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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特稿

!"!! 年水资源管理工作要点

!!"#"" 年水资源管理工作总的思路是" 完整# 准

确#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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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贯彻落实水利部党组关于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

发展的安排部署" 坚持问题导向# 目标导向和底线思

维" 加快建立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 推动以可用水量

确定经济社会发展布局# 结构和规模" 推进河湖生态

环境复苏与地下水超采治理" 提高水资源集约节约安

全利用能力和水平" 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和高质量发展&

一是健全初始水权分配制度& 认真做好水资源刚

性约束制度顶层设计& 全面完成全国重点河湖名录明

确的 $%% 条河湖基本生态流量保障目标确定工作" 有

序开展已建水利水电工程生态流量复核" 加强生态流

量日常监管& 加快推进江河流域水量分配" 新批复

&# 条以上跨省江河水量分配方案" 加快跨市县江河

水量分配& 加快确定地下水管控指标" 作为各地区地

下水开发利用的管理目标& 推动明确各地区的可用水

量" 以此为基础推动明晰各地区的初始水权&

二是严格取用水监管& 开展取用水管理专项整治

行动 $回头看%" 加大违法取用水查处力度" 规范取用

水行为及管理秩序& 会同有关部门制订规划水资源论

证管理办法" 推进规划水资源论证工作" 从规划源头

促进产业结构布局规模与水资源承载能力相协调& 严

格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和取水许可管理" 推进 '取水

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 修订立法前期工作"

推进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区域评估和取水许可告知承

诺制& 推进黄河# 海河# 西北内陆河等流域的水资源

超载地区暂停新增取水许可& 加强用水统计调查管理&

三是推进河湖生态环境复苏& 落实复苏河湖生态

环境指导意见及实施方案" 开展母亲河复苏行动& 推

动 $十四五% 华北地区及其他重点区域地下水超采

综合治理行动实施" 组织落实好河湖生态补水任务&

完善地下水水位变化通报机制& 推进新一轮地下水超

采区划定& 贯彻落实 '地下水管理条例(" 制定地下

水开发利用管理办法" 推进相关标准制修订和规程编

制工作& 完善地下水监管 $一张图%& 强化饮用水水

源地监督管理" 及时掌握水源地变化情况& 组织抓好

生态环境保护相关任务落实&

四是提高水资源管理精细化水平& 加快取水口取

水监测计量体系建设" 切实提高取水量计量率和在线

计量率" ' 万亩以上的大中型灌区渠首取水口全部实

现在线计量& 强化电子证照信息在流域区域用水总量

控制# 取水许可审批管理等业务中的分析应用" 通过

信息化手段提升取用水监管能力和水平& 推进水资源

管理调配应用系统建设" 对可用水量指标# 取水许可

管理信息以及取水量# 水位# 流量等监测数据进行整

合并实现信息共享" 强化取用水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

能" 提升水资源的数字化# 网络化# 智能化管理水平&

五是深化水资源管理改革& 按照水资源刚性约束

要求完善考核内容" 优化考核指标" 改进考核机制"

注重发挥流域管理机构的作用" 更大程度发挥考核的

激励鞭策作用& 制定出台推进用水权改革的指导意见"

推动明晰区域水权# 取水权# 灌溉用水户水权" 推进

建立健全统一的水权交易系统" 推进区域水权# 取水

权# 灌溉用水户水权等用水权交易& 推动全面推开水

资源税改革试点& 开展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水

资源资产有偿使用制度# 用水权回购收储和有偿取得#

地下水储备制度等重要问题研究&

!来源"水利部网站#网址"())*"++,,,-.,/-012-34+

5,+678,+"#""#"+)"#""#"#9 :&';&'"#-().7#日期 "#""

年 " 月 9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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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管理

浅谈 #$%信息技术在农村小型水利工程

建管中应注意的问题

程会娟!张恒瑞!刘社教

!河南省陆浑水库管理局# 河南 洛阳!$%&##<$

!摘!要" =>? !=@10/A*(B3>4C1/.A)B14 ?06)@.# 地理信息系统$ 是多科学交叉的产物#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

日趋完善% 农村水利工程信息系统是信息时代加强农村水利工程管理的新系统& 新模式# 是 =>? 技术在农村小

型水利工程管理中的具体实践% 持续探索=>?信息技术在农村水利工程管理中的应用# 有利于高效整合农村水

资源# 切实发挥小型水利工程的作用% 农村小型水利工程和大型灌区存在天然联系# 如河南省陆浑灌区的 '长

藤结瓜( 灌溉系统涉及到很多小型水库# 二者之间互补互济# 加强农村小型水利工程信息技术的建设管理# 有

利于大型灌区功能效益的更好发挥% =>?信息技术在农村水利工程中的示范应用# 具有导向引领作用# 文章以陆

浑灌区为例# 指出信息化建设在管理中应注意的一些问题# 对现阶段各级各类水利工程的信息化建设也具有一

定的参考和指导意义%

!关键词" 地理信息) 水利工程) 陆浑灌区) 应用) 信息共享

中图分类号# &!"'$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0+1'!2. %!"!!& "!1""!1"2

345675548989:;<&=8>?<@5A<<B49C D::<9:489:8 49:;<E895:=76:489F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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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河南省极端天气频发" 一些地方冬春连

旱" 乃至大旱" 直接造成粮食减产# 绝收" 人畜饮水

困难& 为了应对旱灾" 确保粮食稳产和农业增收" 省

政府往往在农村水利工程的基础上采取临时应急措

施" 启动抗旱机制" 加大抗旱力度" 有针对性地建设

一大批抗旱应急灌溉工程抗旱减灾" 力保地方经济发

展& 如何有效整合农村量大面广的水利资源" 实现效

益最大化" 是建设现代化水利的应有之义&

.,农村水利工程管理现状

农村的水利设施一部分是过去由乡# 村 )组*

集体投资建设的+ 一部分是通过银行贷款# 国债基金

等农业扶贫开发项目资金筹建的+ 还有一部分是随着

现代经济发展和农村税费改革政策出台" 农户个体#

农业合作社建设的& 长期以来水利工程重建设轻管理

的现象普遍存在" 在农村水利工程这一块表现得更加

突出" 失管和管理不到位的情况长期存在&

&T&!农村水利工程基本情况

农村小型水利工程主要包括水窖# 沟渠# 塘坝#

桥梁# 涵洞# 小水库# 机井# 排灌站等& 工程具有量

大面广# 规模小# 技术含量少" 成本低等特点" 工程

建设质量参差不齐" 工程布局不规范" 地区差异性较

大" 工程建成后运行成本和管理难度相对较大&

&T"!工程管理滞后

目前农村水利工程的管理模式尚未建立" 受农村

水利工程的区域性限制和地方行政的干预" 工程管理

严重滞后& 农民参与管理和民主监督机制不健全" 缺

乏水事财务公开" 缺乏专门的项目维修和管理基金"

也很难从农民收入中筹集资金" 造成工程设施老化失

修" 工程效益得不到有效发挥&

&T<!财政投入不足

农村各级财政资源有限" 严重制约了对小型水利

工程的补贴& 新农村建设以来" 国家在政策层面给予

倾向" 在规划布局# 工程建设# 财政补贴等方面给予

大力支持& 由于河南省很多农村地区都位于欠发达地

区" 很难有更多的资金用于小微型水利工程的建设&

结果导致 $最后一公里% 性质的水利建设项目无法

如期开工" 建设项目难以按计划完成和验收" 加大了

继续争取工程项目资金的难度& 同时" 农村水利建设

所需资金与政府财政投入存在较大差距" 而受益农民

又无力承担这一部分费用&

&T$!农村基层水利技术人员综合素质有待提高

基层水利部门管理范围有限" 技术层次低" 直接

面向农村农业" 要承担设计# 建设# 管理和政府监督

等多种职责" 但他们一般又不具备相应的资质& 基层

单位工作条件相对落后" 水利部门技术人员少" 业务

素质差" 他们很少抽时间进一步学习" 技术水平提升

速度缓慢" 缺乏深层次的技术管理经验" 不能适应当

前水利工程的规范化# 信息化管理要求&

!,系统的设计原则

农村水利工程信息系统是一种特殊的地理信息系

统" 是地理信息技术在水利工程和水资源管理中的具

体应用& 它是一个数量庞大# 功能繁多# 处理复杂#

集空间与管理于一体的系统& 它的设计应遵循以下原

则并兼顾一般与特殊关系&

"T&!科学性原则

系统平台要借鉴国内外地理信息系统前沿开发技

术" 结合水利部门的专业特点" 按照软件工程的思想

和方法" 保证系统结构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T"!实用性原则

根据河南省农村水利管理现状" 结合陆浑灌区内

一些小型农村水利工程实际" 确保信息来源的及时#

#

建设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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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 完整" 提高工程信息管理和使用质量" 满足现

阶段河南省农村水利科学化管理的需要" 农村小型水

利工程多无正规设计" 或设计资料不健全" 或标准不

高& 如一些小型渠道工程所用材料# 尺寸# 形状与原

设计意图有较大出入" 所有这些需根据变化了的情况

及时更正" 力保工程信息真实&

"T<!标准化原则

信息的规范化和标准化是一个信息系统成功的基

本保证" 系统的数据必须是规范# 标准和完备的& 陆

浑灌区信息化建设已历时多年" 在渠道水位和过流量

数据采集# 传输# 使用和共享等方面已有一套比较成

熟的办法" 但在实际工作中还是遇到不少麻烦& 一是

常见的硬件故障" 有自记水位的纸张缺失+ 电池电量

不足+ 太阳能电池板工作中出故障等& 这些问题需要

在日常管理中加以解决& 再一个突出问题是软件方面

的" 水利工程具有特殊性" 比如退水闸退水流量的测

算" 闸门的型式很多" 按其结构型式通常分为平面闸

门# 弧形闸门及叠梁闸门等" 这三种主要型式的闸门

在陆浑渠道上均有采用& 由于退水闸设计上的不完

善" 施工的不规范" 特别是各个退水闸之间的差异

性" 在退水量信息化建设上采用单一的水位和流量"

计算模式就存在误区" 往往造成信息化测流数据与退

水闸实际过流不相符的情况& 如陆浑灌区东二干渠暴

雨河退水闸" 在 "#&V 年的一次测流数据对比中" 流

量误差达到 "#W以上" 而且误差率有随退水流量加

大而增加的趋势& 农村小型水利工程" 例如渠道工

程" 个体之间也有不小差距" 这也是农村小型工程信

息化建设需注意的问题&

+,系统功能结构和体系架构

<T&!体统的功能结构

农村水利工程信息查询系统" 是一个开放的资源

共享和应用集成系统" 可以为各级水利部门提供信息

共享# 快速查询等便捷服务& 农村水利工程信息化是

水利信息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的建设旨在利用当前

流行的地理信息技术" 将农村水利工程中的电动马达

井# 沟渠# 桥梁# 涵洞# 水闸# 灌区电子地图等资料

信息化" 并有效地组织和利用这些数据来满足项目管

理的需要" 规划日常办公和其他工作" 使农村水资源

管理更加有序和高效&

<T"!系统的体系架构

整个系统可分为四个层次! 基础设施层# 数据中

心层# 应用系统层和信息服务层&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

研究院曾在 '今日中国( 杂志上介绍的智慧水利的

四个阶段依次为! 最初的持续研究阶段+ "### 年以

后" 为传感器研究阶段+ "#&#,"#"# 年" 为田间量测

研究阶段+ "#"# 年以后" 为量测,传感,控制,决

策阶段& 中国的智慧水利" 现在正处在示范应用阶

段& 陆浑灌区从 "##V 年开始" 进行了长达 &# 年续建

配套建设" 与此同时" 信息化建设及时跟进" 已取得

了一定的成绩" 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但在建后的管理

中还存在不少问题&

=>?信息技术系统的 $ 个层次环环相扣" 是一整

套完整体系& 四个层次各有侧重" 互为贯通" 只有每

一个层次每一个环节都建设好# 管理好" 整个信息系

统的功能才能真正有效发挥&

基础设施层是系统构建和运行分析的基础" 包括

硬件和软件系统# 网络# 通信# 接口系统等" 这些是

$农村水利工程信息系统% 的基础& 在陆浑灌区信息

系统多年的建管探索中" 我们发现基础设施层至关重

要& 再一个就是数据来源要可靠精准" 经过应用系统

层" 我们才能得到真实有效的信息&

2,农村小型水利工程信息化建管中应注意

的问题

!!农村小型水利工程信息管理系统的建设应以县#

乡# 镇为单位" 信息服务层应设置到乡镇一级" 条件

许可的情况下可设置到村一级& 系统功能应包括系统

信息管理# 抗旱应急工程信息管理# 工程上图# 地

图# 查询和统计等功能" 现以陆浑灌区信息化建设为

例谈一点具体建设中应注意的问题&

$T&!各种监测设备应集中布设

在陆浑灌区渠道上布设有自记水位计# 流量计和

$

建设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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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量计等设施! 由于陆浑灌区渠道长!""#$" 再加上沿

陆浑水库大坝坝址以上环库 %&#$布设了一部分观测设

施" 而信息系统的管理中心主要设在陆浑水库管理局

机关内" 每次设备巡检需要专人专车" 完全巡检一遍

往往需要一周以上时间" 农村条件有限" 设施要尽可

能优化布置" 减少巡检时间" 节省有限的人力物力!

'(%)管线保护问题

陆浑灌区沿渠建了不少监控设施" 这些设施多布

设在沿渠段所附近" 并通过网线连接到段所相应的设

备上" 这些管线过渠入段所" 基本上采用的是地理方

式" 有的挖深达 *$以上" 管线的保护应引起注意"

管线的材质应选优" 达到保护网线的目的" 因检修需

要采用土体开挖的办法" 非常麻烦!

'(!)节制闸及退水闸对过流水位的影响

干渠上的节制闸在通水期经常启闭" 当节制闸关

闭或部分开启时" 水位虽高" 但过流量很小" 也就是

水位与流量呈现不和谐关系! 当退水闸开启时" 渠内

水位与过流量的关系" 会因退水闸开度不同而发生较

大的变化" 水位与流量呈现非正比关系! 再一个就是

节制闸关闭状态" 节制闸关闭时" 有水位" 但没有过

流量!

'(')退水闸过流量的精准计算问题

陆浑灌区大渠上建有退水闸几十座" 而且因所处

地理位置和工作条件差异" 退水闸的型式多种多样"

而且在实际工作中" 退水闸的工作状态是随机的" 闸

门开度及闸前水位决定着下泄流量" 且退水渠上的水

深与流量并非成线性关系!

'(+)洪水入库情况

洪水入库是一个动态过程" 从水库口库尾到大坝

坝址的洪水有一个逐渐上涨的过程" 沿库设置的库水

位监测设施所监测的数据不能完全准确反映库水的全

部情况" 再一点就是洪水在演进过程中向两边扩散的

问题" 这一过程随洪水的大小及库水位的高底而有差异!

'(,)工程设施的安全问题

渠道及水库上的一些水位监测设施所处位置偏

远" 如东二干渠节制闸后的水位监测设施由太阳能板

供电" 电线明设" 极易遭到人为和自然破坏! 还有东

一干渠入口测流桥上的自记水位计不锈钢大门" 曾遭

到盗窃! 因此信息化工程上的设施安全问题应引起足

够重视!

!"结"语

本文分析了陆浑灌区信息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 农村小型水利工程基础

差" 受地域影响" 工程分散" 工程规模小" 工程数量

多" 管理事项烦琐" 信息更新不及时" 管理相对落

后" 这是农村信息化建设中应注意的问题!

陆浑灌区信息化建设的成功实践表明" 信息化

建设是可行的" 管理是有效的" 可为 -./ 信息技术

在农村小型水利管理中的应用提供有益的帮助和参

考作用!

""""""""""""""""""""""""""""""""""""""""""""""

!

!上接第 %! 页"

#"结"语

纳鲁巴奥水电站碾压混凝土坝强渗漏的灌浆处理

效果表明# 应用-.0灌浆法" 采用水泥稳定浆液对碾

压混凝土水平缝的堵漏是切实有效的! 通过室内试验

采用控制变量的方法对水泥稳定浆液进行配比设计"

通过现场试验和理论计算得出最大灌浆压力 !

$12

和

"

$12

的同时" 根据灌浆试验数据回归分析得出 -.0灌

浆强度值" 按照满足强度值的几种注浆结束标准实施

灌浆! 此种灌浆方法可以在大体积混凝土结构裂缝处

理和挡水建筑物渗漏处理中推广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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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风电项目 Q&E报价风险浅析

胡!萍!华志强

!中国电建集团贵阳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贵州 贵阳!''##9&$

!摘!要" 海外风电项目大多采用FSD总承包模式# 总承包商承担较多工程建设风险% 文章探讨了海外风电项

目FSD报价特点# 识别了影响FSD报价的风险因素# 并以越南风电项目为例# 论述了在FSD报价编制阶段风险

因素的应对措施# 以确保报价准确& 合理& 竞争力更强# 以期总承包商获得预期收益%

!关键词" 海外风电项目) FSD报价) 风险

中图分类号# (G/.2,,,,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0+1'!2. %!"!!& "!1""/1"+

D9F?L54589Q&ER78:F:489I45S8HTK<=5<F5J49B&8O<=&=8M<6:

EMSB40" EMKJ(B[BA40

)7,8"*9'-#$ :&-2$#3 ;#3-#""*-#3 4,*5,*$1-,# %-0-1"/" :&-2$#3 ''##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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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B4@@/B403146)/H3)B14 /B6X6-Q(@3(A/A3)@/B6)B361CFSD[H1)A)B14 1C12@/6@A6,B4N *1,@/*/1I@3)6B6NB63H66@N B4 )(@

*A*@/-Q(@/B6X CA3)1/6ACC@3)B40FSD[H1)A)B14 A/@BN@4)BCB@N-\B@)4A.,B4N *1,@/*/1I@3)B6AN1*)@N A6A4 @5A.*7@)1

NB63H66)(@31H4)@/.@A6H/@61C/B6X CA3)1/6B4 )(@*/@*A/A)B14 6)A0@1CFSD[H1)A)B14 61A6)1@46H/@)(A))(@[H1)A)B14 B6

A33H/A)@$ /@A614AP7@A4N 31.*@)B)B2@$ A4N )(@/@1C)(@0@4@/A7314)/A3)1/3A4 1P)AB4 )(@@5*@3)@N P@4@CB)6-

N<L O8=B5! 12@/6@A6,B4N *1,@/*/1I@3)' FSD[H1)A)B14' /B6X

.,概,述

当前" 海外新能源市场发展潜力巨大" 中国企业

承接海外风电项目数量大幅增加& 海外风电项目大多

采用FSD总承包模式" 合同为固定总价" 总承包商

承担较多工程建设风险& 对于项目前期的投标报价阶

段" 需尽早考虑影响报价的各种风险因素" 并提出合

理的应对措施" 这对项目后期顺利实施并获得预期收

益有着重要意义" 本文探讨对象为陆上风电项目&

!,海外风电项目Q&E报价特点

"T&!报价方法与国内项目差异大

一般国内风电项目 FSD报价采用 '陆上风电场

工程设计概算编制规定及费用标准( )G]+Q<&#&#,

"#&V*

-&.及相应配套定额编制" 国外项目采用实物量

法& 目前" 海外风电项目 FSD报价采用定额法与实

物量法相结合的方式" 具体是工程建安费用参考国内

定额" 结合实物量法对定额人材机消耗量# 单价取费

进行调整" 综合分析计算建安单价及工程直接费" 再

加上工程其他费用汇总得到总报价&

&



"T"!设计深度及收集的报价信息有限

海外风电项目投标时间短" 很难在短期内获得项

目所在国及项目所在地全面的信息& 由于设计深度往

往不够" 报价所需的工程量清单完整性# 准确性得不

到保证" 施工组织设计方案合理性# 可操作性差等都

会影响报价的精度&

"T<!报价各费用占比相对固定

报价中设备费用 )含海运物流费* 约占 ;#W左

右" 建筑安装费约占 &'W左右" 其他费用约占 "'W

左右" 建筑安装工程大多由当地分包商完成" 该部分

费用占比低" 但却是报价和实施阶段投资控制的关键

点" 若报价不合理或是对分包商管控不当" 易造成

FSD总承包商亏损&

+,海外风电项目FSD报价的风险因素识别

<T&!政治政策风险

政治风险是项目所在国政治人文环境对项目实施

产生的不利影响" 主要体现在政治局势是否稳定" 是

否有潜在的战争# 恐怖主义# 地缘政治冲突# 社会动

乱等" 以及宗教信仰# 价值观念# 社会风俗# 生活习

惯等-".

+ 政策法规风险主要是与项目有关的政策法

规# 相关规定的稳定性" 项目所在国财政# 劳工# 税

收# 环境保护政策等对报价的影响&

<T"!自然风险

自然风险主要是项目所在地不利的气候条件# 复

杂的地形地质条件# 恶劣的施工环境# 自然灾害-<.给

项目实施带来的困难" 引起的施工降效甚至不可避免

的停工" 增加的赶工措施费及管理成本&

<T<!经济风险

经济风险主要是项目执行过程由于中外部经济条

件与报价阶段相比发生较大变化" 造成的项目成本增

加或无法达到预期利润的风险& 主要包含汇率波动风

险# 物价上涨风险# 利率变化风险-$.

& 海外项目一般

以当地货币或美元作为结算币种" 尽管风电项目建设

周期不长" 但仍存在外币与人民币间不利的汇率变动

造成的项目损失风险& 项目建设过程中由于业主支付

延迟" 总承包商存在资金垫付问题" 为缓解资金压

力" 总承包商通常会向银行申请贷款" 贷款利率上调

会增加项目资金成本&

<T$!市场风险

市场风险是总承包商因市场条件的不利变动而遭

受损失的风险& 对于海外风电 FSD项目" 该风险主

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主要设备 )如风机# 塔

筒# 箱变# 主变# 开关柜等* 价格存在周期性波动+

"

项目土建及安装施工大多由当地分包商完成" 当地

承包商的数量# 能力# 经营情况是潜在风险之一+

#

项目施工机械大多在当地租赁" 当地机械设备市

场" 尤其大型吊装机械供应情况" 是制约项目进度的

关键因素" 其供需不平衡易导致租赁费大幅上涨+

$

风电项目主要设备由国外进口" 海运物流费用涨幅

大是不可忽视的风险之一&

<T'!设计风险

设计风险-'.主要是 FSD报价阶段由于设计部门

掌握的项目技术资料有限" 导致设计方案存在缺陷而

产生的风险& 此外" 海外项目通常采用国际标准作为

技术标准" 设计人员对国际标准不熟悉" 会影响报价

工程量清单的准确性" 与项目实施阶段详细方案相

比" 工程量可能存在较大差异" 易引起报价失误&

2,海外风电项目FSD报价风险应对措施

位于越南中南部德农省的风电项目" 距离胡志明

港口约 ""#X." 距离越南岘港约 $9#X." 项目总规划

装机容量为 <##Û " 风电场 )场区部分* 共分三个

标段& 本标为场区三标段 )装机 &##Û * 为 FSD总

承包工程" 总包范围包括该标段的设计# 供货及建

造& 设计部分包括合同签订后现场的补勘补测# 施工

详图设计# 标准转换等& 供货部分包括场区所有设备

和材料的采购和运输& 建造部分包括场区全部土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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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机组# 箱变# <'X\集电线路等安装工程& 鉴于

越南当地实际市场情况" 工程在岸部分的土建# 电气

工程及相关吊装工作由当地分包商完成&

$T&!政治社会风险应对措施

越南当前社会政治环境稳定" 社会治安总体状况

良好" 受传统儒家思想影响" 越南在很多传统文化#

风俗习惯等方面与我国相似" 政治社会风险较低& 但

项目施工采用当地工人比例较高" 项目现场需加强人

员安全培训教育等管理工作" 编制报价时需在现场管

理费中考虑相关费用&

$T"!政策法规风险应对措施

越南劳动力市场巨大" 但风电行业熟练工人较

少" 本工程所需高级技工来自中国" 其余为当地工

人& 按当地规定" 中国籍工人需办理工作许可证" 且

工作日期超一个月" 需缴纳社会保险" 这些费用在确

定中国籍工人单价时需考虑& 雇佣当地工人需遵守越

南 '投资法( '越南的外资企业的劳动法( 等有关规

定" 编制报价前" 需详细了解当地工人最低工资标

准# 法定工作时间# 节假日# 加班工资# 社保和养老

金等" 合理确定当地工人人工单价& 关于税费" 需深

入了解与项目相关的税种# 税率# 计算基数# 缴纳流

程等" 本工程涉及的税费有进口设备增值税# 关税#

承包商所得税# 当地建筑业增值税" 本工程为新能源

项目" 进口设备按免关税考虑" 其他税费根据规定计

算计入报价中& 对于环境保护" 需根据当地规定在报

价中计列E?F费用&

$T<!自然风险应对措施

本工程所在地属热带季风气候" 高温多雨" 年

平均气温 "$_左右" 年平均降雨量为 &'## `

"###.." 雨旱两季分明& 现场属于低山丘陵地貌"

山顶地形宽缓" 植被茂密" 未发现有规模较大的滑

坡# 崩塌等不良地质作用" 风电场场地整体稳定性

好& 该项目自然风险较低" 报价时可不考虑此类风

险应对措施费用&

$T$!经济风险应对措施

本工程报价币种要求采用越南盾" 收集近三年人

民币兑越南盾汇率变化情况" & 人民币等于 <"'# `

<'## 越南盾" 由于项目建设周期短" 汇率风险根据

最终报价要求适时在风险费中考虑& 工程所需水泥#

钢材# 木材# 砂石料# 油料等建筑材料需在当地采

购" 考虑物价上涨因素" 以上材料价格在分析建安单

价时可适当提高& 该工程建设期间" 总承包商存在垫

资问题" 报价中需计列垫资成本" 可根据垫资金额#

时间及银行同期利率进行测算&

$T'!市场风险应对措施

本工程风电机组采用经设计部门比选后确定的设

备厂家" 即某公司生产的 &';O$T#+&<' 机型" 报价时

直接向厂家询价" 其他设备根据业主要求品牌# 各项

参数经询价确定& 对于风电机组主吊设备租赁费" 根

据项目施工工期及前方常驻机构市场调研" 按租赁 <

台# 租期一年# 租赁费 <## 万元+月计入报价中& 由

于项目主要设备均在中国采购" 根据设计提供的设备

清单及物流公司询价" 确定本工程海运物流费 )到越

南头顿港* 约 %<## 万元& 由当地分包商完成建筑安

装工程部分" 通过收集当地已完项目的造价资料" 尽

可能掌握当地分包市场价格水平" 据此分析调整报价

中的建安单价&

$T;!设计风险应对措施

编制报价前要确保设计方案技术可行# 经济合

理" 设计部门尽可能提供完整准确的工程量清单& 施

工组织设计方案尽可能详细" 如主要设备在越南的陆

运方案" 是否需要对当地道路桥梁进行改造" 大型施

工设备进出场方案" 现场施工供电供水方案" 场内交

通条件等& 本工程土建费用中交通工程投资占比大"

对报价影响较大" 需重点关注" 如风机叶片和塔筒在

当地运输采用特种车辆" 场区内部虽有多条现有乡村

道路贯穿整个风电场" 但道路路基宽 <." 不满足重

大件运输要求" 约 <#X.需进行改扩 "下转第 &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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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 '四不两直( 方式在水利工程建设

监督检查中的工作程序

李增明&!"

!&T水利部建设管理与质量安全中心# 北京!&###<9)

"T水利部水利督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北京!&###<9$

!摘!要" '四不两直( 方式已逐渐成为水利工程建设监督检查的主要方式# 在水利工程建设管理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 文章从查前准备& 现场检查& 问题认定& 问题整改& 责任追究以及成果资料归档等环节入手# 对监督

检查的相关程序进行了系统性梳理# 进一步明晰了检查的工作标准和程序# 供今后开展类似工作时参考%

!关键词" 四不两直) 水利工程) 监督检查

中图分类号# ()P.!,,,,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0+1'!2. %!"!!& "!1""*1"+

-=4<HD9F?L54589J8=S49C &=86<B7=<58H'U87=1A8:(O81%:=F4C;:(

G8B<49%7V<=K45489F9B$95V<6:4898HJF:<=E895<=KF96L &=8M<6:

E895:=76:489

L>J@40.B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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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L O8=B5! R1H/OG1)Q,1O?)/AB0()' ,A)@/3146@/2A438*/1I@3)' 6H*@/2B6B14 A4N B46*@3)B14

!!水利工程建设中以 $四不两直% 方式实施的监

督检查" 简化了工作手续" 通过暗访性突击检查" 可

发现被检查单位最原始# 最真实的管理状态及建设过

程中的违规行为和工程缺陷" 逐渐成为水利工程监督

检查的主要方式& 监督检查工作主要有 $查# 认#

改# 罚% 四个工作环节" 主要工作流程为! 查前准备

#

现场检查
#

问题认定
#

问题整改
#

责任追究
#

成果

资料归档等& 受起步晚# 制度新等方面诸多原因的影

)



响" 这种检查方式距离规范化# 专业化高质量开展监

督检查工作还有不小差距" 需要进一步规范工作

程序&

.,查前准备

&T&!明确监督检查范围和事项

水利工程建设监督检查范围主要包括从事水利工

程建设# 勘察# 设计# 施工# 监理# 检测# 安装等建

设 )包括新建# 扩建# 改建# 加固等* 活动的项目

单位& 监督检查事项主要包括工程施工质量# 安全生

产等方面的检查工作" 共涵盖了土方工程# 石方工

程# 地基及基础处理工程# 防渗和排水工程# 支护工

程# 砌体工程# 混凝土和钢筋混凝土工程# 金属结构

工程# 机电设备# 安全监测工程# 自动化系统工程#

原材料和中间产品检测# 安全生产# 工程监理等专业

内容&

&T"!出发前的准备工作

根据工作计划安排" 确定检查项目# 检查对象#

检查内容和执行时间& 根据不同的监督检查事项" 适

时到相关单位开展查前调研和咨询或上网查找相关工

程信息" 了解工程概况# 标段划分# 项目法人# 勘察

设计单位# 监理单位# 施工单位等工程建设信息" 了

解掌握工程类型和工程进度等" 针对工程特点收集和

熟悉有关合同规定# 规程规范和相关资料&

!,现场检查

按照 $四不两直% 方式实施突击性现场检查"

要做到 $四到%" 即对现场正在进行或已经完成的工

程" 腿要走到# 眼睛要看到# 手要摸到# 工具仪器要

用到&

"T&!制定检查路线

检查路线 )以土方工程为例* 一般为! 土方填

筑作业面 )重点*

#

土方开挖作业面
#

土工试验室

)重点*

#

料场 )视情况而定*

#

施工项目部&

"T"!施工现场检查内容

土方填筑作业面检查时" 主要检查项目为土料#

铺土# 碾压施工# 渠道边坡# 层间结合面和压实指标

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重点检查 )不限于* 以下内容!

土料粒径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土料是否含有杂质或冻

土块" 铺土是否按照碾压试验确定的参数施工" 土料

碾压遍数是否合格" 边角部位是否碾压到位" 开挖至

下一层" 检查层间结合是否按要求处理" 抽查现场干

密度试验" 检查取样时环刀位置是否在碾压层下 &+<

处" 土方干密度是否采用双环刀平行测定" 邻近建筑

物回填碾压机械是否用小型机械或人工夯实" 建筑物

周边回填前钢筋头# 对拉螺栓端部是否按规定处理"

建筑物周边回填时是否按要求涂刷泥浆" 泥浆配置是

否满足要求&

土方开挖作业面检查时" 主要检查项目地基处

理# 边坡# 开挖宽度# 高程# 中心线位置等是否符合

设计要求& 重点检查 )不限于* 以下内容! 不良地

质土的处理# 渠基处理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膨胀土渠

基开挖后是否存在暴晒或泡水" 施工开挖预留保护层

厚度是否满足要求" 边坡坡比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是

否存在安全隐患&

土工试验室检查时" 重点检查 )不限于* 以下

内容! 试验室# 人员资质是否符合要求" 土工试验仪

器是否按期检定" 环刀# 铝盒是否校准" 含水率试验

是否准确# 规范" 土方干密度试验是否准确# 规范"

试验检测报告# 原始记录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T<!内业检查内容

完成工程现场检查后" 要进行内业资料检查& 检

查组进入项目部后" 应主动索取相关资料 )一般在质

量管理部门或档案室*& 土方工程内业检查内容为土

料场复勘成果报告# 机械设备报验# 碾压试验方案和

成果报告# 开挖和填筑施工方案# 作业指导书# 填筑

工序三检表# 单元工程质量评定表# 土方压实度试验

检测报告和验收资料等& 重点检查 )不限于* 以下

内容! 评定资料# 试验资料是否在填写" 是否同一人

签字" 是否有造假行为" 料场是否按照招标文件或设

计要求复勘" 击实试验最大干密度和最优含水率取值

是否准确合理" 土方填筑专项施工方案是否报批" 评

定资料# 试验资料是否准确# 规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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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现场检查注意事项

"T$T&!问题记录

发现问题应及时记录& 注意向施工单位核实施工

部位# 桩号# 高程等位置信息& 问题记录要简明# 扼

要& 返回驻地后" 及时补充整理对应的规范条款# 问

题定性# 问题照片等&

"T$T"!取证

检查组应安排专人负责拍照取证工作& 取证照片

要按照 $先要拍到" 再拍好% 的原则进行& 拍摄时

多用大远景# 全景# 特写拍摄" 可以多拍摄一些视

频& 拍摄完成后可以用两张或几张照片组合在一起突

出展示& 照片右下角标注时间" 推荐使用宋体 "' 号"

按照年# 月# 日# 时# 分# 秒进行编辑& 问题照片要

有代表性" 能突出显示问题所在部位# 问题的现状"

达到一目了然的效果&

"T$T<!工作纪律和保密要求

工作人员要严格遵守各项工作纪律" 做到依法依

规# 客观公正# 严谨精准# 规范高效& 现场检查时要

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廉洁工作纪律& 工作期

间要注意保密" 不得向无关人员透露工作信息" 不得

提前向被检查单位透露有关问题定性和责任追究等

信息&

+,问题认定

现场检查工作结束后" 检查组应尽快完成现场检

查报告初稿" 并针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 初步与

被查单位交换意见" 目的是进一步确定督查过程中提

出问题的客观性# 认定问题的准确性&

<T&!问题交流无异议

问题交流过程中" 充分听取被检查单位意见" 如

被检查单位确认无异议" 填写 '水利工程监督检查问

题确认单(" 由参建单位各方代表签字认可&

<T"!问题交流有异议

如被检查单位有异议" 检查组应再次复核问题的

客观性# 问题定性的准确性& 如问题无误" 耐心向被

检查单位做好解释工作" 签认 '水利工程监督检查问

题确认单(& 如问题有误" 检查组应对问题进行删除

或修改& 经检查组复核后" 被检查单位如坚持对问题

提出异议的" 可在规定日期内提供相关材料向有关单

位或部门进行申辩&

2,问题整改

现场监督检查结束后" 检查组在填写检查记录的

基础上" 对发现问题进行汇总并提出整改建议" 统计

检查工作情况和问题情况" 依据有关文件规定明确问

题等级" 分析问题原因" 提出整改措施和责任追究建

议" 形成监督检查报告& 重点要分析研判监督检查中

发现的问题" 印发整改文件" 组织指导相关单位 $举

一反三% 对问题进行限期整改" 并对加强水利工程建

设提出政策性建议& 整改文件下发后" 按照文件要求

继续跟踪问题整改" 确保整改实效" 督促责任单位及

时报送整改报告并进行复核&

P,责任追究以及成果资料归档

'T&!责任追究

对于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 检查组要根据发现问

题的数量# 性质# 严重程度" 依据有关管理办法提出

责任追究建议& 严格按照有关监督检查办法组织实施

责任追究或责成有关单位实施责任追究& 查处的违法

行为线索移交相关纪检监察部门" 按有关规定另行

处理&

'T"!成果资料归档

根据责任追究通知内整改期限" 检查组要定期督

促责任单位整改& 整改期限截止后" 整改资料能够完

整准确反映整改情况的" 确已整改的问题" 予以销

号& 若整改资料不能反映整改情况的" 督促有关单位

继续提供资料& 整改资料不全的问题" 不予销号& 所

有问题整改核实后" 该项监督检查流程完成" 资料予

以归档& 检查组要收集# 整理# 保存工作过程资料"

确保工作成果的完整性# 规范性和可追溯性&

以 $四不两直% 方式实施的水利 "下转第 "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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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技术

山区特长富水隧道防水治水施工技术

庄炳鑫

!中铁十八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河北 涿州!#%"%'#$

!摘!要" 文章以瓦日铁路太行山隧道富水段施工作为研究对象# 对涌水原因和存在的风险进行详细剖析# 介

绍了 '预报先行& 治水紧跟& 管棚超前& 注浆配合& 控制进尺& 微弱爆破& 强化支护& 快速封闭& 加强测量(

的特长富水隧道防水治水施工技术% 通过配置横通道& 截流排放与集水坑阶梯式排水并用& 增加泄水孔& 进行

有效注浆& 配置中部排水沟槽等一系列举措# 有效降低了隧道涌水风险# 解决了山区长大富水隧道施工难题#

加快了施工进度# 确保了施工运营安全%

!关键词" 特长隧道) 富水段) 超前地质预报) 排防引堵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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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岭特长富水隧道在建筑施工领域是公认的施工

难题& 富水隧道在进行隧道开挖支护过程中" 经常会

出现大涌水现象" 隧道甚至出现水帘洞" 如果不能很

好处理涌水" 极易导致隧道发生石块掉落甚至塌方"

严重影响项目工程整体安全和质量&

"!



.,工程概况

瓦日铁路太行山隧道横跨河南# 山西两省" 左右

线全长 <;T"<<X." 太行山隧道出口地处河南林县姚

村" 右线隧道的出口里程是 Z8c'V; dV%<T#%" 左线

出口里程是Zc'V% d##&" 隧道进口位于山西省平顺

县石城镇" 隧道右线出口里程是 Z8c'%9 d9;$" 隧道

左线出口里程是! Zc'%9 d9%;& 隧道最小埋深和最

大埋深分别为 &"T&#.和 V&'T#V.& 隧道 Z8c'V# d

%#$ )Zc'V# d%<V* `Z8c'V# d<#V )Zc'V# d<<$*

里程段全长约 &9$TV." 通过暗挖法施工从露水河浅

埋地段下穿而过& 该段地质条件较差" 为
%

级围岩"

由于瓦日铁路太行山隧道上部和周边为含水量很大的

溶洞和暗河" 隧洞内断层和裂隙十分密集" 与溶洞和

暗河等含水层相连" 易产生高压突 )涌* 水风险"

给施工造成很大困难&

!,工程突发涌水情况

从隧道进洞伊始" 一号# 二号# 三号斜井施工

区域" 下穿露水河段施工区域陆续出现不同程度的

涌水& 其中一号斜井 "#&# 年 ' 月 V 日动工" ; 月 % 日

斜井左拱脚突发大涌水" 最大涌水量近 <%'.

<

+(&

"#&# 年 && 月到 "#&& 年 & 月正洞相继出现五次极大涌

水" 涌水峰值达 &'##.

<

+(& 自 "#&# 年 ; 月发生涌水

开始" 一直到 "#&< 年 && 月" 一号# 二号# 三号斜井

施工区域" 下穿露水河段施工区域等隧道区间累计抽

排水量近 &#### 万.

<

" 涌水量非常巨大" 远远超过原

设计范围&

+,富水隧道施工难点

FT如果隧道排水不畅" 会降低工作面的稳定性!

通过钻爆法施工的隧道比较容易出现坍塌& 隧道进行

钻爆法施工时" 是以确保工作面的稳定性为前提条件

的& 通常富水隧道大多为软弱围岩" 围岩中存在裂

缝" 一旦发生大量涌水" 就会严重影响工作面的稳

固" 导致工作面出现坍塌&

>T如果涌水范围比较大" 会极大降低隧道支护

安全性& 涌水会影响支护混凝土和围岩之间的附着

性+ 涌水也导致锚杆的锚固材料长时间受水浸泡而丧

失锚固性能" 极大降低支护效果&

6T如果隧道基础水量过大" 会导致基底不牢固&

隧道施工时" 机械设备行驶时会对隧道基底反复碾

压" 导致基础产生大量泥泞" 影响机械施工效率和质

量安全& 而基底不牢固也会严重影响支护效果和隧道

安全性# 稳定性&

BT如果泄水不当" 导致地下水位严重下降" 这

不仅会造成隧道地层沉降" 还会影响周边地层发生沉

降& 如果处理不当" 会造成周边地表构筑物倾斜&

2,隧道施工方案设计

为了解决涌水对太行山隧道施工和营运安全的影

响" 按照 $预报先行# 治水紧跟# 管棚超前# 注浆配

合# 控制进尺# 微弱爆破# 强化支护# 快速封闭# 加

强测量% 和 $以排优先# 防引堵相结合% 的方法和

原则" 对涌水段进行科学治理" 根据涌水位置和涌水

量大小采取不同防水治水方案-".

&

除准确进行超前地质预报外" 还要做好防水排

水" 采取三台阶七步隧道开挖法" 施工时必须遵循

$先行预报# 紧跟治水# 超前管棚# 微弱爆破# 强化

支护# 控制进尺# 配合注浆# 快速封闭# 加强测量%

的准则" 隧道每循环开挖进尺控制在 &##3.范围以

内" 避免在隧道开挖的时候发生隧道表面渗漏水# 掉

石块等现象& 在进行掘进时" 台阶设计长度控制在

<## '̀##3.范围" 通过能破碎岩石的风镐进行开挖"

或者通过弱爆破-<.开挖& 台阶法施工工序见图 &&

P,隧道防水治水施工技术

'T&!超前地质预报

太行山隧道施工时的不确定因素很多" 针对地质

结构十分复杂的富水地段" 特别是露水河浅埋地段下

穿段" 通过采取Q?S# 红外探水和地质雷达等一系列

超前地质预报举措" 预判溶腔含水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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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台阶法施工示意图 )单位! 3.*

'T"!洞外处理措施

位于隧道下部的露水河与隧道上部的距离非常近"

而且隧道周边围岩内部的水系十分发达& 太行山隧道

顶部和露水河底部间的岩层一般是岩石层" 如果不能

妥善地对地表渗透问题进行加固处理" 将会严重影响

项目工程整体质量& 对河底和隧道顶部之间的岩体进

行深孔注浆固结" 加固深度大约 "T' ;̀.& 具体的深

孔注浆次序为! 布置钻孔
#

将花管在土层进行钻孔
#

实时沉降观测
#

开展深孔注浆
#

进行钻孔封堵-$.

&

'T<!洞内处理措施

在确保安全施工的前提下" 要依据涌水具体位置

和涌水量大小研究隧道内防水治水排水的方式方法&

如果涌水为股状水" 借助排水管首先引流到隧道边墙

脚" 接着将涌水引到中间排水沟槽& 针对隧道局部产

生的裂隙涌水" 引流到中间排水沟槽排出" 同时做好

支护& 针对拱部线状的涌水" 通过挡排水的方法" 从

隧道两侧首先引排至墙脚" 然后引流到中间排水沟槽

排出" 避免洞内出现如大雨倾盆现象" 切实优化隧道

的施工环境& 针对隧道里的积水" 借鉴类似工程实践

经验" 采取帷幕注浆或深孔注浆进行固结+ 为避免施

工中突发涌水安全事故" 增设集水井和排水沟" 通过

归槽集水抽排的方式" 能够很好地改善隧道施工

环境-'.

&

'T<T&!增设横通道

为提高施工效率" 借助三臂凿岩台车辅助隧道开

挖& 因为二次衬砌台车净空比较低" 影响体积较大的

三臂台车的自由行走" 为确保三臂台车能在掌子面进

行施工作业和出渣车的自由运输" 在隧道里每间隔

&"'.增加一个宽度为 %.的横通道" 将横通道和隧道

边线成 $#e交角进行设置" 方便三臂台车在二次衬砌

台车和掌子面之间的存放和施工& 横通道设置见

图 "&

图 !,隧道之间横通道设置示意图 )单位! .*

!!通过加强隧道里机械设备的调度" 避免隧道施工

出现 $肠梗阻% 式堵塞&

'T<T"!仰拱设计和排水方案

FT仰拱设计& 按照铁路施工规范" 仰拱和掌子

面的间距必须小于 $#." 为了 $早闭合# 防塌方%"

借助仰拱栈桥施工-;.

)见图 <* 实现开挖和浇注混凝

土同步作业" 确保运输物资# 运渣的装载车等施工车

辆的顺利通行&

>T富水段仰拱排水& 为最大限度减少涌水对隧

道施工的不良影响" 具体实施方案如下! 对横通道进

行截流排放& 当涌水量不大" 而且属于顺坡排水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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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为确保仰拱顺利施工" 通过截流排放方式排水 )见图 $*&

图 +,仰拱栈桥立面示意图

图 2,隧道涌水量不大情况下排水示意图

!!集水坑阶梯式与横通道截流方式同时运用" 进行

双排水& 对涌水进行妥善处置" 确保仰拱施工时" 周

围环境没有积水现象 )见图 '*& 如果水量变大" 配

备抽水泵" 顺着坡道通过排水管把水引至下游排到隧

道外部 )见图 ;*&

图 P,隧道拦水坝后方出现股状涌水点时采取的排水方式

图 /,隧道出现较大涌水量时采取的排水方式

'T<T<!衬砌防排水施工方案设计

在二次衬砌拱墙背面布置厚度为 &T'..的防水

板" 为了将二衬混凝土的抗渗透能力和防水效果全面

提升" 将二衬混凝土厚度设定为 '#3." 浇筑 D"# 混

凝土" 提高抗渗透能力& 当混凝土达到设计强度要求

以后" 立即开始注浆充填&

'T<T$!富水段防排水与矮边墙施工

& 号斜井完成开挖后" 针对拱部线状水的治水举

措! 首先进行第一层防水板铺设" 然后将拱部的线状

水从隧道两边引流到墙脚位置" 然后引流到洞外" 避

免洞内出现 $大雨倾盆% 现象+ 洞内通过归槽排水"

极大地提高洞内通行能力+ 紧接着进行第二层防水板

铺设" 实现隧道治水目标&

在隧道涌水量大的区域" 完成开挖以后" 第一步

将环向盲管及首道防水板铺设到隧道拱顶以下 ;.左

右位置" 再把水引流到位于边墙的排水沟槽中" 再排

到洞外" 确保在无水的状态下开展矮边墙施作+ 当完

成矮边墙施工任务以后" 将拱部和矮边墙预埋的环向

盲管连接好" 紧接着进行土工布和防水板的铺设&

'T<T'!注浆堵水技术

注浆堵水技术应用在铁路富水隧道施工领域中可

以加强围岩稳定性& 为了有效降低隧道施作时排水压

力" 同时将涌水有效截堵到集水井并顺利排出洞外"

针对涌水量大小和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注浆方式& 在

瓦日铁路太行山隧道富水区域治水过程中" 通过对全

断面帷幕注浆和周边注浆两种不同方式进行试验性比

选" 研究更好的注浆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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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全断面帷幕注浆& 由于隧道右线长约 &"#.#

左线长约 &<9.的区间围岩存在较大裂隙" 导致涌水

严重& 为确保施工安全" 采取全断面帷幕注浆堵水方

式进行隧道治水" 相关参数和设计见表 &# 图 %&

表 .,全断面帷幕注浆设计参数

项!!目 对!应!参!数!值

加固范围 掌子面和掘进轮廓线以外 '#3.距离

全断面帷幕厚度+3. '#

钻孔总数+个 $$

下一循环岩盘的预留宽度+3. '# %̀#

止浆结构厚度+3. <#

浆液进行扩散范围+3. ;#

开挖循环区间长度+3.

&9# "̀##

)根据堵水效果进行合理调整*

!!对浆液按照 $跳孔隔注# 从上到下注# 从外面朝

里注% 的原则进行施作& 钻孔注浆相关规定为! 如果

涌水量在 # &̀#.

<

+(" 注浆深度为 &#.+ 如果水量在

&# <̀#.

<

+(" 注浆深度为 '." 如果水量超过 <#.

<

+("

马上终止钻孔" 立即开展注浆& 注浆压力为 ;USA&

完成全断面帷幕注浆后" 对钻孔进行检查" 发现

钻孔不存在坍孔现象" 成孔效果良好& 全断面帷幕注

浆堵水共完成左# 右线一共 &< 个循环" 长度共计

"'9.& 完成注浆进行开挖时" 发现隧道里比较大的

裂隙通过浆液有效填充后" 注浆堵水的效果颇佳" 基

本不存在渗漏现象" 确保了富水带的安全施工" 平均

月掘进达到 ";.左右& 通过对隧道开挖和全断面帷幕

注浆工序进行有效分配" 两者消耗时间比例为 " f<&

图 0,全断面帷幕注浆设计 )单位! 3.*

!!>T周边注浆& 为了保证隧道开挖# 支护时的安

全" 在妥善进行治水的同时" 必须降低排水压力" 确

保施工和运营时涌水汇集后能够顺利排出洞外& 对左

右线共计 &$". )Z8c'9' d<#V Z̀8c'9' d"<#* 段落

通过周边注浆形式进行堵水施工& 借助液压平台安装

好中空注浆锚杆" 然后采用高压注浆泵将浆液注进围

岩中& 每根注浆管之间按照 &.的间距进行布置" 并

根据不同涌水形式采取不同的封堵方式! 如果涌水点

非常集中" 径向注浆与顶水注浆同时进行+ 如果涌水

是雨状或者散状" 采取径向注浆形式& 为达到较好的

注浆效果" 注浆范围可以适度扩大& 出水段的围岩缝

隙很多" 为保证注浆堵水的效果" 采用全断面径向注

浆的形式" 注浆参数和设计见表 "# 图 9&

表 !,周边注浆设计参数

周边注浆设计参数 对!应!参!数!值

钻孔数+个 &9

止浆结构厚度+3. <#

浆液扩散距离+3. <#

注浆循环段落长度+3. "'# )含止浆墙*

开挖循环区间长度+3.

&9# "̀##

)依据开挖实际注浆堵水效果确定*

加固范围 掘进轮廓线外 '3.

下一循环岩盘的预留宽度+3.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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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周边注浆设计 )单位! 3.*

!!如果有些区间涌水量不大" 必须通过水泥,水玻

璃双液浆形式先行封堵" 接着反复压注单液浆" 确保

压浆的良好效果&

周边注浆堵水左右线共完成 % 个循环 &$#.区间

的施工& 采取周边注浆方式" 能够满足检查孔每分钟

出水 &#L的规范要求& 通过对周边进行局部加密注

浆" 确保良好的注浆堵水效果&

通过对周边注浆与全断面帷幕注浆进行对比" 堵

水效果前者较好" 每月进度平均在 $#.左右& 通过对

隧道开挖和周边注浆进行有效分配" 开挖和注浆消耗

时间比例为 < f"&

6T注浆研究分析& 通过对瓦日铁路太行山隧道

富水带进行注浆研究" 能够得出以下结论! 无论全

断面帷幕注浆还是周边注浆" 都能够确保开挖安

全" 两种方式下" 每月开挖进度分别为 ";.和

$#.& 通过对全断面帷幕注浆和周边注浆进行对比"

前者比后者注浆孔数增加 'VW" 注浆时间增加

';W" 进度降低 ';W& 通过综合比选" 周边注浆优

势更为明显&

'T<T;!整体道床排水设计

由于工程涌水量过大" 如果仅仅采用边侧泄水

沟形式" 排水能力远远不足" 所以在隧道中线增加

一条泄水沟槽加快排水& 但因为该隧道是供重载列

车使用" 而且埋深很大" 为确保施工和运营安全"

在泄水沟槽上部增加扣拱& 排水沟槽及上部结构见

图 V&

图 *,排水沟槽及上部结构 )单位! 3.*

'T<T%!排水沟槽与边侧泄水沟比较

通过实践检验" 将下部排水沟槽和边侧泄水沟进

行对比" 下部排水沟槽具备以下优势! 下部排水沟槽

水压变化更为平均" 不容易出现水压偏心现象" 而边

侧泄水沟容易产生水压偏心& 下部排水沟槽施工方便

灵活" 尺寸深度可以自由调整" 将基底进行加固后"

极大增强基底承载力" 下部排水沟槽断面面积较大"

能够通过机械进行开挖" 可有效节约施工时间" 而且

方便排查# 清淤和修整+ 但是边侧泄水沟断面面积比

较小" 不方便排查# 清淤和修整" 如果出现拥堵" 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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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疏解&

由于隧道所在地的林州市非常缺水" 采用排水沟

槽的设计" 能够把太行山隧道的大量涌水通过集中收

集后进行有效再利用" 用于灌溉# 降尘等" 实现节

水" 利于环保+ 通过对下部排水沟槽进行科学设置"

能够确保太行山隧道施工运营时的干燥&

下部排水沟槽能够实现与隧道开挖同步施工" 施

工更便捷# 投入更小" 不仅缩短工期" 还便于维护+

能很好处理排水问题" 为无砟轨道施工创造良好的施

工条件" 能够极大削减后期病害" 保证后期运营的

安全&

/,结,语

针对太行山隧道面临的长大富水隧道施工难题"

为最大程度消除突 )涌* 水风险" 遵循 $预报先行#

治水紧跟# 管棚超前# 注浆配合# 控制进尺# 微弱爆

破# 强化支护# 快速封闭# 加强测量% 的原则" 采用

$以排优先# 防引堵相结合% 的方法" 对涌水段进行

科学治理& 通过配置横通道# 截流排放与集水坑阶梯

式排水并用# 增加泄水孔" 进行有效注浆# 配置中部

排水沟槽等一系列举措" 取得了较好的治水排水效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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碾压混凝土坝体强渗漏灌浆处理

关键技术

周尚玉!汤国辉

!中国水电基础局有限公司# 天津!<#&%##$

!摘!要" 为解决乌干达纳鲁巴奥水电站碾压混凝土坝体渗漏严重的问题# 应用 =>G灌浆方法并采用水泥稳定

浆液对坝体进行了堵漏灌浆处理% 处理后# 坝体混凝土裂缝完全封堵# 漏水问题彻底解决# 坝体得到了很好

修复%

!关键词" =>G灌浆) 稳定浆液) 混凝土裂缝

中图分类号# ()/2!,,,,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0+1'!2. %!"!!& "!1".*1"P

N<L (<6;98?8CL 8H%:=89C %<<VFC<#=87:49C 49IEE3F@

JEgM?(A408H" QKG==H1(HB

)A-#,'2/*,G,&#/$1-,# 4,T" %1/T" F-$#D-# <#&%##" 4'-#$*

D>5:=F6:! =>G0/1H)B40.@)(1N A4N 3@.@4)O6)APB7Bb@N 0/1H),@/@AN1*)@N C1/6@@*A0@P713XA0@0/1H)B40)/@A).@4)B4 1/N@/

)16172@)(@6@/B1H67@AXA0@*/1P7@.1CaDDNA.P1N8B4 GA7HPA1E8N/1*1,@/?)A)B14 B4 M0A4NA-Q(@3143/@)@3/A3X61C

)(@NA.P1N8A/@31.*7@)@78P713X@N AC)@/)/@A).@4)-Q(@,A)@/7@AXA0@*/1P7@.B631.*7@)@786172@N$ A4N )(@NA.P1N8

(A6P@@4 ,@77/@*AB/@N-

N<L O8=B5! =>G0/1H)B40' 6)AP7@0/1H)' 3143/@)@3/A3X

!!乌干达纳鲁巴奥水电站碾压混凝土坝坝体渗漏严

重" 坝面混凝裂缝最大渗漏量 ;%L+.B4& 为了保证大

坝安全和水电站的正常运行" 对大坝进行了灌浆修复

处理& 灌浆材料通过室内试验# 现场试验# 理论计算

等方法确定采用水泥稳定浆液" 并通过现场灌浆试验

确定=>G灌浆强度值等关键参数& 坝体灌浆处理后通

过现场实际表现# 孔内成像# 压水试验和钻孔取芯等

方法判定修复取得了很好效果" 坝面漏水减少至 #&

灌浆处理结果表明本碾压混凝土坝体裂缝采用稳定浆

液灌注具有良好可灌性# 可控性和耐久性" 所采用的

=>G强度值不仅保证了大坝的安全# 减少了裂缝劈裂

破坏" 也实现了堵漏目标&

.,工程概况

乌干达纳鲁巴奥水电站主坝位于乌干达# 肯尼亚

和坦桑尼亚三国交界处" 位于维多利亚尼罗河上" 地

理位置坐标为东经 <<#eVh" 北纬 #e<Vh& 其右岸的津

加市是乌干达港口之一" 也是仅次于首都坎帕拉的第

二大商业中心& 乌干达纳鲁巴奥水电站于 &V'$ 年由

英国人建造" 主坝为碾压混凝土重力坝" 主坝长约为

)!



<'$T<." 最大坝高 <&." 水库最大库容 "#$9 亿 .

<

&

大坝经过几十年的生物破坏# 风化# 水流侵蚀等导致

坝体出现了严重的渗漏情况" 坝面出现较多裂缝# 布

满青苔" 坝面最大渗流量为 ;'L+.B4" 渗漏严重影响

大坝的整体安全和厂房发电效率" 为了保证大坝的正

常运行和坝体安全" 业主决定对大坝进行灌浆修复

处理&

为了解决坝体渗漏导致厂房发电机组不能满负荷

工作的问题" 同时降低大坝的运行风险# 提高水库库

容" 考虑到传统灌浆工艺自身的局限性" 决定按照英

国规范 )]? FG$$%,"##%* 采用 =>G灌浆法对其进

行修复" 灌浆材料采用水泥稳定浆液&

!,#$A灌浆法的特点

=>G法灌浆" 是最先在国外出现的一项新的灌浆

技术& =>G灌浆强度值用灌浆压力5)USA* 和每米浆

液注入量 6)L+.* 的乘积表示" 其含义为单位长度

灌浆段内消耗的能量" 不管注入率的大小都要使 56

的乘积为一常数" 这样就可以对宽大或者可灌性较大

的裂缝限制其灌入量" 对较小的裂缝或者可灌性较差

的裂缝提高灌浆压力& 使得各灌浆段都有一大致相当

的浆液扩散半径" 达到防渗堵漏的效果&

=>G灌浆法相对于常规灌浆法具有以下优点!

FT在灌浆过程中采用稳定浆液灌注" 灌注材料

的黏聚力# 流动性和扩散能力固定不变" 灌浆浆液在

长时间# 远距离的缓慢流动状态下沉淀少& 浆液通过

细微窄小的裂隙时受到挤压和过滤后析水率小" 对灌

浆部位劈裂破坏小&

>T由于灌浆过程简易快捷" 无须改变浆液配比"

更便于自动化控制" 提高灌浆的工作效率&

6T灌浆浆液水泥含量高" 浆液在被灌入岩体中

硬化后收缩性小" 与结构面结合强度高" 使防渗体具

有较好的耐久性&

BT=>G灌浆法在灌浆过程中逐渐提高压力" 直到

5# 6# =>G中任意一值达到标准就可以结束灌浆"

相对于常规法要在设计压力和小注入率下持续较长时

间提高了工效&

<T节约材料" =>G法灌浆平均单位注入量一般情

况下是常规灌浆的 <#W '̀'W&

+,灌浆稳定浆液研究

<T&!浆液原材料

灌浆水泥稳定浆主要由水泥# 膨润土# 减水剂等

材料与水按一定的比例配制而成& 水泥采用S1bb17A4B3

水泥 )DFU>\+]OS<"T'G*+ 膨润土采用某公司生产

的 KQOD1.*1H4N 高黏性膨润土+ 减水剂采用 ?>cKO

GG=+ 浆液拌和用水取自尼罗河+ 速凝剂采用某公司

生产的水玻璃&

<T"!浆液配合比试验

依据英国]? FG$$%,"##% 规范和中国 '水工建

筑物水泥灌浆施工技术规范( )?L;","#&$*" 结合

现场实际情况对水灰比为 ' f&# " f&# & f&# #T% f&#

#T'f& 的浆液进行试验" 采用控制变量方法对以上浆

液作了含水率# 析水率# 黏度等各项性能的研究" 同

时研究了不同添加剂对稳定浆液的影响" 最终采用正

交试验进一步确定了稳定浆液&

浆液水灰比大于 & f&的情况下过高的含水量使得

析水率增加" 根据已有文献可知在水灰比小于

#T$<% f&时" 水泥浆液中仅有水化水" 过于浓稠的浆

液中" 流动水所占比例较少" 流动性和可灌性差的浆

液难以渗透到细小裂缝中" 起不到堵漏效果& 在水灰

比 " f& '̀ f&的浆液中析水率太高不适合作为稳定浆

液" 虽然较多的含水具有较好的流动性" 但难以形成

封闭的水泥结石& 因此选择水灰比为 & f&# #T% f& 和

#T'f&的浆液进行添加剂试验&

室内试验表明浆液配比中膨润土掺量对析水率#

黏度影响较大" 增加膨润土的掺量" 浆液的析水率将

明显下降" 膨润土能有效地改善水泥浆液的稳定性#

降低析水率& 通过对比马氏漏斗黏度可知" 增加膨润

土可以提高浆液的黏度" 降低浆液的流动性& 通过三

组试验可知浆液的流动性和稳定性是相互矛盾的" 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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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浆液是相互折中的结果& 保证流动性和稳定性同时

满足设计要求" 这样的稳定浆液才能是合格的" 因

此" 稳定浆液的配置过程需经过多次试验& 水灰比对

黏度的影响大于减水剂的影响" 膨润土对黏度的影响

大于减水剂的影响+ 水灰比对析水率和强度的影响依

然最大" 减水剂对强度的影响大于膨润土的影响&

<T<!浆液配合比确定

通过浆液试验得到的最优稳定浆液配比为! 水灰

比 & f&" 膨润土的掺量为 "W" 减水剂的掺量为

#T$W& 稳定浆液的密度为 &T'&0+3.

<

" "( 的析水率

为 <T%W )小于规定值 'W*+ 采用马氏漏斗测试黏度

为 $$T'"6" 符合规定的 << '̀#6范围+ % 天抗压强度

<T9USA)大于要求值 <T'USA*&

2,灌浆=>G强度值研究

灌浆=>G强度值是基于灌浆压力与灌浆量两者共

同作用的一种 $能量% 的 体现" 避免了仅考虑单一

因素的弊端& 采用=>G强度值作为灌浆控制标准" 限

定灌浆压力与灌浆量的乘积为一常数" 这样针对宽大

裂隙限制其灌入量+ 灌浆条件不佳时提高灌浆压力"

通过压力和灌浆量的共同控制" 保证相当的浆液扩散

半径&

$T&!计算灌浆=>G强度值

灌浆强度值 =>G定义为灌浆终压 5

C

与每米灌浆

量6

C

二者的乘积" 即

=>GJ5

<

6

<

)&*

式中!=>G,,,灌浆强度值" USA/L+.+

!5

C

,,,灌浆速率为零时孔口灌浆压力值" USA+

!6

C

,,,灌浆终止单孔每.浆液用量" L+.&

=>G值为双曲线型反函数" 属无穷函数" 而工程

应用中界定最大值5

.A5

# 6

.A5

常用计算公式为

5

.A5

J

G

.A5

<4

&

1槡 "

)"*

6

.A5

J"

&

7

.A5

"

1

<

K4

"

)<*

式中!5

.A5

,,,限制灌浆压力" USA+

!6

.A5

,,,限制灌浆量" L+.+

!G

.A5

,,,灌浆区域上方岩体的重量" XG+

!4,,,浆液凝固的黏聚力" USA+

!1,,,裂隙宽度一半" ..&

由=>G强度值曲线# 最大浆液用量和最大灌浆压

力组成灌浆强度包络线 )见图 &*&

pmax

Vmax

a

b

c d

p

V

图 .,灌浆强度控制曲线与#$A限制包络线

在灌浆过程中" 实际灌浆强度曲线与=>G限制包

络线相交即认为达到注浆标准" 可结束对此孔的注

浆& 总的来讲可以将注浆强度曲线分为 < 大类!

!

灌

浆压力达到5

.A5

)图 & 曲线A*+

"

灌浆压力和灌浆量

的乘积达到包络线 )图 & 曲线 P# 3*+

#

注入量达到

6

.A5

)图 & 曲线 N*& 满足以上任意一种情况即可结束

灌浆施工& 在灌浆过程中仅需要使得 5

.A5

# 6

.A5

和 56

值达到包络线就可以结束灌浆" 有利于减少人为的影

响和实现自动化控制&

$T"!试验确定灌浆=>G强度值

为了得到适合本项目的灌浆=>G强度值" 同时验

证室内试验配比的稳定浆液的适用性" 以灌浆量# 灌

浆压力# 灌浆深度等实测记录为依据" 结合大坝堵漏

效果" 采用 F5@37软件进行回归分析得到最合适的

=>G强度值& 在现场灌浆试验后" 认真统计现场试验

的灌浆压力# 灌浆量" 灌入率# 灌浆耗时# 结束标准

等" 根据所取得资料成果进行综合统计分析和对比"

以求得最佳的灌浆参数&

$T"T&!试验区选择及布孔

根据现场情况选择了连接主坝和发电厂房的一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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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作为试验区" 该区既能体现坝体情况又能体现厂

房情况+ 而且" 该区渗漏比较严重" 上下游易于观

察" 设计灌浆深度较大& 灌浆试验孔采用双排 <.孔

距布置&

$T"T"!=>G强度值的确定

在海拔 &&"9.以下的坝体采用 5

.A5

i#T'USA" 最

大注浆量 6

.A5

i$L+.& 在海拔 &&"9.以上的坝体!

5

.A5

i#T"'USA" 6

.A5

i&L+.& 通过稳定计算得到的

5

.A5

为 #T%$;USA" 6

.A5

为 ;T&<L+.& 通过现场试验实

测数据回归分析可知 =>G强度值为 56i'V#T<

XSA/L+.& !

P,灌浆施工

'T&!灌浆孔施工布置

本灌浆工程在主水坝# 东引水渠坝# 水闸坝沿坝

轴线双排布置灌浆孔" 进水口坝沿轴线单排布置灌浆

孔" 孔距均为 < ." 孔深 &# <̀#.& 灌浆施工轴线总

长 V<%T<." 灌浆工程量 &#"$&.& 灌浆孔均安装孔口

管" 先施工下游排" 再施工上游排+ 施工按分序加密

的原则进行" 按先导孔# >序孔# >>序孔的施工顺序

进行&

'T"!灌浆施工方法

灌浆孔钻孔采用 jkO" 型地质钻机" 先导孔和检

查孔采用金刚石或合金钻头回转钻进" 普通灌浆孔采

用风动冲击回转钻进" 终孔孔径均不小于 ';..& 灌

浆采用 <?G? 注浆泵 $自下而上分段卡塞灌浆%& 灌

浆段长为 '." 最后一段不大于 9.& 灌浆压力根据

=>G灌浆试验结果来确定" 注浆段的实际压力为!

5l在压力表高度测量的压力 m灌浆线压头损失 )需

要校准* m裂缝中的水压 )孔中水位* d灌浆密度

n压力表高度与底部灌浆塞之间的高度&

'T<!灌浆段结束标准

灌浆施工使用自动灌浆记录仪" 在=>G强度值包

络线以内进行灌浆" 达到包络线值则停止灌浆& 在灌

浆过程中" 有 < 种主要情况!

FT低压下达到最大灌浆量 )图 " 中
'

*! 在 6

.A5

的限制下停止灌浆" 表示宽大的裂隙" 稍加灌浆压

力" 灌入量就增加较多" 最终在6l$L+.结束&

>T56成为 D曲线上的边界 )图 " 中
(

#

)

*!

灌浆的压力和灌浆量经过调整以跟踪曲线" 直到达到

=>G强度值包络线& 表示在灌浆过程中裂缝宽度适中

灌浆压力和灌浆量同步上升" 二者的乘积达到包络线&

6T压力达到极限" 低灌浆量 )图 " 中
*

*! 灌浆

在5限制上停止& 表示裂隙微细且紧密" 灌浆压力很

快升高到允许最大值" 但总的灌入量6i&L+." 最终

在5l#T'USA结束&

图 !,极限曲线

灌浆孔封孔应使用水灰比为 #T' f&的水泥浆液"

将灌浆管道送至孔底开始封孔" 如果发生沉降" 可以

使用浓浆封填&

/,灌浆效果检查

根据灌浆成果统计" 稳定浆液的平均灌入量呈现

出按各序孔递减趋势" 6

+

l<T'L+.o6

,

l"T"L+.

o6检 l#T&L+.& 表明
+

序孔灌浆时" 浆液随着裂缝

向远处扩散" 并形成了结石" 对裂缝进行了填充+ 在

进行
,

序孔灌浆时"

+

序孔的浆液已经填充了部分较

长贯通性较好的裂缝" 因此
,

序孔的吃浆量远小于
+

序孔+ 检查孔在灌浆时几乎不吃浆无须变浆表明坝体

内的裂缝完全被填充" 体现了稳定浆液的流动性# 稳

定性和耐久性& 为验证混凝土坝体渗漏灌浆处理的效

果" 在灌浆前和灌浆后均进行了孔内成像# 压水试

验# 取芯观察等检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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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孔内成像检查

孔内成像是最直观的检测方法" 通过孔内成像可

以看到灌浆完成后在裂缝处有结石产生" 说明在灌浆

时浆液渗透到裂缝中去" 最终成了结石 )见图 <*&

图 +,灌浆前后典型孔内成像对比

;T"!压水试验检查

通过压水试验" 可以了解灌浆前后岩体渗透性的

变化" 并以此来评价灌浆效果& 压水试验检测结果显

示
+

序孔的渗透率 ?

+

l"9T&$LH o

,

序孔 ?

,

l

&<T<;LH o检查孔渗透率 ?检 l#TVLH& 最后检查孔的

渗透率为 #TV LH" 满足不大于 &LH的设计要求&

;T<!取芯检查

在完成灌浆处理后" 通过检查孔采取岩芯和岩芯

描述" 了解到坝体裂缝水泥结石一般厚 < "̀#.." 局

部见厚的水泥团块& 取出的水泥结石和坝体混凝土黏

结度高" 可知浆液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和耐久性&

渗漏灌浆处理前混凝土坝面渗漏严重" 布满青

苔" 灌浆处理后坝面干燥" 已无渗漏现象" 坝面漏水

由原来的 ;%L+.B4减少至 #& 前后对比见图 $&

图 2,大坝下游面灌浆处理前后对比 "下转第 '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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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电站技术

小水电微网控制器研发与应用

陈志峰!沈!娜!张紫凡

!广州城市理工学院电气工程学院# 广东 广州!'&#9##$

!摘!要" 小水电微网控制器是水电运行重要的控制装置# 有助于微网同时兼顾小水电最大发电性能与电能质

量% 文章对研发的一种新型的小水电微网控制器的原理与各个工作状态下的控制功能进行了详细介绍% 该新型

小水电微网控制器目前已投入实际运行# 已初步显示出良好的应用效果%

!关键词" 小水电) 微网) 控制器) 孤岛

中图分类号# (G0/,,,,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0+1'!2. %!"!!& "!1"!21"P

3<K<?8V@<9:F9BDVV?46F:4898HF A<OG46=81C=4BE89:=8??<=H8=

%@F??XLB=8V8O<=

DEFGJ(BC@40" ?EFGGA" JEKG=JBCA4

)4,@@"3",<;@"91*-9$@;#3-#""*-#3" :&$#3I',& 4-12L#-+"*)-12,<F"9'#,@,32" :&$#3I',& '&#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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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CB3BA7C1/)(@.B3/1O0/BN )1C13H614 )(@.A5B.H.*1,@/0@4@/A)B14 *@/C1/.A43@A4N *1,@/[HA7B)81C6.A77(8N/1*1,@/

6B.H7)A4@1H678->4 )(@*A*@/)(@*/B43B*7@A4N 314)/17CH43)B146H4N@/A77,1/XB406)A)@61CA4@,6.A77(8N/1*1,@/.B3/1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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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L O8=B5! 6.A77(8N/1*1,@/' .B3/1O0/BN' 314)/177@/' 714@78B67A4N

.,概,述

我国水力资源丰富" 但在季节上水电资源分布不

均" 限制了小水电的使用-&O".

" 为了提升水电利用效

率" 提高供电可靠性" 小水电微网作为一种有效方

法" 日益得到重视-<.

&

小水电微网可提高小水电利用率" 既可以通过联

络变压器与传统电网 )主网* 并联运行" 也可断开

联络变压器孤岛运行" 这两种状态可以做到平滑过

渡& 这样可大大提高小水电微网运行的灵活性" 而且

对于微网内的重要负荷有比传统电网更高的供电可靠

性& 此外" 小水电微网通过控制联络变压器的功率传

输" 可以减少微网接入对主网的影响" 并且可以充分

利用微网内的分布式电源" 提高小水电的利用率-$.

&

小水电微网控制器应用于水电微电网协调控制"

主要目的是在并网和孤网运行方式下" 通过与并网点

保护控制设备及水电智能综合控制器进行信息交互"

$"



对水电智能综合控制器进行模式切换# 功率分配等操

作" 维持离网时微电网运行时功率和频率的稳定" 并

网时控制发电功率及功率因数" 提高清洁能源的利用

效率" 提高水电发电经济效益" 保障电网末端运行的

灵活性# 可靠性-'.

&

!,原,理

小水电微网控制器上接调度主站" 下接小水电微

网控制器与水电智能综合控制器" 通过对下端设备的

数据 )电压# 电流# 功率# 状态等* 采集" 实现微

网状态感知" 根据调度指令或预设运行模式进行模式

管理# 切换等控制&

"T&!水电控制器控制模式切换

当微网孤岛运行时" 须将水电控制器控制策略从

S+p控制切换为 \+C控制" 支撑系统的频率和电压+

当并网运行时" 须将水电控制器由 \+C控制切换为

S+p控制" 实现水电清洁经济效益& 因此在离并网切

换过程时" 需要对水电智能综合控制器进行快速的

切换&

可根据上述情况将微网系统分为 $ 个工作状态"

分别为准备离网# 离网# 准备并网# 并网& 根据微网

运行的模式-;.

" 控制器具备并网转离网# 离网转并网

控制和并网控制功能 )离网状态下由水电智能综合控

制器维持电压# 频率稳定" 微网控制器不参与具体控

制*&

"T"!状态控制

FT并网转离网控制& 当微网控制器收到后台或

调度下发的离网指令后" 通过控制水电智能综合控制

器的发电功率目标" 进行联络线功率控制" 确保联络

线有功# 无功限制在允许范围内+ 当多台水电机组同

时运行" 主控机组容量裕度足够时" 应关闭非主控机

组" 当联络线功率在允许范围内后" 控制水电智能综

合控制器切换运行模式" 由 S+p模式切换为 \+R模

式" 切换成功后" 分联络线开关 )控制逻辑见图 &*&

>T离网转并网控制& 当微网控制器收到后台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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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并网转离网控制逻辑

调度下发的并网指令后" 通知并网点小水电微网控制

器" 并网点小水电微网控制器检测并网点两侧是否符

合同期条件" 同期条件满足则并网& 微网控制器检测

到并网成功后" 命令水电智能综合控制器切换为并网

控制模式" 并根据调度指令或预先设置的目标值下发

发电功率 )控制逻辑见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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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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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离网转并网控制逻辑

6T并网控制& 在并网状态下" 微网控制器接受

调度或者后台的有功# 功率因数遥调" 并将指令转发

给水电控制器" 控制水电机组的发电功率及功率因数&

+,硬件模块

<T&!DSM插件

DSM插件为装置的核心部件" 由高性能的 ?gD

处理器及其最小系统# 模拟量采集及开入+开出控制#

%"

水电站技术

E8N/1*1,@/?)A)B14 Q@3(417108



通信接口等部分组成& ?gD处理器运行高稳定性的实

时操作系统" 主要负责模拟量采集与监测# 保护算法

与逻辑判断# 开入+开出控制# 事件记录与扰动录波#

站内通信及对时等任务&

对于 a?O$9' 口" 需使用屏蔽双绞线" 共有 " 对

双绞线" 外层包裹屏蔽层 )屏蔽双绞线的构造见

图 <*&

�



���

��

�

图 +,通信线示意图

对时端子将第一组双绞线的蓝线接 a?O$9' 接口

的K" 蓝白线接a?O$9' 接口的]+ 将第二组双绞线的

橙线# 橙白线并接后接 a?O$9' 接口的 =GZ& 屏蔽层

应在对时装置侧单点接地 )见图 $*&

GPS�����

SYN�

SYN�

SGND

图 2,对时端子连接

<T"!电源+开入插件

电源+开入插件配置输入和输出隔离的电源转换

模块" 并提供 &' 路光耦隔离开关量输入以及装置故

障和运行异常触点输出& 电源模块为装置其他各插件

供电" 其输出的直流电压为 '\" 最大输出功率为

"# "̂ 电源模块支持直流电源极性反接&

<T<!开入+开出插件

开出插件 ]$'"& 固定与电源+开入插件拼装" 提

供 && 组出口" 共 && 副出口触点&

<T$!通信插件

通信插件]$$"#' 提供 ; 路串口通信" 可通过跳

线设置为 $9' 通信或 "<" 通信&

<T'!人机接口

人机接口主要包括 LFZ指示灯# LDZ液晶显示

屏# 按键# 调试口等主要部分&

LFZ指示灯& 总共有 &# 个 $红% 或 $绿% 颜色

的LFZ指示灯" 分别表征 $装置运行% $任意告警信

号动作% $并网状态% $离网状态% 和六个 $通信正

常% 的指示灯&

LDZ液晶显示屏& 装置采用 "$# n&;# 单色点阵

液晶" 用于显示各类状态# 参数定值# 事件报告等&

液晶显示屏背光在无按键操作 '.B4 后自动关闭" 当

任意键按下或跳闸# 告警时背光自动点亮&

按键& 装置配置 V 键键盘" 分别为 $

$

% 键

)上行*# $

!

% 键 )下行*# $

%

% 键 )左行*# $

&

%

健 )右行*# $ d% 键 )加*# $ m% 键 )减*# $确

认% 键# $取消% 键# $功能% 键& $

$

% 键# $

!

%

键# $

%

% 键# $

&

% 键用于控制光标上# 下# 左#

右移动& 在多级菜单显示时" $

%

% 键# $

&

% 键可

用于进行各级菜单间切换+ 在多页显示时" $

$

%

键# $

!

% 键可用于翻页& $确认% 键确认当前修改#

执行当前选择或操作" $取消% 键取消当前修改或操

作# 退出某项选择& $ d% 键# $ m% 键用于数值增

加# 减小操作& $功能% 键为特殊功能键" 可作为转

换键与其他按键组合使用 ) $功能% 键 d*" 如信号

复归 ) $功能% 键d $取消% 键* 等&

<T;!菜单显示与操作

在主画面状态下按 $功能% 键可进入主菜单"

通过 $

$

% 键# $

!

% 键选择子菜单" 按 $确认% 键

进入所选子菜单" 按 $取消% 键返回上一级子菜单&

信息查看菜单按包括各类开关量及模拟量查看#

版本信息查看和参数定值查看等子菜单& 在正常运行

状况下" 装置所反映的量值和实际系统的相应量

一致&

定值整定菜单用来整定保护所需的各项参数及定

值& 在参数定值页面通过 $

$

% 键# $

!

% 键选择要

修改的参数定值项" 按 $确认% 键进入参数定值项

编辑界面" 按 $

%

% 键# $

&

% 键移动光标至要修改

的数据位" 使用 $ d% 键# $ m% 键修改数值& 参数

定值编辑完成后按 $确认% 键自动退出该参数定值

项的编辑界面" 按相同方法继续编辑其他参数定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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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参数定值编辑完毕按 $取消% 键" 液晶提示 $是

否保存0%" 选择 $是% 按 $确认% 键后输入 $ 位密

码 )缺省值 $右# 左# 下# 上%* 完成参数定值整

定" 选择 $取消% 返回参数定值页面" 选择 $否%

按 $确认% 键放弃保存并退出& 当整定保护定值时"

需要先选择待整定的定值区号" 可以是当前运行定值

区" 也可以是非运行定值区& 当对当前运行定值区的

保护定值进行整定并保存后" 装置会短时闭锁并自动

恢复正常运行状态&

<T%!调试接口

装置前面板配有aYO$' 网络调试接口" 用于与本

地SD端保护和控制装置调试管理软件通信" 实现参

数定值整定# 信号配置# 逻辑编程# 信号监视# 报告

及录波浏览# 通信管理等功能&

2,主要功能

小水电微网控制器需要同时与多个小水电控制器

和调度系统交互" 通信功能是小水电微网控制器的一

个重要功能& 由微网控制器对上与调度或者监控后台

通信" 支持 >FD&#&+&#$ 系列远动规约" 实现远程监

测# 控制+ 对下与微网内各个控制设备通信" 支持

>FD&#&+&#$ 系列远动规约# >FD;&9'# 规约和 >FD&#<

规约" 汇集整个微网区域内的状态信息" 感知微网状

态" 实现整体统筹控制" 并能够转达远方调度控制要

求" 实现离网自行管理并网统筹考虑功能&

小水电微网控制器可配置 < 个RF以太网电口" "

个a?O$9' 串口" 用于与监控系统# 保护信息管理系

统通信& 支持电力行业通信标准 ZL+Q;;%,&VVV

)>FD;#9%#O'O&#<* 协议" 支持串口U1NPH6协议&

本模块可以使小水电微网控制器各个网络口与各

个串口之间实现通信& 通信数据具体包括网络口报文

的收发# 串口报文的收发# 双机交互的数据收发# 报

文的收发时间序列信息&

微网控制器对下与微网内其他保护控制设备通

信" 其信息获得与控制策略均通过通信执行" 故通信

状态尤为重用" 微网控制器实时对与其通信的设备进

行通信状态监测" 发现异常立即报警" 并闭锁相关微

网功能& 除此之外" 还具有事件记录# 时间管理# 故

障自检和参数定值等功能&

$T&!事件记录

小水电微网控制器支持以下几类事件记录! 可循

环记录 &#"$ 次小水电微网控制器故障和运行异常告

警报告# 通信异常报告+ 可循环记录 &#"$ 次状态变

位报告" 包括遥信开入# 保护遥信# 硬压板# 软压板

等状态变位+ 可循环记录 ;$ 次操作报告&

$T"!时间管理

小水电微网控制器可连接多种时钟源信号进行准

确的时钟同步" 支持的时钟源包括差分 >a>=O]#

?GQS等& !

$T<!故障自检

小水电微网控制器具备完备的硬件# 软件自检功

能以确保运行的高可靠性" 当检测到小水电微网控制

器内部故障时" 运行指示灯灭# 小水电微网控制器故

障触点闭合" 并闭锁所有保护和控制功能& 小水电微

网控制器故障包括 DSM插件异常" 主要包括程序#

定值# 数据存储器出错等&

$T$!参数定值

小水电微网控制器参数定值包括设备参数定值#

保护定值# 测控参数# 通信参数# 辅助参数等" 以下

分别介绍&

保护定值为多区定值" 其余定值和参数不分区&

小水电微网控制器提供 $ 个独立的保护定值区" 可以

满足电力系统不同的运行工况和系统参数& 正常运行

时" 运行定值区可以是其中任一个" 且仅有运行保护

定值区的保护定值是有效的&

P,应,用

所研发的小水电保护控制装置" 已投入韶关乳源

&#X\东下山支线运行" 研究以小水电为主电源的微

电网并网运行# 离网运行和并离网切换控制策略 )见

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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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P,小水电微网控制器的应用

!!该小水电微网范围包括 ' 个配变台区# & 座带库

容的小水电& 目前开展的 &#X\东下山支线以小水电

为主电源的微电网建设" 效果良好&

'T&!小水电能量管理系统建设

建设本地能量管理系统" 通过本地微网能量管理

及控制系统对光伏# 水电和储能系统的协调控制" 实

现离并网的无缝切换" 以及各种运行工况下的稳定运

行& 该微电网的建设" 可以实现区域内新能源的自消

纳# 自平衡" 实现能源供给的绿色化# 零碳化" 实现

小水电微网与大电网的友好互联&

'T"!通信系统建设

为保证本地能量管理系统对整个微网系统控制的

时效性和可靠性" 能量管理系统与水电站和并网开关

之间需采用光纤通信&

/,结,语

小水电新型微网控制器作为小水电的重要控制设

备" 不仅可提升水电工作效率" 提高经济效益" 并且

保证了电网信息交互" 供电可靠性& 研发的小水电微

网控制器以 DSM插件为核心部件" 辅以其他模块插

件" 对微网各个工作状态模式进行模式管理与切换&

该控制器的优点是! 有良好的信息通信功能" 可实现

远程统筹控制" 有完备的自检功能" 可降低运营成

本" 有时间管理功能" 可保证信息同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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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峰"王"王智东"等-考虑并离网模式切换的小水电微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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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王"王智东"张紫凡"等-小水电站内电转气及储能设备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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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永江"张晨笛-中国水电发展热点综述-Y.-水电与新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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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传奇-新时代农村水电绿色发展的思考-Y.-中国水能及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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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峰"徐兴发"王娴-一种新型小水电安全自动解列装置的

研究-Y.-电力系统保护与控制""#&;"$$)&*!&$$O&$9-

-9.!温永森"王"陈志峰"等-小水电集群的功率外送型配电网孤

岛暂态频率特性研究 -Y.-环境技术" "#"&" <V ) ' *! &9'O

&9V"

""""""""""""""""""""""""""""""""""""""""""""""

"#'-

"上接第 && 页# 工程建设监督检查" 坚持以问题为导

向" 以规范为依据" 以问责为抓手" 以整改为目的"

开展规范化监督检查工作& 本文提及的工作程序着重

围绕 $查# 认# 改# 罚% 四个环节" 进一步细化明

确了监督检查的各个步骤和流程" 可为各级监督检查

部门提供参考&

/,小,结

$四不两直% 方式已逐渐成为水利工程建设监督检

查的主要方式" 在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及运行管理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 $四不两直% 工作看似简单" 但从查前

准备# 现场检查# 问题认定# 问题整改# 责任追究以

及成果资料归档等环节分析" 是一个系统性# 程序性#

全面性要求很强的工作" 通过明晰检查的工作标准和

程序" 可为今后开展类似工作时提供指引方向&

!

参考文献

-&.!车小磊-$四不两直%$五个百分百%防灾抗灾和应急处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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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晓曦"汪明元-$四不两直%安全暗访落地-Y.-中国石油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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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1./X高油压调桨装置在前进

水电站中的应用

谢!勇

!南平市水利工程运行维护中心# 福建 南平!<'<###$

!摘!要" 转桨式水轮机的导水叶和桨叶开度保持协联关系# 始终获得较高的水能转化效率# 但其桨叶通过受

油器调节# 受油器因其结构复杂# 密封困难# 常常存在漏油& 窜油问题# 污染环境的同时导致调速器油压装置

中的油泵启动频繁# 对油泵磨损严重# 且损耗大量厂用电% 文章以松溪县前进水电站为例# 介绍了电站在技改

中采用FGQO&;E高油压调桨装置后# 提高了电站的经济效益# 降低了电站的技改及运营成本# 给电站的维护&

维修带来便利的同时杜绝了含油尾水对河道流域的生态影响%

!关键词" 前进水电站) 漏油) 污染河道) 桨叶接力器

中图分类号# ()02,,,,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0+1'!2. %!"!!& "!1"!*1"2

DVV?46F:4898HQA(1./XX4C;T4?&=<557=<&=8V<??<=DBM75:49C

3<K46<49R4F9M49XLB=8V8O<=%:F:489

j>Fk140

)M$#5-#3 B$1"*4,#)"*+$#927*,D"91E5"*$1-,# $#/ =$-#1"#$#9"4"#1"*" M$#5-#3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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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1B7*H.*$ A4N A7A/0@A.1H4)1C*1,@/3146H.*)B14-pBA4IB4 E8N/1*1,@/?)A)B14 B4 ?1405BD1H4)8B6AN1*)@N A6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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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6C1/.A)B14 A4N 1*@/A)B14 316)1C)(@*1,@/6)A)B14 A/@71,@/@N AC)@/)(@FGQO&;E(B0( 1B7*/@66H/@*/1*@77@/ANIH6)B40

N@2B3@B6AN1*)@N B4 )(@)@3(4B3A7)/A46C1/.A)B14 1C)(@*1,@/6)A)B14$ )(@/@P8CA3B7B)A)B40)(@.AB4)@4A43@A4N /@*AB/1C)(@

*1,@/6)A)B14$ A4N @7B.B4A)B40)(@@31710B3A7B4C7H@43@1C1B78)AB7,A)@/14 )(@/B2@/PA6B4 A))(@6A.@)B.@-

N<L O8=B5! pBA4IB4 E8N/1*1,@/?)A)B14' 1B77@AXA0@' *177H)@N /B2@/' P7AN@/@7A8

.,工程概况

松溪县前进水电站位于松溪县郑墩镇前进村的

松溪干流上" 大坝地理位置为东经 &&9e$<h" 北纬

"%e";h" 距松溪县城 &%X.& 主河道全长 &#$X." 河道

平均比 $TVW" 坝址以上流城面积 "#9"X.

"

" 多年平

均径流量 ;;T9$.

<

+6" 正常蓄水位 &%%T##." 总库容

&#$V 万.

<

&

)"



前进水电站自 &VV9 年建成投产以来" 厂房# 泄

洪闸# 右岸副坝等水工建筑物运行正常" 各项指标基

本能达到设计水平" 水轮发电机组为 " 台 JJ';#OLEO

<## 水轮机" 配备 ?R<"##O$$+$"'# 发电机" 电站总装

机容量为 ;$##X "̂ 电站多年平均发电量约为 "#;" 万

X /̂(&

!,技改措施

"T&!"#&% 年技改情况

由于原来的设计理念保守" 水能资源未得到充分

利用" 且电站于 &VV9 年建成投入运行" 大部分的设

备都已经老化严重" 机组效率低下" 漏油严重" 设备

故障频发" 安全运行可靠性差" 水资源的利用率低&

电站于 "#&% 年开始技改" "#"# 年完成技改" 技改后

电站采用型号 JJ;;#POLEO<## 的水轮机及型号

?R<9##O$$+$"'# 的发电机+ 更换了机组励磁# 调速器#

主变等电气设备& 改造后" 新增装机容量 &"##X "̂

电站总装机容量为 %;##X &̂ 电站设计多年平均发电

量 "<'" 万 X /̂(" 较技改前增加约 "V# 万 X^/(" 年

利用小时数为 <#V'(&

"T"!此次技改措施

"T"T&!设备结构

前进水电站水轮机组具备导叶# 桨叶双调节功

能" 本次技改中桨叶调节采用 FGQO&;E高油压调桨

装置 )主体结构见图 &*&

图 .,QA(1./X高油压调桨装置结构

!!FGQO&;E高油压调桨装置是通过油压调节水轮机

桨叶转动的装置" 主要功能为! 设备接入高压油 )工

作压力为 &;USA*" 通过压力油截止阀# 桨叶开关操

作阀等电磁阀组的操作控制" 将高压油通过弹性高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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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管分配至和主轴同步旋转的接力器活塞的两个油

缸" 在轴向位置的层面" 油管连接器 )固定油管*

的油口和进入接力器活塞的和主轴同步旋转的进油口

是相对应的" 从而有利于压力油进入转轴的进油口"

进而转向为轴向油流" 进入接力器缸内活塞两边的油

缸" 在接力器缸内活塞两边形成油压差" 从而推动活

塞运动" 并传递给桨叶操作杆" 以调整桨叶开度" 并

通过安装的桨叶位移传感器" 监测转轮桨叶的开度"

并反馈到自动控制系统及中控室监控系统中" 当转动

到所需的转角时" 投入液压或机械锁定" 将桨叶固定

在这个开度" 以实现调整桨叶角度的适度调节&

"T"T"!主要设备

机组旋转主轴! 将水轮机转轮与发电机转子相

连" 传递扭矩的轴&

桨叶接力器! 液压油缸设备" 将压力油的液压能

量转换为机械能" 实现机械活塞的往复运动&

电磁阀组! 由桨叶开关操作阀# 液压锁定阀# 桨

叶开关时间调整阀等元器件组成" 控制接力器活塞的

运动方向# 位置锁定以及压力油的畅通与中断&

油路集成块! 由油管连接器及油压分配连接器等

元器件组成" 将外来高压的压力油根据需要通过弹性

高压软管分配至旋转的接力器活塞的两个油缸&

位置传感器! 通过内部非接触的方式" 精准地检

测活动件位置移动的元件&

桨叶操作杆! 将活塞的往复运动传递到桨叶控制

设备" 实现桨叶的旋转&

"T"T<!操作方式

桨叶接力器外壳固定在旋转的机组主轴上" 接力

器活塞固定在桨叶操作杆上" 活塞经液压油压力的作

用下往返运动" 从而带动桨叶叶片转动" 油压分配连

接器固定于发电机外壳上" 不随着主轴旋转" 分配油

管路中的压力油送至旋转的桨叶接力器的两个油室"

操作接力器的所有电磁阀可以有电动和手动两个操作

方式&

"T"T$!工作原理

FGQO&;E高油压调桨装置中的液压油和回油通过

过滤精度小于 &#

-

.的过滤器过滤后进入三位四通操

作电磁阀" 操作电磁阀具有自动电气脉宽调节及手动

操作功能" 操作电磁阀以改变桨叶接力器两压力油室

的压力油和回油以达到控制接力器移动的目的&

操作电磁阀下端叠加了一个单向节流阀" 可以调

节桨叶接力器移动的速度以满足桨叶接力器移动的速

度符合机组调节保证计算所需的要求& 压力油和回油

经过操作电磁阀和单向节流阀后进入油路分配连接

器" 油路分配连接器由壳体# 衬套# 旋转体# 油路 &

和油路 " 等组成" 油路分配连接器采用高压间隙密封

方式密封" 其间隙约为 #T#&.." 可以为桨叶接力器

)与机组大轴同步旋转* 提供液压油以及回油的通道

)见图 "*&

桨叶接力器的移动是通过油路分配连接器后的液

压油控制的" 当操作电磁阀到达需要的位置时" 油路

分配连接器内的油路与回油通道接通" 液压锁封闭桨

叶接力器两室的油路" 桨叶接力器被固定在当前位

置& 如果桨叶接力器一油室受到外力影响" 导致油室

内油压升高或达到额定压力的 &T" 倍时" 将触发装置

的溢流阀动作" 将接力器两室串通" 避免桨叶接力器

一个油室形成真空+ 如溢流阀不动作" 或压力升高过

快" 致使油室内油压压力升高到额定压力的 &T"' 倍

时" 将触发安全阀动作" 避免桨叶接力器被损坏&

"T"T'!具体措施

当需要改变桨叶角度时" 可手动或自动电气控制

操作电磁阀" 控制压力油经分配连接器进入桨叶接力

器右室 )或左室*" 桨叶接力器左室 )或右室* 与回

油油路相通" 从而推动接力器左移 )或右移*&

为了提高旋转部分的安全性" 保障不至于因旋转

部分浮头卡住导致高压油管跟随旋转" 打结拉断" 造

成高压油泄露" FGQO&;E高油压调桨装置采用以下工

作方式! 一是正常运行时主用油路分配器的旋转轴旋

转" 外壳与连接法兰相连并与备用油路分配器旋转轴

相连为一体" 不旋转& 二是当主用油路分配器故障"

即外壳一起旋转时" 接近开关发出信号" 要求停机"

整个主用油路分配器与连接法兰一起带动备用油路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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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QA(1./X高油压调桨装置工作原理

配器旋转轴旋转& 三是机组停止并做好安全措施后"

修复或更换主用油路分配器&

+,改造效果

FGQO&;E高油压调桨装置的操作油压为 &;USA"

可不用另行设置高压空气系统" 大大降低了前进水电

站的技改及运营成本+ 装置蓄能是采用囊式蓄能" 囊

内的氮气和液压油不相互接触" 油质也就不易发生恶

化" 可增加液压油使用期限&

采用FGQO&;E高油压调桨装置替代原桨叶操作

方式" 取消了密封困难# 结构复杂的受油器" 简化转

桨式水轮机桨叶操作结构" 解决了前进电站传统桨叶

操作系统受油器密封困难的问题" 既解决了机组漏油

造成油泵频繁动作的问题" 也杜绝了含油尾水对河道

流域的生态影响&

相较于传统桨叶操作系统受油器及油路布置于水

轮机内部" FGQO&;E高油压调桨装置布置于机组主轴

顶部" 给电站的维护# 维修带来极大的便利&

2,结,语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人们越发重视生产对自然

环境的影响" 前进水电站高油压调桨装置改造既提升

了经济效益# 简化了设备检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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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设计

北塔山风区 .""GJ风电项目电气设计

甘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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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摘!要" 风力发电场电气设备设计是风电项目建设的重要设计内容# 文章以新疆北塔山风区开发建设 &##Û

风电项目为例# 对该工程的主接线方式& 短路电流设计值& 不同电压电路电气设备等电气设计工作内容进行了

详细阐述% 实施效果表明# 该项目达到了 &##W合格率%

!关键词" 北塔山区) &##Û 风电) 电气设计

中图分类号# (G/.2,,,,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0+1'!2. %!"!!& "!1"++1"2

Q?<6:=46F?3<54C98H.""GJ J49B&8O<=&=8M<6:49-<4:F5;F9

J49B#<9<=F:49C 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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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能作为清洁能源之一" 在我国被大力推广利用&

目前" 我国风力发电累计装机总量达到 "&$T"=̂ "

占全球风电总装机量的 <'W以上" 发展前景广阔&

而在风力发电项目建设中" 风力发电场电气设备设计

是重要的设计内容&

.,工程概况

本风电项目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五家渠鑫垣六师

北塔山风区开发建设的 &##Û 风电项目" 是我国规

划建设的准东能源基地 )共计 &"# 万 X^风电项目*

的组成部分& 本风电场距奇台县城 &$<X." 交通状况

良好& 根据推荐接入方案" 五家渠鑫垣六师北塔山牧

##



场 &##Û 风电项目新建 &座 &&#X\升压站 )见表 &*&

表 .,五家渠北塔山牧场 .""GJ风电项目

.."S)升压站规模

序号 名!!!称 本 期 新 建

& 主变压器容量及数量 &##U\K

" &&#X\出线回路数 & 回

< <'X\风电馈线回路数 $ 回

$ <'X\动态无功补偿 ?\=装置 O"$U\`d"$U\+& 套

'

<'X\接地变d小电阻成套

装!置

Zc?DO'##+<;T'#

&#;T&

.

+& 套

; <'X\站用变 ?D]&&O"'#+<;T'+#T$+& 套

% 导线采用L=YO"$#+<# "T'X.

!,风电场电气主接线设计

"T&!箱式变低压侧接线方式设计

该风电场设计安装 $' 台 ""##X^风力发电机组"

机组出口电压设计值 #T;VX\" 并配套 $' 台组合箱式

变压器& 发电机组和变压器之间的连线方式为对号串

联" 互不干扰-&.

&

组合箱式变压器的容量为 "<'#X\K" 安设位置设

计在以发电机组为圆心# 半径不超过 "#.的范围内"

在其低压侧配置低压断路器" 箱式变低压侧至风力发

电机地面控制柜选用 ; 根 JaOkY\"<O#T;+&O< n"$# d

& n&"# 型电力电缆连接-".

&

"T"!箱式变高压侧接线方式设计

由于本风场单机容量较大" 为了降低电能在传输

过程中的损耗" 设计采用 <'X\高压传输" 接线方式

为汇流干线" 架空线路" 避免对地面建筑的影响" 提

升电力传输的安全性&

根据本项目发电机组和变压器的布置形式" 设计

$ 回集电线路" 每一路连接 &# 或 &" 台箱式变压器"

容量为 ""Û 或 ";T$Û & 箱式变高压侧设计相应的

负荷开关以及断容器起到保护作用" 并利用电缆 )型

号! JaOkY\"<O";+<'O< n%#* 与 <'X\架空输电线路

相连接" <'X\电缆与架空输电线路 Q接处设检修用

防风型跌落式熔断器和氧化锌避雷器-<.

&

"T<!机组和电网连接线

本项目发电机组电能通过导线 )型号! L=YO"$#+

<#* 输送至 &&#X\升压站外" 再采用 < 根 JaOkY\;"O

";+<'O& n<## 型交联聚乙烯绝缘电力电缆引接至风电

场 &&#X\升压站 <'X\电缆馈线柜" 实现与电网的

连接&

+,短路电流和电气设备设计

<T&!短路电流计算

根据本工程接入系统报告提供的数据" 预测

"#<# 年风电场 &&#X\升压站 <'X\母线系统处的短路

电流 )见表 "*" 以此设计本项目主要电气最大承受

短路电流值! &&#X\电压等级为 $#XK+ <'X\电压等

级为 <&T'XK

-$.

&

表 !,短路电流计算数据

序 号 项!目
三!相!短!路

短路电流+XK 短路容量+U\K

& &&#X\侧 %TV< &'%V

" <'X\侧 &"T<; %V"T&

<T"!主要电气设备选择

本项目依据 '导体和电器选择设计技术规定(

)ZL+Q'""","##'* 的规定" 升压站中相关的电气设

备技术参数选择严格以额定工作条件为标准" 校验标

准为短路情况下的热稳定&

FT主变压器选择& 本项目选取 & 台主变压器

)见表 <

-'.

*& 该产品具有负载损耗小# 结构简单 )内

部硅钢片和变压油量减少* 等优点&

表 +,主变压器参数

项!目 参!!!!数

型!式
三相双绕组" 油浸风冷式有载调压升压变压器"

型号! ?RJ&&O&#####+&&#

容量比 &##+&##U\K

额定电压 )&&' q9* n&T"'W+<;T'X\

接线组别 kGON&&

阻抗电压 &"W

$#

工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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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项!目 参!!!!数

冷却方式 风!冷

套管QK

高压侧套管

附套管DQ! 9##O&;##+&K"

#T"+#T'+'S<# 外绝缘爬电

距离不小于 <V#;..

高压中性点套管
附套管DQ! <##+&K" 'S<#+'S<#

外绝缘爬电距离不小于 ""<"..

!!>T&&#X\电气设备选择及绝缘水平& 本项目

&&#X\相关 =>? 设备被安置在户外" 信号接收更好

)表 $*& 相关系统的绝缘水平主要参考雷电过电压

值" 达到这一水平后基本上可耐受操作过程中的过电

压问题& 相关绝缘水平见表 '" 经核算后完全符合相

关要求-;.

&

表 2, .."S)主要设备选择技术参数

序!号 设!备!名!称 型 式 及 主 要 参 数

& &&#X\=>?出线间隔 &";X\" "###K" $#XK" &##XK

" &&#X\=>?主变进线间隔 &";X\" "###K" $#XK" &##XK

< &&#X\=>?母线SQ间隔 &";X\" "###K"

&&#

槡<
f

#T&

槡<
f

#T&

槡<
f#T&X\

$ &&#X\氧化锌避雷器 )带钢支架* k&#^O&#"+";; ) *̂" 额定电压 &#"X\" 残压 ";; X\" 标称放电电流! &#XK

表 P, .."S) 电 气 设 备 的 绝 缘 水 平

设备名称

设!备!耐!受!电!压!值

雷电冲击耐压+X\ )峰值*

全!波

内绝缘 外绝缘
截!波

&.B4工频耐压+X\

)有效值*

内绝缘 外绝缘

雷电冲击保护水平配合系数

主变压器 $9# $'# ''# "## &9'

其他电器 ''# ''# ;<# "<# "<#

&T$ n";; l<%"T$X\ )峰值*" 实际配合系数

$'#+";; l&T;V" 截波配合系数 ''#+"V% l&T9'

断路器断口 ''# ''# "<# "<#

隔离开关断口间 ;<# ";' ";'

!!6T<'X\电气设备选择及绝缘水平& 本项目 <'X\

配电装置高压开关设备型号为 ckG$#T' 型" 在户内

呈双列布置& 断路器# 互感器等型号见表 ;" 电气设

备绝缘水平见表 %&

表 /, 主 要 设 备 技 术 参 数

序!号 设备名称 型!式!及!主!要!参!数 备!!注

& 断路器

真空断路器! $#T'X\" "'##K" <&T'XK 主变进线

真空断路器! $#T'X\" &"'#K" <&T'XK 电缆馈线

真空断路器! $#T'X\" &"'#K" <&T'XK 站用变馈线

真空断路器! $#T'X\" &"'#K" <&T'XK 接地变馈线

?R

;

断路器! $#T'X\" &"'#K" <&T'XK

?\=馈线

" 电流互感器

LJJ]YO<'! 户内" 干式" $#T'X\" "###+&K" 'S<#+'S<#+'S<#+'S<#+#T'+#T"6 主变进线

LJJ]YO<'! 户内" 干式" $#T'X\" ;##+&K" 'S<#+'S<#+'S<#+'S<#+#T'+#T"6 电缆馈线

LJJ]YO<'! 户内" 干式" $#T'X\" ;##+&K" 'S<#+'S<#+'S<#+'S<#+#T'+#T"6 站用变馈线

LJJ]YO<'! 户内" 干式" $#T'X\" &##O;##+&K" 'S<#+'S<#+'S<#+'S<#+#T'+#T"6 接地变馈线

LJJ]YO<'! 户内" 干式" $#T'X\" ;##+&K" 'S<#+'S<#+'S<#+'S<#+#T'+#T"6 ?\=馈线

< 电压互感器
YZJj&#O<'Z! 户内" 干式" 槡 槡 槡<'+<f#T&+<f#T&+<f#T&+<X\" #T"+#T'+<S

<'X\母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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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升压站接地设计

升压站接地可保障人员和设备不受短路故障# 雷

电侵入等损害+ 而且能够及时将设备外壳静电消除"

保证其安全运行&

表 0, 电 气 设 备 绝 缘 水 平

设 备 名 称

设备耐受电压值

雷电冲击耐压+X\

)峰值*

&.B4工频耐压+X\

)有效值*

全!!波

内绝缘 外绝缘
载波 内绝缘 外绝缘

主变低压侧 "## &9' ""# 9' 9#

主变压器中性点 <"' <"' <"' &$# &$#

断路器断口间 &9' &9' V' V'

隔离开关断口间 "&' &&9

其他电器 &9' &9' V' V'

$T&!站址土壤电阻率分析

根据项目区地质报告资料" 升压站土壤电阻率为

';# ;̀##

.

/.左右" 电阻率级别较高" 最大冻土层

深度 "##3." 地基土中含有酸性物质" 定义为中等腐

蚀性& 本工程设计拟采用黄土和成品接地来达到降阻

目的&

$T"!接地装置设计技术

按照相关规范" 本项目围绕建筑物和屋外设备敷

设闭合条形接地网" 打造有效接地系统和低电阻接地

系统" 设计接地电阻满足(

'

"###+P

=

&

本项目升压站接地网遵循 $水平接地体为主" 垂

直接地体为辅% 原则& 接地线热稳定以单相接地短路

电流为标准" 分流系数设计为 %'W+ 水平接地体为

热镀锌扁钢 )型号! m;# n;*" 垂直接地体成品接

地模块" &&#X\设备接地引下线# 主变压器# 户外接

地# 引下线截面均采用 m;# n9 热镀锌扁钢" 接地网

寿命按 <# 年计算" 所选材料满足热稳定的要求" 水

平接地体的深度要求较大" 应大于最大冻土层厚度&

为有效降低接地电阻值" 本工程将升压站接地网与光

伏区可靠连接&

设备接地! 全站一次电气设备基础及外壳均通过

接地支线两点同主接地网相连" 凡有二次回路的一次

设备均要求采用两根接地线" 接入主接地网不同位

置+ 设计在 &&#X\及 <'X\的氧化锌避雷器以及带操

作箱的电气设备四周设置均压地面或绝缘地坪" 使接

触电势小于允许值" 保证人身安全&

P,结,语

风力发电作为绿色能源" 在我国已列入发展规划

中" 尤其是当前环保压力日益增大的背景下" 其必然

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五家渠北塔山牧场 &##Û 风

电项目电气设备设计充分参考其他工程经验" 并严格

按照国家标准实施" 达到了 &##W合格率" 为其他风

电项目提供借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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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EE-$G T&QAITD3%在辽干防洪提升

堤防工程三维设计里的应用

胡荣欣

!辽宁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辽宁 沈阳!&&###;$

!摘!要" 文章通过辽河干流防洪提升堤防工程三维设计实例# 分析了三维设计在水利行业设计工作中的可行

性& 必要性& 紧迫性# 以此抛砖引玉# 引起行业设计工作者的重视# 为将来开展的三维设计工作提供一定参考%

!关键词" DGDD]>UgSFGagKZ?) 水利行业) 堤防工程) 设计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0+1'!2. %!"!!&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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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采用 DGDD]>UgSFGagKZ? 软件建立

辽河干流防洪提升中昌图县堤防工程的三维模型" 简

述]>U技术在水利行业线性工程设计中的具体使用

及应用效果&

.,工程概况

辽河干流防洪提升工程是 "#&9 年 && 月生态环境

部# 国家发改委# 自然资源部三部门联合印发 '渤海

综合治理攻坚战行动计划( 重要工程之一" 也是

"#&V 年国家发改委# 水利部和辽宁省政府会商重点

推进的项目& 工程主要建设内容包括 $ 大项 &" 小项"

位列第一项的即为堤防加固及新建工程&

堤防加固及新建工程包括堤防加培 )含防汛备料

平台" 下同*# 砂堤砂基治理# 穿堤建筑物治理# 新

建堤防# 防汛路贯通 )含支流口桥梁*# 堤坡硬性防

护# 防浪林补植 % 个分项& 本次三维模型主要针对上

'#



述堤防加培# 砂堤砂基治理# 新建堤防# 防汛路贯通

)含支流口桥梁*# 堤坡硬性防护 ' 项建立&

!,三维模型建立

DGDD]>UgSFGagKZ? 三维模型主要建立流程

为! 导入地模
#

绘制平面控制线
#

导入设计纵断
#

绘

制横断面模板
#

新建廊道及三维路面 )套图*

#

廊

道报表 )工程量清单*

#

制图出图&

FT导入地模& 地模文件即三维地形文件" 主要

由测量专业技术人员绘制" 文件格式一般为 $T)B4%"

导入后设置激活" 选择是否关闭三角网格&

>T绘制平面控制线& 考虑线路的平整度要求"

平面控制线绘制一般采用几何图形菜单下直线# 插入

直,缓,圆,缓,直曲线绘制+ 亦可采用复杂几何图

形菜单下的几何图形构建器绘制" 通过表格数据的形

式对线路进行实时修正& 绘制完成后给其赋予特征定

义并命名" 定义线路起点桩号# 方向&

6T导入设计纵断& 即赋予平面控制线高程" 本

工程为设计堤顶线及设计水位# 背水堤脚设计纵断高

程" 分别用于控制设计堤顶高程# 堤坡防护顶高程#

背水堤脚透水后戗和排渗沟高程等" 采用几何图形菜

单下导入导出命令" 导入文本格式中桩号# 高程中间

须为空格 ?SKDF& 导入后设置激活" 每条平面控制线

仅对应一条激活纵断面&

BT绘制横断面模板& 横断面模板即为典型横断

面" 绘制方式为廊道
#

模板
#

创建模板& 考虑本工程

涉及横断面模板较多" 本次仅列出堤防加培 )模板中

含砂堤砂基治理# 防汛路贯通# 堤坡硬性防护* " 个

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断面 )见图 &*&

图 .,典型横断面示意图 )单位! .*

!!组件类型如下!

模板中用到的组件包括受约束# 末端条件# 重叠+

剥离# 圆" 上述亦是水利行业线性工程绘制模板时常

用的几种构件&

受约束主要是指基于某个固定点" 与其他点水

平# 竖向高差# 连线坡度# 矢量偏移# 角度距离等固

定的相关关系" 如堤顶宽度为 9." 下一个点相对于

上一个点约束条件为水平 9.+ 清基土恢复为 #T<."

上部线条相对于下部线条矢量偏移 #T<.&

末端条件主要是指末端位置随地形变化" 如堤坡

放坡至地面的时候" 坡度是固定的" 堤坡竖向距离是

随地形变化而变化的& 本工程临水堤坡即采用末端条

件绘制&

重叠+剥离主要用于表示堤防清基或构件与地面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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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构件与构件之间的相关关系& 本工程清基# 土方

填筑 )上至构件# 下至表面* 即通过重叠+剥离体现&

圆仅在防汛备料平台的加筋土工布中使用" 使用

频率相对较低&

组件特性如下!

组件特性表中需要注意的主要有 $ 处! 名称# 特

征定义# 显示规则# 父组件& 因模板涉及到的组件可

能较多" 命名须避免重复" 且易于记忆& 特征定义主

要在后续廊道报表区分工程量及三维可视化成果展现

时使用& 显示规则即通过制定逻辑关系" 设定组件显

示及计量等的条件" 在水利行业设计过程中常涉及到

的是石笼挡土墙模板建立" 石笼挡土墙层数随挡土墙

高度变化而变化" 如 '.高石笼挡土墙一般为 ' 层 &.

厚石笼" $.高则为 $ 层& 父组件是指当前组件依附

于父组件" 父组件不显示或不计量时" 当前组件亦不

显示不计量& 另外" 重叠+剥离中有重叠+剥离属性选

项" 须确定顶部# 底部构成和组件或表面深度&

<T新建廊道及三维路面 )套图*& 平面# 纵断#

横断面模板确定后" 在廊道菜单里选择新建廊道# 新

建三维路面" 设定廊道范围# 断面间距 )间距越小"

精度越高*" 完成套图工作" 生成三维立体模型&

HT廊道报表 )工程量清单*& 选择廊道菜单下的

廊道报表
#

组件数量" 一键读取工程范围内的工程量

清单" 导出样式可根据需要自行选择&

CT制图出图& 在制图菜单下分别选择组件标准#

标注模型# 命名边界" 完成平面# 纵断# 横断的制图

和出图工作& 需要说明的是" 制图出图过程中涉及到

的组件标注# 标注模型需要自行在工作空间中进行设

置" 模型标准过程中可单个视口标注" 亦可对整个模

型进行标注&

+,应用效果

<T&!速度大幅提升

辽干防洪提升工程采用 DGDD]>U gSFGagKZ?

软件进行三维设计后" 工作效率提升了 < 倍" 按传统

二维方式设计可能需要 & 个月" 采用三维设计仅需 &

周左右时间+ 传统二维设计需要反复修改核对的工作

在三维设计中大部分可以一键完成" 包括平面# 纵

断# 横断及工程量的联动" 后期制图# 出图的一键化

处理等&

<T"!三维设计计算成果相对准确

传统二维设计成果受断面间距影响较大" 水利行

业线性工程设计过程中" 断面间距在可研阶段要求为

'# &̀##." 地形突变处不能完全体现+ 三维设计过

程中" 断面间距可根据计算机配置情况设定为个位数

)一般为 '.左右*" 大大提高了计算成果的准确性"

缺点就是三维设计对三维地形精度要求较高" 测绘成

本相对较大& 本次选取了辽河干流沿线昌图县堤防工

程进行了工程量及占地面积成果对比 )见表 &*&

表 .,工程量及占地面积对比

项!目 单位
传统二维

计算数值

三维计算

数值
差 值

差值比

例

清!基
.

<

&'"'%# &'';9$ <&&$ "W

开!挖
.

<

$;'%# $'"&$ m&<'; m<W

回!填
.

<

$';;'9 $'"&<% m$'"& m&W

临水堤坡植草
.

"

<&9";; <"9&#V V9$< <W

背堤坡植草
.

"

<#<';V "V%;&% m'V'" m"W

清基土覆盖
.

<

&&$'V% &&"<'# m""$% m"W

三维植被网
.

"

;<9"$& ;"'%"; m&"'&' m"W

有机肥
.

<

"9'%% "9#&% m';# m"W

沥青面层
.

<

%<%9 %<%9 # #

水稳层
.

<

""&<' ""&<' # #

级配碎石
.

<

""&<' ""&<' # #

占地面积 亩 &&9; &&'' m<& m<W

<T<!查看方便

未来]>U普及后" 三维设计成果在工程施工及

后期管护过程中亦将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比如施工

过程中通过手机端或其他移动端查看工程立体模型及

相关图纸" 能大范围地实现无纸化办公+ 比如通过查

看三维设计成果" 能切实保证堤防工程隐患的排查及

堤防工程的日常养护到位等&

<T$!提高了设计数值可靠度

由表 & 可知" 三维计算成果与传统二维计算成果

相差较小" 均在 <W以内& 总体而言" 三维计算数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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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较为可靠" 加之三维设计过程中断面间距较二维

设计密" 成果可信度较传统二维设计高&

<T'!可实现成果可视化

三维设计实现了成果可视化" 辅以 \a灵境技

术" 能立体# 完美地展现设计成果" 大大提升设计效

果 )见图 "*&

图 !,三维全景视图

2,结,语

]>U设计是整个设计行业大势所趋" 各地方政府

相继出台推行]>U设计的政策文件& 目前" 尚无完全

针对水利行业线性工程设计研发的软件" 考虑公路行

业与水利行业线性工程有很多相似之处" 经实践分

析" 采用公路行业线性工程设计软件 DGDD]>U

gSFGagKZ?进行堤防工程设计是可行的&

!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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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第 $$ 页# 间无明显的相关性+ 沿海地区水闸混

凝土的碳化值普遍高于内地" 这是因为氯离子侵蚀和

海水腐蚀环境加速了混凝土碳化" 而沿海闸墩的碳化

值又普遍高于排架的碳化值" 表明海水水位变动区的

碳化损伤更明显& 通过对沿海地区水闸闸墩碳化的可

靠度指标进行计算" 得到不同水闸的长期服役状态"

得出三里闸# 烧香河闸以及车轴河闸闸墩进行大修或

者拆除重建的结论&

针对水闸混凝土碳化问题" 提出了防碳化处理措

施和碳化处理方法" 对维持沿海地区水闸工程长期服

役性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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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

碳化对沿海水闸工程的影响及

长期服役性能研究

商志清!陆凤华!周阜军

!江苏盐城水利建设有限公司# 江苏 盐城!""$#&$$

!摘!要" 沿海水闸处于复杂的工作环境之中# 对水闸寿命有重要影响% 文章采用理论分析d现场检测的方法#

对沿海地区水闸工程的碳化问题和长期服役性能进行了研究% 结果表明" 氯离子侵蚀和海水腐蚀环境会加速水

闸混凝土的碳化# 同时水位变动区的碳化损伤又显著大于其他区域的碳化损伤) 对沿海地区水闸闸墩碳化的可

靠度指标进行计算# 得到沿海地区不同水闸的长期服役状态# 得出需要对三里闸& 烧香河闸以及车轴河闸闸墩

进行大修或者拆除重建的结论) 根据研究结果# 提出了防碳化处理措施和碳化处理方法# 可为沿海地区水闸工

程的长期运行提供借鉴%

!关键词" 沿海地区) 水闸工程) 碳化) 长期服役性能) 可靠度指标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0+1'!2. %!"!!& "!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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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海岸线约有 &T9 万 X." 分布有大大小小

&9## 多个入海口" 在这些入海口大部分都修建了水

闸" 发挥着挡潮和排涝等重要作用" 但是由于沿海水

闸处于复杂的工作环境之中" 对于水闸的破坏和老化

具有重要影响" 造成其结构损伤# 安全性降低和寿命

减少" 因而有必要对沿海水闸的长期服役性能进行

研究-&O<.

&

影响沿海地区水闸工程长期运行的因素较多" 主

要包括外部环境因素和内部人为因素& 外部环境因素

包括软土地基# 碳化作用# 氯离子侵蚀# 碱骨料反

应# 海水腐蚀# 冻融作用等+ 内部人为因素包括设

计# 材料# 施工# 养护等& 其中" 水闸混凝土碳化问

题对于水闸安全运行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 特

别是在沿海地区高盐腐蚀环境作用下" 水闸的碳化损

伤更加明显" 对沿海水闸结构碳化规律进行研究" 能

够为科学合理制定沿海水闸的运行维护策略提供理论

依据-$O9.

&

本文对沿海水闸工程碳化作用下的损伤及长期服

役性能进行了探讨" 以期能为准确评估沿海地区水闸

工程的长期服役性能并制定合理碳化处理措施提供

指导&

.,碳化机理分析

水闸混凝土结构的碳化损伤主要是指空气中的二

氧化碳通过毛细管# 孔隙# 气泡等孔隙结构向闸室混

凝土内部扩散" 并与混凝土中的氢氧化钙等物质发生

化学反应" 生成碳酸钙等物质的过程& 主要分为三个

过程! 化学反应过程# Dg

"

在混凝土中的扩散过程以

及DA)gE*

"

的扩散过程& 其中DA)gE*

"

的扩散过程

速度最慢" 但此过程决定了水闸混凝土结构碳化速度

和分层特性& 影响混凝土碳化的影响因素较多" 可分

为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 外部因素主要包括 Dg

"

浓

度# 环境温度# 环境湿度以及应力状态等" 内部因素

主要包括水灰比# 水泥用量# 水泥品种以及施工质量

等& 混凝土碳化会降低混凝土内部的碱度" 从而破坏

混凝土结构中钢筋表面的钝化膜" 引起钢筋锈蚀和损

伤" 同时" 碳化还会加大混凝土的脆性" 使得混凝土

中的裂缝结构增多" 从而影响水闸的长期服役性能&

!,碳化对水闸的影响分析

"T&!研究对象

本文选择沿海不同碳化时间 )检测时间# 建成时

间* 的水闸" 并选择内地碳化时间与之基本相同的水

闸进行对比研究& 其中" 沿海地区水闸最短碳化时间

为 ' 年" 最长碳化时间为 ;& 年+ 内地地区水闸最短

碳化时间为 ; 年" 最长碳化时间为 '9 年& 统计的沿

海水闸闸墩样本数为 V9# 个" 水闸排架样本数为 %";

个" 内地水闸闸墩样本数为 &#"# 个" 排架数为 9<#

个" 取统计构件的样本平均值作为检测值 )见表 &*&

表 ., 统 计 各 水 闸 碳 化 时 间

沿!海!水!闸 内!地!水!闸

水闸

编号
水闸名称

碳化

时间+A

水闸

编号
水闸名称

碳化

时间+A

& 竹港新闸 ' && 李楼节制闸 ;

" 中深泓闸 V &" 慈湖闸 V

< 北深泓闸 &V &< 沙集闸站 &V

$ 新港闹 "% &$ 邳洪河闸 "<

' 四卯酉闸 <; &' 秦淮新河节制闸 <'

; 黄沙港闸 $' &; 新沂市塔山老闸 $<

% 桃花洪闸 '# &% 圩港节制闸 $$

9 三里闸 '' &9 泗阳闸 $V

V 烧香河闸 '% &V 天星港节制阐 '"

&# 车轴河闸 ;& "# 泰兴市口岸闸 '9

"T"!碳化时间对闸墩的影响

从检测得到的水闸闸墩碳化值随碳化时间的变化

曲线 )见图 &* 可以看到! 沿海水闸闸墩碳化值随碳

化时间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碳化时间越长" 闸墩的

碳化值越大" 而内地水闸闸墩的碳化值随碳化时间增

加反而呈逐渐减小趋势" 出现这种反差的主要原因可

能是不同水闸修建的年代不同" 所使用的混凝土有较

大区别" 从 "# 世纪 9# 年代开始" 商品混凝土由于效

率高# 速度快" 逐渐取代自拌混凝土" 在水闸闸墩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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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积混凝土浇筑中也得到广泛应用" 但是由于各方

面原因导致商品混凝土在配合比# 原材料# 强度以及

运输方面存在一定弊端" 如商品混凝土胶凝材料用料

多" 坍落度大" 掺加粉煤灰和外加剂情况较多" 增大

了混凝土干燥收缩" 使得闸墩易出现裂缝" 导致抗渗

性能变差" 因而抗碳化能力降低" 总之" 商品混凝土

在水闸工程中的应用会在一定程度上加速新闸的碳

化" 因而使用商品混凝土修建的新水闸闸墩碳化值反

而高于旧水闸闸墩的碳化值& 但是对于沿海水闸闸墩

而言" 除了受到上述因素影响之外" 还会受到海洋环

境的影响" 海洋环境对水闸的侵蚀主要为氯离子侵蚀

和海水腐蚀" 一方面" 氯离子侵蚀会破坏钝化膜# 形

成锈蚀电池" 同时氯离子具有去极化和导电作用" 容

易引发钢筋锈蚀" 另一方面" 海水中 U0?g

$

# U0D7

"

会与混凝土中的 DA)gE*

"

发生化学反应" 导致混凝

土孔隙率增大" 结构被破坏" 海水环境对混凝土碳化

的影响超过了商品混凝土对碳化的影响" 因而沿海地

区的碳化值随碳化时间增加而增加&

图 .,水闸闸墩碳化值变化曲线

"T<!碳化对排架的影响

从检测得到的水闸排架碳化值随碳化时间的变化

曲线 )见图 "* 可以看到! 不管是沿海地区还是内地

地区" 水闸排架的碳化值与碳化时间无明显的相关性"

这可能与排架所接触的环境有关+ 沿海地区和内地地

区水闸闸墩的碳化均值分别为 "<T'..和 &#T'.."

排架的碳化均值分别为 &$TV..和 &#T'..+ 由此可

见" 沿海地区水闸混凝土的碳化值普遍高于内地" 这

是因为氯离子侵蚀和海水腐蚀环境加速了混凝土碳

化" 而沿海闸墩的碳化值又普遍高于排架的碳化值"

这主要是由于水闸闸墩处于海水水位变动区" 水位变

动又会造成频繁的干湿循环" 因而也会加速混凝土的

碳化损伤" 但内地闸墩和排架的碳化值相差不大&

图 !,水闸排架碳化值变化曲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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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服役性分析

水闸混凝土的碳化损伤极限状态可用下式表示!

HJ4TF )&*

式中!H,,,水闸混凝土剩余保护层厚度" ..+

!4,,,混凝土最开始的保护层厚度" ..+

!F,,,混凝土的碳化深度值" ..&

定义水闸混凝土的碳化深度功能函数的概率密度

表达式为

<

I

)I* J

&

"

&!槡 I

@5*

T

)IT

"

I

*

"

"

!

I

)1*

[ ]
"

)"*

!

I

J

!

"

3

U

!

"

槡 F

)<*

"

I

J

"

3

T

"

F

)$*

式中!

"

I

,,,功能函数均值" ..+

!

!

I

,,,功能函数标准差" ..+

!

!

3

和
"

3

,,,保护层标准差和均值" ..+

!

!

Q

和
"

Q

,,,碳化标准差和均值" ..+

!F,,,碳化时间" A&

定义水闸混凝土碳化寿命的可靠度指标为
#

!

#

J

"

I

!

b

J

"

3

T

"

F

!

"

4

U

!

"

槡 F

)'*

!!当
#

o<T' 时" 表明水闸结构稳定性良好+ 当 <T'

o

#

o"T< 时" 表明水闸结构稳定性一般+ 当 "T< o

#

时" 表明水闸结构稳定性较差&

对沿海地区 &# 个水闸的闸墩进行了碳化寿命预

测计算 )见图 <*" 从中可以看到! 水闸闸墩可靠度

指标为
#

随着服役年限的增加而呈逐渐降低的趋势"

服役 &# 年以内" 水闸闸墩处于结构稳定性良好状态"

服役 &# '̀# 年" 水闸闸墩处于结构稳定性一般状态"

服役 '# 年以上" 水闸闸墩处于结构稳定性较差状态&

现场进行的 &# 个水闸闸墩的检测表明! 三里闸# 烧

香河闸以及车轴河闸闸墩混凝土开裂现象严重" 存在

较多露筋现象" 同时局部钢筋还出现了锈断情况" 因

此" 需要对三个水闸进行大修或者拆除重建&

图 +,沿海地区水闸闸墩可靠度指标

2,碳化处理

$T&!防碳化处理措施

合理设计水闸混凝土配合比" 严格控制水胶比和

保护层最小厚度+ 尽量选用活性掺和料以及减水剂"

最大限度限制混凝土中氯化物的含量+ 选择合适的模

板进行施工" 模板施工时需要固定牢" 拆模后需要合

理养护+ 混凝土浇筑完成后需在表面进行涂覆&

$T"!碳化处理方法

若碳化损伤比较严重" 且出现了大面积的钢筋锈

蚀情况" 结构安全性得不到保障" 则需要对水闸进行

拆除重建+ 对于碳化损伤较小" 碳化深度仍然小于钢

筋保护层厚度" 且混凝土碳化层比较坚固的" 可采用

优质涂料对碳化部位进行封闭处理+ 对于碳化深度大

于钢筋保护层厚度或者碳化深度小于钢筋保护层厚

度" 但混凝土碳化层疏松易剥落的" 需要凿除这部分

碳化层" 然后用高强砂浆或者高强混凝土进行回填+

对于钢筋锈蚀的部位" 需要在修补前对钢筋进行除锈

处理" 同时对于锈蚀比较严重的部分进行加补钢筋

处理-VO&#.

&

P,结,语

本文以沿海地区水闸工程为研究对象" 探讨碳化

作用对沿海水闸的影响极其长期服役性能& 结果表

明! 沿海地区闸墩混凝土碳化随服役时间的增加而逐

渐增大" 内地闸墩混凝土碳化随服役时间的增加而逐

渐减小+ 水闸排架的碳化值与碳化时 "下转第 $#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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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腐阻锈和防腐涂料技术在甘肃省昌马

大型灌区改造项目中的研究与应用

吴学广

!甘肃省疏勒河流域水资源利用中心# 甘肃 玉门!%<'"&&$

!摘!要" 甘肃省昌马灌区地处昌马洪积扇扇缘# 地下水经洪积扇到达灌区后# 造成土壤中含有大量 ?g

" m

$

&

D7

m

# 对混凝土和混凝土中的钢筋造成了严重腐蚀# 如对新建渠道不进行防腐处理# 将使渠道使用年限大幅降

低# 造成巨大经济损失% 文章研究与应用了防腐阻锈外加剂水性和厚质弹性防腐涂料技术# 解决了混凝土渠道

和钢筋混凝土渠道内外质量受 ?g

" m

$

& D7

m的破坏问题# 大幅提升了工程质量和使用年限# 可供其他类似灌区推

广借鉴%

!关键词" 防腐阻锈) 技术) 研究应用

中图分类号# ()20,,,,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0+1'!2. %!"!!& "!1"2P1"P

I<5<F=6;F9BDVV?46F:4898HD9:468==854K<I75:1=<545:F9:F9B

D9:468==854K<E8F:49C (<6;98?8CL 49#F957E;F9C@F YF=C<

$==4CF:489D=<F I<6895:=76:489&=8M<6:

^MjH@0HA40

):$#)& A'&@"(-+"*C$)-# B$1"*("),&*9")L1-@-I$1-,# 4"#1"*" S&0"# %<'"&&" 4'-#$*

D>5:=F6:! =A46H D(A40.A>//B0A)B14 K/@AB6713A)@N B4 )(@@N0@1CD(A40.AZB7H2BA7RA4-KC)@/)(@0/1H4N,A)@//@A3(@6

)(@B//B0A)B14 A/@A)(/1H0( )(@NB7H2BA7CA4$ )(@61B7314)AB46A71)1C?g

" m

$

A4N D7

m

A6A/@6H7)$ )(@/@P83AH6B406@2@/@

31//16B14 14 3143/@)@A4N /@B4C1/3B406)@@7PA/6B4 3143/@)@->C)(@4@,O3146)/H3)@N 3(A44@76A/@41))/@A)@N ,B)( A4)BO

31//16B14 )/@A).@4)$ )(@6@/2B3@7BC@1C)(@3(A44@76,B77P@0/@A)78/@NH3@N$ )(@/@P83AH6B40(H0@@3141.B37166@6-Q(@

A4)B31//16B2@/H6)O/@6B6)A4)ANNB)B2@,A)@/OPA6@N A4N )(B3X @7A6)B3A4)B31//16B2@31A)B40)@3(417108B66)HNB@N A4N A**7B@N B4

)(@*A*@/-Q(@NA.A0@*/1P7@.61CB4)@/4A7A4N @5)@/4A7[HA7B)81C3143/@)@3(A44@76A4N /@B4C1/3@N 3143/@)@3(A44@76P8

?g

" m

$

A4N D7

m

A/@6172@N$ )(@/@P80/@A)78B.*/12B40)(@*/1I@3)[HA7B)8A4N 6@/2B3@7BC@$ ,(B3( 3A4 P@H6@N C1//@C@/@43@P8

1)(@/6B.B7A/B//B0A)B14 A/@A6-

N<L O8=B5! A4)B31//16B2@/H6)O/@6B6)A4)' )@3(417108' /@6@A/3( A4N A**7B3A)B14

!!甘肃省昌马大型灌区始建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

代" 经多年配套完善" 现状灌区灌溉渠系布置较为完

整& 已建骨干渠道共计 V" 条 ;;VT9<X.& 由于昌马灌

区地处洪积扇扇缘" 地下水经洪积扇到达灌区后" 造

成土壤中含有大量 ?g

" m

$

# D7

m

" 对混凝土和混凝土中

的钢筋造成了严重腐蚀" 渠道使用年限大幅降低&

%$



.,基本情况

&T&!工程概况

甘肃省疏勒河昌马灌区位于河西走廊最西端疏勒

河中下游" 涉及玉门市 ' 个乡镇以及甘肃农垦 $ 个国

有农场" 灌区地处东经 V;e<#h̀ V%e<#h# 北纬 $#e&&h

$̀#e<$h之间" 呈东西向弧形带状分布" 东西长约

&#$X." 南北最宽处达 <'X.& 昌马灌区位于昌马洪积

扇西北部" 总体地势南高北低" 东高西低" 海拔 &<##

&̀$##.& 灌区为一完整盆地" 灌溉面积 ;<TV" 万亩&

盆地内地势南高北低" 灌区内主要土壤类型为高山地

区高山寒冷漠土# 低山灰土# 棕漠土和山麓棕钙

土等&

甘肃省昌马大型灌区 $十四五% 续建配套与现

代化改造项目" 是经水利部批复实施的甘肃省重点建

设项目&

&T"!水中腐蚀元素检测

为了确保工程质量" "#"& 年 % 月 &% 日" 委托土

壤检测单位对灌区的渠道地基土进行了取样& 检测结

果表明! ?g

" m

$

含量 '##$T9V 9̀$#&T#;.0+X0" 对混凝

土结构腐蚀性为硫酸盐强腐蚀" D7

m含量 &#<; `

"<<&.0+X0" 对钢筋混凝土结构中钢筋为中等腐蚀性"

*E值 %T$$ 9̀T$;" 对钢结构为微腐蚀& 地下水对混

凝土具有硫酸盐中等腐蚀性" 对钢筋混凝土中的钢筋

具有弱腐蚀性+ 地基土对普通混凝土结构有硫酸盐强

腐蚀性" 对混凝土中的钢筋具有强腐蚀性& 为此" 经

多方论证" 对于 ?g

" m

$

含量大于 &####.0+X0)参考土

木工程院试验成果! 防腐阻锈外加剂能有效抵抗

?g

" m

$

含量在 &'###.0+X0以内的腐蚀* 的现浇钢筋混

凝土矩形渠道外壁喷涂水性无机防腐涂料进行二次保

护" ?g

" m

$

含量大于 $'##.0+X0的 aDS管道 )抗硫酸

盐混凝土管道对弱,中等 ?g

" m

$

腐蚀有效"

,

类环境

类型土 ?g

" m

$

含量大于 $'##.0+X0为强腐蚀性* 外壁

喷涂水性无机防腐涂料进行二次保护&

!,防腐材料性能简介

"T&!防腐阻锈外加剂

"T&T&!L?QO; 防腐阻锈外加剂

根据渠基土样检测数据" 本次改造的西干五分干

渠 ?g

" m

$

含量为 &;'" &̀&#'<.0+X0" 西干六分干渠

?g

" m

$

含量为 &V"#$ "̀%&'<.0+X0" 西干五分干四支渠

?g

" m

$

含量为 '<& "̀&;V&.0+X0" 西干一支渠 ?g

" m

$

含

量为 $&& 9̀$#&.0+X0" 总一分干四支渠 ?g

" m

$

含量为

<$# '̀##'.0+X0" ?g

" m

$

含量上限均大于 $'##.0+X0

)强腐蚀等级*" 对混凝土具有强腐蚀& 本次对该几

条渠道进行相应的防腐处理" 现浇钢筋混凝土渠道

添加防腐阻锈高性能混凝土外加剂" aDS埋管采用

抗硫酸盐混凝土管道" 同时对于 ?g

" m

$

含量大于

&####.0+X0)参考土木工程院试验成果! 防腐阻锈外

加剂能有效抵抗 ?g

" m

$

含量在 &'###.0+X0以内的腐

蚀* 的现浇钢筋混凝土矩形渠道外壁喷涂水性无机防

腐涂料进行二次保护" ?g

" m

$

含量大于 $'##.0+X0的

aDS管道 )抗硫酸盐混凝土管道对弱,中等 ?g

" m

$

腐

蚀有效"

,

类环境类型土 ?g

" m

$

含量大于 $'##.0+X0

为强腐蚀性* 外壁喷涂水性无机防腐涂料进行二次保

护 )见表 &*&

"T&T"!技术说明

L?QO; 防腐阻锈外加剂" 采用外掺法" 掺量为胶

凝材料的 9W" 以粉剂直接掺入" 按普通混凝土施工

方法施工" 施工完毕后湿养护 )见表 "*&

L?QO; 防腐阻锈外加剂除满足以上技术指标外"

还能保证渠道抵御长期浸泡# 干湿交替硫酸盐

)?g

" m

$

浓度不超过 '####.0+X0* 单独腐蚀情况下的

耐久性技术要求& 该产品能够有效阻止钙矾石结晶膨

胀破坏# 石膏结晶膨胀破坏# 镁盐结晶破坏# 碳硫硅

钙石结晶破坏" 从而提高混凝土结构耐久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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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表
１　

土
化
学
分
析
结
果

序 号

试
样
编
号

室
内

野
外

取
样
位
置

阴
　
阳
　
离
　
子
　
含
　
量

单
位

Ｃａ
２
＋

Ｍ
ｇ２
＋

Ｎａ
＋
＋
ｋ
＋

ΣＣ
ａ２
＋

Ｃｌ
ＳＯ
２
－
４

Ｈ
ＣＯ

－ ３
ＣＯ
２
－
３

ΣＫ
ｐＨ
值

易
溶
盐
总
量

ｍ
ｇ／
ｋｇ

％
ＣＬ

＋
２Ｓ
Ｏ
２
－
４

盐
渍
土

类
型

含
盐
量

分
类

１
８６
８
渠
首

五
支
干
四

支
渠

ｍ
ｇ／
ｋｇ

２６
４７
８
０

９９
４
３６

９３
０９
２
５
１２
９５
１
４１

１３
９２
２
５
１０
９７
７
９０

１８
３
０６

１２
０
０４

２４
５０
２
２５

ｍ
ｇ／
ｋｇ

６６
０
３

４０
９
２

４０
４
７５

５１
１
７０

３９
７
７５

１０
６
９５

３
００

４
００

５１
１
７０

８
８６
３７
３６
２
１２
３
７４

１
８６

亚
氯
盐

渍
土

中
盐
渍
土

２
８６
９
１
＋
５０
０
五
支
干
四

支
渠

ｍ
ｇ／
ｋｇ

２７
９６
９
８

７９
０
９７

６９
６３
０
２
１０
５５
０
９７

１０
６８
３
７５

９２
０５
４
２
１８
３
０６

３０
０
１
２０
１０
２
２４

ｍ
ｇ／
ｋｇ

６９
７
５

３２
５
５

３０
２
７４

４０
５
０４

３０
５
２５

９５
７
９

３ 
００

１
００

４０
５
０４

８
２１
３０
５６
１
６７
３
０６

１
５９

亚
氯
盐

渍
土

中
盐
渍
土

３
８７
０
３
＋
１０
０
五
支
干
四

支
渠

ｍ
ｇ／
ｋｇ

２９
８
３４

１１
３
００

６９
６
０７

１１
０７
４
１

５３
０
９５

７８
６ 
４８

１０
３７
３
４
６０
０
２

２４
１４
７
９

ｍ
ｇ／
ｋｇ

７
４４

４
６５

３０
２
６

４２
３
５

１５
１
７

８
１８

１７
０
０

２
００

４２
３
５

８
８７

３０
０３
５
３
０
３

０
９３

亚
硫
酸
盐

渍
土

中
盐
渍
土

４
８７
１
渠
尾

五
支
干
四

支
渠

ｍ
ｇ／
ｋｇ

２９
８３
４
４
１０
３９
５
５
１４
１７
１
４５

１８
１９
４
４４

２１
６９
１
２５

９４
７３
５
４
６１
０
２０

１５
０
０５

３１
９２
５
０４

ｍ
ｇ／
ｋｇ

７４
４
０

４２
７
８

６１
６
１５

７３
３
３３

６１
９
７５

９８
５
８

１ ０
０
０

５
００

７３
３
３３

８
８０
４９
８１
４
３８
４
９８

３
１４

氯
盐
渍
土
中
盐
渍
土

５
８７
７
１
＋
０５
５

西
干
一

支
渠

ｍ
ｇ／
ｋｇ

１１
５６
０
８

２７
１
１９

１９
０１
８
７

３３
２９
１
４

２３
３１
０
０

５０
０４
８
９
２４
４
０８

０
００

７５
７９
９
７

ｍ
ｇ／
ｋｇ

２８
８
３

１１
１
６

８２
６
９

１２
２
６８

６６
６
０

５２
０
８

４
０ ０

０
００

１２
２
６８

７
４４
１０
７８
７
０７
１
０８

０
６４

亚
硫
酸
盐

渍
土

中
盐
渍
土

６
８７
２
３
＋
６５
０

西
干
一

支
渠

ｍ
ｇ／
ｋｇ

２６
１
０５

７６
８
４

５１
８
７９

８５
６
６８

４５
３
２５

４１
１
１ ２

７９
３
２６

６０
０
２

１７
１７
６
５

ｍ
ｇ／
ｋｇ

６
５１

３
１６

２２
５
６

３２
２
３

１２
９
５

４
２８

１３
０
０

２
００

３２
２
３

８
４６

２１
７７
６
９
０
２２

—
—

—

７
８７
３
６
＋
５８
０

西
干
一

支
渠

ｍ
ｇ／
ｋｇ

２２
３７
５
８

５８
７
５７

９４
３
９２

３７
６９
０
７

１０
３６
０
０

８ ４
０１
０
６
１２
２
０４

６０
０
２

９６
１９
１
２

ｍ
ｇ／
ｋｇ

５５
８
０

２４
１
８

４１
０
４

１２
１
０２

２９
６
０

８７
４
２

２
０ ０

２
００

１２
１
０２

８
４０
１３
３２
７
１８
１
３３

０
１７

硫
酸
盐

渍
土

中
盐
渍
土

８
８７
４
０
＋
１０
０
总
一
支
干

四
支
渠

ｍ
ｇ／
ｋｇ

１２
６
８０

１３
５
６

１９
５
８２

３３
６
１８

１２
９
５０

３３
９
６ ２

１８
３
０６

６０
０
２

７１
２
２０

ｍ
ｇ／
ｋｇ

３
１６

０
５６

８
５１

１２
２
３

３
７０

３
５３

３
００

２
００

１２
２
３

８
３２

９５
６
８５

０
１

—
—

—

９
８７
５
０
＋
５２
０
总
一
支
干

四
支
渠

ｍ
ｇ／
ｋｇ

１４
１
７１

９
０４

２２
７
３３

３７
８
０８

１４
２
４５

３５
７
４９

２４
４
０８

６０
０
２

８０
４
０４

ｍ
ｇ／
ｋｇ

３
５３

０
３７

９
８８

１３
７
８

４
０７

３
７２

４
００

２
００

１ ３
７
９

８
３０

１０
６０
０
９
０
１１

—
—

—

１０
８７
６
２
＋
１２
０
总
一
支
干

四
支
渠

ｍ
ｇ／
ｋｇ

１１
９
３４

１１
３
０

１５
９
３０

２８
９
９４

２５
９
０

３４
８
５５

３０
５
１０

３０
０
１

７０
９
５６

ｍ
ｇ／
ｋｇ

２
９８

０
４７

６
９３

１０
３
８

０
７４

３
６３

５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
３
７

８
６０

８４
６
９５

０
０８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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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防腐阻锈外加剂性能指标

检!测!项!目 技术指标 实测值

凝结时间
初凝+.B4

(

$' "&&

终凝+(

'

&# $T$

抗压强度比+W

%N

(

V# V;

"9N

(

&## &#$

膨胀率+W

&N

(

#T#' #T#9

"9N

'

#T;# #T$;

抗侵蚀性
抗蚀系数

(

#T9' #TV9

膨胀系数
'

&T'# &T#"

"T&T<!特性

该外加剂为非膨胀类混凝土外加剂" 可达到防腐

阻锈效果" 同时兼具防水抗裂的技术性能+ 产品与普

通硅酸盐水泥复合使用" 可代替高抗硫水泥" 同时兼

具阻锈性能+ 提高混凝土密实度及抗渗能力的同时提

高了混凝土的其他耐久性" 极大地增强了混凝土的抗

冻融能力&

"T&T$!使用方法及施工工序

使用方法! 采用外掺法" 掺量为胶凝材料 9W"

以粉剂直接掺入" 按普通混凝土施工方法施工" 施工

完毕后湿养护&

施工工序! 配合比试配
#

混凝土搅拌
#

运输
#

浇

筑L?QO; 防腐阻锈混凝土
#

养护& 混凝土搅拌# 运

输# 浇筑# 振捣# 养护按照普通混凝土规范执行&

L?QO; 防腐阻锈外加剂终凝后应及时覆盖保温

)保湿* 养护或洒水养护" 养护时间不宜少于 &$N&

混凝土浇筑时" 施工单位必须按照施工方案进行

施工" 尤其注意要使混凝土振捣密实" 不得过振和欠

振+ 在混凝土浇筑完成后" 密切关注凝结时间" 在初

凝之后终凝之前进行二次抹压" 防止混凝土出现塑性

塌陷或塑性收缩裂缝&

"T&T'!检测与验收

地下钢筋混凝土结构在不同环境条件和环境作用

等级情况下的专业检测" 按 '普通混凝土长期性能和

耐久性能试验方法标准( )=]+Q'##9"* 的相关要求

进行&

"T&T;!混凝土工程质量验收

混凝土质量除应满足 '地下工程混凝土结构防腐

阻锈防水抗裂技术规程( )Z];"+Q"'O<&#V,"#&;*

要求外" 尚应满足以下规定! 混凝土质量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 '混凝土质量控制标准( )=]'#&;$* 的规

定& 混凝土强度检验评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

土强度检验评定标准( )=]Y&#%* 的规定" 混凝土

结构工程的施工质量验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

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 * 的

规定&

"T"!水性厚质弹性防腐涂料

产品型号! RZO"#& )加强型*& 本产品有 K# ]

两组分构成" K组分为液料" ]组分为粉料" 质量比

Kf]l&f& )见表 <*&

表 +,U31!". %加强型& 厚质弹性防腐涂料 %水性&

性能指标

检!测!结!果

检测项目 技术要求 检测结果

固体含量+W

(

%# %'T'

干燥

时间

表干时间+(

(

$ "

实干时间+(

'

9 '

无处理拉伸强度+USA

(

#T% &T9

无处理断裂伸长率+W

(

&## "$%

低温柔度 m<#_无裂纹
$

'#" m<#_无裂纹

不透水性
#T"USA" <#.B4

不透水

#T<USA" <#.B4

不透水

水泥砂浆黏结强度+USA

(

#T; #T%9# #T9## #T%;

!!除满足以上技术指标外" 还应满足抗氯离子迁移

系数不大于 ' n&#

m&"

.

"

+6" 同时还应具备耐水性# 耐

热性# 耐碱性# 耐盐水性# 耐工业乙醇# 与下道涂层

的适应性&

"T"T&!特性

水性环保产品" 存储# 施工及长期使用过程均不

会对环境构成污染+ 混凝土及钢材表面只需用出口压

力大于 "T'USA高压水枪冲洗即可" 从而有效降低了

表面清理成本+ 耐久性高# 耐候性好" 适用性广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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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各种气候区域内使用+ 无火灾隐患" 不助燃不自

燃" 适用于高危火险环境的施工及使用&

"T"T"!配比及混料方法

配比为乳f粉 l& f&& 混料方法! 将 &+" <̀+$ 的

K组分 )乳液* 倒入搅拌桶中 )重量比*" 再加入 ]

组分 )粉料*" 采用手持式电动搅拌机或电动搅拌机

进行搅拌" 按配比补足K组分 )乳液* 搅拌至均匀"

继续加粉料" 待粉料完全加入后持续搅拌 '.B4 以上"

搅拌彻底均匀后再使用& 切记顺序不可颠倒&

"T"T<!使用方法 "建议无气喷涂$ 效果更佳#

施工工序! 基面处理
#

涂刷 )喷涂* RZO"#&

)加强型* 厚质弹性防腐涂料 )水性*

#

养护&

基面处理! 基面必须坚实清洁" 没有浮尘# 油

污# 明水或杂物& 用出口压力大于 "T'USA高压水枪

冲洗即可&

喷涂! 对现浇钢筋混凝土矩形渠道外壁喷涂 RZO

"#& )加强型* 厚质弹性防腐涂料 )水性*" 进行多

遍薄涂 )" 遍以上*" 每遍喷涂必须均匀不遗留" 待

完全干透后再涂刷下一遍" 喷膜厚度为 #T; #̀T9.."

完成后自然养护即可&

涂刷! 待混凝土表面无明水后" 将配置好的 RZO

"#& )加强型* 厚质弹性防腐涂料 )水性* 用毛刷或

滚刷在表面上进行滚涂或滚刷" 进行多遍薄涂 )" 遍

以上*" 每遍涂刷互相垂直" 待完全干透后再涂刷下

一遍" 涂膜厚度为 #T; #̀T9.." 涂刷完成后自然养

护即可&

材料用量! #T9..厚不小于 " <̀X0+.

"

" &..厚

不小于 "T' <̀X0+.

"

)以实际使用量为准*&

"T"T$!涂层养护和质量检查

涂层养护! 涂层宜在通风干燥环境下自然养护"

养护温度不应低于 '_" 养护时间不宜少于 %N+ 养护

期间应避免外力破坏# 雨淋和阳光曝晒+ 当空气相对

湿度大于 V#W时" 宜采取强制通风措施或降低湿度&

质量检查! 质量检验应在养护期结束后进行+ 外

观应连续平整# 颜色均匀" 无针孔# 缩孔# 气泡# 开

裂和剥落等缺陷+ 涂层的层数和厚度应符合设计规

定" 最小厚度应不小于设计厚度的 9#W+ 涂层干膜

厚度的检测应按现行国家标准=]+Q&<$'" 进行&

+,结,语

昌马灌区地处洪积扇扇缘" 地下水经洪积扇到达

灌区后" 造成土壤中含有大量 ?g

" m

$

# D7

m

" 对混凝土

和混凝土中的钢筋造成了严重腐蚀& 该技术的研究与

应用" 解决了混凝土渠道和钢筋混凝土渠道内外质量

受 ?g

" m

$

# D7

m破坏的问题" 大幅提升了工程质量和使

用年限& 该技术已在甘肃省昌马大型灌区改造项目中

得到应用" 可供其他类似灌区推广借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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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坝水库坝基开挖岩体质量超声波

检测分析

宰维东&

!孟祥利"

!白!恺<

!&T德州市水文中心# 山东 德州!"'<#&;)

"T德州市水利局# 山东 德州!"'<###)

<T四川大学水利水电学院# 四川 成都!;&##;'$

!摘!要" 岩体完整性是坝基岩体质量评价& 坝基处理及大坝枢纽布置的重要参考指标% 为准确探明沥青混凝

土心墙坝坝基开挖后岩体内部裂隙发育状况# 文章采用单孔声波法测试岩块纵波波速# 并结合实验室声波测试

数据# 求得待测岩体完整性系数% 分析成果表明" 坝基岩体为 '较破碎( 至 '较完整(# 左岸坝肩局部岩体裂

隙发育# 较破碎# 需采取固结灌浆& 帷幕灌浆等措施进行处理# 以增强地基承载力和改善基岩抗渗能力% 单孔

声波检测能准确反映基岩复杂结构面的声波传输规律# 可指导工程设计优化和实践施工建设%

!关键词" 单孔声波法) 纵波波速) 岩体质量) 完整性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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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岩体是在长期的内力和外力作用下形成的复杂构

造# 形态和组成的地质体& 坝基岩体在开挖# 爆破和

施工扰动等作用下" 原有赋存的平衡条件会发生相应

变化" 地应力释放及重新分配" 会引起岩体性状和物

理力学特征改变甚至会造成岩体破坏-&.

& 坝基岩体风

化及施工扰动产生的破坏和分布具有相当不确定性"

为降低其对大坝基础工程施工的风险" 确保坝基施工

质量" 急需一种全面# 准确的定性探测评估方法& 声

波检测是弹性波测试中的一种" 其通过观测声波在基

础岩体中传播的波速# 频幅等声学指标" 掌握岩体宏

观缺陷# 组织结构和力学性质" 进而准确评估岩体的

风化程度和完整性-"O<.

& 本文采用单孔声波检测技术

来定性评估坝基岩体质量" 以便为方案优化# 坝基处

理和施工实践提供翔实的数据支撑" 确保工程高效优

质地施工建设&

!,坝基质量单孔声波检测原理

近年来" 岩体质量声波测试技术广泛应用在水利#

水电# 隧洞等工程领域" 其通过测试声波在不同岩体

中传播的波速# 频幅来真实反映岩体内部的层次结构

与力学性能" 进而实现对岩体质量和完整性的定性评

价-$.

& '水利水电工程物探规程( ) ?L<";,"##'*#

'水电水利工程物探规程( )ZL+Q'#&#,"##'*# '岩

土工程勘测规范( )=]'##"&,"##&* 等均对岩体声

波测试给出了明确的技术规定和操作指导" 即! 测试

钻孔中发射声波能量较小且作用时间较短" 岩体基本

不会发生塑性变形" 近似为弹性介质& 根据弹性波原

理" 纵波波速与岩体的岩性# 层次结构# 风化裂隙和

力学特性等指标均有关" 其函数表达为-'.

6

*

J

%

U":

槡 &

J

;

N

)& T

"

*

&

)& U

"

*)& T"

"槡 *

)&*

式中!6

*

,,,岩体声波测试的纵波波速+

!:,,,切变模量+

!;

N

,,,杨氏纵向弹性模量+

!

"

,,,泊松比+

!

%

,,,拉梅弹性模量+

!

&

,,,波速传输中岩体密度&

纵波波速是评价岩体质量优劣的重要指标" 通过

测试钻孔纵波波速即可定性评估岩体质量和完整

性-;.

& 单孔声波检测利用岩体测试钻孔 $一发双收%

换能器完成" 即钻孔外主机控制发射换能器 Q发射超

声波信号" 经耦合剂 )通常为水* 沿孔壁纵向传输"

分别经过1

&

和1

"

时间由距离 %

&

和 %

"

两处的接收换能

器a

&

和a

"

接收" 利用距离和时间差就能计算出岩体

纵波波速-".

" 其工作原理见图 &&

图 .,单孔声波测试工作原理

将现场钻孔测试获得的纵波波形及数据进行记

录" 经控制器内部模块运算" 即可获得钻孔不同测段

的纵波波速平均值" 然后结合规范定性指标即可判定

岩体质量和完整性& 岩体钻孔测段纵波波速
/

6

*

计算

公式为

/

6

*

J

/

%

/

1

J

%

"

T%

&

1

"

T1

&

)"*

+,岩体单孔声波测试实例分析

<T&!工程概况

花坝水库是一座以防洪# 灌溉为主的
0

等小

)&* 型水库" 总库容 %<9 万 .

<

& 大坝为沥青混凝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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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墙坝" 最大坝高 '<T;.& 水库坝址区两岸以陡峻坡

地形为主" 岸坡地形顺河流发育" 地形综合坡度 '#e&

坝址河床及岸坡基岩多裸露" 为单斜岩层" 岩层产状

为缓倾上游偏左岸" 为对称性较好 $\% 形横向河谷

结构& 坝基基岩主要坐落于中厚层岩屑石英砂岩" 两

坝肩中厚层石英砂岩# 粉砂岩# 泥岩各层相间分布&

为探明坝基岩体质量" 采用单孔声波检测技术来定性

评估坝基岩体质量及完整性" 以期为后期坝基处理及

施工组织提供翔实的数据支撑&

<T"!钻孔布置及测试参数

根据 '水利水电工程物探规程( )?L<";,"##'*

测试要求" 结合水库沥青混凝土心墙坝平面布置及坝

基物探数据" 在大坝迎水面D"# 混凝土趾墙与坝基交

接部位" 共布置 ; 个部位 &9 个岩体质量检测钻孔"

孔深 '.& 沥青混凝土心墙坝单孔声波检测钻孔布置

见图 "&

图 !,单孔声波检测钻孔布置

!!为获得准确的岩体声波测试数据" 采用 J]LO

M'"#K非金属超声检测仪进行岩体纵波波速测试" 以

评估坝基岩体的完整性和风化程度& J]LOM'"#K测试

系统可以实现单# 双通道自动连续快速采集" 通道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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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 发射 d" 接收 d& 外触发%" 最小采集间隔为

#T#'

-

6" 最大采集长度为 &#"$ 点& 检测工作开始前"

首先用清水清洗钻孔" 再在钻孔内加入耦合剂水" 最

后将 $一发两收% 三个超声换能器分别连接到主机

通道上" a

&

和a

"

接收换能器距离发射换能器 Q间的

初始距离设置为 #T$.和 #T;." 并完成测试系统的调

零操作& 从孔底向孔口逐段测试" 点距为 "#3.& 电

缆深度标识清晰" 严格按每 &# 点校调一次" 确保测

试数据准确可靠&

<T<!检测结果及分析

基于实测纵波波速求得的完整性系数 W

2

又称裂

隙系数" 是评价坝基岩体完整程度的重要指标-9.

" 其

具体函数表达为

W

2

J

6

*

6

( )
*/

"

)<*

式中!6

*

,,,待测岩体现场实测的纵波波速" X.+6+

!6

*/

,,,新鲜完整岩块室内测试的标准纵波波

速" X.+6&

'水利水电工程物探规程( )?L<";,"##'* 规范

中" 将岩体完整性系数划分为完整# 较完整# 完整性

差# 较破碎# 破碎五大类" 具体系数指标见表 &

-VO&#.

&

表 .,岩体完整性系数指标

内!容 岩体完整性指数W

2

岩体完整

程度

W

2

o#T%'

完整

#T%'

(

W

2

o#T''

较完整

#T''

(

W

2

o#T<'

完整性差

#T<'

(

W

2

o#T&'

较破碎

W

2

'

#T&'

破碎

!!水库坝基开挖后" 选取岩块样本进行室内声波测

试" 各测试岩块均为新鲜无卸荷完整岩体" 累计完成

"< 组 )主频为 "'XEb*& 实验室测试结果表明" 测试

岩块声波波速范围为 $T9V; '̀T&<"X.+6" 综合分析

确定岩体声波标准值6

*/

l$TV'X.+6&

采用J]LOM'"#K非金属超声检测仪" 对 ; 个部

位 &9 个钻孔逐一进行现场测试" 并结合实验室岩体

声波标准值 6

*/

" 按式 )<* 和表 & 进行计算和评估"

获得坝基岩体质量检测及评价成果 )见表 "*&

表 !, 坝 基 岩 体 质 量 及 完 整 性 声 波 检 测 分 析 成 果

钻孔编号 测试深度+.

单孔声波现场实测值6

*

+)X.+6*

范!围 均!值

声波实验室标准值

6

*/

+)X.+6*

完整性系数X

2

岩体完整程度

&O& 号 #T$ $̀T; "T&; <̀T%; &T9< $TV' #T<% 完整性差

&O" 号 #T$ $̀T; &TV' <̀T9& "T&< $TV' #T$< 完整性差

&O< 号 #T$ $̀T; &TV; <̀T'; &TV< $TV' #T<V 完整性差

"O& 号 #T$ $̀T; "T"< $̀T&' "T#9 $TV' #T$" 完整性差

"O" 号 #T$ $̀T; "T<9 $̀T"# "T$< $TV' #T$V 完整性差

"O< 号 #T$ $̀T; "T&V $̀T#' &TV< $TV' #T<V 完整性差

<O& 号 #T$ $̀T9 "T'% $̀T<< <T#" $TV' #T;& 较完整

<O" 号 #T$ $̀T9 "T;& $̀T"% <T&" $TV' #T;< 较完整

<O< 号 #T$ $̀T9 "T%& $̀T&V "TV" $TV' #T'V 较完整

$O& 号 #T$ $̀T9 "T<' $̀T<" <T"" $TV' #T;' 较完整

$O" 号 #T$ $̀T9 "T$& $̀T"% <T<% $TV' #T;9 较完整

$O< 号 #T$ $̀T9 "T<V $̀T<; <T#" $TV' #T;& 较完整

'O& 号 #T$ $̀T; "T"9 $̀T&; "T"9 $TV' #T$; 完整性差

'O" 号 #T$ $̀T; "T<" $̀T#% &TV< $TV' #T<V 完整性差

'O< 号 #T$ $̀T9 "T$% <̀TV9 "T&< $TV' #T$< 完整性差

;O& 号 #T$ $̀T9 "T#' <̀T;" &T<$ $TV' #T"% 较破碎

;O" 号 #T$ $̀T; &TV9 <̀T'% &T'< $TV' #T<& 较破碎

;O< 号 #T$ $̀T9 &T9' <̀T%" &T$<'' $TV' #T"V 较破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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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 可知" 每个部位 < 个钻孔的现场实测数据

均相近" 限于文章篇幅" 每个部位选取 & 个典型钻孔

共 ; 个钻孔来分析岩体声波波速传播规律& 钻孔声波

波速6

*

随测试深度!间的关系见图 <&

图 +,声波波速与孔深关系曲线

!!由表 " 和图 < 可知" 大坝迎水面D"# 混凝土趾墙

与坝基交接部位岩体整体完整性为 $较破碎% $完整

性差% 和 $较完整% 三大类" 岩体岩性为 $较破碎%

至 $较完整%" 波速最大值为 $T<;X.+6" 最小值为

&T9'X.+6" 整体呈现随钻孔深度增加波速增大& 左岸

靠近坝肩位置 );O& ;̀O< 号钻孔* 岩体完整性评价为

$较破碎%" 需采取固结灌浆# 帷幕灌浆等措施进行

处理" 以增强地基承载力和改善基岩抗渗能力&

2,结,论

花坝水库坝基D"# 混凝土趾墙带附近岩体产状变

化较大" 采用单孔声波检测技术测量岩体的纵波波

速& 测试成果表明! 坝基岩体完整性系数最低为

#T"%" 最高为 #T;'" 为 $较破碎% 至 $较完整%" 除

局部裂隙发育外" 基岩质量整体较好&

坝基开挖后" 对左岸坝肩 $较破碎% 裂隙发育

破碎岩体应及时清除" 并采取固结灌浆# 帷幕灌浆等

措施进行加固和防渗处理" 确保坝基乃至整个大坝具

有较高建设质量+ 单孔声波检测能准确反映钻孔纵向

岩体波速分布规律" 其检测成果可为大坝坝基岩体质

量及完整性评价提供翔实数据支撑" 确保工程高效优

质的施工建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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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里木河荒漠化地区水化学特性及其

对胡杨林生长的影响

王梦如

!塔里木河流域干流管理局# 新疆 库尔勒!9$&###$

!摘!要" 干旱荒漠地区# 水是绿洲生态系统发展和稳定的根本# 决定了干旱区的生态演化方向% 文章以塔里

木河流域中的胡杨林保护区为研究对象# 通过实地调研& 采样分析研究的方式# 对比分析了塔里木河水质条件

及其与胡杨生长之间的联系# 研究荒漠化水质条件下# 胡杨林的生长发育情况# 为拯救胡杨林提供了相应的科

学依据% 研究结果显示" 区域内的地下水比地表水有着更高的盐分# 难以支撑胡杨幼苗的发育# 胡杨林仅在河

道周边位置才能实现更新迭代# 而在该过程中制约其发展的因素里最为重要的是地下水盐碱度%

!关键词" 水化学特性) 胡杨林) 塔里木河) 荒漠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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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在干旱荒漠地区" 水是绿洲生态系统发展和稳定

的根本" 决定了干旱区的生态演化方向& 胡杨是绿洲

生态中的代表性植物" 而水的质量和数量则共同制约

了胡杨的发展-&.

& 塔里木河中游段有胡杨林分布" 但

严峻的环境导致胡杨自然保护区内的胡杨林种群维持

日趋困难&

河岸边防护堤的修筑对胡杨个体生长有着较大的

影响" 其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胡杨群落在堤外的分布数

量有所减少" 在胡杨林中数量众多的是中老龄个体"

种群结构呈衰退型& 从 "#&' 年的胡杨林保护区统计

数据可知" 相比 "##; 年" 林地减少了约 VT9'W" 疏

林地减少了约 &<T;;W" 灌木林减少了约 &'T#$W"

保护并恢复胡杨林迫在眉睫& 天然植被受环境影响较

大" 不同流域或不同区段下" 环境对绿洲植被的影响

也不一致-".

& 现多对胡杨林的生长发育与水文条件的

联系进行研究" 但对其与水质的联系却研究较少& 本

文以此为切入点" 分析荒漠化区域胡杨林在不同水质

条件下的生长规律&

!,研究概况

以塔里木河中游段轮台县英巴扎到尉犁县恰拉断

为研究区域" 该区域内存在绿洲和沙漠相互交错的现

象" 生态环境极为脆弱& 在塔里木河汛期" 通过布设

样地# 植被调查以及试验分析的方法研究胡杨林保护

区在不同生态环境时" 地表水以及潜水的化学特征&

以塔里木河中游南岸作为样品地" 并将其编号为 J&#

J"# J<" 在汛期内样品地点可被河水淹没" 为地表水

的采集提供了便利& 样品地中水域面积最大的是 J<"

水域面积最小的是 J&& 为便于对照" 在干流尉犁大

桥下设置了J$ 样品地&

各样品地胡杨林生长发育情况不同" J& 样品地

的胡杨仅有 %.左右的高度" 生长逐渐减弱" 且有小

部分已经死亡+ J" 样品地的胡杨有着较好的生长态

势" 与草本植物等种群共同形成稳定结构的群落+ J<

样品地的胡杨处于旺盛的生长态势" 有着稳定增长的

种群&

在所选的三个样品地中对地表水样进行收集" 采

用=S?定位系统对样品地的经纬度以及高度等信息

进行记录" 挖掘 J" 样品地至潜水出露" 以取得所需

样品" 在 $̂ 处取河水样品& 为使结果更加精确" 以

每水体 < 份的方式开展水质检测" 结果以其平均值为

准& 化学指标检测方法见表 &&

表 .,化学指标及试验方法

化!学!指!标 试!验!方!法

*E值 酸度计法

溶解性总固体 质量法

总碱度# 碳酸根离子# 重碳酸根离子 双指示剂滴定法

硫酸盐 FZQK二钠容量法

氯化物 硝酸银容量法

游离二氧化碳 中和法

钙离子# 镁离子# 总碱度 FZQK二钠络合滴定法

+,研究成果分析

<T&!塔里木河中游水化学特性

化学分析结果 )见表 "* 表明" 各样品地地表水

均有着较高的总硬度" 在 &' <̀# 度时为硬水" 在 <#

度以上时则为极硬水 )见图 &# 图 "*& J" 样品地采

样点潜水样则有着 &%# 度的硬度" J$ 样品地采样点

则仅有 &% 度的硬度&

表 !,各样品地水质分析结果

项!!目 J& J" J< J$

水体类型 地表水 地表水 潜水 地表水 地表干流

*E值 %T;& %T9& %T<& %T$& %T9&

总硬度+).0+L* <;VT# <"'T" <#<$T" %;VT$ <##T"

总碱度+).0+L* &;'T& &$"T' ;;'T; "V#T" &&'T#

溶解性总固体+

).0+L*

%'&T& 9<9T& &$$%;T" &#<%T$ ;&'T"

氯化物+).0+L* "'"T& "&;T# <$'"T& $9;T" "#$T#

钙+).0+L* %%T; ;%T' $<9T< &<"T% %#T#

镁+).0+L* $"T$ <9T& $%&T& &#;T< <#T<

氨氮+).0+L* #T&V # # #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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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项!!目 J& J" J< J$

重碳酸根+).0+L* "#&T< &%<T9 %VVT< <'<T9 &$#T"

碳酸根+).0+L* # # # # #

游离二氧化碳+

).0+L*

&;T$ ;T' ;VT" "%T$ $T<

!!区域内的河水在丰水期内仍为淡水或微咸水& 在

大桥下有着 ;&'T".0+L的 QZ?& J" 样品点地表水有

"9%.0+L的矿化度+ J" 样品点的潜水出现在 ;$3.位

置" 其有着 &$$%;T".0+L的矿化度" 为盐水& J< 样

品点有着 &#<%T$.0+L的 QZ?" 属微咸水" 相比于地

表水干流" 其QZ?高出约 ;9T'W&

图 .,各样品地水化学特性对比

地表水和潜水样品约有着 %T<& %̀T9& 的 *E值"

大桥下的地表干流有着 %T9& 的最高 *E值" J" 样品

点则有着 %T<& 的最低 *E值& 各样品地约有着 &## `

<##.0+L的总碱度" 干流水样有着 &&'T&.0+L的最低

总碱度&

J" 样品地的潜水主要由地表水的下渗补给" 潜

水的水质比起地表水的水质" 约有 &%T" 倍的 QZ?#

VT" 倍的总硬度以及 $T; 倍的总碱度&

图 !,相同区域地表水与潜水水质对比

在胡杨林保护区内的地表水有着 "#$ $̀9;.0+L

的硫酸盐含量以及 %#T9 "̀<VT9.0+L的氯化物含量"

桥下干流氯化物以及硫酸盐有着 &<".0+L和 "#$.0+L

的含量" 均在水质卫生规范 "'#.0+L以下& J< 样品

点硫酸盐有着 $9;T".0+L的含量" 为苦咸水-<O$.

& J&

和J< 样品点的氨氮有着 &;T$.0+L的含量" 远在

#T&'.0+L以上" 游离的二氧化碳同样有着 "%T$.0+L

的高含量&

<T"!塔里木河中游胡杨林生长状况

从 V 月开始荒漠河岸的胡杨林步入落叶期" 旱生

以及盐生植物成为植被的主要组成部分& 胡杨林群落

的生长环境按照植被的覆盖程度等可以划分为荒漠化

区域# 过渡带区域和河岸辐射区域& 现场调查发现"

保护区内的胡杨和灰胡杨种群仅有较少的幼龄个体"

新生资源较少" 种群结构呈现出倒金字塔形-'.

&

J& 样品点处于南岸阶地" 为过渡带" 地表盐结

晶较多" 在季节性洪水的影响下其存在短时间的淹没

期+ 柽柳是众多植被中的优势种" 胡杨在该区域内分

布较为稀疏& J" 样品点在河岸边" 汛期内水量较大"

胡杨多处于中龄期" 有着较为稳定的结构-;.

& J< 样

品地处于河漫滩位置" 胡杨林有着成片的分布" 较易

出现更新演替" 幼树一般有着 &# 年以内的树龄" 在

&##.

" 内约有 <# 株左右" 幼树分化已经开始" 存在

较多凋亡现象" 伴生种类以柽柳幼株为主&

<T<!水化学特征对胡杨生长的影响

该流域中" 地下水的 QZ? 比起地表水有更高数

值" 其原因主要在于修建了中游堤防之后" 导致沿河

的地下水淡化带出现一定程度的萎缩" 使离子含量有

所上升" 此外" 汛期不断抬升的地下水水位" 导致水

流排水不及时" 同时" 在漫溢河水下渗时土壤上层盐

类也随之下渗到地下水中& 在人为和自然因素的影响

之下" 该区域内的地表水不断恶化" 一方面出现不断

融化的地表积盐" 另一方面因为种植经济类作物" 不

断汇入的农田排水对其造成一定影响&

在塔里木河中游段" 因洪水期输水堤坝的引水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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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对两侧河岸的胡杨林进行漫灌" 使得该区域水域

面积有所扩大" 河岸两侧的地下水淡化带在季节性洪

水冲刷作用下不会出现过分萎缩" 使两岸所修建的堤

坝导致的生态负效应得到减缓" 确保现有胡杨林生长

得到维持& 但这种作用的影响范围有限" 仅能保证靠

近河道的小区域的胡杨林幼苗生长需要& 因不断恶化

的地下水化学性质" 导致该区域内的胡杨林缺乏自然

更新演替的条件" 因此该区域内现存的多为老龄胡

杨& 此外" 胡杨幼苗的生长受到塔里木河气候条件的

抑制" 上游水土资源的高强度开发降低了中游来水

量" 过度开荒等人为因素带来了不良后果" 加之土壤

盐碱化" 导致胡杨林种群出现衰退&

2,结,语

综上所述" 为使塔里木河土壤环境有所改善" 以

提供给胡杨林一个良好的生长环境" 首要措施是先进

行排盐" 此外培肥# 保水以及退耕措施也需要同步跟

上" 以最大程度促进胡杨林更新复壮&

FT塔里木河地下水主要通过汛期河水漫溢下渗

进行补充" 因此地表水与地下水水力联系较密切& 通

过本次研究可知" 在塔里木河流域中" 中游沿岸地下

水QZ?值较大" 主要是因为堤防修建后" 河岸淡化带

地下水萎缩" 离子含量增大" 而地下水在汛期内持续

上升" 难以进行排水" 在河水漫溢下渗时土壤盐类也

随之流入地下水&

>T洪水期中游段水域面积有所增加" 河岸地下

水淡化带得到有效补充" 使生态负效应有所缓解" 维

持住了现有的胡杨林& 但该种作用的影响范围有限"

仅河道周围地带可以保证胡杨幼苗生长& 地下水化学

性质对生物进行自然淘汰" 故区内更新较慢" 多为耐

盐性强的中老龄胡杨及灌木& 胡杨幼苗受当地气候的

影响生长发育受到抑制+ 中游来水量因上游高强度开

发而有所减少+ 土壤的盐碱化# 种群间的内部竞争等

都会对胡杨种群造成一定的影响" 导致其有所衰退&

6T洪水期增加了塔里木河中游水域面积" 使胡

杨林的生长发育得以维持" 但地表水的矿化度和总硬

度在漫溢的地下水作用下不断提高" 此外" 地下水盐

分因农田排水不断增加" 使其难以提供给胡杨幼苗所

需的营养&

BT旱生和盐生植物是区内植被的重要组成部分"

胡杨幼龄个体较少" 种群表现为衰退型" 仅在河道周

边适宜胡杨幼苗的生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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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头寨水库大坝坝基地质条件探查

及其防渗处理

赵!静&

!郑培溪"

!&T新疆兵团勘测设计院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云南分院# 云南 昆明!;'#"&%)

"T云南鲁布革顾问有限公司# 云南 昆明!;'##'&$

!摘!要" 地勘单一物探方法存在诸多专业缺陷# 文章综合采用高密度电法& 声波测试及钻孔全景图像测试#

结合钻孔岩芯& 压注水试验成果分析# 基本查清了田头寨水库大坝坝基覆盖层厚约 & &̀<.# 下伏基岩为侏罗系

中统税房街组 !Y

"A

$ 砾岩与含砾粉砂质泥岩& 泥质粉砂岩互层# 局部有轻微溶蚀# 以溶坑& 溶孔为主# 连通性

差) 岩体透水率随深度增加而减小) 左坝肩存在挤压破碎带# 宽度& 深度有限) 坝基具备防渗处理条件% 据此#

设计采用坝基帷幕灌浆加心墙截水槽部位固结灌浆的处理方案# 较合理地解决了坝基防渗问题% 相应勘察设计

可供类似工程参考%

!关键词" 田头寨水库) 坝基) 探查) 防渗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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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碎带# 喀斯特等不良地质现象对水库大坝地基

防渗处理影响较大" 甚至起到控制性作用-&.

& 需采用

多种合理# 可靠勘察手段查清其发育规律# 分布特

征" 相应制定处理措施" 才能确保水库正常蓄水# 安

全运行& 探查范围广# 精度高# 成本低的工程物探技

术-"O<.

" 以及针对性的地质钻探" 非常适合中小型水

库勘察设计&

.,工程概况

田头寨水库位于云南省临沧市" 大坝为黏土心墙

坝" 最大坝高 '#." 坝轴线长 ""#." 为
0

等小
1

型

水库" 总库容 "<"T;' 万 .

<

& 坝址区出露岩层为侏罗

系中统税房街组 )Y

"A

* 砾岩与含砾粉砂质泥岩# 泥

质粉砂岩互层" 还发育多条挤压破碎带& 综合采用高

密度电法# 钻孔声波测试# 钻孔全景图像测试等物探

方法" 结合地质钻探" 基本查清了覆盖层# 岩性# 破

碎带# 喀斯特等的分布范围和特征" 为坝基防渗设计

提供了翔实的数据支持& 本文拟对其勘察设计成果进

行分析和探讨" 以期为类似工程提供有益的启示&

!,物探简介及本工程应用

"T&!高密度电法

"T&T&!测试原理

高密度电法是以地下介质导电性差异为基础" 通

过观测和研究与这些差异有关人工电场的分布规律"

达到查明地层岩性分界# 地质构造和寻找地下电性不

均匀体 )喀斯特# 风化夹层# 破碎带等* 的一种地

球物理勘探方法&

高密度电法有多种电极排列方式" 如KUG]温纳

四极排列# K]UG偶极排列#

2

6

K]联合三极排列#

微分排列等-$.

& 根据现场实验" 田头寨水库采用稳定

性较好的KUG]温纳装置& 同时" 考虑地形# 地质条

件和目标层埋深" 选用 $.电极距" 每个排列布置电

极 ;# 根&

"T&T"!数据处理分析

高密度电法现场所测视电阻率" 经数据格式转

换# 数据预处理# 地形校正# 正演和反演计算后" 得

到视电阻成像色谱图" 据此进行地质解释和分析&

具体步骤如下! 一是将转换格式的视电阻率" 经

数据预处理# 消除坏点 )如图 & 中红色标记的 $ 个

点*" 保留较一致的数据点" 并结合现场实验和与其

他资料对比分析" 选择正演# 反演计算参数& 二是将

预处理后的数据经地形校正" 按剖面桩号为N轴# 层

数为S轴" 绘成测试原始数据视电阻率成像色谱图

)见图 "*& 再采用最小二乘法进行正演计算" 得到正

演成像色谱图 )见图 <*& 三是进行反演计算分析"

目的是由正演视电阻率观测数据" 定量推断该剖面下

的地电断面" 确定地下岩体的真电阻率分布& 反演采

用最佳拟合法" 给定一个初始地电断面" 在该断面上

计算视电阻率的理论曲线" 将理论曲线与实测曲线作

对比 )拟合*" 通过调整参数获得最佳拟合效果& 图

$ 为反演拟合所得成像色谱图&

图 .,原始数据示意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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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原始数据色谱

图 +,正演成像色谱

图 2,反演成像色谱

"T"!钻孔声波测试法

钻孔声波测试法建立在固体介质中弹性波传播理

论基础上" 以人工激振方法向介质发射声波" 在一定

空间距离上接收被测介质的传播速度# 振幅# 频率等

声波参数" 经数据处理与分析" 了解沿孔深方向岩体

的质量# 破碎带# 喀斯特等的空间分布" 是一种轻

便# 灵活# 快捷# 高效的检测方法&

"T<!钻孔全景图像测试法

钻孔电视利用井下摄像探头将孔壁图像信息经电

缆传送至控制器和电脑" 可实现探头全景摄像" 图像

清晰逼真# 剖面实时自动提取# 方位及深度自动准确

校准" 具有观测直观# 定位准确# 操作简单# 精度

高# 效率高 )观测提升速度最高可达 #T"#.+6*# 分

析功能强# 图像自动保存及拼接等优点" 非常适合对

裂隙或不连续面的埋深# 倾向# 倾角# 宽度# 粗糙

度# 充填物等性质的观察和分析&

"T$!物探布置简介

田头寨水库坝址区布设高密度电法剖面 && 条

)顺河向 ; 条" 横河向 ' 条" 编号 ^QJ& `^QJ;#

^QE& `̂ QE'*" 合计 ';$".+ 布设钻孔声波测试 <

孔 )坝轴线左岸 Jc#$# 河床中部 Jc#;# 右岸

Jc#9*" 合计 ""'T$.+ 布设钻孔全景图像测试 " 孔

)坝轴线河床中部 Jc#;# 右岸 Jc#9*" 合计 %9T$.&

探查范围涵盖了坝址附近区域&

+,物探成果分析

<T&!高密度电法

<T&T&!总体情况

高密度电法探测结果揭示" 田头寨水库坝址区及

上下游覆盖层主要为含砾粉质黏土# 局部夹孤块石"

电阻率为 '# "̀'#

.

/." 左# 右岸坡覆盖层分别厚

% &̀;.# V &̀"." 河床覆盖层厚 & <̀#.& 下伏基岩

主要为含砾粉砂质泥岩# 泥质粉砂岩# 砾岩" 其中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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砾粉砂质泥岩# 泥质粉砂岩电阻率为 "## <̀'#

.

/."

砾岩电阻率为 $## %̀##

.

/.& 同时" 近坝左库岸存

在低阻的挤压破碎带 )电阻率小于 %#

.

/.*" 单条宽

度一般 &.左右" 累计总宽度 &' "̀#.&

<T&T"!坝址河床中部顺河向情况

^QJ$ 剖面位于河床中部" 与坝轴线正交" 长

;%#. )探测成果见图 '*& 由图 ' 分析可知! 河床中

部顺河向覆盖层厚 " <̀#." 主要为含砾粉质黏土#

局部夹孤块石& 其中在剖面桩号 # &̀$#.范围内覆盖

层平均厚约 <#." 其他部位厚 " &̀#." 电阻率介于

'# "̀'#

.

/.& 下伏基岩在整个电阻率反演剖面图横

向上呈现电阻率高低明显变化的多个分区" 即存在岩

性变化区域& 在剖面桩号 &<' "̀9'.范围内电阻率呈

低值反映 )"## <̀'#

.

/.*" 结合钻探及地表调查"

推测该区域分布含砾粉砂质泥岩# 泥质粉砂岩& 在其

他位置电阻率呈高值反映 )$## %̀##

.

/.*" 推测该

区域分布砾岩& 在剖面桩号 '#' '̀<%.范围内 )近

坝左库岸*" 电阻率表现为极低值 )小于 %#

.

/.*"

结合钻探及地表调查" 推测该区域为挤压破碎带" 由

数条挤压带组成" 宽约 &' "̀#." 顶部埋深约 V.&

图 P,河床中部顺河向J(]2 剖面成果

<T&T<!坝轴线方向情况

沿坝轴线布设的 ^QE' 剖面 )长 '$#." 成果见

图 ;* 显示该剖面地形起伏较大" 覆盖层厚 & &̀<."

主要为含砾粉质黏土#孤块石等"电阻率 '# "̀'#

.

/.&

下伏基岩在整个电阻率反演剖面图横向上呈现电阻率

高低明显变化的分区" 即存在岩性变化区域& 在剖面

桩号 V# &̀&#.范围内电阻率呈低值反映 )"## `

<'#

.

/.*" 结合钻探及地表调查" 推测该区域为含

砾粉砂质泥岩# 泥质粉砂岩& 在其他位置电阻率呈高

值反映 )$## %̀##

.

/.*" 推测该区域分布砾岩& 该

剖面无破碎带的明显反映特征&

图 /,坝轴线J(XP 剖面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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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钻孔声波测试成果

声波速度及其分布规律与地层# 岩性# 构造# 风

化卸荷等地质因素密切相关" 是衡量岩体质量优劣的

重要量化指标-'.

& 田头寨水库坝址处钻孔声波测试岩

体完整性系数X

2

与岩体平均波速 +

*

对应情况以及岩

体完整性评价见表 &# 表 "&

表 ., !

K

与 "

V

对 应 情 况

完整程度 完!整 较 完 整 完整性差 较 破 碎 破!碎

X

2

X

2

o#T%' #T%'

(

X

2

o#T'' #T''

(

X

2

o#T<' #T<'

(

X

2

o#T&' X

2

'

#T&'

+

*+.+6

+

*

o<9V% <9V%

(

+

*

o<<<% <<<%

(

+

*

o";;" ";;"

(

+

*

o&%$< +

*

'

&%$<

表 !,坝轴线方向钻孔岩体声波测试成果

序号 钻孔编号 钻孔分段+.

+

*+.+6

X

2

岩体完整程度

& Jc#$

'#T# %̀"T# ";%9 #T<' 较破碎

%"T# 9̀<T9 "V9" #T$$ 完整性差

9<T9 9̀;T" <%&# #T;9 较完整

" Jc#;

&#T# "̀'T; <%'; #T%# 较完整

"'T; <̀#T# <#9; #T$% 完整性差

<#T# $̀VT; <%%" #T%# 较完整

$VT; '̀"T" "%V; #T<V 完整性差

'"T" ;̀VT; <99# #T%$ 较完整

< Jc#9

&%T# "̀9T# "9&9 #T<V 完整性差

"9T# $̀%T" <9%; #T%$ 较完整

$%T" ;̀VT; <'9" #T;< 较完整

!!由表 &# 表 " 可知! 坝轴线钻孔岩体平均波速多

在 ";%9 <̀99#.+6之间" 随钻孔深度增加" 波速均有

增大趋势" 岩体也从较破碎,完整性差变为较完整&

另外" 岩体完整程度和风化程度有一定对应关系" 总

体表现为! 强风化岩体破碎,较破碎" 弱风化岩体完

整性差,较完整" 微风化岩体较完整" 破碎带岩体构

造挤压强烈" 岩体破碎&

<T<!钻孔全景图像测试成果

对坝轴线河床中部Jc#;# 右岸Jc#9 钻孔进行了

全景图像测试" 结合钻孔岩芯加以佐证分析 )典型图

像见表 <*& 结果表明! Jc#;# Jc#9 钻孔覆盖层分别

厚 $.# &"T$." 测试深度范围内下伏基岩均为砾岩"

角砾成分多为砂岩" 少量为灰岩& 砾岩中未发现溶洞

或其他大规模喀斯特现象" 仅在灰岩成分的角砾中发

现轻微喀斯特现象" 多表现为很小很浅的溶坑或溶

孔" 直径一般 #T' "̀3." 个别 " ;̀3." 深度一般

#T' "̀3." 大多无充填" 少量充填黏土夹砾石" 连通

性差& 此外" 基岩中还发育部分张裂隙" 张开宽度一

般 & <̀3." 个别 ' 9̀3." 延伸短" 充填泥和岩屑&

表 +,钻孔声波测试与钻孔全景图像典型资料对照

钻 孔 钻孔全景图像 +

*+.+6

测 试 结 果 描 述

Jc#; "9%;

!深度 VT# `VT'."

波形振幅小" 信号弱"

初至不明显& 裂隙发

育" 波速与上# 下段

差异较大" 岩性为砾

岩!

Jc#; <V#"

!深度 "&T# "̀&T$."

波形振幅大" 信号强"

初至非常明显& 岩体

完整" 波速较高" 岩

性为砾岩

Jc#9 <"9$

!深度 <'T; <̀;T#."

波形振幅较小" 信号

弱" 初至明显& 发育

长 " '̀3.# 深 #T' `

"3.的溶坑" 声波与

上# 下段差异较大"

岩性为砾岩

Jc#9 <<$;

!深度 $#T' $̀#T9."

波形振幅小" 信号不

强" 初至明显& 发育

' %̀3.宽的裂隙" 声

波与上# 下段差异较

大" 岩性为砾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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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质钻探成果分析

区域地质调查# 地质钻孔及压注水试验成果如

下! T坝址区出露基岩为侏罗系中统税房街组 )Y

" A

*

砾岩与含砾粉砂质泥岩# 泥质粉砂岩互层" 空间上表

现为一套粗细相间的多旋回沉积地层& 砾岩泥质胶

结" 抗风化能力弱" 属较软岩" 砾石呈角砾状" 粒径

以 & <̀..和 " $̀3.为主" 少量达 9 &̀'3." 母岩

以灰岩为主" 少量为砂岩# 石英岩" 砾岩局部有轻微

溶蚀现象" 以溶坑# 溶孔为主" 连通性差+ 含砾粉砂

质泥岩# 泥质粉砂岩岩性软弱" 遇水易软化" 抗风化

能力弱&

两岸坡及坡脚处第四系全新统残坡积层 )p

@N7

$

*

为含砾粉质黏土" 松散,稍密" 厚 < &̀'.& 河床部

位冲洪积层 )p

A*7

$

* 主要为含砾粉质黏土" 厚 & `

&<." 偶见孤块石" 土质呈黄褐色" 松散,稍密"

稍湿&

坝址左坝肩顺河向发育多条沿大田沟,库盆,左

坝肩延展的挤压破碎带" 延伸长度大于 <##." 单条

宽度 &.左右" 深度在基岩面以下 <# ;̀#." 累计破

碎带总宽度 &' "̀#.& 破碎带在含砾粉砂质泥岩部位

多见挤压擦痕& 总体产状为 G'è <#eF+Ĝ

)

'#è

;#e& 岩芯多呈碎块# 岩屑" 局部呈泥状& 透水率 Q

一般 &# '̀#LH" 为中等透水+ 但局部钻孔垮孔严重"

无法进行压水试验" 推测透水率应大于 '#LH" 为中

等,强透水+ 存在渗漏问题&

根据钻孔压水试验" 坝址区岩体透水性主要受岩

体风化程度# 构造挤压及贯通性节理的发育程度控

制" 透水率Q整体上随深度增加而减小& 其中" 左岸

岩体 Q小于 &#LH 埋深一般在基岩面以下 "' <̀#."

河床岩体 Q小于 &#LH 埋深在基岩面以下 &' "̀#."

右岸岩体 Q小于 &#LH 埋深一般在基岩面以下 '# `

;#. )见图 %*&

图 0,挤压破碎带岩芯及挤压擦痕

P,防渗设计

物探# 地质钻孔以及原位测试等较为全面客观地

查明了坝基地质条件" 左坝肩挤压破碎带宽度和深度

有限" 未发现规模较大喀斯特通道" 坝基防渗处理难

度不大& 经综合比选" 设计采用帷幕灌浆防渗处理"

防渗边界为正常蓄水位 &<;"T9#.与地下水位相交处"

防渗底界为弱透水层 )Q

'

&#LH* 以下 '.& 具体

如下!

左岸坡坝基段! 基础灌浆盖板坐落在弱风化层上

部" 挤压破碎带帷幕灌浆设 " 排" 孔排距均为 &T'."

其余部位设 & 排" 孔距 &T'." 最大灌浆深度 %V.&

河床坝基段! 基础灌浆盖板坐落在弱风化层上部" 坝

基帷幕灌浆设 & 排" 孔距 &T'." 最大灌浆深度 "&.&

右岸坡坝基段! 基础灌浆盖板坐落在弱风化层上部"

坝基帷幕灌浆设 & 排" 孔距 &T'." 最大灌浆深度

;&.& !

心墙截水槽部位建基面置于弱风 "下转第 %#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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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里坡土石坝薄防渗墙组合防渗技术应用

张!琪!侯超新!赵晓天

!德州市水文中心# 山东 德州!"'<###$

!摘!要" 在五里坡水库土石坝薄 !超薄$ 防渗墙方案设计时# 单一防渗施工技术很难兼顾防渗厚度& 防渗深

度和深入坝基 !肩$ 相对不透水层等问题% 文章结合水库大坝特性# 对坝体和坝基 !肩$ 采用 '振动沉模d高

喷灌浆( 的组合防渗体系进行除险加固防渗设计% 探坑开挖揭露及试验室检测结果表明" 利用两者防渗技术间

的优势互补# 具有较好技术可行性和经济优越性% 防渗墙施工后# 在大坝内形成一道连续完整且密实的防渗幕

墙# 防渗加固效果良好%

!关键词" 坝体渗漏) 组合防渗) 探坑开挖) 渗透系数

中图分类号# ()!!+\2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0+1'!2. %!"!!& "!1"/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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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险加固是水库提高防洪标准# 提升防灾减灾能

力的重要工程举措& $十四五% 期间" 水利部计划到

"#"' 年底完成现有 &T99 万座小型水库除险加固任务"

确保水库安全运行& 渗漏是中小型水库常见的病险问

题" 而防渗墙是小型水库大坝除险加固整治中重要的

截渗防渗手段-".

& 薄 )超薄* 防渗墙作为一种可靠

的垂直防渗设施" 具有工程量小# 造价低# 防渗效果

好等优点" 在小型水库土石坝除险加固工程中具有非

常好的应用效果& 目前" 水利工程中常用薄 )超薄*

防渗墙施工技术较多" 各有其适应性和弊端" 单一防

渗技术很难兼顾技术# 经济等多方面因素& 因此" 结

合工程特性选择 " 种或多种防渗技术" 通过相互间优

%&



势互补形成与工程实际相匹配# 经济实用的组合防渗

体系" 合理消除水库病险问题" 恢复其兴利减灾效益

尤为重要&

.,工程概况

五里坡水库建于 &V;' 年 < 月" 建设中由于各种

原因不间断停工 " 次" 于 &V%" 年 " 月竣工& 大坝为

均质土坝" 建基面高程 ""9T<#." 最大坝高 "VT9#.&

由于工程属于典型 $三边% 工程" 加上建设中设计#

施工# 质量监管等原因" 原坝基直接置于强风化岩石

上" 防渗深度未达到相对不透水深度" 工程蓄水试运

行期间就存在局部渗漏问题" 虽采取局部防渗处理"

但整体效果不明显" 导致降低水位运行& "#&; 年"

对大坝进行全面安全鉴定" 开挖揭露大坝存在坝基面

清理不彻底# 坝基防渗未达相对不透水层# 坝体及坝

基渗漏严重等问题" 严重威胁到水库大坝的正常运

行" 鉴定为三类坝" 急需采取合理除险加固措施" 消

除大坝病险隐患&

!,防渗加固技术比选

土石坝除险加固过程中" 要考虑防渗技术的适应

性# 防渗深度和工程投资等因素" 优选与工程较匹配

的防渗加固技术方案" 确保工程高效优质地施工建

设& 该水库由于大坝施工时" 筑坝材料选择不佳# 施

工质量控制不严和工程技术标准偏低等" 存在透水层

渗漏严重等问题& 为优选出与大坝病险现状相匹配的

技术性和经济性均较优的防渗方案" 根据五里坡水库

大坝病险现状" 结合同类型坝除险加固经验" 拟定 <

种方案进行比选 )见表 &*&

表 ., 坝 体 防 渗 方 案 比 选

方!案 方!案!简!介 优!!!点 缺!!!点

方案一!

振动沉模d高压旋喷

!坝体上部 "#.内采用振动沉模"

下部至坝基相对不透水层采用高压旋

喷相结合形成连续防渗墙

!振动沉模双模板交叉施工" 具有施工工

效高# 造价低等优点-<.

& 同时" 结合高

压旋喷灌浆" 可形成连续防渗墙" 防渗效

果及经济性好

!坝体上# 下部搭接部位施工

工艺相对较复杂

方案二!

土工膜d高压旋喷

!在坝体上游面铺设土工膜" 并与伸

入坝基相对不透水层的高压旋喷桩相

结合形成连续防渗墙

!土工膜防渗施工时对坝体扰动较小" 施

工技术成熟-$.

& 坝体高压旋喷可以为土

工膜提供一个支撑结构" 经济性较好

!土工膜与高压旋喷桩间的搭

接技术难度高" 防渗施工质量

和防渗效果难保证

方案三!

劈裂灌浆d高压旋喷

!坝体部分沿坝轴线方向劈裂并灌注

防渗泥浆" 并结合坝基高压旋喷相结

合形成连续防渗墙

!劈裂灌浆浆液有效充填原渗水通道" 同

时与坝基高压旋喷可以形成整体性较好的

连续防渗墙" 防渗效果好" 经济性适中

!劈裂对坝体扰动大" 灌浆施

工难度高# 工期较长" 且防渗

墙的耐久性不佳

!!从表 & 可知" 方案二" 防渗土工膜与两坝肩# 坝

基结合可靠性较差" 且与高压旋喷桩间的搭接质量控

制和整体防渗效果难以保证+ 方案三" 虽然劈裂灌浆

和高压旋喷可以形成连续防渗墙" 但劈裂施工对坝体

扰动较大# 防渗墙耐久性不佳且综合成本较高& 相比

之下" 方案一" 振动沉模不仅施工工效高且能无接缝

形成连续密实防渗墙" 同时不污染环境" 防渗效果及

经济性好& 另外" 采用高喷灌浆将防渗墙体深入基岩"

有效解决振动沉模难达坝基相对不透水层的缺点" 实

现对坝基与坝体填筑土间接触渗漏的有效切断-'.

&

综上分析" 方案一具有防渗施工技术可行# 防渗

效果好# 综合投资较优等优点" 推荐采用 $振动沉模

d高压旋喷% 相结合的组合防渗技术进行大坝渗漏除

险加固修复&

+,坝体组合防渗除险加固技术应用

<T&!防渗加固方案

根据大坝病险现状" 优选 $振动沉模 d高压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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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 组合防渗方案& 振动沉模防渗板墙采用激振锤将

K# ]两块矩形钢板桩交叉振入坝体内部" 达到预设

深度后利用泥浆泵将防渗浆液灌入钢板桩内" 边灌浆

边交叉提升K# ]钢板桩" 最终与坝体形成一面连续

的防渗墙板-;.

)见图 &*&

振动沉模防渗板墙施工技术" 非常适用防渗深度

低于 "#.# 防渗板墙厚 9 "̀#3.的薄 )超薄* 混凝土

板墙工程" 但其难以达基岩相对不透水层也是防渗工

程中必须考虑的问题& 根据除险加固大坝最大坝高

"VT9#." 存在坝体渗漏# 绕坝渗漏等问题" 防渗板

墙设计从坝顶一直贯穿到坝基相对不透水层" 即! 沿

着坝轴线上半部 "#.范围内布置振动沉模" 坝基# 坝

肩间则采用高压旋喷" 将防渗帷幕深入到坝基相对不

透水层 )<.以上* 及两坝肩 )".以上* 范围 )见

图 "*&

图 .,振动沉模灌浆工艺

图 !, '振动沉模 高̂压旋喷( 组合防渗方案

!!按施工工序" 坝体上段采用振动沉模" 下段采用

高喷灌浆" 搭接长度为 &.& 从坝顶往下 "#.范围内

采用振动沉模技术进行全坝段灌浆" 防渗板墙厚

&'3.+ 下部 &<T9. )嵌入基岩 <.* 则采用高压旋喷

施工防渗墙" 厚 &# "̀'3.& 帷幕灌浆按单排布置"

孔距为 &T'.& 灌浆浆液配合比为水f水泥f粉煤灰f

砂l#T'; f& f& f"& 帷幕防渗墙 "9N 龄抗压强度为

$USA" 弹性模量为 " n&#

<

USA&

<T"!防渗加固修复效果分析

防渗板墙灌浆结束 ;# 天后" 对防渗板墙开挖进

行外观检查" 即! 根据大坝整体布置在典型部位挖 <

个探坑 )深 "T#.n长 <T#.n宽 &T#.*& 开挖揭露"

振动沉模形成的防渗板墙连续性# 平整度# 完整性均

较好" 浆液与坝体固结密实可靠" 无接缝# 无断板和

开叉等缺陷" 沉模灌浆缝贯通到坝顶顶部" 厚度较均

匀为 "#..左右" 灌浆钢桩孔间浆脉搭接在 V"W以

上" 成墙质量好&

为进一步检测防渗板墙的综合防渗效果" 通过施

工过程中留取试块和非利用段钻孔取芯样" 对防渗墙

体特性参数进行试验室检测" 结果见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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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防 渗 板 墙 钻 孔 取 芯 样 检 测 结 果

芯样编号
"9N渗透系数+)3.+6* 抗压强度+USA 弹性模量+&#

<

USA

检测值 设计值 检测值 设计值 检测值 要求值

Jcjk&

#T%' n&#

m%

Jcjk"

#T9" n&#

m%

Jcjk<

#T'9 n&#

m%

Jcjk$

#T$V n&#

m%

Jcjk'

#T'% n&#

m%

Jcjk;

#T;; n&#

m%

'

& n&#

m%

%T'

;T9

VT'

&&T"

&#T9

9T<

(

$

$T<'

<TV9

'T""

'T'%

'T#<

$T9'

(

<

!!从表 " 可知" 钻孔取芯样检测的 "9N 渗透系数最

大值为 #T9" n&#

m%

" 满足不大于 & n&#

m%要求+ 抗压

强度最小值为 ;T9USA" 满足不小于 $USA要求+ 弹性

模量最小值为 <TV9 n&#

<

USA" 满足不小于 < n&#

<

USA

要求& 防渗板墙的 "9N渗透系数# 抗压强度和弹性模

量等指标" 均满足设计技术指标要求& 通过振动沉模

和高压旋喷灌浆施工" 大坝坝体# 坝基和坝肩等部位

的裂隙# 空洞等渗漏通道得到有效充填" 坝体渗漏#

绕坝渗漏等得到有效处理" 防渗加固效果良好&

2,结,论

采用 $振动沉模 d高喷灌浆% 组合防渗体系"

通过防渗技术间的优势互补" 有效解决了五里坡水库

土石坝薄 )超薄* 防渗板墙墙板厚度小# 防渗深度

大和难以达到坝基基岩相对不透水层等问题& 组合防

渗体系综合发挥了振动沉模在薄 )超薄* 防渗板墙

施工中的施工工效高# 防渗效果及经济性好# 无污染

等优点& 同时" 结合高压旋喷灌浆" 克服了振动沉模

防渗深度小# 难达基岩相对不透水层等缺点& 采用

$振动沉模d高喷灌浆% 组合防渗体系" 在五里坡水

库土石坝坝体# 坝基和坝肩等部位形成了一道连续

性# 平整度# 完整性均较好的垂直防渗体" 有效阻断

了裂隙# 空洞等渗漏通道&

探坑开挖及钻孔取芯样检测结果表明! 防渗板墙

外观均一完整# 连续密实" "9N 渗透系数# 抗压强度

和弹性模量等指标均满足设计要求& 经汛期高水位运

行检验" 大坝坝体渗漏# 绕坝渗漏等现象基本消失"

坝体浸润线水位降低 &T# &̀T9." 除险加固防渗修复

效果好" 确保了水库安全稳定运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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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七大水系

!!流域内所有河流# 湖泊等各种水体组成的水网系

统" 称作水系& 中国大陆地区由于地域的宽广" 气候

和地形差异极大" 境内河流主要流向太平洋" 其次为

印度洋" 少量流入北冰洋& 中国境内 $七大水系%

均为河流构成" 为 $江河水系%" 均属太平洋水系&

从北到南依次是! 松花江水系# 辽河水系# 海河水

系# 黄河水系# 淮河水系# 长江水系# 珠江水系&

.,松花江水系

松花江全长 &V"% 公里" 流域面积约为 '$T' 万平

方公里" 占东北地区总面积的 ;#W" 地跨吉林# 黑

龙江两省& 其主要支流有嫩江 )全长 &#9V 公里" 流

域面积 "9T< 万平方公里" 占松花江流域总面积的一

半以上*# 呼兰河# 牡丹江# 汤旺河# 倭肯河# 拉林

河等& 佳木斯以下" 为广阔的三江平原" 沿岸是一片

土地肥沃的草原" 多沼泽湿地" 为我国著名的 $北大

荒%& 松花江虽然是黑龙江的支流" 然而在经济意义

上却远远超过黑龙江&

!,辽河水系

辽河全长 &$<# 公里" 流域面积 ""TV$ 万平方公

里" 地跨内蒙古# 辽宁二省区& 东# 西辽河在辽宁省

昌图县福德店附近汇合后始称辽河& 辽河干流河谷开

阔" 河道迂回曲折" 沿途分别接纳了招苏台河# 清

河# 秀水河" 经新民至辽中区的六间房附近分为两

股" 一股向南称外辽河" 在接纳了辽河最大的支流
"

"

浑河后又称大辽河" 最后在营口入海+ 另一股向西

流" 称双台子河" 在盘山湾入海&

+,海河水系

海河是中国华北地区最大水系& 海河干流起自天

津金钢桥附近的三岔河口" 东至大沽口入渤海" 其长

度仅为 %< 公里& 但是" 它的却接纳了上游北运# 永

定# 大清# 子牙# 南运河五大支流和 <## 多条较大支

流" 构成了华北最大的水系,,,海河水系& 这些支流

像一把巨扇铺在华北平原上& 它与东北部的滦河# 南

部的徒骇与马颊河水系共同组成了海河流域" 流域面

积 <&T9 万平方公里" 地跨京# 津# 冀# 晋# 豫# 鲁#

内蒙古等 % 省# 自治区# 直辖市&

2,黄河水系

黄河全长 '$;$ 公里" 为中国第二长河& 黄河发

源于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北麓的约古宗列盆地" 流经

青海# 四川# 甘肃# 宁夏# 内蒙古# 山西# 陕西# 河

南# 山东等 V 省# 自治区" 在山东省垦利区注入渤

海& 黄河流域面积 %VT' 万平方公里 )包括鄂尔多斯

内流区 $T" 万平方公里*" 汇集了 $# 多条主要支流和

&### 多条溪川" 流域面积达 %' 万平方公里&

P,淮河水系

淮河位于长江与黄河两条大河之间" 是中国中部

的一条重要河流" 由淮河水系和沂沭泗两大水系组

成" 流域面积 "; 万平方公里" 干支流斜铺密布在河

南# 安徽# 江苏# 山东 $ 省& 流域范围西起伏牛山"

东临黄海" 北屏黄河南堤和沂蒙山脉& 淮河发源于河

南与湖北交界处的桐柏山太白顶 )又称大复峰*" 自

)&

!



西向东" 流经河南# 安徽和江苏" 干流全长 &### 公

里& 淮河是中国地理上的一条重要界线" 是中国亚热

带湿润区和暖温带半湿润区的分界线+ 中国平均 V'#

毫米的等雨量线也基本沿淮河干流+ 在农业上" 淮河

以北一般以两年三熟耕作制居多" 粮食作物以小麦为

主" 而淮河以南水田比重大" 以稻麦两熟制较为

普遍&

/,长江水系

我国的第一大河,,,长江" 全长 ;<## 公里" 在

世界世川中" 仅次于非洲的尼罗河和南美洲的亚马孙

河" 居世界第三位& 长江从唐古拉山主峰,,,各拉丹

冬雪山发源" 干流流经青# 藏# 川# 滇# 渝# 鄂#

湘# 赣# 皖# 苏# 沪等 && 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

支流延至甘# 陕# 黔# 豫# 浙# 桂# 闽# 粤等 9 省#

自治区& 其中" 流域面积以嘉陵江为最大" 为 &; 万

平方公里+ 长度以汉江最长" 为 &'%% 公里+ 水量以

岷江最丰" 为 9%% 亿立方米& 长江流域大部分处于亚

热带季风气候区" 温暖湿润" 多年平均降水量 &&##

毫米" 多年平均入海水量近 & 万亿立方米" 占中国河

川径流部量的 <;W左右" 等于 "# 条黄河&

0,珠江水系

珠江是中国第四大河" 干流总长 ""&'T9 公里"

流域面积为 $'T"; 万平方公里 )其中极小部分在越南

境内*" 地跨云南# 贵州# 广西# 广东# 湖南# 江西

以及香港# 澳门 9 省# 自治区和特别行政区& 珠江之

名" 始于宋代" 原指流溪河流至广州白鹅潭至虎门一

段 %# 多公里的河段& 珠江" 是个水系的概念" 它由

西江# 北江# 东江和三角洲河网组成的珠江水系" 干

支流河道呈扇形颁分布" 形如密树枝状& 西江是珠江

水系的主干流" 全长 ""&$ 公里" 流域面积 <'T< 万平

方公里& 珠江水系河流众多" 集水面积在 & 万平方公

里以上的河流有 9 条" &### 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有

$V 条&

!

!来源" 水利家园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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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 页# 化基岩上部" 为保证心墙坝基形成完

整承载体" 避免出现不均匀沉降造成应力集中而导致

心墙开裂" 对心墙截水槽部位进行固结灌浆处理& 在

帷幕灌浆轴线及帷幕灌浆上# 下游各设 & 排常规固结

灌浆孔" 孔排距 &T'.& 灌浆深度 '." 分
,

序错孔

布置&

/,结,语

采用高密度电法对田头寨水库坝址区进行全面探

查" 结合重要部位的钻孔声波测试# 钻孔全景图像测

试" 以及区域地质调查# 地质钻孔和原位测试综合分

析" 较全面查清了坝址区的地质条件" 未发现规模较

大喀斯特通道" 仅局部存在小而浅的溶坑或溶孔" 连

通性差" 左坝肩挤压破碎带深度和宽度有限" 为坝基

防渗处理方案的制定提供了技术依据&

综合物探方法和地质钻孔等相互印证" 克服了单

一物探方法存在的专业缺陷" 极大地提高了勘探精度

和可信度& 鉴于田头寨水库大坝地基防渗的重要性以

及左岸存在挤压破碎带" 建议在施工过程中" 根据开

挖揭示的地质情况和现场灌浆试验" 及时优化调整设

计" 并严格控制灌浆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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