仪

2　 结果与讨论

2． 1　 质量变化

试验进行到 56 天, 取出试件, 手感发黏, 有白

色物质溶出, 证明产生了质量损失。 表 2 为受腐蚀前

后净浆试件质量的变化情况, 与 28 天水泥净浆的质

量相比, 受腐蚀 56 天试件的质量有一定程度的增长,

这是由于水泥石在 28 天之后的继续水化反应引起的

质量增大超出腐蚀作用引起的质量下降。 其中, 饱和

氢氧化钙溶液试件质量增长率为 0． 10% , 蒸馏水腐

蚀试件质量增长率为 0． 04% 。 蒸馏水腐蚀试件的质

量增长率低于饱和氢氧化钙溶液试件 (尽管这种差异

是微小的), 说明蒸馏水腐蚀对净浆试件的宏观性能

产生了一定的不利影响。

表 2　 受 腐 蚀 前 后 试 件 的 质 量 单位: g

组　 　 别
28 天基础质量 养护或腐蚀 56 天后质量

单　 个　 值 平均值 单　 个　 值 平均值

对照组 502． 64 500． 31 497． 24 500． 06 503． 02 500． 65 498． 00 500． 56

重碳酸型腐蚀组 496． 88 499． 03 502． 18 499． 36 497． 11 499． 20 502． 42 499． 58

2． 2　 净浆腐蚀区的宏观特征

从喷洒酚酞试剂后, 水泥净浆试件新鲜断面的变

色情况 (见图 9) 中可明显观察到, 水泥净浆试件在

蒸馏水中腐蚀一段时间后, 试件核心区遇酚酞变紫

色, 而核心区四周不变色, 形成了明显的腐蚀区域。

由于试验过程中保持试件与空气隔绝, 因此, 可排除

试件与空气中二氧化碳接触引起碳化导致中性化的可

能。 合理的解释是: 在蒸馏水腐蚀条件下, 水泥石孔

溶液中氢氧根离子和碱性离子向外迁移, 孔溶液的

pH 值下降, 经过较长时间后, 试件环周水泥石的 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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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下降至 8 以下, 形成了明显的腐蚀区域。

图 9　 腐蚀区和未腐蚀区的显色

2． 3　 腐蚀后净浆的物相变化

由水泥净浆试件未腐蚀区 (紫色部分) 和腐蚀

区 (无色部分) 的 XRD 图谱 (见图 10) 可知, 未腐

蚀区和腐蚀区的微观物相组成有较大的差异。 未腐蚀

区晶相物质主要是 CH 和 C-S-H, 而腐蚀区看不到 CH

晶相的特征衍射峰, 主要由 C-S-H、 无定形的硅胶等

组成, 这说明在蒸馏水腐蚀条件下, 腐蚀区水泥石内

部的氢氧化钙已经溶解到外部水环境中, 此为产生质

量损失的原因。 由于腐蚀时间较短, 腐蚀作用的主要

表现为 CH 的分解和溶出, 水泥石的碱度下降有限,

水化产物 C-S-H 分解缓慢, 故腐蚀区的 XRD 射线衍

射图谱中仍有残存的 C-S-H 的衍射峰。 说明腐蚀作用

发生是以 CH 的溶出为先导的。

图 10　 未腐蚀区和腐蚀区的 XRD 图谱

2． 4　 差示扫描量热分析

由水泥净浆试件未腐蚀区 (紫色部分) 和腐蚀

区 (无色部分) 的 DSC 图 (见图 11) 可知, 与水泥

净浆试件未腐蚀区相比, 腐蚀区的 DSC 曲线上在 450

~ 500℃温度区间范围里的 CH 晶相分解吸热峰明显

减小, 而曲线其他温度区间的变化趋势基本保持一

致, 同样说明腐蚀作用的主要表现为 CH 的分解和溶

出, 而其他物相变化相对较小。 可以认为, 在短腐蚀

龄期内受腐蚀后, 水泥石内部的主要变化为 CH 晶相

的分解和流失, 即水泥石的劣化主要表现为 Ca2 + 、

OH - 的溶出。

图 11　 未腐蚀区和腐蚀区的 DSC 图对比

从上述对水泥净浆试件腐蚀区和未腐蚀区的宏观

和微观变化的分析可知, 受腐蚀之后, 材料的宏观性

能、 微观物相组成变化均表现出良好的一致性: 宏观

上, 腐蚀作用引起质量损失; 微观物相上, 腐蚀作用

初期引起水泥石 CH 晶相的分解, Ca2 + 、 OH - 扩散至

外部环境, 腐蚀作用后期引起碱度下降, 水化产物

C-S-H、 AFt 等开始分解。 重碳酸腐蚀发生的根本原

因是水泥石中 Ca(OH) 2 的分解和溶出。

结合以上分析, 并参考相关文献 [2,4-6], 可将

重碳酸型腐蚀的过程和机理解释如下:

HCO -
3 自身呈弱碱性, 水质中 HCO -

3 会与水发生

如下化学反应:

HCO -
3 + H2 ⥫⥬＝O OH - + H2CO3

　 　 上述反应式中当 HCO -
3 含量较少时, 反应生成的

OH - 浓度也较低, 当环境水中 OH - 浓度低于硬化混

凝土毛细孔溶液中 OH - 浓度时, 孔溶液中 OH - 向外

迁移, 孔溶液的碱度下降, 混凝土自身的 OH - 和其

他离子则不断溶出, 毛细孔中石灰碱度降低至一定程

度后, 不再拥有高碱性环境, 水泥基材料中水化产物

开始分解, 发生溶出型侵蚀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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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　 论

通过对水泥净浆试件在重碳酸腐蚀环境总的质量

变化、 喷洒酚酞后颜色变化、 物相变化、 差示扫描量

热分析图变化的分析, 研究了重碳酸型溶液对水泥基

材料的腐蚀机理, 得到如下结论: 水泥基材料重碳酸

型腐蚀的机理在于外界低碱度软水与水泥石接触, 水

泥石表层孔溶液中的 Ca2 + 、 OH - 在浓度差的作用下

通过扩散进入到外界水环境中, 导致 pH 值下降, 高

碱性水化产物 (C-S-H、 AFt 等) 失去高碱性环境的

保护, 发生分解, 生成无定形硅胶、 可溶性离子及非

胶凝等物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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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　 论

利用三维扫描技术评估不同混凝土修补材料在水

性颗粒冲击下的耐磨性能, 并将其与传统的质量损失

测量方法进行比较。 得到以下结论:

a． 体积损失是一个重要参数, 但在以往的研究

中往往被忽略; 大多数只考虑质量损失或磨损深度的

测量。 本研究首次引入三维扫描技术来精确测量体积

损失和磨损深度。

b． 早期的试验结果显示质量损失大于相应的体

积损失。 在磨损程度较低的情况下, 这两种方法都不

能提供足够准确的结果。 然而, 更具侵蚀性的研磨条

件可能会使这两种方法的结果产生更好的一致性。

c． 磨损深度和体积与混凝土龄期的关系与质量

损失相似。 作为单一的测量指标时, 最大磨损深度的

比较结果不那么准确。 因此, 在比较混凝土的耐磨性

能时, 应同时考虑质量损失或体积损失, 因为这比测

定几个离散和任意位置的磨损深度的平均值更具有参

考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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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云水库调蓄工程多级泵站峰谷运行情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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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进一步提高密云水库调蓄工程运行管理中的工程效益, 降低工程运行成本, 文章结合北京市峰谷

电价情况, 根据历年工程调度运行经验及各泵站间渠道最大调蓄容量, 提出泵站机组峰谷调度运行方式。 泵站

机组按照电价峰谷时段精准开停机组, 并合理调整流量, 通过计算验证, 各项数据满足工程调度运行要求, 为

多级泵站节能降耗平稳运行提供了新思路。
【关键词】 梯级泵站; 分时电价; 峰谷调度; 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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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Peak-Valley Operation Condition in Multistage Pump Station

WANG Xinxin, HAO Hongchen, CHU Xiaoyang
(Beijing Tuancheng Lake Management Office of South-to-North Water Diversion Project, Beijing 100195, China)

Abstract: The operation mode of the pump station unit peak and valley dispatching is proposed based on the peak-valley
electricity price in Beijing according to the project dispatching operation experience over the years and the maximum
regulation and storage capacity of each pump station channel in order to further improve the engineering benefit in the
operation management of Miyun Reservoir Regulation and Storage Project and reduce the operation cost of the project. Pump
station units are accurately turned on and off according to the peak and valley periods of electricity price. The flow is
adjusted reasonably. All data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project dispatching and operation through calculation and
verification. A new idea is provided for the stable operation of multistage pump stations with energy saving and consumption
reduction.
Key words: cascade pump station; time-of-use electricity price; peak-valley scheduling; energy saving

　 　 2021 年 7 月, 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 《关于进一

步完善分时电价机制的通知》, 部署各地进一步完善

分时电价机制, 服务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

建设, 促进能源绿色低碳发展。 此前发布的 《中共中

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中已明确了力争在

2030 年实现 “碳达峰”, 2060 年实现 “碳中和” 的

目标。 “十四五” 是我国碳达峰的窗口期和关键期,

电力调水泵站如何实现削峰填谷、 改善电能使用状

况、 促进新能源消纳, 瞄准 “碳达峰、 碳中和” 目

标, 实现降本增效, 保障电力输水泵站安全稳定经济

运行成为需要研究一个新课题。

1　 工程概况

1． 1　 泵站工程

密云水库调蓄工程是南水北调中线北京市内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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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之一, 总长 103km。 南水北调来水从团城湖 “出

发”, 加压输送至密云水库, 增加密云水库蓄水量,

提高北京市水资源战略储备和城市供水率。 南来之水

通过京密引水渠上的 9 级提升泵站 “爬高” 133m,

再流入密云水库。 团城湖—怀柔水库段设计输水流量

为 20m3 / s, 中途从李史山泵站通过小中河向密怀顺

水源地补水, 补水设计流量为 10m3 / s; 怀柔水库—

密云水库段输水流量为 10m3 / s。

1． 2　 渠道工程

密云水库调蓄工程 9 级泵站中, 1 ~ 6 级、 7 ~ 8

级泵站利用京密引水渠进行反向输水, 8 ~ 9 级泵站

使用 PCCP 管道输水, 9 站至密云水库采用钢管和输

水隧洞进行输水。 京密引水渠道全长 110km, 横贯密

云、 怀柔、 顺义、 昌平、 海淀 5 区。 渠首从密云水库

白河坝下的调节池出水口, 经六次跌水进入怀柔水库

调节后, 再从水库峰山口闸出口, 西经李家史山、 西

崔村、 大辛峰, 沿西部山前地带南折至青龙桥, 穿流

昆明湖, 在海淀区罗道庄与永定河引水渠汇合后, 流

入玉渊潭。 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通水后, 一方面自

来水厂使用南水替代密云水库向北京城区供水, 另一

方面通过京密引水渠反向输送南水至密云水库存蓄。

2　 能耗分析

2． 1　 泵站运行现状

能源消耗水平, 大的方面反映出一个国家的经济

结构和社会发展综合水平, 小的方面反映出一个单位

或一个企业的管理水平和发展能力。 节能降耗是一项

重要的工作, 在高耗能生产单位尤为重要, 节能降耗

就意味着为单位或企业增效, 对于直接消耗电力的长

距离、 高扬程梯级泵站工程, 电能消耗也是直接反映

该工程管理水平和高效节能工程的重要指标。 密云水

库调蓄工程是北方少有的长距离、 高扬程、 长时间运

行的梯级泵站工程。 主要工程内容包括 9 座泵站、 8

座节制闸, 22km 的 PCCP 管道, 以及泵站水泵、 电机、

电气自动化设备等, 装机 33 台, 装机容量 36． 32MW,

全年运行天数在 250 天左右, 年耗电量在 2000 万

kW·h 左右。 因此, 研究节能降耗运行方式是一项重

要的、 具有现实意义的工作。

2． 2　 峰谷电价

《泵站 技 术 管 理 规 程 》 ( GB / T 30948—2014 )

8． 2． 8 要求: 有条件的泵站, 宜根据供排水需要实行

电能峰谷调度。 如能够利用输水渠的有效容积, 通过

峰谷运行, 减少电力输水泵站能源消耗, 就能够达到

多级电力泵站经济运行、 减少电费支出的目标。

目前, 指导电能无法大规模存储, 生产与消费需

要实时平衡, 不同用电时段所耗用的电力资源不同,

供电成本差异很大。 在集中用电的高峰时段, 电力供

求紧张, 为保障电力供应, 在输配环节需要加强电网

建设、 保障输配电能力, 在发电环节需要调动高成本

发电机组顶峰发电, 供电成本相对较高; 反之, 在用

电较少的低谷时段, 电力供求宽松, 供电成本低的机

组发电即可保障供应, 供电成本相对较低。 分时电价

机制是基于电能时间价值设计的, 是引导电力用户削

峰填谷、 保障电力系统安全稳定经济运行的一项重要

机制安排。 分时电价机制又可进一步分为峰谷电价机

制、 季节性电价机制等。 峰谷电价机制是将一天划分

为高峰、 平段、 低谷, 季节性电价机制是将峰平谷时

段划分进一步按夏季、 非夏季等作差别化安排, 对各

时段分别制定不同的电价水平, 使分时段电价水平更

加接近电力系统的供电成本, 以充分发挥电价信号作

用, 引导电力用户尽量在高峰时段少用电、 低谷时段

多用电, 从而保障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 提升系统

整体利用效率、 降低社会总体用电成本。 以北京市的

非居民分时电价规定为例, 夏季执行四时段电价, 其

他时间执行三时段电价 (不含尖峰):

尖峰: 11 ∶ 00—13 ∶ 00, 16 ∶ 00—17: 00 (每年

7—8 月)

峰段: 10 ∶ 00—15 ∶ 00, 18 ∶ 00—21 ∶ 00;

平段: 07 ∶ 00—10 ∶ 00, 15 ∶ 00—18 ∶ 00, 21 ∶ 00—

23 ∶ 00;

谷段: 23 ∶ 00—07 ∶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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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分时电价见图 1。

图 1　 北京市非居民用电分时电价

3　 方案研究

3． 1　 渠道蓄水量

密云水库调蓄工程 1 ~ 6 站采用明渠输水, 输水

至怀柔水库, 7 站从怀柔水库取水通过明渠输水至 8

站, 8 站通过 22km 管道输水至 9 站调节池, 9 站通过

两条钢管输水至密云水库。 正常调度模式下, 各站采

用双机 24 小时不间断运行, 1 ~ 6 站通过调节机组角

度和频率来控制站前水位在合理范围内, 流量稳定在

10m3 / s。 7 ~ 9 站调度采用双机 24 小时不间断运行,

流量稳定在 10m3 / s, 因受 PCCP 管道设计因素限制,

基本不做调节 (根据设计文件和运行经验 1 ~ 9 站前

池各水位可控制调蓄量见表 1)。

表 1　 各 站 站 前 可 调 蓄 量

渠　 　 段
长度 /
km

正常运行

水位下调

蓄量 /

万 m3

上边界调

蓄量 /

万 m3

下边界调

蓄量 /

万 m3

最大调

蓄量 /

万 m3

团城湖—屯佃 7． 90 4． 80 2． 40 2． 20 9． 40

屯佃—前柳林 9． 43 14． 06 5． 70 5． 42 25． 18

前柳林—埝头 15． 80 28． 70 9． 40 8． 74 46． 84

埝头—兴寿 19． 29 29． 60 11． 60 10． 90 52． 10

兴寿—李史山 14． 41 25． 50 8． 50 7． 82 41． 82

李史山—西台上 5． 10 7． 16 2． 75 2． 47 12． 38

郭家坞—雁栖 8． 01 6． 88 3． 30 2． 84 13． 02

雁栖—溪翁庄 22． 00 — — — —

3． 2　 峰谷运行方案

结合北京市分时电价规定、 近几年工程调度运行

情况和各站站前可调蓄量, 选取 1 ~ 6 站为峰谷运行

泵站, 考虑 1 站前水厂取水需求, 水位可调节范围

小, 可调蓄量不可控, 仍采取双机 24 小时运行, 输

水流量稳定在 10m3 / s。

2 站在电费平段开双机, 全站流量约 15 ~ 15． 2

m3 / s; 峰段 (含尖峰) 不开机, 全站流量 0m3 / s; 谷

段开双机, 全站流量约 15m3 / s, 站前渠道水量站前

变化不超过 + 17． 8 万 m3, 可得 24h 内前 2 站前渠道

水量整体平衡情况。

3 站在电费平段开双机, 全站流量约 10m3 / s; 峰

段 (含尖峰) 不开机, 全站流量 0m3 / s,; 谷段开三

机, 全站流量约 20m3 / s, 站前渠道水量变化不超过

- 28． 8 万 m3, 可得 24h 内 3 站前渠道水量整体平衡

情况。

4、 5、 6 站在电费平段开双机, 全站流量约

10m3 / s; 峰段 (含尖峰) 不开机, 全站流量 0m3 / s,;

谷段开三机, 全站流量约 20m3 / s, 站前渠道水量站

前基本无变化, 可得 24h 内 4、 5、 6 站前渠道水量整

体平衡情况。

7 ~ 9 级泵站因扬程较高且为 PCCP 管道需保持 24

小时满管运行要求, 因此无法按照分时电价调节频繁

开停机, 调水期间保持 24 小时双机运行, 流量 10m3 / s

(峰谷运行情况见表 2)。

3． 3　 数据核算

3． 3． 1　 日输水量计算

本项计算目的为核对各站日输水量是否相近, 假

设各站流量计准确且无明显波动, 根据表 2 计算结果

如下:

1 站日输水量: 10m3 / s × 3600s × 24h = 86． 40 (万

m3) (以下计算单位省去);

2 站日输水量: 15 × 3600 × 3 + 15． 2 × 3600 × 5 +

14． 88 × 3600 × 8 = 86． 40 (万 m3);

3、 4、 5、 6 站日输水量 10 × 3600 × 8 + 20 × 3600

× 8 = 86． 40 (万 m3)。

由此, 各站日输水量完全相同, 说明峰谷调度运

行, 可以满足日常调水工作要求, 能够完成日常调水

任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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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 ~ 6 站 峰 谷 调 度

站　 　 点
时 间 段 07 ∶ 00—10 ∶ 00 10 ∶ 00—15 ∶ 00 15 ∶ 00—18 ∶ 00 18 ∶ 00—21 ∶ 00 21 ∶ 00—23 ∶ 00 23 ∶ 00—07 ∶ 00

时长 / h 3 5 3 3 2 8

屯佃泵站

机组运行数量 / 台 2 2 2 2 2 2

流量 / (m3 / s) 10 10 10 10 10 10

前池水量变化 / 万 m3 0 0 0 0 0 0

前柳林泵站

机组运行数量 / 台 2 0 2 0 2 2

流量 / (m3 / s) 15 0 15． 2 0 15． 2 14． 88

前池水量变化 / 万 m3 - 5． 4 18 - 5． 6 10． 8 - 3． 74 - 14． 06

埝头泵站

机组运行数量 / 台 2 0 2 0 2 3

流量 / (m3 / s) 10 0 10 0 10 20

前池水量变化 / 万 m3 5． 4 0 5． 6 0 3． 74 - 28． 8

兴寿、 李史山、
西台上泵站

机组运行数量 / 台 2 0 2 0 2 3

流量 / (m3 / s) 10 0 10 0 10 20

前池水量变化 / 万 m3 0 0 0 0 0 0

3． 3． 2　 日用电量计算

本项计算目的为核对峰谷调度用电量, 经查询机

组出厂特征曲线图及参数表在 5 ~ 7． 5m3 / s 时机组功

率变化不大, 因此为简化计算过程, 结合日常运行工

况, 设各站单台机组在 5 ~ 7． 5m3 / s 时耗电量均为

200kW·h, 根据表 2 计算结果如下:

正常调度模式下各站用电费用 (不含尖峰):

2 × 200kW × (8h × 1． 2884 + 8h × 0． 7697 + 8h ×

0． 3023) = 7553． 3 (元) (以下计算单位省去);

1 ~ 6 站单日总用电费用: 6 × 7553． 3 = 45319． 8

(元)。

峰谷调度模式下各站用电 (不含尖峰):

1 站日用电费用: 2 × 200 × (8 × 1． 2884 + 8 ×

0． 7697 + 8 × 0． 3023) = 7553． 30 (元);

2 站日用电费用: 2 × 200 × 8 × 0． 7697 + 2 × 200 ×

8 × 0． 3023 = 3430． 04 (元);

3、 4、 5、 6 站日用电费用: 4 × (2 × 200 × 8 ×

0． 7697 + 3 × 200 × 8 × 0． 3023) = 15659． 20 (元)。

1 ~ 6 站单日总用电费用: 7553． 30 + 3430． 04 +

15659． 20 = 26642． 54 (元)。

根据以上费用计算: 26642． 54 (元) / 45319． 8

(元) = 58． 79% , 采用峰谷调度模式的梯级调度日耗

电量为目前控制站前水位调度模式下的 58． 79% , 由

此, 在不计算尖峰费用和其他辅机费用的情况下节能

电量也是相当可观的。

4　 结　 论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 各个行业对于电能的

需求更加迫切, 需要更加科学合理制定用电方案, 才

能响应国家发展需求, 降低能耗, 实现碳达标。 在本

工程调度运行方案研究中充分利用渠道容量和峰谷电

价政策, 结合机组实际工况, 制定合理的调度方案,

在发挥工程效益, 节能降耗, 降低工程运行成本, 体

现绿色发展理念等方面的突出优势。

然而, 在实际工程运行管理过程中, 仍需根据辖

区天气情况、 机组运行效率、 机组工况等适时适度的

调节, 以调水工程安全稳定运行为重点, 实现最大限

度的节能降耗运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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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增量配电业务改革作为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 是推动社会资本进入电网竞争环节的重要

突破口。 文章在全面梳理已列入国家试点改革目录的五批 483 个项目的基础上, 分别从试点公布时间、 区域分

布情况、 区域类型、 投资主体、 资产发展趋势和配套政策六方面进行总结, 同时, 分析了增量配电网发展存在

的六方面问题, 最后从源网荷储一体化和电力市场体系建设两个角度提出了增量配电网业务改革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 增量配电网; 存在问题; 发展现状; 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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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of Development Status of Incremental Distribution
Network and Research on Development Trend

HAN Gang1, ZHOU Zhaozhi1, HAO Nannan2

(1. Zhejiang Development and Planning Institute, Hangzhou 310030, China;
2. Powerchina Huadong Engineering Corporation, Hangzhou 311122, China)

Abstract: Incremental distribution service reform is an important breakthrough to promote social capital into the grid
competition as an important task of the new round of power system reform. It is summarized respectively from six aspects of
pilot release time, regional distribution, regional type, investment subject, asset development trend and supporting policies
on the basis of comprehensively sorting out the five batches of 483 projects listed in the national pilot reform catalogue in the
paper. Meanwhile, problems in six aspects of incremental distribution network development are analyzed. Finally,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incremental distribution network service reform is put forward from two perspectives of source network
load storage integration and power market system construction.
Key words: incremental distribution network; existing problems; development status; development trend

　 　 增量配电网业务改革是推动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

的重点任务。 自 2015 年 3 月起, 国家层面陆续出台

多个政策文件用于支持增量配电业务改革, 对配电网

业务改革及增量配电网范围作出了详细具体的界

定[1-3]。 增量配电网是指拥有配电网运营权的配售电

公司向用户供给电能, 并依法经营的配电网, 原则上

指 110kV 及以下电压等级电网和 220(330)kV 及以下

电压等级工业园区 (经济开发区) 等局域电网。 增

量配电业务改革旨在鼓励社会资本投资、 建设、 运营

配电网, 推动电网业务向社会资本开放。 截至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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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先后批复了 5 批

增量配电业务改革试点项目, 共计 483 个, 涵盖北

京、 河北、 内蒙古等 31 个省 (直辖市、 自治区), 我

国增量配电网发展取得显著成绩。

1　 增量配电网业务进展及特点分析

从试点项目公布时间上看, 我国增量配电网业务

改革试点推进整体稳步加速。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

能源局于 2016 年 11 月发布第一批增量配电网业务改

革试点项目 (共 105 个, 2017 年 3 月增加到 106 个),

2017 年 11 月发布第二批增量配电网业务改革试点项

目 (共 89 个), 2018 年 4 月发布第三批试点项目

(共 97 个), 2018 年 6 月发布第三批第二批次试点项

目 (共 28 个), 2019 年 6 月发布第四批试点项目

(共 84 个), 2020 年 8 月发布了第五批试点项目 (共

79 个)。 我国增量配电网业务改革试点发展形势较好。

从试点分布区域情况上看 (见图 1), 我国增量

配电网业务改革试点项目分布逐渐由东部沿海地区向

中西部内陆地区转移。 第一批增量配电网业务改革试

点项目, 福建、 浙江、 安徽各 6 个项目并列第一; 后

四批增量配电网业务改革试点, 内陆地区省份项目数

量明显增多。 截至目前, 五批增量配电网业务改革试

点项目, 河南共 39 个遥遥领先, 云南排名第二 (29

个), 山东和河北并列第三 (27 个), 然后依次为山

西、 陕西、 甘肃、 广西、 贵州等; 浙江、 江苏、 安徽

各 17 个项目, 并列排名 14 位, 福建排名 12 位 (18

个)。 内陆地区希望通过增量配电网项目, 推动地方

招商引资, 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图 1　 增量配电业务改革试点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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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试点分布类型看, 增量配电网业务改革试点项

目主要集中于负荷相对集中的园区。 增量配电网主要

以园区型项目为主, 主要集中于各地的工业园区、 产

业园区、 经济技术开发区、 高新技术开发区、 矿区,

其中大多数属于国家级新区、 重点工业园区、 跨境经

济合作区、 保税区等, 包括新建的园区以及现有园区

扩建。 这些区域大用户居多, 电力需求量大, 远景用

电量大, 配电网投资规模大, 是拉动地方经济的增长

点。 优质用户集群更易形成配售电公司, 推进增量配

电网项目建设运营。 存量配电项目若参与增量配电改

革, 需符合地方政府经济发展规划且是已经得到批复

的工业园区 (经济开发区)、 产业园区等项目。

从试点参与投资主体来看, 发电企业、 地方政府

等社会资本积极参与增量配电网建设运营。 目前增量

配电网试点项目投资主体主要有当地电网企业、 发电

企业、 地方国资平台以及其他社会资本。 以三峡、 华

能、 国电投、 大唐、 华润、 浙能、 京能等为代表的发

电企业, 通过增量配电业务将产业链向下游延伸, 通

过发配售一体拓展业务空间和盈利空间[4]。 以江西建

筑陶瓷产业基地管委会、 郑州航空港区管委会等为代

表的园区管委会, 其辖区范围内工业园区数量众多,

拥有大量优质用户, 用电量占比很大。 以协鑫智慧能

源等为代表的智慧分布式能源公司、 微电网公司, 借

助增量配电网发展分布式可再生能源, 进行资源整合

和升级, 布局综合能源服务。 以金智科技、 北京科

锐、 恒华科技、 许继电气等为代表的配电设备制造

商, 通过工程总承包或资产运维, 新建配电网或对存

量配电网进行升级, 利用自身生产经验开拓后端运

维。 以新奥、 中石油等为代表的非电能源服务企业,

依托增量配电网打造 “多位一体” 的战略协同, 谋

求多元化发展[5]。 目前明确业主的增量配电网业务,

绝大多数由电网、 发电企业或地方政府控股 (见表1)。

表 1　 增 量 配 电 网 投 资 参 与 主 体 情 况

行业类型 描　 　 　 　 述 趋　 　 　 　 势

发　 电 发电企业
　 中央和地方发电企业, 例如三峡、 华能、 国电

投、 大唐、 华润、 浙能、 京能等

　 发电企业实现产业链向下游延伸, 通过发配售一体

拓展业务空间和盈利空间

政　 府 政府和园区

　 园区管委会, 例如江西建筑陶瓷产业基地管委

会、 郑州航空港区管委会、 贵安新区管委会、 兰

州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等

　 工业园区数量众多, 拥有大量优质用户, 园区用电

量较大

其他产业

链上下游

企业

新能源企业
　 智慧分布式能源公司、 微电网公司, 例如协鑫

智慧能源

　 借助增量配电网发展新能源, 进行资源整合和升级,
布局综合能源服务

设备制造商
　 配电设备公司, 例如金智科技、 北京科锐、 恒

华科技、 许继电气等

　 工程总承包商或资产运维, 新建配网或对存量配网

进行升级, 并利用自身生产经验开拓后端运维

其他传统能源

企业

　 燃气、 供水、 供热等公用事业企业, 例如新

奥; 石油天然气等大型能源企业, 例如中石油

　 燃气、 供水、 供热等公用事业企业旨在打造多位一

体的战略协同, 石油等大型能源企业谋求多元化发展

　 　 从试点配电网资产发展趋势特点看, 存量配电资

产转增量的项目明显增加。 相比于纯增量项目, 大型

企业产业园区转型增量配电网项目明显增加, 如第四

批试点中的大型矿区、 油田开发区、 港区等。 这些区

域由于历史原因, 区域较为封闭, 资源产业型特征明

显, 主体较为单一。 在增量配电网申报过程中, 程序

上操作起来相对简单, 与纯增量项目相比, 不需要重

新招标确定投资主体, 也更容易快速见成效。

从国家、 地方出台政策文件特点来看, 增量配电

网体制机制不断完善。 国家层面发布多个增量配电网

相关文件, 完善增量配电体制机制, 涉及增量配电网

业务管理办法、 增量配电网业务改革试点、 增量配电

管理等。 部分省市也同步出台相关配套政策文件。 就

试点项目而言, 相比于前三批增量配电业务改革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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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 第四批和第五批增量配电业务改革试点方案给

出了更完整的指导内容, 要求务实规范, 加强统筹协

调, 加强信息报送, 强化风险自担, 健全完善通报和

督办机制, 健全完善评估和调整机制, 并允许在本轮

输配电价核定后启动试点项目, 鼓励具备条件的省

(区、 市) 自行确定和公布试点项目。

2　 增量配电网业务发展存在的问题

2． 1　 配电价格不合理

2017 年底, 国家层面制定了增量配电网电价指

导意见, 进一步明确了增量配电网定价方式采用准许

成本加合理收益。 随后各省相继出台了各自的配电价

格机制文件, 但少有能反映增量配电投资合理收入的

具体操作办法。 大部分省份将核定的各电压等级之间

的电价差作为增量配电网价格上限[6]。 然而, 目前省

级输配电价以电网投资回收成本作为核定依据, 很难

反映不同电压等级真实成本。 由于电压等级间价差过

小, 具体操作层面缺乏电价定价文件, 致使增量配电

价格很难有盈利空间。 因此, 在这种情况下, 社会资

本对增量配电网投资热情大大减退。 另外, 指导意见

也提出: 若不同电压等级输配电价与实际真实成本存

在较大差异, 省级价格主管部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向

国家主管部门申请调整, 但这种办法实际操作起来相

当困难, 要有足够依据, 并且耗费时间过长。

2． 2　 项目投资回报周期长

增量配电网项目具有前期投资规模大、 建设周期

长、 投资回报周期长等共性问题, 经常会导致在实施

过程中社会资本退出, 项目推进困难。 尤其在新的园

区, 企业入驻较慢, 市场培育周期较长, 用电需求短

时间内难以达到预期水平。 增量配电网经营收入不足

以支撑企业运营, 影响增量配电项目开展运营。 有些

地方希望依托增量配电项目进行招商引资, 最终园区

负荷无法落实, 导致配网和售电业务无法开展[7]。 目

前大部分增量配电网试点项目仍处于起步探索阶段,

配电网资产和用户尚未形成规模效应。

2． 3　 投资主体选择不当

目前, 增量配电网试点项目投资主体主要为当地

电网企业、 地方政府国资平台、 发电企业、 电气设备

制造商以及其他社会资本。 在政府、 电网和用户配电

资产多方参与的情况下, 由于各方利益诉求不同, 导

致公司决策缓慢、 股东意见难以统一, 各方投资股东

就如何参与很难达成一致意见, 导致项目难以落地。

2． 4　 政策法规及标准不完善

目前, 我国增量配电相关政策法规、 标准不够完

善, 突出体现是存量配电资产处置程序不明确、 配电

网技术和服务标准不明确、 项目遴选缺少明确的准入

标准、 增量配电业务改革相关市场有效监管尚未形

成、 缺少试点项目退出机制。 虽然近几年国家出台多

个政策, 但是实际落地方面实操性不强。

2． 5　 地位认定存在争议

相关社会主体对于增量配电网企业市场地位的理

解存在一定分歧, 在接入公用电网、 参与市场化交

易、 与省级电网结算等环节被当成 “大用户”, 要求

配电网企业按照电压等级缴纳价差, 导致增量配电网

与省级电网之间的结算问题突出。 然而, 增量配电网

建设运营需要投入设备和运营队伍, 承担保底供电,

为用户提供供电服务。 目前增量配电网项目地位处于

大用户和转供电两者之间, 需要承担电网企业的责任

和义务, 但不具备电网的营商环境和法律地位, 导致

增量配电网项目开展困难。

2． 6　 规划管理水平薄弱

增量配电网规划与传统配电网规划相比, 规划范

围、 建设规模、 建设时序、 经济性分析等都是难点。

由于增量配电网规划、 审批权限下放地方, 不同地方

对于增量配电网规划把握尺度不一, 造成重复规划、

重复建设, 甚至与当地区域电网脱节。 相关规划编制

单位调研不深, 致使用电需求与实际出现较大偏差,

从而导致后续项目建设及盈利水平未达预期, 甚至出

现 “烂尾” 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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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增量配电网业务发展趋势

3． 1　 源网荷储一体化是未来增量配电网发展的

主要形态

　 　 随着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的提出, 电力体制改革

从推动电网垄断环节向发展和消纳大规模可再生能源

方向转变。 为进一步推动改革, 落实碳达峰、 碳中和

目标,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发布了 《关于推

进电力源网荷储一体化和多能互补发展的指导意

见》 [8]。 该文件提出了区域级、 市县级、 园区级三大

类示范试点方向, 强调在工业负荷大、 新能源条件好

的地区, 支持分布式电源开发建设和就近接入消纳,

结合增量配电网, 开展源网荷储一体化绿色供电园区

建设。 因此, 以源网荷储一体化开展增量配电网, 推

动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电力系统已经成为未来发展

的主要形态。

3． 2　 电力市场体系建设是增量配电网发展的重

要机遇

　 　 2022 年 1 月,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发布

《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的指导意见》,

文件要求加快形成统一开放、 竞争有序、 安全高效、

治理完善的电力市场体系。 随着我国电力市场体系建

设的稳步推进, 电力中长期交易逐步成熟, 电力现货

市场试点有序启动, 增量配电网运营权限全面放开。

鼓励增量配电网区域内分布式电源就近接入增量配电

网, 在有消纳空间的前提下, 允许增量配电网适当接

入符合规划要求的可再生电源。 允许增量配电网企业

及其网区内用户按照相关政策要求通过市场主体资格

注册, 开展电力市场化交易业务。

4　 结　 论

增量配电业务改革作为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的重

要任务, 是推动社会资本进入电网竞争环节的重要突

破口。 本文梳理了国家五批 483 个试点项目, 分别从

试点公布时间、 区域分布情况、 区域类型、 投资主

体、 资产发展趋势和配套政策六个方面进行归纳, 分

析了配电价格不合理、 项目投资回报周期长、 投资主

体选择不当、 政策法规及标准不完善、 地位认定存在

争议和规划管理水平薄弱六个方面的问题, 最后从源

网荷储一体化和电力市场体系建设两个角度提出了增

量配电网业务改革的发展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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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和田地区水安全保障布局研究

马苏文

(水利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00)

【摘　 要】 和田地区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 具有暖温带极端干旱的荒漠气候特点。 水资源是和田地区社会

经济发展和维持生态绿洲的基础, 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衡和绿洲生态用水与经济社会发展用水矛盾, 成为制约

和田地区发展的关键因素。 建立健全和田地区水安全保障体系, 系统治理和田地区水资源问题, 对推动地区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文章基于和田地区生态空间保护格局、 城镇空间发展格局、 产业发

展空间格局特点, 结合水安全、 水资源、 水生态、 水环境、 水管理, 对和田地区水安全总体布局和分区策略进

行研究。
【关键词】 水安全保障; 总体布局; 分区策略; 和田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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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Layout of Water Security Guarantee in Hotan of Xinjiang

MA Suwen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Survey and Design and

Research Institute of Ministry of Water Resources, Urumqi 830000, China)

Abstract: Hotan is located in the hinterland of Taklimakan Desert,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extreme arid desert climate in
the warm temperate zone. Water resource is the foundation of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well as the maintenance
of ecological oasis in Hotan. The unbalanced spatial and 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water resource and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oasis ecological water use and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re the key factors restri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Hotan.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stablish and improve the water security system, manage the water resources problems
systematically in Hotan, promote the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district. The water security,
water resources, water ecology, water environment and water management are combined to study the overall layout and
zoning strategy of water security in Hotan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cological space protection pattern, urban space
development pattern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pattern in Hotan.
Key words: water security guarantee; overall layout; zoning strategy; Hotan

1　 研究的意义

和田地区地处欧亚大陆中部, 南越昆仑山抵藏北

高原, 东部与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毗连, 北部深入塔

克拉玛干腹地, 与阿克苏地区相邻, 西部连喀什地

区, 西南枕喀喇昆仑山与印度、 巴基斯坦相争之克什

米尔接壤, 有边境线 210km, 是我国边境重要门户。

和田地区处于国家级重点生态功能区 (塔里木河荒漠

化防治生态功能区) 和自治区级重点生态功能区

(中昆仑山高寒荒漠草原生态功能区), 是南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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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态屏障, 在新疆生态保护和建设中具有十分重要

的地位[1]。

和田地区日照时间长、 无霜期长、 昼夜温差大、

有效积温高, 具有发展绿色有机农牧业的优越条件;

石油天然气、 金属矿产、 宝玉石矿产丰富; 具有独特

的历史文化资源, 是中西文化交融荟萃之宝地, 是玉

石之路和丝绸南路中心。 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倡议, 西

部大开发、 乡村振兴等战略的实施, 根据国家和新疆

对和田地区的战略定位, 充分发挥地区能源资源、 区

位交通综合优势, 将和田建设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

心区重要支点, 形成南疆区域商贸物流集散中心, 一

站式体验大美新疆旅游高地。 和田地区在国家边疆稳

定、 生态安全, 以及自治区经济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

的地位。

和田地区 “十四五” 时期, 面对新形势、 新任

务、 新变化, 坚持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主题, 坚

持工业化、 城镇化 “双轮” 驱动, 推动形成以 “和

墨洛” 城镇群为龙头的 “一体两翼” 区域发展格

局[2-3], 做实做强实体经济, 突破发展瓶颈制约, 拓

展开发广度深度, 守好生态安全底线, 筑牢发展基

础、 优化发展环境、 提升发展质量, 加快构建符合高

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经济体系。 水安全保障是实现

地区战略发展的关键。 和田地区立足于现有水资源条

件[4-5], 以节水为重点, 着力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与

效益; 以水生态保护与修复治理为重点, 着力构建生

态安全屏障; 以优化水资源配置为重点, 全面提升水

安全保障能力; 以防洪薄弱环节为突破点, 完善防洪

保障体系[6]; 以涉水空间管控制度为抓手, 强化监

管, 全面提升水利治理管理水平; 构建和田地区水安

全保障体系[7], 为和田地区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

基础。

2　 水安全保障存在问题

和田地区生态系统脆弱, 工农业发展所依赖的绿

洲分布于沙漠边缘, 有水则成绿洲, 无水则成荒漠。

和田地区干旱少雨, 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匀, 供需

矛盾突出[8]。 长期困扰社会发展的水资源配置的骨干

网络不完善、 用水结构不合理、 用水效益低、 过度开

发威胁平原绿洲生态、 防洪体系不完善存在薄弱环

节、 兵地水事矛盾、 水利信息化进展缓慢、 水治理体

系与能力建设仍不完善等传统治水问题仍未解决。

与此同时, 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变化, 水治理新问

题也越来越突出、 越来越紧迫: 一是气候变化给新疆

水资源持续利用带来了挑战, 和田河、 克里雅河等主

要河流均依靠冰川和融雪补给,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

期以来, 新疆气候出现变暖趋势, 气候变暖加速了冰

川的消融, 冰川和积雪的 “固体水库” 的调节作用

减弱[9]; 二是水利基础设施分布不均衡不充分, 支撑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乡村振兴战略的水利基础设施和

服务体系短板越来越明显。 新老问题相互交织, 给和

田地区治水兴水赋予了全新内涵。

3　 水安全保障总体布局

3． 1　 空间保护与发展格局

3． 1． 1　 生态空间保护格局

根据和田地区自然环境特点及干旱区水资源保护

与合理利用的重要性, 提出和田地区 “一屏一带两区

四廊” 生态空间保护格局。 立足于山地、 山前、 绿

洲、 荒漠 4 大生态系统基础, 按照生态功能共划分为

生态保护屏障区、 生态敏感区、 生态建设区及塔里木

盆地生态修复带, 实现分区生态管制。 其中和田地区

南部山地是诸河流的源头, 是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和平

原绿洲的生命线, 对维护生态安全和维系山下绿洲农

业和城镇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将该区域划定为生态

保护屏障区。 山前丘陵草地戈壁生态区是和田地区的

生态敏感区。 和田地区人类活动、 社会经济发展核心

地带的绿洲农业与城镇生态区划定为生态建设区。 沙

漠荒漠生态区是和田地区的生态恢复区。 和田地区地

处沙漠腹地, 生态廊道是维系绿洲经济发展的重要支

持, 和田地区主要的生态廊道包括和田河、 克里雅

河、 策勒河及尼雅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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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2　 城镇发展格局

和田地区规划确定 “一轴一群两组团” 的城镇

空间结构; 形成以 “和—和” 同城区为核心, “和墨

洛” 城镇密集区为地区城镇重点发展圈层, 沿现有的

315 国道交通线为东西向拓展轴的城镇布局形式。

3． 1． 3　 产业发展空间格局

和田地区形成 “三大资源地带、 六大主导产业、

八大特色基地、 五大工业园区” 产业发展空间布局。

其中三大资源带包括中部特色产业发展带, 南部昆仑

山矿产资源带, 北部化石能源带; 六大主导产业包括

石油天然气开发利用、 矿产开发和加工利用及新能源

产业, 特色农副产品精深加工业, 民族传统加工业,

维药保健产业, 旅游业, 现代服务业。 八大特色基地

包括农副产品集散基地, 现代服务业基地, 旅游集散

基地, 民族传统加工基地, 新型建材基地, 能源矿产

资源勘探加工开发基地, 新能源基地, 矿产加工基

地。 五大工业园区包括和田市北京工业园, 和田县经

济新区, 于田县天津工业园, 皮山县三峡工业园, 皮

墨北京工业园区。

3． 1． 4　 总体空间格局

综合考虑和田地区自然地理条件、 水资源承载状

况、 经济社会发展等特点, 结合主体功能区划和国土

空间开发保护需求, 将全地区划分为 “一屏一带四

廊、 一轴一核三区” 的总体空间格局。

一屏为 《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 明确的帕米尔

—昆仑山—阿尔金山荒漠草原生态屏障区, 是和田

河、 克里雅河、 皮山河、 策勒河、 尼雅河等众多河流

的发源地, 是和田地区的水塔、 平原绿洲的生命线,

对维系塔里木盆地天然绿洲和人工绿洲生态稳定具有

极其重要的作用, 是维护全疆生态安全的三大屏障

之一。

一带为塔里木盆地生态修复带, 属于 《全国主体

功能区规划》 明确的塔里木河荒漠化防治生态功能

区, 生态系统具有相对脆弱的特点, 要严格控制人类

对其进行不合理的改造活动, 减少对于稳定生态系统

的人为干扰。 保障向塔里木盆地生态修复带下泄生态

水量, 在维护现有生态稳定的基础上, 对生态进行

修复。

四廊是和田河、 克里雅河、 策勒河及尼雅河形成

的河流廊道, 是和田地区自然生态系统的主骨架的重

要组成部分; 作为绿洲生态的 “动脉”, 是保护自然

生态系统的核心。 其中河流廊道上的生态流量 (水

量) 控制断面是维持廊道不断流和萎缩的关键节点。

一轴为塔里木南缘发展轴, 是以维吾尔族为主的

多个少数民族聚集生活的区域, 也是新疆最为贫穷的

区域, 区域内兵团空白点多, 实力最为薄弱。 塔里木

南缘发展轴依托 315 国道及高速公路、 铁路构成的交

通走廊, 实现东部连接青、 藏两省, 形成重要出疆通

道。 从经济发展潜力角度看, 塔里木盆地南缘具有后

发优势, 具备南疆区域性经济增长中心、 新疆特色产

业基地, 新疆旅游南线重要节点的优势; 从维护塔里

木盆地南缘生态环境稳定角度看, 该区是塔里木河和

阿尔金草原荒漠化防治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 因此

该区域具备按照生态经济带进行兵地融合发展布局

条件。

一核为和墨洛 (和田市—和田县—墨玉县—洛浦

县) 城镇经济发展区, 以四座城镇组成联系紧密、 分

工合理、 功能一体的大和田城镇群, 利用区域较为优

越的自然条件、 经济基础、 交通条件, 与城镇发展轴

相连, 实现经济产业的合理布局, 扩大和田的辐射带

动作用。

三区为和墨洛城镇经济发展区、 河东发展区及和

西发展区。 其中河东发展区包括由于田、 民丰及兵团

225 团等相关乡镇团场组成的城镇组团, 和西发展区

包括由皮山县、 昆玉市等相关乡镇团场组成的城镇组

团。 充分利用区域组团城镇的交通优势, 实现区域经

济协调发展。

3． 2　 总体布局

结合和田地区河流水系、 水资源分布特点及产业

整体布局结构特征, 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总目

标, 围绕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 按照空间均

衡、 系统治理的要求, 遵循把水资源作为最大刚性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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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的原则, 协调经济社会开发利用与生态保护、 水资

源承载能力与经济产业布局、 本流域水资源利用与外

调水利用, 按照优先发展节水、 近期充分利用本地

水、 远期科学适当利用外调水的策略, 在现有水资源

配置工程基础上, 构建以和田河、 克里雅河为骨干水

源, 以蓄水为基础、 以节水为关键、 以调水为补充的

水安全保障网络工程体系, 形成 “保屏稳廊, 山区库

蓄, 一纵一横” 的总体布局。

3． 2． 1　 “保屏稳廊”

保护好帕米尔—喀喇昆仑山地高原生态屏障区,

加大生态环境保护, 增强水源涵养能力, 建立 “涵水

产流、 良性循环、 永续利用” 的源头区生态屏障。 稳

定和田河、 克里雅河、 策勒河、 尼雅河等各条平原绿

洲和河流廊道布局、 结构, 明确各条廊道合理规模,

人工绿洲和天然绿洲合理比例, 经济用水和生态用水

合理比例, 扭转部分区域生态恶化趋势、 着力保障平

原绿洲生态系统健康稳定, 保障可持续发展。

3． 2． 2　 “山区库蓄”

以庞纳子、 乌鲁瓦提、 玉龙喀什、 阿克肖、 奴

尔、 吉音、 尼雅等一批控制性工程, 进一步提高河流

径流的调控能力, 在提高调蓄能力同时, 替代中下游

平原水库, 减少蒸发损失, 还能够通过山区水库联合

调度, 运用生态库容, 集中高效下泄生态流量, 在保

障生态用水目标要求的前提下, 减少生态输水损失,

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

3． 2． 3　 “一纵一横”

根据经济社会及水资源分布空间特征, 按照空间

均衡、 确有需要原则, 人工形成主要水资源安全保障

工程网络框架, 实现水资源与经济布局协调均衡。 一

纵: 根据和田河流域经济社会用水和生态用水需求特

点, 从上游至下游构建由上游山区三座控制性水库、

中游兵地融合和城乡供水网络、 下游河道整治高效输

水通道组成的纵向水资源配置格局。 一横: 基于塔里

木南缘发展轴的空间格局需求, 通过建设和田河向

东, 沿塔里木盆地南缘连通策勒河、 奴尔河、 克里雅

河、 尼雅河等中小河流的水资源配置工程, 构建天然

绿洲和人工绿洲相结合的绿色发展通道, 支撑环塔里

木盆地南缘经济带, 保障兵团向南发展用水。

4　 水安全保障分区策略

在全区水安全保障总体格局基础上, 各分区以生

态保护为基础, 以重大水利工程和民生水利工程建设

为重点, 完善大中小微相结合的水利工程体系, 推动

水利设施提质升级, 构建系统完善、 安全可靠的现代

水利基础设施网络; 以和田河流域为核心, 以皮山

河、 策勒河、 克里雅河、 尼雅河等为辐射, 构建以天

然水系为基本骨架, 以庞纳子、 乌鲁瓦提、 玉龙喀

什、 吉音、 尼雅、 洼地水库等工程为骨干的水资源配

置网络, 未来依托外调水等重要水源工程, 构建供水

安全保障网络。 布局一批节水、 蓄水、 调水等重大水

资源调配工程, 完善水资源合理配置与高效利用工程

体系, 开展流域区域生态综合治理, 建设生态廊道,

保障生态和防洪安全, 促进和田地区经济社会长治久

安、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4． 1　 水源涵养区

以促进水源涵养功能区保护为目标, 加大生态环

境保护, 增强源头区水源涵养能力, 建立 “涵水产

流、 良性循环、 永续利用” 的上游水源涵养体系。 结

合水土保持措施, 重点对和田河、 克里雅河、 皮山

河、 策勒河、 尼雅河等河流源头水保护区及县市饮用

水水源地上游区开展源头区水源保护, 通过封山育林

及自然修复、 补植播撒草籽等措施, 加强水源涵养林

建设, 恢复草原水源涵养能力 。

4． 2　 北部塔克拉玛干沙漠生态恢复区

推进国土空间生态环境分类管控。 运用 “三线一

单” 规划成果, 对生态严控区进行优化调整, 整合划

定生态保护红线, 加强禁止开发区、 重要生态功能

区、 生态环境敏感区和脆弱区等区域保护力度, 建立

实施 “准入清单” 和 “负面清单” 制度。

加强塔里木河荒漠化防治生态功能区建设与生态

环境保护和管理, 保障区域生态安全, 全力推进和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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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克里雅河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 落实生态水量下

泄控制指标及考核目标, 加强生态功能区恢复。

4． 3　 河西发展区

河西发展区位于和田河流域和墨洛城镇经济发展

区以西, 涉及皮山县皮山河、 桑株河等诸小河。 河西

发展区是和田地区重要的农业发展区。 要加强水资源

统一管理, 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 加大农业节水力

度, 优化用水结构, 实现水资源高效利用, 建立以农

业节水支撑工业、 城镇化发展的水资源开发利用模

式。 建立全面节水的用水管理体制。 推进芒沙、 恰斯

干水库工程建设, 提高区域水资源调控能力, 保障经

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4． 4　 和墨洛城镇经济发展区

和墨洛城镇经济发展区是和田地区的政治、 经济

和文化中心, 涉及和田河流域。 以流域内乌鲁瓦提、

玉龙喀什及规划庞纳子等大型水库为依托, 兵地共同

和墨洛昆联合供水工程, 实现区域经济社会供水保

障; 同时通过三座山区水库联合调度, 提高生态输水

效率, 节约水量, 为流域向河东发展区提供水源保

障。 完善和田河主要支流喀拉喀什河和玉龙喀什河河

道防洪工程建设及山洪沟治理, 提高区域防洪保障

能力。

4． 5　 河东发展区

河东发展区是和田地区对外开放的桥头堡, 涉及

策勒河、 克里雅河、 尼雅河等小河。

新建西水东引工程, 向河东发展区输水, 并连通

策勒河、 克里雅河、 尼雅河等小河, 覆盖策勒县、 于

田县县、 民丰县、 兵团第十四师, 构建河东发展区水

资源配置网络, 为巩固提升扶贫攻坚成果, 边境稳

定、 国土安全提供水利保障。 实施于田县吐米亚水库

工程、 策勒河 (昆仑) 水利枢纽、 民丰县吐朗胡吉

河达弯图水库等一批大中型水库工程, 提高水资源调

蓄能力。 完善策勒河、 克里雅河、 尼雅河重点河段防

洪工程建设, 完善防洪工程体系。

5　 结　 论

构建和田地区水安全保障布局是维护生态环境健

康稳定、 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证, 必须科学

配置水资源, 全面节约、 有效保护和综合管理水资

源; 合理确定生态保护区的范围、 目标和需水总量,

明晰生态用水, 还水于生态, 系统部署水生态保护修

复; 建立健全水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以水资源的可持

续利用支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持续恢

复, 促进生态和人居环境和谐发展, 实现经济社会发

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 根据和田地区 “保屏稳

廊, 山区库蓄, 一纵一横” 水安全保障总体布局, 实

施一批重点工程与行动, 完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保障

水安全, 同时强化监管, 为和田地区高质量发展提供

坚实的水利支撑和保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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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监测数据的顶山输水隧洞工程
运行性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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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以顶山长距离输水隧洞为研究对象, 介绍了地质条件和安全监测布置情况, 结合运行 20 余年来

的监测数据, 绘制了过程线、 分布图, 统计了典型测点的特征值, 对工程运行性态进行了分析评价, 结果表明

围岩变形和受力仍未收敛。 文章的分析思路和成果可为新建工程监测布置和已建工程的资料分析提供借鉴。
【关键词】 输水隧洞; 断裂带; 安全监测; 变形; 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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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Operation Behavior of Dingshan Water Transfer
Tunnel Project based on Monitoring Data

WANG Qingyong1, DUAN Yingji2, WEI Bo1

(1. Xinjiang Ergis River Basin Development Project Construction Administration Bureau, Urumqi 830000, China;
2. Beijing Haidian District Water Management Station of Xibeiwang Town, Beijing 100094, China)

Abstract: Dingshan long distance water transfer tunnel is regard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in the paper. The geological
conditions and safety monitoring arrangement are introduced. The monitoring data of operation for more than 20 years is
combined to draw the process line and distribution map. The characteristic values of typical measuring points are counted.
The operation behavior of the project is analyzed and evalua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eformation and stress of
surrounding rock is not converged. The analysis ideas and results of the paper can be used as reference for monitoring layout
of new projects and data analysis in existing projects.
Key words: water transfer tunnel; fault zone; safety monitoring; deformation; stress

　 　 我国幅员辽阔, 但水资源相对短缺, 且分配不

均, 水灾水患频发, 治水任务繁重、 治水难度大。 我

国已修建了 9． 8 万多座水库大坝、 32 万 km 的 5 级以

上堤防工程, 已建成的水工隧洞约 10000km, 在建和

规划的水工隧洞约 3000km[1-2]。 “十三五” 时期, 为

加快健全我国水资源配置和城乡供水体系, 兴建了众

多引调水工程, 如安徽的引江济淮、 云南的滇中引

水、 青海的引大济湟、 内蒙古的引绰济辽、 陕西的引

汉济渭等。 “十四五” 期间, 坚持 “节水优先、 空间

均衡、 系统治理、 两手发力” 的治水思路, 继续完善

水利基础设施建设, 将修建更多的引调水工程。 受地

形、 调水高差以及城市用地限制, 新建引调水工程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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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或少都有地下输水隧洞的型式。 输水隧洞的建设面

临着地质条件复杂、 高地应力等难题[3], 但建设单位

和运行管理单位大多关注建设期和通水前后的安全状

况, 且在通水前后一段时期, 该发生的变形和应力调

整均已达到平衡状态, 正常运行后, 一般会随着通水

工况的改变而发生一定的变化, 如果地质条件不存在

较大缺陷, 不会产生异常变化, 因此有关引调水隧洞

运行期安全监测分析的相关文献较少[4-7]。

本文对顶山长距离引水隧洞多年来的运行情况进

行介绍, 该隧洞穿过大型断裂带, 运行多年来, 变

形、 受力仍未收敛, 通过对其监测数据进行分析评

价, 可为新建工程监测布置和已建工程的资料分析提

供借鉴。

1　 概　 述

1． 1　 工程概况

顶山引水隧洞位于新疆北部, 隧洞全长 15． 351km,

由进口明渠段、 洞身段、 出口消力池段、 出口明渠段

及进出口进洞道路组成, 为Ⅱ等工程, 该隧洞建筑物

为 2 级, 设计洪水标准为 30 年一遇, 校核洪水标准

为 100 年一遇。 隧洞为无压明流隧洞, 隧洞桩号 0 +

000 进口高程 603． 301m, 桩号 14 + 890 出口高程

589． 058m, 隧洞纵坡 1 / 1050, 马蹄形断面尺寸为

5． 2m × 5． 2m, 设计流量 47． 5 m3 / s。

隧洞所处地段地势平坦, 隧洞通过地层为第三系

始—渐新统砂岩、 泥质砂岩和泥岩、 砂质泥岩, 夹少

量含砾砂岩及砂砾岩, 岩层一般呈巨厚层和厚层状、

少数为透镜体状分布, 弱胶结或及超固结状态, 岩层

产状 290°NE∠2° ~ 3°, 岩层走向与洞轴线夹角 66°。

隧洞段穿过乌玛依断裂 (4 + 431 和 4 + 911 断面附

近), 该断裂为区域性断裂构造, 破碎带宽 5 ~ 10m,

影响带宽 100m, 产状 275° ~ 295°SW∠70° ~ 80°, 洞

轴线与断裂呈大角度相交, 横向通过隧洞。 洞身一般

埋深为 45 ~ 60m, 最大埋深 81m。 岩性极弱, 隧洞洞

身段的围岩均属Ⅳ、 Ⅴ级围岩, 易风化, 遇水极易崩

解, 成洞条件差。

1． 2　 安全监测布置

本工程共布置 10 个主要监测断面, 埋设安全监

测传感器 145 支, 在围岩、 格栅拱架、 衬砌混凝土支

护结构内埋设有多点位移计、 锚杆应力计、 钢筋计、

应变计和无应力计等监测仪器, 用以监测工程的变

形、 应力等变化规律, 监测仪器布置情况见图 1 ~

图 4。

图 1　 安全监测断面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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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多点位移计位移计安装布置 (单位: mm)

图 3　 一次支护典型监测断面仪器布置 (单位: mm)

图 4　 衬砌混凝土内监测仪器布置

2　 监测资料分析

2． 1　 围岩变形

目前围岩变形量在 - 0． 77 ~ 33． 25mm 之间, 主要

受通水运行工况变化影响而产生一定变化, 其中 11

+ 410 断面 7ME1 ~ 7ME5 测点位移量从 2009 年开始

持续呈缓慢增大的趋势, 有可能是外部地面产生了抬

升或者洞室内部下沉, 建议在不通水时段进行洞内巡

视检查看是否有裂缝, 并对地面孔口高程进行复测看

是否有隆起。 过程线见图 5 ~ 图 6。

图 5　 11 +410 断面 7ME1-1 位移过程线

图 6　 11 +410 断面 7ME1-4 位移过程线

重点监测断面围岩最大变形量达 33． 25mm (11 +

410 断面 7ME1 测点孔口位移), 围岩变形分布见图

7, 以地表为相对不动点, 越靠近孔口变形越大, 符

合洞室围岩变形一般规律。 从特征值分布 (见图 8)

来看, 近 10 年来, 每年年变幅保持在 4 ~ 8mm 左右。

图 7　 11 +410 断面 7ME1 位移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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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11 +410 断面多点位移计 7ME1-1 特征值分布

2． 2　 围岩锚杆应力

当前 围 岩 锚 杆 应 力 均 表 现 为 压 力, 量 值 在

- 62． 08 ~ - 4． 98MPa 之间, 典型测点过程线见图 9,

目前应力水平较为稳定, 无趋势性变化。

图 9　 3 +409 断面围岩顶拱锚杆应力过程线

2． 3　 格栅拱架钢筋应力

格栅拱架钢筋应力在 - 221． 05 ~ 139． 60MPa 之

间, 其中断裂带附近的 4 + 428 断面钢筋应力量值较

大, 从典型测点过程线 (见图 10 ~ 图 11) 可以看出,

最大压应力发生在断裂带附近桩号 4 + 428 处的 3RF1-

2 测点, 最大拉应力发生在桩号 3 + 360 处的 2RF2 测

点, 目前格栅拱架钢筋应力随着运行工况及温度变化

产生一定波动, 基本处于稳定状态。

图 10　 4 +428 断面 3RF1-2 钢筋应力过程线

图 11　 3 +360 断面 2RF2 钢筋应力过程线

2． 4　 混凝土衬砌

2． 4． 1　 混凝土钢筋应力

混凝土衬砌内钢筋应力主要与通水运行影响有

关, 当前测值在 - 36． 80 ~ 65． 46MPa 之间, 从过程线

(见图 12 ~ 图 13) 来看, 断裂带附近的 4 + 431 断面

和 14 + 805 断面部分钢筋应力有趋势性增大的情况,

但总体量级不大。

图 12　 断裂带附近 3R1-3 测点钢筋应力过程线

图 13　 14 +805 断面 9R1 测点钢筋应力过程线

2． 4． 2　 混凝土应力应变

衬砌混凝土应力应变受通水工况影响较大, 断裂

带附近的 4 + 431 断面应力应变在 (292． 19 ~ 978． 04)

× 10 - 6之间, 其余测点在 ( - 353． 88 ~ 172． 20) × 10 -6

之间。 由图 14 和图 15 可以看出, 断裂带附近的混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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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应力应变近 8 年来呈拉应变大幅增加的趋势, 而附

近钢筋应力增加量值不大, 混凝土可能已经开裂, 需

在不通水时段进行洞内巡视检查看是否有裂缝。

图 14　 断裂带附近 4 +431 断面应力应变过程线

图 15　 断裂带附近 4 +431 断面应力应变过程线

从应变特征值分布 (见图 16 ~ 图 17) 可以看出,

断裂带附近的 4 + 431 断面各测点最大值、 最小值、

年均值均表现为持续增加趋势, 其中以 3S1-3 测点拉

应变最大。

图 16　 断裂带附近 3S1-1 测点应力应变特征值分布

图 17　 断裂带附近 3S1-3 测点应力应变特征值分布

3　 结　 论

本隧洞工程布置了一套相对完整的监测系统, 监

测设施可靠性及完备性基本可满足建筑物安全评价需

求。 通过运行近 20 年的监测数据来看, 各监测量主

要受通水运行工况变化影响而产生一定变化, 目前围

岩变形、 钢筋应力、 混凝土应变仍在逐年增加, 现对

工程运行性态总结如下:

a． 桩号 11 + 000 处的围岩变形呈逐年增加的趋

势, 有可能是外部地面产生了抬升或者洞室内部下

沉, 建议在不通水时段进行洞内巡视检查看是否有裂

缝, 并对地面孔口高程进行复测看是否有隆起。

b． 围岩应力量级不大, 且已基本趋于稳定。

c． 格栅拱架钢筋应力量级较大, 最大拉应力为

139． 60MPa, 最大压应力达到 - 221． 05MPa, 目前均

已趋于稳定。

d． 断裂带附近的混凝土应力应变近 8 年来呈拉

应变大幅增加的趋势, 而附近钢筋应力增加量值不

大, 该部位混凝土可能已经开裂, 建议在不通水时段

进行洞内巡视检查看是否有裂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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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潜水贯流泵维修养护方案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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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潜水贯流泵是一种非常适用于低扬程、 大流量、 可正反向送水泵站的泵型, 是目前国内较为理想的

排涝与灌溉综合使用的水利、 防洪工程产品。 堂子巷控制工程采用的大型潜水贯流泵是国产自主研发设备机组,
2012 年设计、 制造、 安装调试完成, 至今已安全运行了约 10 年。 文章针对新设备维修养护难度大等特点, 总

结、 梳理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维修养护方案, 供今后大型潜水贯流泵维修养护工作参考。
【关键词】 堂子巷控制工程; 大型潜水贯流泵; 维修养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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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Maintenance Scheme of Large Submersible Tubular Pump

LI Yi1, ZOU Xin2, HUANG Guosheng1

(1. Jiangsu Huaiyin No． 2 Pumping Station Management Institute, Huai’ an 223001, China;
2. Huai’ an Canal Flood Control Engineering Management Center, Huai’ an 223001, China)

Abstract: Submersible tubular pump is especially suitable for low head, large flow, and positive and reverse water
pumping station. It is a more ideal water conservancy and flood control project product for comprehensive use of drainage
and irrigation in China currently. The large submersible tubular pump used in Tangzixiang Control Project belongs to a
domestic independen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equipment unit, which was designed, manufactured, installed and
debugging in 2012. It has been operated safely for about 10 years. A set of effective maintenance scheme is summarized
and sorted out according to high maintenance difficulty of new equipment and other characteristics, thereby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maintaining large submersible tubular pumps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Tangzixiang Control Project; large submersible tubular pump; maintenance

　 　 堂子巷控制工程使用的 2500GZBWS 带行星齿轮

减速大型潜水贯流泵, 是当时国内最大的国产潜水贯

流泵机组[1]。 本文通过多年探索和经验总结, 结合

《大中型泵站主机组检修技术规程》 《2500GZBWS 带

行星齿轮减速大型潜水贯流泵安装、 使用、 维护说明

书》 以及 《泵站技术管理规程》 中的规定, 对维修

养护方案进行探讨。

1　 概　 述

堂子巷控制工程主要作用是御淮河洪水于主城区

之外, 使主城区免遭洪水威胁, 降低里运河汛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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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同时在非汛期, 保证城区段里运河有一定的景观

水位, 也有效改善了两岸交通条件。

1． 1　 工程简介

堂子巷控制工程包含 1 座孔径 30m 的节制闸、 1

座双向抽水泵站、 1 座宽 34m 的交通桥及 4 座三层四

方形古典楼阁, 为闸站桥阁结合的水利枢纽工程。 工

程于 2011 年 3 月 9 日开工, 2013 年 7 月 7 日完工。

1． 2　 设备情况

堂子巷控制工程主要有 2 台 2500GZBWS-11． 45 /

1． 45-450kW / 10kV 双向潜水贯流泵及 4 台 2500GZBW-

13 / 1． 45-400kW/ 10kV 单向潜水贯流泵 (见图1、 图2),

工程正向排涝设计流量为 70m3 / s, 反向补水设计流

量为 20m3 / s。 经江苏大学流体中心水力模型试验[3],

效率达到 79% 以上, 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可代替进

口产品。 潜水贯流泵进出水扬程损失小、 泵站装置效

率高 (提高 5% )、 电机功率配置小 (下降 30% )、

泵站土建及运行费用低 (泵站造价可节省 40% )、 吊

装和运行管理方便、 自动控制, 可实现双向排水。

图 1　 2500GZBWS 潜水贯流泵外形

��� �� ���� ���� ��� �
� ��

图 2　 泵段结构示意图

2　 维修养护方案

2． 1　 主水泵维修养护要求[4]

电泵停止运行期间, 每月用 5000V 兆欧计测量一

次冷态绝缘电阻, 应大于 100MΩ, 并运转至少 0． 5h,

防止锈蚀。 设备累计运行 8000h 或运行年限 6 年以上

需对易损件 (机械密封、 轴承) 进行检查, 同时更

换润滑脂 (3 号锂基润滑脂) 及油室内的润滑油 (46

号机油)。 在规定的运行工况下, 零部件产品使用寿

命规定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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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零部件产品使用寿命[5]

序 号 产品名称 使 用 寿 命 期 限

1 干式潜水电机 退役前使用年限不小于 15 年

2 定　 子 不小于 15 年

2． 1 定子铁芯 不小于 15 年

2． 2 绕组线 不小于 10 年

2． 3 传感器 不小于 5 年

3 转　 子 不小于 15 年

3． 1 转子铁芯 不小于 15 年

3． 2 转　 轴 不小于 15 年

4 电机铸件 不小于 20 年

5 电机吊钩 不小于 15 年

6 机械密封 不小于 8000h, 使用寿命 6 年

7 轴　 承 不小于 50000h

8 电　 缆 不小于 5 年

9 密封圈 不小于 5 年

10 紧固件 不小于 10 年

11 导叶体 不小于 15 年

12 叶轮外壳 不小于 15 年

13 叶　 片 不锈钢不小于 15 年, 铸件不小于 5 年

14 轮　 毂 不锈钢不小于 15 年, 铸件不小于 5 年

15 润滑脂 不小于 15000h, 使用寿命 6 年

16 润滑油 (46 号机油) 不小于 15000h, 使用寿命 6 年

2． 2　 维修养护项目[5]

2． 2． 1　 电机维修养护项目

定子三相绕组清洗、 烘干、 进行真空浸漆; 以实

际破损情况更换破损主、 控电缆及电缆密封件; 更换

部分传感器元件及线缆; 更换电缆接头, 更换骨架密

封; 更换电机端机械密封 M524-2-150, 数量 1 只 / 台;

更换电机端密封圈; 更换上下轴承润滑油脂; 清洗

上、 下轴承及轴承圈; 更换损坏的标准件、 紧固件。

2． 2． 2　 水泵维修养护项目

修正叶片; 加固叶片压板; 加固叶轮螺母; 叶轮

平衡校正; 清洗行星齿轮减速箱及部件; 清洗上、 下

轴承及轴承圈; 更换泵端机械密封 (M524-2-200, 数

量 1 只 / 台)、 骨架; 更换泵段所有 O 形圈; 更换润滑

油 (约 600L / 台)。

2． 2． 3　 管路系统维护项目

对管路流道内部进行清理、 除锈、 防腐处理; 更

换管道连接处 O 形圈; 更换伸缩节、 密封段 O 形圈、

盘根。

2． 3　 工厂维修过程试验内容

叶轮的静平衡试验; 电动机转子动平衡试验; 电

机气密性试验; 电动机空载试验; 电泵气密性试验;

交流耐压试验; 电泵性能、 运行试验; 电泵表面防腐

处理。

2． 4　 现场拆泵方案

水泵两端放闸门, 提拦污栅, 放下检修闸门; 涵

道抽、 排水; 松开伸缩节注意泵体内部水流, 先局部

松开自流, 确认安全后再完全松开; 拆下地脚固定螺

栓; 拆下与进水预埋管连接螺栓和与伸缩节固定螺

栓; 特种运输车辆 (车厢板高度不大于 80cm) 倒车

进入泵房; 两根钢缆穿过电泵底部后使用泵站行车将

电泵提起; 电泵旋转方向后落下至运输车厢上; 进、

出水端安装盖板, 保证泵站安全 (见图 3), 盖板螺

栓间隔 1 孔安装, 只安装一半孔数的紧固件即可, 如

有漏水情况可用现场螺栓在漏水处紧固。

图 3　 泵坑示意图

3　 维修养护后试泵

3． 1　 启动

根据提供的技术图纸, 把开关柜、 就地控制接线

箱及潜水贯流泵正确连接起来。 正确的运转方向是,

从电机端看为顺时针方向, 已安装好的电泵若转向有

错, 会引起严重后果, 是绝对禁止的。 因此应在地面

上确认转向正确。 在试运转前, 应先试验开关柜无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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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动作 (即不接潜水泵) 三次, 内部所有保护装置

模拟动作要正确无误。 在排水系统中, 如果有闸阀或

闸门, 应最大限度打开, 否则启动困难, 并导致超功

率。 闭闸启动是绝对禁止的。

每小时允许启动次数为冷态 2 次, 全电压启动时

间不大于 2s, 启动电流倍数不大于 5． 5。 为防止操作

频繁, 开关柜内设置了延时电路, 停泵后须经 6min,

待开关柜背面板上绿灯亮后, 才能重新启动。

第一次启动运转 10min 后, 手动停泵, 检查电气

及机械部件, 如无异常, 启动调节即告结束。

3． 2　 运行

电泵运转过程中, 应每隔 2h 记录 1 次电压、 电

流及运行时间及轴承、 电机绕组温度, 并注意运转的

平稳性。

3． 3　 停泵

需要停泵时, 可以在就地控制接线箱或开关柜上

进行, 按停止按钮即停止运行, 但要注意选择开关的

位置。 停泵时水流倒灌的水锤冲击声为正常现象。 潜

水贯流泵允许在停泵后由于倒灌引起的反转, 所以对

断流装置 (如拍门、 快速闸门) 的要求大大降低。

4　 结　 语

2011 年, 叶轮直径 2100mm 双向大型潜水贯流泵

机组 [2100 GZBWS-11． 45 / 1． 45 (12． 8 / 0． 65 )- 450kW/

10kV]国内首次应用于准安里运河堂子巷控制工程,

潜水贯流泵装置结构简单、 安装容易、 维护管理方

便, 且没有复杂的辅机系统[7]。 维修养护工作主要围

绕主水泵展开。 大型潜水贯流泵机组安装启用时间

短, 因此, 维修养护经验较少, 主要来自实践经验总

结和厂家技术支持, 对维修养护操作人员的专业素质

要求较高。 本文可为今后大型潜水贯流泵维修养护工

作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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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口地区规划新区水安全保障存在的
主要问题及对策初探

和宛琳

(河南省水利勘测设计研究有限公司, 河南 郑州　 450016)

【摘　 要】 河口地区独有的区位优势和巨大的经济发展潜力, 使得新区开发建设速度越来越快, 但河口地区受

洪涝潮威胁较大, 人水争地矛盾突出, 水安全成为新区规划和建设中面临的首要难题。 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

旅游先行区位于万泉河下游河口地区, 地势低洼, 文章针对存在的水安全主要问题, 以规划新区为重点研究对

象, 放眼整个万泉河流域, 探讨构建了洪涝潮灾害防御体系、 供排水保障体系中的关键问题, 为新区可持续健

康发展提供支撑。
【关键词】 河口地区; 水安全; 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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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ry Study on Main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New Area Water Security Planning of Estuary Area

HE Wanlin
(Henan Water & Power Engineering Consulting Co．, Ltd．, Zhengzhou 450016, China)

Abstract: The unique location advantages and huge economic development potential of the estuary area make the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area faster and faster. However, the estuary area is greatly threatened by floods
and tide, and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man and water for land acquisition is prominent. Water security has become the
primary problem in the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area. Hainan Boao International Medical Tourism Pilot Area is
located in Wanquan River downstream estuary area. It is low-lying. The main problems of water safety are targeted in the
paper. The planning of new area is regarded as the key study object. Key problems of constructing a flood disaster
prevention system, water supply and discharge guarantee system is discussed in the whole Wanquan River basin, thereby
providing support for sustainable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new area.
Key words: estuary area; water security; countermeasures

　 　 河口地区是滨海城市环境特色最鲜明、 形象最具

代表性、 活力最充盈和土地价值最宝贵的区域, 其高

质量的规划开发对于提高生活品质、 提升区域竞争力

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新区规划设计时, 应以保障水

安全作为前提, 综合考虑河流与整体水系的关系、 河

流与腹地的关系以及河流与堤岸的关系。

1　 主要水安全问题与风险

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于 2013 年经

国务院同意批复设立, 规划面积 20． 9km2, 位于万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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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下游入海口, 横跨万泉河两岸, 地势平坦, 地处台

风走廊, 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决定了乐城先行

区面临洪、 涝、 潮灾害交织的风险; 同时, 以土地的

高开发率为核心的城市开发建设速度越来越快, 人水

争地矛盾突出, 天然排洪空间萎缩, 洪涝频发, 水安

全成为乐城先行区规划和建设中面临的首要难题。

1． 1　 万泉河流域防洪 (潮) 体系不完善

万泉河是海南岛第三大河流, 有南北两源, 其上

分别建有牛路岭大型水库和红岭水利枢纽工程, 但牛

路岭水库未承担防洪任务, 其所在乘坡河的洪水未得

到有效控制。 目前, 万泉河流域干支流堤防工程少,

已建堤防 15 处, 长 17． 4km (其中乐城先行区范围内

堤防长 0． 2km), 大部分不足 10 年一遇防洪 (潮) 标

准, 流域整体防洪 (潮) 能力较低。

1． 2　 地势低洼洪涝潮灾害风险较大

乐城先行区位于万泉河下游, 距入海口约 6km,

地势低洼, 面临洪涝潮多重威胁。

1． 3　 水系排水能力缺乏统筹规划

前期规划中未对先行区及周边集汇水区进行排水

能力统筹协调, 主要洪涝行泄通道和蓄滞空间的规模

未有效定量并纳入蓝线进行强制管控。

1． 4　 已建工程恶化当地行洪排涝能力

乐城先行区于 2015 年开始建设, 集中在万泉河

右岸的规划区南部, 低洼蓄滞涝水地带被占用, 部分

河流人为改道, 水系的完整性遭到破坏。

1． 5　 单水源供水存在安全隐患

先行区现状以嘉积水厂为供水水厂, 水源为单一

的万泉河引水, 无备用水源; 现状污水处理能力不能

满足未来大量医疗和生活污水处理的需求。

2　 水安全保障对策研究范围

摒弃传统局限思维, 放眼全流域, 大空间尺度研

究水安全保障方案, 用统筹治理的思路, 协调解决先

行区的局部水安全问题。 研究范围以先行区为核心、

以万泉河为轴线扩大到全流域 (含九曲江), 流域面

积 3693km2。

3　 安全韧性的灾害防御体系

3． 1　 多元动态耦合模型与多工况风险模拟分析

截至 2018 年, 乐城先行区已建园区 15 个, 位于

万泉河右岸的规划区西南部。 2016 年乐城先行区已

建园区遭受台风 “莎莉嘉” 正面袭击, 造成较为严

重的洪涝损失, 暴露了先行区在前期规划建设中存在

一定的防洪 (潮) 排涝问题。 为此, 利用数值模拟

技术进行风险模拟分析, 解析先行区在不同建设阶段

防洪潮排涝体系中的薄弱环节及对周边区域造成的

影响。

以原状 (2014 年未规划先行区)、 现状 (2018

年底先行区部分建设) 和控详规规划 (根据 《海南

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中提

出的先行区 2030 年规划建设完成) 3 种工况为基础,

分别构建河道洪水、 暴雨内涝、 排水管网、 风暴潮多

元风险因素下的 MIKE 11、 MIKE 21、 MIKE URBAN

及 MIKE FLOOD 多模型动态耦合系统, 模型范围以先

行区为核心, 以万泉河为轴线, 上至加积坝, 下至入

海口, 河道两岸总体上以流域分水岭为界, 二维模型

有万泉河、 塔洋河、 九曲江 3 个入流边界, 下游入海

口边界以动态潮位进行控制。 乐城先行区位置及模型

范围见图 1。

图 1　 乐城先行区位置及模型范围示意图

　 　 分析方案组合分为以洪为主和以潮为主两种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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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模拟不同工况下洪涝潮各种风险组合方式时的淹

没致灾情况。 以淹没情况最为严重的 20 年一遇以洪

为主方案为例:

原状工况时, 由于区域防洪 (潮) 排涝能力严

重不足, 乐城先行区内 77% 的区域受洪水及暴雨内

涝淹没影响; 现状工况时, 由于先行区已建园区缺乏

必要的防洪排涝措施, 因而仍有 71% 的区域易遭受

洪涝灾害影响; 控详规规划工况时, 由于万泉河规划

堤防范围仅限于先行区范围以及缺乏防洪 (潮) 闸,

致使 49%的园区受万泉河洪水倒灌淹没影响。 随着

先行区的建设, 区域内建基面抬高, 淹没面积由原

状、 现状至控详规工况逐渐减小, 即由 77% 降至

71%再降至 49% , 而先行区外淹没面积却由 36% 增

加至 40% , 说明先行区建设加重了周边区域的淹没

风险。 乐城先行区范围内各工况最大淹没水深分布情

况见图 2, 淹没面积对比情况见表 1。

图 2　 万泉河 20 年一遇以洪为主先行区内外

最大淹没水深分布

3． 2　 近期防洪保障方案

《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控制性详细

规划》 中, 规划在先行区范围内的万泉河两岸新筑堤

防, 根据模拟分析, 应在此基础上, 新筑堤防范围向

表 1　 20 年一遇以洪为主先行区内外淹没面积成果

工　 况

区域面积 / km2 占比 / %

先行区内 先行区外 先行区内 先行区外

未淹没 淹没 小计 未淹没 淹没 小计 未淹没 淹没 未淹没 淹没

原　 状 2． 97 9． 93 12． 9 17． 52 9． 98 27． 5 23 77 64 36

现　 状 3． 69 9． 21 12． 9 17． 41 10． 09 27． 5 29 71 63 37

控详规 6． 63 6． 27 12． 9 16． 57 10． 93 27． 5 51 49 60 40

　 　 注　 1． 表中区域面积是指万泉河防洪治导线以外、 模型范围以内所有汇入先行区的排涝沟流域范围的面积, 总面积 40． 4km2, 其中先

行区内面积 12． 9km2, 先行区外面积 27． 5km2。
2． 淹没水深小于 0． 2m 为未被淹没, 大于 0． 2m 为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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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游延伸至加积坝、 向下游延伸至博鳌河口, 同时对

先行区范围内的塔洋河两岸新筑堤防, 并延伸至上游

高地, 新筑堤防防洪标准均为 20 年一遇, 以构建完

整的防洪保护圈, 使乐城先行区防洪标准达到近期的

20 年一遇。

乐城岛为万泉河流域下游较大的沙洲, 位于乐城

先行区最东部, 岛上面积约 145 万 m2。 经模拟计算,

天然情况下, 万泉河发生 20 年一遇洪水时, 岛上淹

没比例达 96% , 最大淹没水深 6． 1m, 平均淹没水深

2． 6m, 55%的面积淹没水深达到了 2． 0m 以上; 新筑

万泉河加积坝—博鳌河口两岸堤防后, 若再修建乐城

岛堤防会形成河道卡口段, 造成万泉河加积坝—乐城

岛段河道水位壅高 0． 26 ~ 0． 57m, 对流域防洪造成不

利影响, 因此建议乐城岛不修建堤防。 未来对乐城岛

进行开发建设时, 应合理规划建筑用地范围, 20 年

一遇洪水位以下区域不能修建阻碍行洪的建筑物、 构

筑物, 确保洪水顺畅下泄。

3． 3　 远期防洪保障方案

研究上游牛路岭和红岭水库联合调度, 结合比选

合口咀 (万泉河上游南北两源汇合处) 建闸、 开辟

万泉河干流分洪道、 加高下游规划堤防设计高程等工

程措施, 分析将先行区防洪标准由 20 年一遇提高到

50 年一遇的最优方案, 同时减轻对先行区周边区域

的影响。

经比选, 推荐方案为: 在牛路岭、 红岭两水库工

程规模、 正常蓄水位不变条件下, 牛路岭水库维持汛

限水位 105m 不变, 根据台风预报, 洪水来临前 48h

内预泄至 99m (预泄过程加积坝流量不大于现状安全

流量 6000m3 / s), 降低水位运行, 洪水过后蓄至原汛

限水位 105m; 红岭水库维持汛限水位 167m 不变; 调

整两库调度方式, 结合加高万泉河加积坝—博鳌河口

两岸规划堤防设计高程的工程措施, 构建 “库堤结

合” 的防洪 (潮) 体系, 可使先行区防洪标准达到

远期的 50 年一遇。

3． 4　 排涝保障方案

按照维持原有水系格局的思路, 利用原有排水通

道, 按 20 年一遇除涝标准对流经先行区的翡翠湾沟、

维礼沟、 水境坡沟、 雅寨下村沟、 中溪沟、 书田沟、

龙忠沟 7 条沟道全河段进行疏浚连通治理。 在翡翠湾

沟入塔洋河口处、 龙忠沟上游低洼地带设置 2 处蓄滞

涝区。 在翡翠湾沟、 维礼沟、 雅寨下村沟、 中溪沟、

书田沟、 龙忠沟入万泉河口处设置 6 处防洪 (潮) 排

涝闸, 另在较小沟道及雨水管网入万泉河口处设置 6

处排涝涵, 构建由 “排涝河道 +蓄滞涝区 +挡洪潮闸”

组成的排涝体系, 使先行区排涝标准达到 20 年一遇。

3． 5　 洪涝 (潮) 预警预报调度系统

根据先行区防汛信息化发展现状及管理需求, 采

用已建的一维河网模型、 二维地表产汇流模型、 地下

排水管网模型及其动态耦合模型, 基于卫星遥感技

术、 GIS 技术、 BIM 技术、 大数据、 云计算、 人工智

能等, 开发建设在时间上 “分析过去—掌握实时—预

报未来”、 在空间上 “优调上游—集控下游” 的洪涝

潮预警预报调度系统。 采取两期建设的方式。

近期在已经搭建的先行区数字耦合模型的基础

上, 开发先行区的洪涝潮数字模拟系统, 能够实现对

先行区不同工况洪涝潮的数值模拟、 方案对比、 信息

查询等功能, 为防汛管理提供决策支持。 远期在先行

区洪涝潮数字模拟系统的基础上, 开发构建万泉河流

域产汇流模型、 一维模型以及万泉河流域与先行区防

洪耦合的预报调度模型, 同时进行前端检测感知、 网

络通信、 视频会商等硬件支撑环境的建设, 从而建设

完整的先行区洪涝潮预警预报调度系统, 实现防汛信

息实时监测、 洪水在线预报调度、 洪水风险分析以及

在线应急会商, 为防汛管理提供全面的信息服务及科

学合理的决策支持, 实现工程措施与非工程措施相结

合以保障区域水安全的目的。

4　 多源互联的供水保障体系

从整个琼东流域和琼海市水资源总体配置格局出

发, 根据流域、 区域水资源承载能力, 协调经济社会

发展和生态环境用水关系; 依托牛路岭水库、 加积

坝, 串联区流域内中小型水库, 通过水厂之间的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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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通, 实现多水源、 多线路供水并互为备用, 满足先

行区供水安全, 在此思路指导下, 进行多种工程布局

的研究。

先行区规划供水规模 3． 5 万 m3 / d, 现状以加积

坝为主水源, 远期以牛路岭水库为主水源、 中平仔水

库为补充水源; 远期形成牛路岭水库、 加积坝双水源

供水格局, 规划新建南部水厂, 近期 (2025 年) 供

水规模 8 万 m3 / d, 远期 (2030 年) 扩建后规模达到

20 万 m3 / d。 南部水厂建设后与嘉积水厂互联互通,

嘉积水厂与美容水厂互联互通, 互为备用, 不仅可以

多水源保障先行区供水安全, 还可提高整个琼海市及

博鳌亚洲论坛特别规划区、 博鳌机场等重点对象供水

安全保障程度。 乐城先行区供水总体布局见图 3。

图 3　 乐城先行区供水总体布局

5　 分区分流的排水保障体系

规划在先行区范围内采用分流制排水体制, 根据

先行区内不同区域的功能定位及主要河流分布, 分为

Ⅰ、 Ⅱ、 Ⅲ三个污水分区。

先行区北侧 I 区利用现有嘉积污水处理厂处理污

水, 排放标准为一级 A, 受纳水体为塔洋河。 先行区

北侧 II 区污水处理提供两种解决方案: 方案一为新建

北岸污水处理厂, 排放标准为准 IV 类, 受纳水体为

维礼沟, 同时建设功能性人工湿地, 对尾水和河水进

行深度处理, 严格控制排入下游的污染物量, 保障维

礼沟的水环境及先行区的生态安全, 减少进入万泉河

的污染负荷; 方案二为将Ⅱ区污水通过两级提升泵

站, 输送到现有嘉积污水处理厂处理, 排放标准一级

A, 受纳水体为塔洋河。 先行区南侧Ⅲ区新建南岸污

水处理厂, 排放标准为一级 A, 受纳水体为九曲江。

乐城先行区污水处理厂布局情况见图 4, 排水保障方

案见表 2。

图 4　 乐城先行区污水处理厂布局图 (方案一)

表 2　 乐城先行区排水保障方案

分 区 污水处理方案 排放标准 收纳水体 备　 注

Ⅰ区 利用现有嘉积污水处理厂 一级 A 九曲江 　

Ⅱ区

　 新建北岸污水处理厂,
建设功能性人工湿地

准Ⅳ类 维礼沟 方案一

　 通过两级提升泵站,
将污水输送到现有嘉积

污水处理厂处理

一级 A 塔洋河 方案二

Ⅲ区 新建南岸污水处理厂 一级 A 九曲江 　

6　 结　 语

“设计结合自然” 强调在城市建设过程中尊重自

然并结合自然进行设计, 健康的城市发展建设, 是在

遵循河流自然进程基础上的可选择性 (下转第 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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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电站供水系统的分类和作用

一、 概述

水电站的供水系统包括技术供水、 消防供水及生

活供水。 消防供水作用是主厂房、 发电机、 变压器、

油库等处的灭火。 生活供水主要为正常生活用水提供

水源, 如饮用、 厕所用水。

二、 技术供水的主要作用

1． 冷却: 主要有发电机的推力轴承、 导轴承、

空气冷却器、 水轮机导轴承、 主变压器的冷却。

(1) 推力轴承及导轴承油冷却: 机组运行时轴

承处产生的机械摩擦损失, 以热能形式聚集在轴承

中。 由于轴承是浸在透平油中的, 油温升高将影响轴

承寿命及机组安全, 并加速油的劣化。 因此, 将冷却

器浸在油槽内, 通过冷却器内的冷水将热量带走, 达

到将油加以冷却并带走热量的目的。

(2) 变压器油的冷却: 一些水电厂主变压器采

用外部水冷式 (即强迫油循环水冷式), 是利用油泵

将变压器油箱内的油送至通入冷却水的油冷却器进行

冷却, 为防止冷却水进入变压器油中, 应使冷却器中

的油压大于水压。

变压器的冷却方式有油浸自冷式、 油浸风冷式、

内部水冷式和外部水冷式等。 内部水冷式是将冷却器

装置在变压器的绝缘油箱内; 外部水冷式是强迫循环

水冷式, 用油泵抽出变压器油箱中的运行油, 加压送

入设置在变压器外的油冷却器进行冷却。 此方法散热

能力强, 使变压器尺寸缩小, 便于布置, 但需设置一

套水冷却系统。

(3) 发电机冷却: 发电机运行时产生电磁损失

及机械损失, 这些损失转化为热量, 影响发电机出

力, 甚至发生事故, 需要及时进行冷却将热量散发出

去。 大型水轮发电机采用全封闭双闭路自循环空气冷

却, 利用发电机转子上装设的风扇, 强迫空气通过转

子线圈, 并经定子的通风沟排出。 吸收了热量的热空

气再经设置在发电机定子外围的空气冷却器, 将热量

传给冷却器中的冷却水并带走, 然后冷空气又重新进

入发电机内循环工作, 保持定子线圈、 转子线圈温度

在正常范围, 一些小容量的发电机 (汉坪咀水电站)

转子上没有装设的风扇, 但装设上、 下挡风板, 使

冷、 热风在密闭的空间内进行交换, 热量由空气冷却

器带走。

空气冷却器是一个热交换器, 它是由许多根黄铜

管组成, 冷却水由一端进入空气冷却器, 吸收热空气

的热量变成温水, 从另一端排出。 空气冷却器大致分

为三类: 半水内冷式, 双水内冷式和全水内冷式。

2． 润滑: 如深井泵橡胶瓦导轴承。 水润滑的橡

胶轴承, 橡胶轴承在轴承体上镶有 6—12 块橡胶瓦,

用镙钉把合, 磨损后可单独更换, 橡胶瓦有一定的吸

振作用, 可提高运行的稳定性, 但对水质要求很高。

深井泵采用橡胶导轴承, 用清洁水来润滑, 以防

止橡胶导轴承与泵轴形成干摩擦引起磨损甚至烧坏橡

胶导轴承。

3． 密封: 水轮机的主轴密封包括工作密封和检

修密封。 工作密封采用引进一定压力的清洁水源到密

封面, 保持密封面的稳定接触以封水, 同时形成液膜

润滑, 避免密封胶皮干摩擦引起的磨损。 检修密封采

用空气围带内通入低压风而使围带膨胀, 从四周贴紧

旋转部件圆柱面, 达到封水的目的。

(来源: 水利之声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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