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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集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 

相关稿件的启事

2022 年 3 月 24 日，水利部印发《关于推进水利工程标准化管

理的指导意见》等文件，加快推进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工作。《水

利建设与管理》作为水利建设与管理领域的行业期刊，积极担负宣

传引导、经验交流、知识积累的职责，刊发与此工作有关的指导文

件、标准规范、典型案例、探讨研究等稿件。

欢迎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尤其是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和主管部

门的管理、技术和研究工作者就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相关的成功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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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要求的稿件一律免费刊发，欢迎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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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建设与管理》 智慧水利和数字孪生专栏征稿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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孪生流域建设进入全面实施阶段。为促进智慧水利建设成果的转化和应用，加快建设数字孪

生流域，提升国家水安全保障能力，推广数字孪生技术和智慧水利先行先试经验，决定在《水

资源开发与管理》期刊设置“智慧水利和数字孪生”专栏。现面向全国征集相关内容稿件，

要求如下：

可围绕智慧水利体系的理论及技术研究、数字孪生流域建设、“2+N”水利智能业务应用

体系构建、水利网络安全体系、智慧水利保障体系优化等内容撰写。

水利风景区建设与管理专栏征稿函

为总结交流水利风景区建设与管理工作经验，推动新阶段水利风景区高质量发展，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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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技术

高地下水渠段增设排水系统在南水北调
中线工程中的应用

向德林

(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中线有限公司渠首分公司, 河南 南阳　 473000)

【摘　 要】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自 2014 年通水运行以来, 发挥了极大的综合效益。 由于工程沿线部分渠段地下水

位较高, 特别是雨后水位升高明显, 造成输水多处衬砌板隆起破坏。 因此, 确保高地下水及时排出是保障渠道

衬砌板安全运行的关键。 文章选取中线工程南阳段右岸桩号 105 + 360 ~ 106 + 060 为试验段, 通过对高地下水渠

段增设排水系统施工方案设计介绍, 指导工程施工。 实践证明, 增设排水系统后高地下水位排水效果显著, 可

为类似水利工程排水系统施工提供借鉴。
【关键词】 高地下水; 排水系统;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中图分类号: TV672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3-8241 (2022) 11-001-05

Application of Adding Drainage System to Canal with High Groundwater
Level in the South-to-North Water Diversion Project

XIANG Delin
(Canal Origin Branch of China South-to-North Water Diversion Middle Route Co．, Ltd．, Nanyang

473000, China)

收稿日期: 2022-08-11
作者简介: 向德林 (1972—), 男, 本科, 高级工程师, 主要从事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工作。

Abstract: The middle route of the South-to-North Water Diversion Project has generated great comprehensive benefits since
it was put into operation in 2014. Due to the high groundwater level of some canal sections along the project, especially the
obvious rise of water level after rain, many lining slabs of water diversion have been damaged. Therefore, the key to ensure
the safe operation of the lining slab is to ensure the timely discharge of high groundwater. In this paper, the pile No. 105
+ 360 ~ 106 + 060 on the right bank of Nanyang section of the middle route project is selected as the test section. Through
introducing the construction scheme design of adding drainage system to the canal section with high groundwater level,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roject is guided. The practice proves that the drainage effect of high groundwater level is remarkable
after adding drainage system, which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drainage system construction of similar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Key words: high groundwater level; drainage system; the middle route of the South-to-North Water Diversion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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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程概况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是缓解京、 津、 华北地区资源

性缺水的特大型跨流域调水工程, 主要为城市供水,

兼顾农业和生态, 一期工程年调水量约 95 亿 m3。 从

加坝扩容后的丹江口水库陶岔渠首闸引水, 沿线开挖

渠道, 经唐白河流域西部过长江流域与淮河流域的分

水岭方城垭口, 沿黄淮海平原西部边缘, 在郑州以西

李村附近穿过黄河, 沿京广铁路西侧北上, 可基本自

流到北京、 天津。 输水干线全长 1432km。

南水北调中线南阳管理处高地下水位渠段主要分

布在桩号 92 + 216 ~ 92 + 606 (全挖方渠段 390m)、

98 + 890 ~ 99 + 567 (全挖方渠段 677m)、 105 + 360 ~

106 + 060 (全挖方渠段 700m) 段, 由于这些渠段地

下水位较高, 进而造成多处衬砌板破坏隆起, 为确保

工程安全, 采用 “自排” 的方式排出地下水, 因此

增设排水系统项目意义重大。

该段渠道挖深 6 ~ 15m, 局部填高约 0 ~ 3m。 渠

坡由 Qdl、 Qal - pl
2 粉质黏土组成, 属弱膨胀土渠段。 Qdl

粉质黏土: 灰褐色—灰黄色, 含少量铁锰质结核, 可

塑—硬塑状, 具弱膨胀性。 Q2 粉质黏土: 褐黄—棕

黄色, 结构密实, 呈硬塑状态, 含少量铁锰质结核及

姜石, 局部富集成层。 土体微裂隙较发育, 具弱膨胀

性。 渠坡主要由 Q2 粉质黏土组成, 土体微裂隙较发

育, 具弱膨胀性、 中等压缩性, 渠坡稳定性差。 勘察

期间地下水位 135． 90 ~ 143． 80m, 高于渠底板, 水量

颇丰。

2　 本项目实施难点及对策

2． 1　 难点分析

本项目由于在一级马道上施工, 作业面狭窄, 马

道宽度约为 4m, 施工一侧临坡另一侧临水; 排水盲

沟开挖后地下水位较高; 马道地下布设的硅芯管、

35kV 电缆等检测设施等错综复杂。 因此在复杂地质

条件及施工场地条件有限的情况下, 如何在确保人、

物、 机安全的同时保证排水系统及逆止阀等施工质量

是本项目的难点。

2． 2　 对策分析

针对项目难点, 首先开挖前对硅芯管进行探挖,

确定硅芯管准确位置, 对硅芯管位置进行防护; 其次

排水盲沟开挖后受高地下水位影响, 采用边开挖边回

填方式防止边坡坍塌; 最后临水侧设置围挡和醒目标

识进行安全提醒, 精心组织施工, 严格质量过程控

制, 把好工序验收关, 使排水系统及逆止阀等施工质

量始终处于可控状态。

3　 实施方案设计

根据本项目现场实际情况, 高地下水位渠段紧邻

渠道一级马道增设排水系统, 充分利用现有渠道运行

管理道路、 防护林带等现有条件, 减少工程投资。 排

水系统施工应满足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中线公司安全管

理有关规定, 不影响主体工程的安全运行。 由于增设

的排水系统设计合理, 施工科学, 该项目于 2022 年 4

月 13 日开工, 主体工程已于 2022 年 5 月 31 日完成,

即在汛前完成主体工程施工, 为工程度汛奠定良好基

础, 且增设排水系统后地下水位降低较为显著。

3． 1　 增设逆止阀

为有效排除渠道衬砌面板防渗土工膜下的积水,

在渠道衬砌板边坡土体下设置积水槽并与土工膜下排

水板相通, 通过在衬砌板上安装逆止阀排出积水, 减

少衬砌板下的顶托力, 逆止阀顺渠道方向布置间距

4m。 　

逆止阀安装位置为一级马道以下第二块衬砌板板

面 2m 处的渠坡横向分缝部位。 逆止阀为水平开启的

压差放大式逆止阀, 按要求对逆止阀进行适当改造,

以满足排水及与土工膜黏合要求 (见图 1)。

安装逆止阀前将衬砌板切割拆除约 40cm × 50cm,

具体拆除尺寸根据现场实际情况确定。 然后剪开土工

膜安装逆止阀, 逆止阀与土工膜通过黏板紧密黏结,

然后浇筑 C20 混凝土衬砌板。 重新浇筑的衬砌板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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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逆止阀安装示意图 (逆止阀水平安装) (单位: mm)

衬砌板之间设置 10mm 分缝, 缝下部 70mm 填充聚乙

烯闭孔泡沫板, 上部 30mm 填充双组分聚硫密封胶。

根据总干渠水位情况, 适时开展逆止阀安装工作[1]。

具体施工工艺如下:

a． 衬砌板切除。 对安装 ϕ110 逆止阀处的衬砌板

切割拆除, 切割拆除尺寸约 40cm × 50cm, 具体根据

现场实际情况由现地管理处确定拆除尺寸。

b． 集水槽开挖。 在衬砌板坡面土体排水板下设

置集水槽, 开槽尺寸与衬砌面板切除尺寸一致, 集水

槽深度约 30cm, 具体根据现场实际情况由现地管理

处确定开槽深度和宽度。

c． 集水槽粗砂回填。 将排水板下集水槽采用粗

砂回填。

d． 安装 ϕ110 逆止阀。 ϕ110 逆止阀伸入积水槽

(压差放大式逆止阀, 含 150g / m2 土工布), 每处含土

工布约 0． 25m2 (见图 2)。

e． 衬砌板 C20 混凝土恢复。 ϕ110 逆止阀安装完

成后, 对切除部位的衬砌板采用 C20 混凝土恢复,

C20 混凝土抗渗等级 W6、 抗冻等级 F150。

3． 2　 增加排水系统

为有效降低渠道设计水位以下的地下水, 采取

“自排” 方式在渠道一级马道二级边坡坡脚纵向排水

沟部位开挖盲沟, 每 50m 设置横向排水管, 盲沟回填

采用粒径不超过 20mm 的级配砂砾料, 横向排水管出

图 2　 逆止阀安装大样图 (逆止阀垂直安装) (单位: mm)

口底部设置于总干渠设计水位。

具体方案如下:

a． 混凝土拆除。 拆除需要实施的渠段一级马道

路面、 纵向排水沟、 渠道衬砌结构、 二级边坡坡脚混

凝土等。

拆除原有纵向排水沟及二级边坡坡脚混凝土时,

注意保护硅芯管, 该挖方段的硅芯管铺设于一级马道

的纵向排水沟外侧, 管道中心线距排水沟中心线

0． 54m、 一级马道路面以下 0． 8m 处, 可参考硅芯管

道横断面布置图, 开挖前应先开挖探坑复核硅芯管

位置。

b． 开挖纵向排水盲沟。 设置于渠道一级马道坡

脚纵向排水沟下面, 盲沟底部高程由渠道设计水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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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向排水管管底高程控制, 开挖至纵向排水盲管底部

高程以下 15cm 处, 为避开扰动硅芯管, 盲沟底部开

挖宽度与纵向排水沟宽度 0． 8m 一致, 靠近二级边坡

一侧为保护硅芯管需垂直开挖, 靠近渠道一侧按照

1 ∶ 0． 5 坡比开挖, 施工时为减少对二级边坡稳定的影

响和避免沟槽塌方, 可按每 5m 一段进行开挖回填。

盲沟底部高程以上 15cm 处设置 ϕ300 塑料排水盲管外

裹土工布, 与横向排水管通过三通连接 (见图 3)。

c． 盲沟回填。 盲沟回填砂砾料采用连续级配砂

砾料, 回填至纵向排水沟底板底部高程, 回填砂砾料

最大粒径不超过 20mm, 含泥量不大于 5% 。 要求不

均匀系数 Cu > 5, 曲率系数 C c = 1 ~ 3, 满足滤土、 排

水要求, 相对密度不小于 0． 7。 砂砾料分层回填夯

实, 每层厚度不大于 30cm。 砂砾料回填后, 右岸一

级马道采用 C20 混凝土进行浇筑回填, 回填至路面以

下 5cm 处, 路面铺设 5cm 厚 AC-13 沥青混凝土。 纵向

排水盲沟回填完毕后, 巡渠路纵向排水沟按照原设计

标准恢复, 二级边坡坡脚浇筑 50cm 宽 10cm 厚 C20 混

凝土护脚。

d． 渠道衬砌板拆除。 沿横向排水管位置拆除渠

道衬砌板, 拆除宽度 80cm, 拆除衬砌板混凝土时尽

量避免破坏土工膜, 衬砌板拆除后沿拆除宽度中心线

将土工膜剪开。

e． 设置横向排水管。 沿渠道方向每 50m 向渠道

中心线方向设置一根横向排水管, 横向比降为1 ∶ 100,

为 ϕ200HDPE 双壁波纹管, 横管出口底部高程为设计

水位高程, 管沟槽开挖宽度 80cm, 横向排水管出口

安装 ϕ200 拍门逆止阀。 横向排水沟回填采用 C20 混

凝土, 右岸管沟回填至一级马道路面以下 5cm 处, 路

面铺设 5cm 厚沥青混凝土。

图 3　 右岸纵向排水盲沟布置示意图

　 　 管沟浇筑前, 横向排水管壁周围应清理干净, 不

能有碎石或其他建筑垃圾存在, 防止地下水通过排水

管壁周围进入土工膜下。 横向排水管出口处土工膜防

渗处理: 土工膜与横向排水管采用热熔胶黏结, 黏结

宽度 200mm, 搭接处的波纹槽采用沥青填充饱满。

渠道右岸一级马道沥青路面恢复采用 5cm 厚 AC-

13 细粒式沥青混凝土。 渠道衬砌板采用 C20 混凝土

浇筑, 重新浇筑的衬砌板与原衬砌板之间设置 10mm

分缝, 缝内填充 70mm 宽聚乙烯闭孔泡沫板, 表面为

3cm 双组分聚硫密封胶。 路沿石恢复尺寸为 15cm ×

25cm × 50cm, 采用 C20 混凝土预制路沿石。

3． 3　 临时措施

工程施工现场受渠道交通条件限制, 场地较小,

施工时交通中断, 为保证工程施工顺利进行, 试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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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选择在距离跨渠桥梁较近的渠段, 并在相邻桥梁处

设置限行警示标志, 禁止无关车辆和人员通过。

工程沿线 35kV 电力线路不具备现场用电要求,

通过自带发电机满足用电需求。 工程用水通过外运满

足。 排水系统施工时, 沿路沿石一侧设置 1． 5m 高防

护挡板, 防止人、 设备和土料、 垃圾等其他有害物质

进入渠道。 在渠坡上开挖沟槽或进行衬砌板修复时,

沿施工需求工作面四周安装防护栏杆或防护网, 防止

人、 设备和土料、 垃圾等其他物质进入渠道。

在排水系统施工过程中, 注意光缆系统的保护,

确保通信光缆安全通畅。 硅芯管开挖前, 应与现地管

理处确认硅芯管道、 安全监测设施分布情况, 商定具

体实施方案, 经审批后方可实施。

施工期间做好降雨保护措施, 盲沟及横向排水沟

开挖前关注后续天气情况, 盲沟及横向排水沟开挖后

尽快完成排水管的安装及沟槽的回填, 应在降雨之前

将沟槽回填完毕。

4　 主要实施内容

4． 1　 主要工程量

沥青路面拆除与恢复 2800m2, 二级边坡坡脚混

凝土拆除与浇筑 35m3, 纵向排水沟混凝土拆除与浇

筑 210m3, 渠道衬砌板拆除与浇筑 6． 72m3, 一级马道

路面 C20 混凝土浇筑 433． 91m3, C20 混凝土路缘石拆

除更换 1． 5m3, 横向排水沟 C20 混凝土浇筑 95． 3m3,

ϕ200 双壁波纹管 130m, ϕ300 塑料盲沟管 700m,

ϕ200 逆止阀 14 个, 砂砾料回填 1004． 9m3, 土方开挖

及外运 1477． 26m3, PVC 弯头 (ϕ300) 3 个, PVC 三

通 12 个, 边坡覆盖 307． 69m2, 其他施工临时工程等

项目。

4． 2　 主要施工工序

硅芯管探挖→排水沟拆除外运→纵向排水沟开挖

→盲沟管铺设→砂砾石回填→横向排水沟开挖→排水

管及逆止阀安装→砂砾石回填→排水沟混凝土浇筑→

沥青路面铺设。

4． 3　 主要施工工艺

4． 3． 1　 纵向排水盲沟、 横向排水沟开挖

对工程范围内纵向排水盲沟、 横向排水沟分段进

行施工。 土方明挖施工工艺为: 施工准备→轮廓放样

→场地清理→开挖运渣→基底压实→检查验收。

主要施工方法如下:

a． 硅芯管探挖。 依据管理处现场提供的硅芯管

位置, 人工利用洛阳铲挖探坑确定硅芯管准确位置,

保护硅芯管位置不扰动, 避开硅芯管 50cm 进行开挖。

b． 盲沟管安装。 盲沟管利用铅丝将两端固定牢

靠。 砂砾石回填过程中避免盲沟管错位。

4． 3． 2　 纵 (横) 向排水沟混凝土浇筑

纵 (横) 向排水沟混凝土浇筑采用槽钢作为模

板, 局部采用方木配合竹胶板作为模板, 钢模板采用

钢管及 ϕ22 钢筋进行整体加固, 木模板采用钢管及方

木进行整体加固, 模板安装确保稳固。 混凝土浇筑采

用溜槽入仓的方式, 人工平仓, ϕ30 振捣棒进行振

捣, 直至没有气泡冒出为准。

混凝土浇筑先进行底板浇筑, 底板浇筑完成后,

停歇 30min, 再进行排水沟侧边浇筑, 同一仓号浇筑

不宜间歇, 如因机械故障等原因间歇, 时间不宜超过

60 ~ 90min。

4． 3． 3　 混凝土养护

坡面混凝土洒水后, 用塑料薄膜封闭覆盖, 可在

板面上形成较多水珠, 满足混凝土养护要求。 养护期

间, 塑料薄膜应贴紧混凝土板面, 边角覆土或用沙袋

压牢, 并进行经常性检查。 衬砌混凝土养护期不少于

28 天。

5　 实施效果分析

对试验段内安装的 6 个断面测压管采集数据, 经

分析可知, 当地下水位升高时, 地下水能够及时通过

排水盲沟汇集并经横向排水管排入渠道, 地下水位与

渠道水位相差最大约为 0． 2m, 而试点实施前该渠段地

下水位与渠道水位相差最大约为 1． 6m (下转第 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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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型曲面竖井贯流泵进出水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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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非典型曲面竖井贯流泵进出水流道结构和施工特点, 文章研发提出了基于 BIM 信息技术辅助、
独立工序预制加工以及综合保障施工的新型施工工法, 详细介绍了施工的流程和施工工艺, 以及竖井贯流泵进

出水流道模板制作安装施工技术。 该工法关键技术是在传统施工技术基础上的科学改进, 符合实践现状和技术

条件, 具有先进性、 科学性和适用性。 依托项目的流道线型控制精度高、 实体质量好、 表面光滑, 可以推广

使用。
【关键词】 竖井贯流泵; 非典型曲面流道; 新型施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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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w Passage of Non-Typical Curved Vertical Tubular P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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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cerning the structure and construction characteristics of flow passage of non-typical curved vertical tubular
pump, this paper develops and proposes a new construction method based on BIM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ssistance,
independent process prefabrication and comprehensive guarantee of construction. It introduces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and
technology in detail as well as the installation and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of the template design for flow passage of non-
typical curved vertical tubular pump. The key technology of the construction method is the scientific improvement on the
basis of traditional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which is in line with the practical status and technical conditions, and has the
advantages of advanced, scientific and applicable. Relying on the high control precision of the flow channel, the good solid
quality and the smooth surface, the project can be popularized and used.
Key words: vertical tubular pump; non-typical curved flow passage; new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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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泵站工程竖井进水流道是一种水力性能优异的流

道形式, 广泛应用于大中型泵站进水流道设计中。 竖

井进水流道进水流态好, 流道内水力损失相对更小,

大大减少了水泵叶轮的汽蚀、 振动和噪声, 这对于泵

站运行的稳定性、 安全性、 高效性、 使用寿命都具有

非常重要的意义。 由于竖井贯流泵进水流道面为扭曲

面、 造型复杂, 过去多采用木板拼接法制模或钢丝网

水泥砂浆胎模法成模或采用加工厂预制模板现场安装

等方法, 施工条件较差、 质量偏差较大, 弱化了泵站

的运行效能。 因此流道施工质量是泵站施工控制的核

心环节。

1　 工程概况

大河港泵站工程为无锡市防汛应急工程, 位于江

苏省无锡市惠山区境内, 釆用闸站结合双向泵站布置

形式, 泵站设计流量为 30m3 / s, 共安装 3 台叶轮直径

2． 3m 的竖井贯流泵, 单机流量 15m3 / s, 配套额定功

率不小于 1000kV 的卧式电动机 3 台套。

2　 新型施工工艺的优点及关键技术

本项目采用 BIM 技术更能有效控制工程质量。

第一, 非典型曲面竖井泵站进出水流道典面段, 采用

BIM 技术建立流道模型, 准确设计各断面模板位置、

尺寸。 按工程部位和施工工艺对 BIM 模型进行拆分,

采用自定义的编码标准对模型逐一编号; 将制作的模

板与模型比对, 确保模板制作与拼接的精度; 竖井流

道钢筋加工、 绑扎繁杂, 应用 BIM 技术进行准确下

料、 定位, 做到一次成功, 避免返工现象; 在 Navis-

works 平台中将模型与施工节点逐一关联, 实现流道

立模、 钢筋定位绑扎等重点工序的施工模拟, 更好地

指导施工。 第二, 采用提前加工与预拼装方案有效缩

短工期。 竖井流道模板在工场提前加工与预拼装, 与

基础处理同步施工, 大大缩减了模板现场立模施工时

间。 在传统施工工艺中, 竖井进出水流道施工往往是

关键线路工作, 但由于本文采用提前加工与预拼装方

案, 将其变成可调控独立工序, 不占用关键线路时

间。 第三, 利用优良的加工条件提高流道混凝土防裂

工艺。 在加工厂制作条件下, 有效地提高了综合温控

防裂措施布置和安装的均匀性和严密性, 该泵站竖井

进出水流道未出现裂缝, 这在大中型泵站工程中很

难得。

采用钢模和木模组合式模板, 充分发挥了木模板

易于加工及钢模板刚度大的优点, 提高了施工效率和

成模效果。 较传统木模板或定型钢模板制作工艺, 人

工节省约 1 / 3, 材料费节省 20% ~ 30% 。 流道水力性

能更好, 泵站装置效率大于设计约 1． 1% , 工程寿命

期中社会效益显著。

采用 BIM 技术建立流道可视化模型, 准确设计

各断面模板位置、 尺寸; 流道平直段采用竹胶板, 曲

面段采用定制钢模, 应用钢模和木模组合式模板技

术, 充分发挥木模板及钢模板各自的优点, 降低成

本; 利用 BIM 模型数据同步化技术将制作的模板预

拼装后与模型比对并及时修正, 提高模板制作与拼接

的精度; 模板采用双钢管固定对称支撑、 底板预埋钢

筋螺栓拉结, 有效控制模板整体结构的自由度, 很好

地解决了模板混凝土浇筑时经常出现的浮升及变位

问题。

竖井进出水流道设计中采用了现浇低等级混凝土

芯墙和掺加抗裂纤维的方案, 制模时采用模板内贴混

凝土透水模板布和带模养护等综合措施, 有效地防止

流道混凝土出现裂缝和提高流道混凝土内外在质量。

3　 施工工艺操作要点

3． 1　 施工工艺流程

施工工艺流程共分 9 个步骤 (见图 1)。

3． 2　 流道模板方案设计

非典型曲面竖井泵站进出水流道典面段 2-2 断面

至 11-11 断面 (见图 2), 采用 BIM 技术建立流道模

型 (见图 3、 图 4), 准确设计各断面模板位置、 尺

寸。 按工程部位和施工工艺对 BIM 模型进行拆分, 采

用自定义的编码标准对模型逐一编号。 流道采用定制

7

施工技术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BIM
�	�������������

�����������

�������

����
�

�����

�����
��������

������������

�������

������������������
��
�

����

图 1　 施工工艺流程

钢模与竹胶板拼接的方式立模, 其中曲面部分钢模由

专业厂家在厂内利用数控卷板机将钢模面板一次性卷

压成型, 平面部分采用竹胶板立模, 将制作的模板与

模型比对 (见图 5), 确保模板制作与拼接的精度。

木模板对拉螺栓采用直径 16mm 螺纹钢, 横向间

距 425mm, 竖向间距 600mm; 钢模板对拉螺栓采用直

径 16mm 螺纹钢, 横向间距及竖向间距均为 600mm。

3． 3　 流道模板加工制作

a． 模板材料准备。 根据流道工程量, 计算流道

模板在工厂制作所需的钢板、 肋板、 木方及竹胶板。

按理论计算量 1． 2 倍备用材料。 木材的质量应达到Ⅲ

等以上的材质标准。 木方截面规格 50mm × 100mm;

钢模面板厚度为 5mm, 肋板截面尺寸为 63mm ×

10mm; 竹胶模板厚度选用 18mm, 双面防水; 铁钉选

用 1． 5 英寸、 2 英寸、 2． 5 英寸三种规格。

b． 曲面钢模板制作。 钢模板由专业厂家生产,

按照模板设计文件和 《组合钢模板技术规范》 (GB / T

50214—2013) 制作, 构件的下料、 焊接、 矫正等工序

图 2　 竖井流道单线

图 3　 进水流道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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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出水流道模型

图 5　 竖井出水流道模板设计图与模型对比 (单位: mm)

符合规范要求。 钢模板及配件的焊接采用二氧化碳气

体保护焊。 钢模板制作完成后, 进行检验; 检验合格

后进行防锈处理, 板面涂防锈油, 并覆盖塑料薄膜保

护, 其他面涂防锈漆。

3． 4　 流道模板拼装准备

a． 施工工场准备。 施工工场地面采用 30cm 厚灰

土处理基层, 10cm 混凝土硬化地面; 工场地面四周

排水畅通, 暴雨时不积水; 模板加工及拼装时, 需采

取防雨防潮措施, 工场通风良好, 工场需具有防雨顶

棚或临时搭设的防雨棚。

b． 放大样和工作平台搭设。 钢模板在厂家定制

完成后, 进行现场试拼装。 流道模板拼装场地做到表

面平整, 在硬化混凝土地面上放竖井流道底面 1 ∶ 1水

平投影样线, 标示出设计特征断面位置及纵向轴线。

在投影线外侧使用脚手钢管架, 高于流道口面 50cm。

脚手架使用纵横向剪刀撑、 斜撑联结牢固。 在顶面顺

水流方向牢固铺设 20cm 宽方木板, 并固定。 利用卫

星测量技术引入流道平面控制轴线、 特征断面线控制

线于顶面方木板及钢管上, 这样形成了三维控制坐标

系。 工作平台采用方木板铺设, 方木板横向间距

40cm 左右。 在混凝土平整场地上利用拼接的竹胶模

板放流道纵向轴线顶、 底外模大样, 并标示特征断面

线位置, 按大样线切割样板, 样板作为模板支撑制

作、 模板安装位置校验的依据。 模板试拼装后与模型

进行对比, 确保流道模板的精度。

3． 5　 流道模板支架搭设

流道模板支架采用 ϕ48 × 3． 5mm 钢管搭设满堂脚

手架, 间距为 60cm × 60cm, 步距为 1． 5m。 横杆和立

杆接长均采用对接扣件连接, 顶板立杆高程不够时采

用调节杆接高, 调节杆的调节高度控制在 30cm 以内。

同时采用双向剪力撑加固牢靠。

3． 6　 流道组合模板安装

首先, 根据流道单线图 2-2 断面至 11-11 断面尺

寸, 在站身底板混凝土浇筑时预埋钢筋, 准确定位每

个断面底高程及平面位置, 如图 2 中红线所示, 结合

流道钢筋焊接联结固定模板位置, 防止模板浇筑混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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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时上浮。

模板支架搭设完成并组织验收合格后, 进行曲面

钢模板及平面木模板的安装。 模板安装前对钢模板进

行打磨、 抛光, 涂抹脱模剂, 对木模板表面进行清

理, 涂抹脱模剂。

每个流道钢模板分四角整体制作, 安装时先定位

2-2 断面及 11-11 断面, 然后查验其余钢模部位与骨

架断面间隙, 确保曲面钢模安装准确。 曲面钢模间平

面部位采用竹胶板制安, 主要作用是填充曲面钢模间

隙。 填充完成后, 钢模与木模间采用定尺木方挤实,

确保平顺及浇筑过程不错位 (见图 6)。

图 6　 进水流道断面 (单位: mm)

　 　 模板安装到位后上紧螺栓压紧模板, 木模板对拉

螺栓采用直径 16mm 螺纹钢, 横向间距 425mm, 竖向

间距 600mm; 钢模板对拉螺栓采用直径 16mm 螺纹

钢, 横向间距及竖向间距均为 600mm。 模板通过钢管

及扣件与模板支架固定。

3． 7　 流道钢筋制作及安装

由于流道线形复杂, 钢筋制作成型难、 钢筋架立

固定易变位、 流道头部钢筋密集, 质量难以控制。 因

此采用流道建模形成配料表加工钢筋, 并采用定位环

筋、 加密垫块等措施辅助流道钢筋的安装。

a． 流道钢筋制作。 流道模型建成后, 采用三维

配筋插件, 完成三维钢筋网绘制, 形成钢筋配料表,

保证准确下料, 做到一次成功, 避免返工现象。 钢筋

在工场按照配料表逐根加工、 标识存放。

b． 流道钢筋安装。 钢筋现场绑扎架立时, 由流

道出水口段开始施工, 在流道断面内环设置不少于 3

道临时定位环筋, 定位环筋利用底板钢筋焊接支撑、

加密保护层垫块进行定位, 然后绑扎顺水流向钢筋。

流道顶面顺水流向钢筋逐根绑扎固定保护层垫块 (钢

筋间保护层垫块梅花形布置, 保护层垫块间距 20cm

左右)。 完成顺水流方向钢筋绑扎后, 绑扎安装环向

钢筋, 环向钢筋中 30% 与顺水流向钢筋逐根点焊联

结, 焊接的环向钢筋焊接固定支撑于底板上。 焊接的

环向钢筋上加密设置保护层垫块。 完成流道钢筋绑扎

后, 检查钢筋保护层、 钢筋配筋及架立符合设计要求

后, 再切割拆除临时架立的定位环筋 (此处混凝土保

护层厚度不符合设计要求), 最后绑扎其他部位流道

钢筋。 使用的保护层垫块需是工厂定型生产的高强标

准垫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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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道钢筋绑扎时, 加强流道模板面保护, 严禁在

模板上进行电焊或氧焊切割, 钢筋焊接时焊渣冷却后

清理。 混凝土浇筑前模板顶面采用高压气枪清理, 清

水冲洗干净。

3． 8　 流道混凝土浇筑

由于流道部位混凝土厚度较大、 结构厚薄变化较

大, 极易产生温度应变、 收缩应变等裂缝, 施工前召

开专家认证会, 并按确定的温控防裂专项方案落实施

工保证措施。

竖井进出水流道浇筑时落实高效双掺混凝土、 低

水化热混凝土、 优化配合比、 掺用抗裂纤维、 模板内

贴混凝土透水模板布、 带模养护等综合保障措施, 防

止流道混凝土出现裂缝并提高流道混凝土内外在

质量。

流道部位混凝土采用分层、 左右对称浇筑的施工

方法。 流道底面混凝土要求有较好的流动性, 以保证

混凝土料进仓通畅; 施工时由流道端面中间分层进料

进行振捣, 待流道模板两侧混凝土砂浆流出后, 进行

流道左右侧平衡进料浇筑。

3． 9　 流道混凝土养护及模板拆除

泵站进水流道层混凝土浇筑完成后, 即开始混凝

土养护。 流道层顶面覆盖湿布保湿养护, 若于冬季施

工, 需保温蓄热养护不小于 28 天。 进水流道口封闭,

进水流道内浇水保持潮湿。 保湿养护不少于 14 天后,

可拆除进水流道除木模外的其他模板。 拆模后, 流道

继续喷水养护, 养护期不小于 28 天, 期间, 流道进

出口保持基本封闭状态。 冬季当环境温度骤降时, 严

格保持流道进出口封闭。

进水流道模板在机泵安装前一个月提前拆除, 拆

除时, 先拆除模板内支撑, 然后拆除模板内板墙筋,

最后拆除模板面板。 拆除模板面板时, 从流道内侧四

面中间平面模板开始, 最后是四角及曲面部分模板。

拆除面板时从一端打入硬木楔块, 用撬杠拆除, 撬杠

支点在硬木垫块上。 模板拆除中做好混凝土面的

保护。

如果工期允许, 进水流道模板尽可能延迟拆除。

多个工程的实践表明延迟拆除能够有效保障混凝土质

量。 该工程直到工程验收放水前, 均未观测到流道部

位混凝土裂缝。

3． 10　 导水锥施工

a． 模板制作。 导水锥是水泵轴套与竖井外壁相

连部位, 是泵站进水流道变化最大部位。 三维空间曲

面曲率变化大, 承受水流冲刷严重。 在该部分也采用

钢模施工, 其分块制作方案见图 7、 图 8。

图 7　 导水锥整体 (单位: mm)

图 8　 导水锥模板分块制作展开 (单位: mm)

b． 混凝土浇筑。 导水锥与轴套二期混凝土紧密

相连。 在流道浇筑前, 即在轴套部位预留二期混凝土

模板。 模板采用圆形预留形式, 以便于二期混凝土施

工。 由于导水锥与轴套二期混凝土之间空间狭小, 且

基本为封闭空间, 混凝土进料、 振捣均十分困难, 难

以达到密实的效果, 会导致泵站放水后出现渗水现

象。 根据成熟的工程经验, 在轴套顶部预留 ϕ100 灌

浆孔, 在该部位采用灌浆料灌注。

11

施工技术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4　 质量控制措施

4． 1　 流道模板安装与进水流道其他模板衔接

由于流道模板支承在站身底板上, 因此在站身底

板混凝土浇筑前, 站身底板面高程及流道底层插筋位

置需进行复核并放大样, 放样后仔细复查; 底板混凝

土浇筑后抹面时再次校核混凝土面高程和插筋位置;

安装流道模板前再次复查流道底板面高程等并进行模

板安装放样。

钢模面板厚 5mm, 加固筋板高 63mm, 与其顺接

的竹胶板厚 18mm, 加固木方尺寸为 50mm, 可以保持

钢模与竹胶板接缝平顺, 防止错台。 模板接缝粘贴胶

带, 防止漏浆。

4． 2　 流道钢筋绑扎

流道钢筋下料规格多、 钢筋直径大, 而且是弯曲

弧形, 通过 BIM 模型辅助准确下料, 并制作弧形模

具, 在工场 1 ∶ 1放大样逐个加工, 反复校正, 保证质

量, 加工好的钢筋需依序标识、 存放。

流道部位钢筋间距小, 钢筋绑扎时采用临时定位

钢筋、 点焊固定、 加强支撑、 加密保护层垫块等综合

措施, 保证流道部位钢筋保护层, 防止钢筋位移, 防

止对流道模板面的损伤。

4． 3　 流道混凝土浇筑

混凝土拌和料需具有较好的流动性, 才能保证流

道底面混凝土进仓流畅, 通过混凝土浇筑试验确定或

延长混凝土振捣时间, 减少流道底斜面上的气孔。

为确保流道底面混凝土在站身底板面处密实, 站

身底板混凝土预留深度要不小于 15cm, 底板混凝土

面凿毛处理。

流道混凝土防裂除采用温控防裂及工程设计措施

外, 还需加强流道混凝土保温保湿养护, 防止流道内

温度骤降。 施工中尽可能延迟流道混凝土拆模时间和

延长保湿养护期。 封闭进水流道进出口, 防止温度骤

降、 湿度剧烈变化和控制流道混凝土水化热升温

速率。

4． 4　 流道混凝土成品保护

加强进出水流道混凝土成品保护。 拆模时严禁在

混凝土面敲击, 用尖锐工具撬、 划。 流道底斜面可覆

盖旧模板保护。

5　 结　 语

非典型曲面竖井贯流泵进出水流道施工技术, 在

无锡市防汛应急工程大河港泵站及芜湖市峨溪河排洪

新站工程中成功应用, 泵站流道内外施工质量得到较

大提高, 施工精度满足了设计要求, 流道水力性能达

到模型试验所确定的理想状态, 保障了泵站在长期运

行中的稳定性、 安全性及使用寿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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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 技术在沙河水库除险加固
工程中的应用

陈小云

(湖北水总工程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湖北 武汉　 430000)

【摘　 要】 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中, BIM 技术在新建工程中的应用越来越普及和成熟, 而在已建项目的除险加固

和运行管护中却鲜有案例。 文章通过实践研究, 结合沙河水库运行现状及险情分布信息, 建立了沙河水库现状

三维布置 BIM 模型, 并应用 BIM 技术实现了沙河水库除险加固工程防渗方案、 溢洪道治理、 左岸综合治理、 新

建输水管涵、 新建渡槽等工程的设计与方案比选, 可供类似工程参考。
【关键词】 沙河水库; 除险加固; BIM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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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pplication of BIM technology is more and more popular and mature in newly-constructed project in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However, there are few cases in the reinforcement and operation management of
existing project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hahe Reservoir operation and the distribution information of dangerous situations
are combined through practical research in the paper. 3D layout BIM model of the current Shahe Reservoir is established.
BIM technology is applied for design and plan comparison aiming at the anti-seepage scheme, spillway management,
comprehensive treatmentof the left bank, newly-built water transportation pipe culvert, newly-built aqueduct and other
projects in Shahe Reservoir, thereby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similar projects.
Key words: Shahe Reservoir; reinforcement; BIM technology

1　 工程概况

沙河水库位于湖北省枣阳市东北部, 水库在汉水

流域唐白河水系沙河干流, 坝址位于枣阳市鹿头镇王

庄村, 距枣阳市城区 26km, 距鹿头镇 2． 1km。 沙河

水库集雨面积 125km2, 水库总库容 7050 万 m3, 兴利

库容 5070 万 m3, 死库容 80 万 m3。 沙河水库枢纽工

程于 1958 年 10 月动工, 1959 年 5 月建成蓄水, 是一

座以灌溉为主, 兼有防洪、 水产养殖、 乡镇供水等综

合效益的中型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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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河水库工程等别为Ⅲ等, 主要建筑物级别为 3

级, 次要建筑物级别为 4 级。 本次除险加固采用的洪

水标准为: 洪水设计标准 50 年一遇 (P = 2% ), 洪

水校核标准 1000 年一遇 (P = 0． 1% ), 消能防冲按

30 年一遇洪水设计; 水库下游防洪标准为 10 年一遇。

水库正常蓄水位 169． 69m (黄海高程, 下同), 设计

洪水 位 170． 37m, 校 核 洪 水 位 171． 56m, 死 水 位

156． 39m。 水库枢纽工程由大坝、 溢洪道、 输水涵管、

石梯水库灌溉暗涵 (石梯水库灌渠穿沙河水库大坝输

水涵管) 及导流涵管等建筑物组成。

2　 水库加固内容

2． 1　 主坝

坝体及坝基防渗采用塑性混凝土防渗墙; 坝顶混

凝土路面拆除重建, 防浪墙破损处局部维修, 坝顶下

游侧新建电缆沟及路灯; 大坝上游混凝土护坡局部拆

除重建; 下游坝坡局部整平, 并回填过坝明渠; 清除

下游坝脚反滤铺压, 增设贴坡排水体; 拆除重建下游

坝坡纵、 横排水沟, 新建下游坝脚排水沟; 对大坝坝

坡、 左右坝肩及溢洪道进行白蚁防治。

2． 2　 溢洪道

新建进水渠岸坡护砌, 拆除重建控制段交通桥护

栏, 改建海漫段, 疏挖尾水渠 172m, 并对其岸坡进

行护砌, 拆除重建 “沙石黄” 北总干渠穿溢洪道海

漫段倒虹吸。

2． 3　 取水建筑物

拆除输水涵管进口段, 新建竖井式取水口, 并设

检修闸门及工作闸门; 输水涵管管身段采用钢管内

衬; 涵管出口竖井拆除, 消力池采用防水砂浆处理;

输水涵管进口左右闸墩内埋设生态流量泄放管。

2． 4　 南干渠连通工程渡槽

新建渡槽自输水涵管出口引水至南干渠, 渡槽设

计流量 2． 38m3 / s, 采用 U 形断面, 渡槽下部采用排

架基础, 渡槽进出口设明渠连接段。

2． 5　 涵管

对导流涵管进行封堵; 拆除进口排架及启闭机

室, 新建进口竖井及启闭机室, 增设工作桥。

2． 6　 左岸库岸综合治理

左岸上坝道路加高至 173． 39m, 新建混凝土路

面, 灌溉明渠局部改建箱涵, 局部浆砌石挡墙护岸拆

除重建。

2． 7　 金属结构和启闭设备更新改造

溢洪道弧形闸门进行防腐处理, 输水涵管进口新

建工作闸门、 检修闸门及启闭设备, 穿溢洪道倒虹吸

进口增设拦污栅, 石梯水库灌溉暗涵进口更换两扇工

作闸门。

2． 8　 其他除险加固项目

改造防汛道路, 更新改造电气及信息化设备, 完

善水雨情及安全监测设施, 维修改造管理用房, 局部

拆除重建界墙。

3　 主要问题

水利水电工程中, 水库除险加固工程与常规的水

库大坝新建工程的方案设计存在明显的不同, 因此,

相关的 BIM 应用流程及方案存在一定的差异。

a． 沙河水库前期资料均为早期平面设计图纸,

在进行除险加固工程相关方案设计之前, 主体工程数

据及资料均须在水库运行现状及险情勘测的基础上,

进行大量的数字化和矢量化工作。

b． 水库枢纽工程由大坝、 溢洪道、 输水涵管、

石梯水库灌溉暗涵 (石梯水库灌渠穿沙河水库大坝输

水涵管) 及导流涵管等建筑物组成。 采用 BIM 技术

进行沙河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方案设计, 需要对原有工

程地质信息、 地下及地上建筑物进行全方位的数据准

备和模型重建工作。

c． 沙河水库除险加固工程中涉及的多处加固工

程、 拆除工程、 新建工程均须在原有基础上进行 BIM

设计与建模, 与原有工程存在交叉和叠加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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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BIM 技术应用

沙河水库除险加固工程以 Civil3D、 Revit、 Invent-

or 等为 BIM 基础设计与建模工具, 以 Navisworks 为模

型观测与碰撞检查工具, 以 Infraworks 为总方案可视

化和信息化集成平台[1]。

4． 1　 沙河水库现状 BIM 模型重建

首先, 依托现场地形勘测数据, 采用 Civil3D 建

立三维地形模型, 并导入 Infraworks 中叠加高清卫星

正向摄影图; 其次, 在原始设计数据的基础上, 应用

Inventor、 Revit 快速建立均质土坝、 溢洪道、 输水管

涵等现有建筑模型, 并集成到 Infraworks 场景模型中,

从而形成工程范围区域的实景化原始面貌及建筑物的

三维 BIM 场景模型 (见图 1)。

图 1　 沙河水库现状 BIM 模型集成

4． 2　 沙河水库险情分布 BIM 模型

在沙河水库现状 BIM 模型基础上, 通过三维可

视化且带信息的三维坐标关注点及区域覆盖范围等方

式, 将详细沙河水库现状险情勘察信息, 附着在原始

工程建筑物一一对应的精确的坐标范围内, 从而为除

险加固方案设计提供整体宏观的 BIM 信息及模型数

据支持 (见图 2 ~ 图 4)。

图 2　 沙河水库左岸险情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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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沙河水库右岸及溢洪道险情分布

图 4　 沙河水库大坝及其附属建筑险情分布

4． 3　 沙河水库加固工程

a． 大坝防渗灌浆工程。 沙河水库大坝防渗方案

根据不同坝段特征采用不同的防渗方案, 本项目采用

Inventor 进行大坝灌浆方案 BIM 设计, 其中主要针对

4 种典型断面进行了相应的防渗灌浆方案设计 (见图

5 ~ 图 8)。

b． 溢洪道加固工程。 溢洪道加固工程主要方案

为: 对进水渠段采用 C20 混凝土进行护砌, 控制段交

通桥护栏重建, 溢洪道防汛管理用房拆除重建, 海漫

段两岸挡土墙拆除重建, 尾水渠进行疏挖河护砌。 主

要采用 Inventor 进行方案设计, 并集成到 Infraworks 整

体场景模型中进行方案比选与展示 (见图 9、 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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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大坝 0-460 典型断面高压摆喷灌浆防渗方案

图 6　 大坝 0-700 典型断面高压旋喷 +摆喷及帷幕灌浆防渗方案

图 7　 大坝 0-1085 典型断面高压旋喷 +摆喷及帷幕灌浆防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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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大坝 0-1800 典型断面高压摆喷灌浆防渗方案

图 9　 溢洪道加固工程方案设计

图 10　 溢洪道加固工程方案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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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大坝附属工程拆除重建及库内道路连通。 大

坝附属工程拆除重建内容为: 坝坡纵横向排水沟、 坝

脚排水沟、 坝顶公路等, 库内道路连通主要将大坝下

游右岸道路连通至左岸上坝道路 (见图 11 ~ 图 13)。

图 11　 坝坡纵横向排水沟、 坝脚排水沟拆除重建工程

图 12　 坝顶路面拆除重建工程

图 13　 库内道路连通工程

91

施工技术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d． 左岸综合治理工程。 左岸综合治理工程主要

包括管理用房改造、 职工生活用房拆除重建、 防汛仓

库拆除重建、 石梯暗涵加固改造、 上坝道路加高, 以

及施工期相关施工场地及设施布置等。 主要采用 Civ-

il3D、 Revit 进行设计与建模 (见图 14)。

图 14　 左岸综合治理工程

4． 4　 沙河水库新建工程

a． 新建南干渠输水管涵工程。 新建南干渠输水

管涵工程主要内容为: 拆除输水管进口斜拉闸, 新建

排架式进水口, 并对管身碳化处理、 止水修复等。 主

要采用 Revit 进行方案设计, 并集成到 Infraworks 整体

场景模型中进行方案比选与展示 (见图 15、 图 16)。

图 15　 新建南干渠输水管涵工程方案设计

图 16　 新建南干渠输水管涵工程方案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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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新建渡槽工程。 新建渡槽长约 735m, 其中上

游明渠段长 45m, 渡槽段长 636m, 下游明渠段长

54m, 渡槽方案主要采用 Revit 进行设计 (见图 17、

图 18)。

图 17　 新建渡槽工程方案设计

图 18　 新建渡槽工程方案集成

5　 结　 语

随着先进生产工具的发展和应用, BIM 作为一种

新型的生产组织方式, 在勘察设计行业得到推广和应

用, 为我们带来了新的设计理念和方式[2]。

在水利水电工程中, BIM 技术虽然在新建工程中

的应用越来越普及和成熟, 但在已建项目的除险加固

和运行管护等工程中却缺乏相关方案探索和应用。 文

章通过实践研究[3], 在设计阶段基于 BIM 技术实现

了沙河水库除险加固工程的深化设计 (下转第 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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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井内衬混凝土模板工程施工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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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十八局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 天津　 300450)

【摘　 要】 文章结合珠江三角洲水资源配置工程项目, 介绍了工作井的围护形式以及场地工程地质情况, 分别

从压顶梁、 钢筋、 内衬模板混凝土施工、 模板组装拆分等角度对工作井施工技术进行了分析, 提出了施工总流

程, 以为类似工程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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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ater Resources Allocation Project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is combined in the paper. The enclosure form of
the working well and site engineering geological conditions are introduced. The working well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is
analyzed respectively from the capping beam, rebar, lining template concrete construction, template assembly and
disassembly, etc. General construction process is proposed, thereby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similar projects.
Key words: working well; template project; lining; concrete

1　 工程概况

珠江三角洲水资源配置工程标段总长约 5． 64km

的双线输水隧洞, 有 2 座工作井, 分别为 LG09 号工

作井、 LG09 号-1 工作井 (见表 1), 有 1 条总长 649m

的检修道路。 本工程深工作井开挖主要为 LG09 号、

LG09-1 号两座工作井的土方开挖施工, LG09 号工作

井: 圆 形 竖 井, 内 径 为 35． 9m, 井 深 为 67． 25m;

LG09-01 号工作井: 圆形竖井, 内径为 35． 9m, 井深

为 61． 55m。 　

本工程工作井围护结构均由 1． 2m 厚 C30 地连墙

+ 1． 2m (1． 5m) 厚 C30 钢筋混凝土内衬组成, 地下

连续墙共由 24 幅成环, 其中一序槽 12 幅 (6． 74m),

二序槽 12 幅 (2． 66m), 幅间接头采用套铣工艺, 深

度为工作井底板以下 4m, 为保证工作井开挖安全,

内衬采用顺挖逆作法施工, 单次开挖深度 4． 5m。 地

连墙围护结构平面布置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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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工作井平面布置及功能

序号 编　 号 桩　 　 　 　 号 平面形状及外径尺寸 功　 　 能

1 LG09 号工作井 LG 左 22 + 092． 692、 LG 右 22 + 074． 565 圆形, 35． 9m
施工期: 出发井兼做接收井

运行期: 检修排水井　 　 　

2 LG09-1 号工作井 LG 左 25 + 404． 763、 LG 右 25 + 385． 449 圆形, 35． 9m
施工期: 出发井兼做接收井

运行期: 检修排水井　 　 　

图 1　 地连墙围护结构平面布置 (单位: mm)

　 　 工作井东侧为既有河涌, 宽度 15m, 距开挖工作

井 50m, 西侧及南侧均为宽阔空地, 无构筑物, 北侧

40m 为永丰工业大道, 左侧红框区域为两层楼房, 高

度约 6m, 距工作井 70m, 右侧红框区域为 6 层办公

楼, 高度约 15m, 距工作井 100m。 综上所述, 工作

井开挖主要对上述位置进行监测 (见图 2)。

LG09 号工作井范围冲积层较厚, 有 46． 2m 厚的

冲积层, 主要为淤质粉细砂、 淤质土、 泥质中细砂、

含有机质粉质黏土以及含泥粉细砂, 冲积层及强风化

部分围岩自稳能力差, 砂层为含水层, 渗透性强, 井

筒开挖时应做好防渗处理, 以免产生涌水、 涌砂、 井

壁坍塌等渗透破坏, 并注意井壁支护及排水措施, 出

图 2　 LG09 号-1 工作井鸟瞰图

发井底板位于弱风化泥质粉砂岩内, 承载力较高, 其

软化系数低, 为软化岩, 遇水易软化, 易风化, 易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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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 施工开挖后需及时进行封闭处理。

LG09-1 号工作井上部为 34． 4m 厚的冲积层, 为

淤质粉细砂层、 淤质土层、 含泥细砂层、 含有机质黏

土层以及中细砂层, 其下为 13． 2m 厚全风化泥质砂岩

和 5． 4m 厚强风化泥质砂岩, 洞身底部为弱风化泥质

砂岩, 冲积层、 全风化及强风化部分围岩自稳能力

差, 砂层为含水层, 渗透性强, 强风化岩破碎, 透水

性中等, 工程地质条件较差, 井筒开挖时应做好防渗

处理, 以免产生涌水、 涌砂、 井壁坍塌等渗透破坏,

并注意加强井壁支护及排水措施。 出发井底板位于弱

风化泥质砂岩内, 承载力高, 工程地质条件较好。

2　 施工总流程

顺做法施工工艺流程: 导墙施工→地下连续墙施

工→压顶梁开挖→地连墙破除→压顶梁施工→开挖至

首层内衬底部→地连墙凿毛→内衬钢筋绑扎→内衬模

板安装→内衬混凝土浇筑→拆模→开挖至二层内衬底

部→以此类推与内衬交替施工至 11 层内衬底部→开

挖至第一道环梁底部→安装第一道环梁支撑→开挖至

第二道环梁底部→安装第二道环梁支撑→开挖至工作

井底部→工作井低板施工→拆除第二道环梁→顺做法

施工至第一道环梁底部→拆除第一道环梁→衔接 11

序内衬和 15 序内衬间的 16 序内衬 (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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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工作井内衬墙顺作法施工流程

3　 钢筋和压顶梁施工技术

3． 1　 压顶梁施工

本工程地连墙上部设置尺寸为 2500mm × 1500mm

的 C30 压顶梁, 上方布置 1200mm 高挡水墙, 挡水墙

至少高出场区地面 50cm 以上。 压顶梁剖面见图 4。

3． 2　 钢筋加工

钢筋的弯钩或弯折符合规范规定。 钢筋加工允许

偏差见表 2。

表 2　 钢 筋 加 工 允 许 偏 差

序

号
项　 　 目

允许偏差 /
mm

检验频率

范　 围 点数

检验

方法

1 冷拉率
不大于设计

规定

2 受力钢筋成型长度 + 5 ~ - 10

3
弯起

钢筋

弯起点位置 ± 20

弯起点高度 0 ~ - 10

　 每根(每
一类型 抽

查 10% 且

不 少 于 5
根)

1

1

2

1

用尺量

4 箍筋尺寸 0 ~ 5 2
用尺量,
宽、高各

计 1 点

3． 3　 钢筋绑扎及安装

工作井内衬竖向主筋采用焊接或接驳器连接, 施

工前按照规范要求先做焊接或接驳试验, 试验结果合

格后进行主筋连接。 施工缝处钢筋接头处理: 施工缝

位置钢筋绑扎时, 错开长度≥35d 且大于 500mm。 施

工缝钢筋接头设置: 底板施工设置在板顶上 20 ~

30cm, 侧墙钢筋超出底板顶面 50cm 后留接头, 接头

相互错开。 当遇到环梁不能满足错开长度时, 采用一

级机械接头形式。

固定钢模板预埋件施工。 钢筋绑扎完成后开始预

埋钢模 板 固 定 螺 栓, 采 用 M27 螺 栓, 环 向 间 距

1500mm。 预埋件长度分两种: 内衬墙厚 1． 2m 预埋螺

栓长度 1． 5m (含丝头长度 30cm), 内衬墙厚 1． 5m 预

埋螺栓长度 1． 8m (含丝头长度 3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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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压顶梁剖面 (单位: mm)

3． 4　 钢筋绑扎安装施工注意事项

3． 4． 1　 机械连接

钢筋下料时, 应采用砂轮切割机, 切口的端面应

与轴线垂直, 不得有马蹄形或挠曲。 车丝长度为: 接

驳器长度为 2P (P 指螺距, 2P 为 2 个螺距)。 上好接

驳器单侧外露丝不大于 1P。 车好丝的成品料, 螺纹

丝要上塑料盖。 钢筋端头螺纹丝扣完整牙数见表 3。

表 3　 钢筋端头螺纹丝扣完整牙数

钢筋直径 / mm 20 ~ 22 25 28 32

完整牙数 10 10 12 13

3． 4． 2　 钢筋焊接接头

焊接时, 应在搭接焊中形成焊缝中引弧; 在端头

收弧前应填满弧坑, 并应使主焊缝与定位焊缝的始端

和终端熔合。 咬边深度、 气孔、 夹渣等缺陷允许值及

接头尺寸的允许偏差, 应符合有关规定 (见表 4)。

表 4　 钢 筋 焊 接 偏 差

序 号 项　 　 　 　 目 允许偏差 / mm
检　 验　 方　 法

范　 　 围 检查方法

1 抗拉强度 符合材料性能指标

2 搭接焊接头中心线的纵向偏移 0． 5d

3 接头处钢筋轴线的弯折 3°

4 接头处钢筋轴线的偏移 0． 1d

5 焊缝厚度 / 宽度 + 0． 1d / + 0． 1d

6 焊缝长度 / 横向咬边深度 - 0． 3d / 0． 5d

每 300 个接头 1 批

(每批抽查 3 件)

每件 (每批抽 10%且

不少于 10 件)

金属拉力实验执行

用焊接工具和尺量

7
焊接表面上气孔及

夹渣数量

在 2d 长度上 不大于 2 个

面　 积 不大于 6mm2
每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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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内衬模板施工技术

4． 1　 工作井模板简介

ϕ31． 1m 工作井模板组成: 2． 31m 标准块、 2． 31m

带浇口标准块各 12 件; 4． 62m 斜口邻接块左右各 4

件、 4． 62m 斜口块左右各 4 件; 4． 62m 调整竖梁 16 件。

ϕ30． 5m 工作井模板组成: 2． 31m 标准块、 2． 31m

带浇口标准块各 12 件; 4． 62m 斜口邻接块左右各 4

件、 4． 62m 斜口块左右各 4 件。 整套滑模由三大部分

组成: 模板、 模架、 悬挂装置 (见图 5)。

图 5　 模板示意图

4． 2　 标准和斜口块

标准块尺寸为 4620mm × 5950mm, 厚 8mm, 背肋

用 12mm 钢板, 间距为 385mm, 连接法兰采用 16mm

钢板; 每个标准块上设置了 3 个浇注口, 整模共 12

个浇注口; 每个标准块上错开位置设置了 4 个 400mm

× 400mm 的捣固浇注口, 满足分层浇注时的捣固需

求; 楔块尺寸为 4620mm × 5950mm, 厚 8mm, 背肋用

12mm 钢板, 间距为 385mm, 连接法兰采用 16mm 钢

板; 楔块与两侧块间采用 O 形圈密封, 确保脱模动作

不会导致漏浆 (见图 6)。

图 6　 斜口块示意图

4． 3　 调整块、 模架和井口悬挂装置技术

8 个调整块尺寸为 4620mm × 239mm, 厚 16mm,

背肋用 12mm 钢板, 间距为 385mm, 连接法兰采用

16mm 钢板 (见图 7)。

图 7　 调整块分布 (单位: mm)

模架采用 [16a 槽钢和 H 型钢组成, 模架分为 16

块, 每块尺寸为 5765mm × 5165mm, 由 [16a 槽钢和

H 型钢组成, 其中立柱为 [16a 槽钢双拼, 环向肋板

由 4 圈 H 型钢组成, 从下往上依次为 HN400 × 200 × 8

× 13 (两道), HN300 × 150 × 6． 5 × 9, HN200 × 100

× 5． 5 × 8; 井口悬挂装置采用 8 台 7． 5kW 卷扬机悬

吊, 卷扬机间由工字钢连接成一个整体, 确保提升过

程整体受力 (见图 8、 图 9)。

图 8　 模架整体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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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模架细部示意图

4． 4　 各构件相对运动、 模板组装和变换

模板挂靠在环形钢架上, 并且可以径向整体移

动, 亦可将背后模架连接螺栓拆解后分块移动, 具体

根据施工中需求调整 (见图 10)。

图 10　 模板各构件整体拼装示意图

模板由 12 个标准块和 4 个楔块组成, 为实现直

径在 30． 5m 和 31． 1m 间的转换, 另增加 8 个调整块;

圆周方向分 16 组, 模板之间用螺栓连接 (见图 11)。

5　 模板组装分析

压顶梁采用 ϕ31． 1m 模块组成的工作井模板体

系, 第 5 层及以下层均采用 ϕ30． 5m 模块组成的模板

体系, 每模块 (2． 31m 标准块和 2． 31m 带浇口标准

块, 斜口块和左右邻接块) 在地面组装完成后由仓面

吊进行模板拼装。 调整块宽度 119mm, 以直径 30． 5m

的模板用调整块适配后实现直径 31． 1m, 最大对边值

31125mm, 最小对边值 31077mm (见图 12)。

图 11　 调整块布置

图 12　 模板吊点示意图 (单位: mm)

环形钢架制作分 16 份; 现场连接成一整体; 顶

部环梁焊接吊耳; 三角架之间用钢管支撑, 并用脚手

架架设工作平台; 标准块、 斜口块、 拆分块模板间固

定均采用螺栓连接固定。 环向预留 ϕ22 螺丝孔, 间距

250mm; 纵向预留 ϕ22 螺丝孔, 间距 200mm。

5． 1　 模板拼装顺序

模板拼装从拼装起始点开始, 可逆时针或顺时针

先拼完标准块, 然后拼装拆分块, 最后拼装斜口块。

3、 7、 11、 15 为斜口块 (见图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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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模板拼装示意图

第一层模板施工是指工作井压顶梁及部分内衬墙

模板施工。 施工步骤如下: 钢环 (带调整块) 拼装;

4． 62m 标准块拼装; 斜口块拼装模板采用仓面吊吊

装, 底部与预埋钢筋焊接, 顶部采用钢筋斜拉焊接和

斜撑支撑。 钢模板与内衬结构钢筋采用定位筋焊接。

第二层及以下模板施工工艺流程见图 14: 工作

井第二层及以下均采用 4． 62m 模板施工, 施工方法与

第一层模板施工相同。 单组模板在地面拼装完成后采

用仓面吊对模板吊装进行加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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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第二层及以下模板施工工艺流程

5． 2　 模板调整和混凝土浇筑时模板监测

每模块之间采用螺栓连接, 螺栓连接的松紧直接

影响到混凝土的浇筑质量。 拼缝处的模块拼接不牢会

造成混凝土漏浆、 错台, 影响混凝土表观质量。 为

此, 在钢模板拼装完成后, 派专人对连接螺栓进行拧

紧加固, 防止因螺栓连接不牢而造成混凝土施工质量

缺陷。

为防止钢模板在拼缝处产生漏浆及错台现象, 在

模板试拼时应当对模板接缝处进行打磨, 保证模板的

接缝平滑。 也可采用在拼接缝处贴双面胶的措施。 为

防止混凝土浇筑时模板胀模应对模板进行监测, 监测

方式为人工巡视。 每层混凝土浇筑时应有 2 ~ 3 人对

模板进行巡视, 对螺栓未拧紧或焊接不符合要求的地

方及时进行处理。 发现模板出现胀模现象或有胀模发

生的可能时应及时对该处的模板进行加固, 加固方式

为钢筋对拉焊接。

5． 3　 模板拆除

根据 《珠江三角洲水资源配置工程 A5 标施工图

施工专业第五册》 《珠江三角洲水资源配置工程 A5

标施工图施工专业第六册》 图纸设计要求, 为优化施

工工艺流程, 减少模板吊运时间, 钢筋绑扎具备模板

安装的条件后进行上层模板拆除。 模板拆除采用仓面

吊进行吊运, 遵循 “先支的后拆、 后支的先拆、 先拆

非承重的、 后拆承重的” 原则, 先拆拆分块, 再拆斜

口块, 拆分块与斜口块经仓面吊吊运至于土石方开挖

基面上, 最后利用仓面吊进行上层标准块吊运并进行

下层标准块的拼装, 当下层标准块拼装完成后依次进

行斜口块与拆分块模板的拼装。 拆模时, 应根据锚固

情况, 分批拆除锚固连接件, 对于采用钢筋对拉处可

采取打磨机进行切除。

6　 结　 语

本文针对输水工程工作井内衬施工技术展开分析

研究, 总结出一套内衬混凝土施工先进施工技术。 工

作井内衬混凝土模板工程施工有效改 (下转第 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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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龚嘴水电厂每台水轮发电机组原配置了三组电压互感器, 共有 3 组星形绕组和 1 组剩余电压绕组,
线路电压互感器配置了一组电压互感器, 共有 2 组星形绕组和 1 组剩余电压绕组, 存在多设备共用绕组问题,
同时主变电量保护装置的零序电压使用的是相邻线路的零序电压, 以上情况不满足国网公司关于继电保护反措

和相关规程规范的要求。 通过技改工作, 满足了保护装置双重化配置的要求, 提升了测速装置、 调速器控制器、
计量仪表等设备的可靠性。 文章主要介绍了技改前后电压互感器配置情况, 分析了选型及设计过程, 供水电行

业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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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ach hydro-generator unit of Gongzui Hydropower Plant is originally equipped with three sets of voltage
transformers, with three sets of star winding and one set of residual voltage winding in total. Line voltage transformer is
equipped with one set of voltage transformer, with two sets of star winding and one set of residual voltage winding in total.
The winding of multiple devices is shared and the zero-sequence voltage of the main transformer power protection device
uses the zero sequence voltage of adjacent lines. The above situation does not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State Grid
Corporation on relay protection countermeasures as well as relevant regulations and specifications. Through technical
modification, the requirements of dual configuration of protection device are met, and the reliability of equipment such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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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ed measuring device, governor controller and metering device is improved. This paper mainly introduces the
configuration of voltage transformer before and after technical modification and analyzes the selection and design process,
which can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echnical personnel of water supply industry.
Key words: double set; winding configuration; accuracy class; voltage transformer

1　 概　 述

龚嘴水电厂水轮发电机组单机额定出力 110MW,

机端额定电压为 15． 75kV, 每台水轮发电机组安装有

三组编号为 1YH、 2YH、 3YH 的机端电压互感器 (见

图 1), 均为单相干式浇筑绝缘型, 其中 1YH 电压互

感器为半绝缘型, 2YH 电压互感器和 3YH 电压互感

器为全绝缘型, 三组电压互感器接线方式均为 Y / Y。

1YH 配置有 1 组星形绕组和 1 组剩余电压绕组, 该星

形绕组同时供两套机组保护装置、 测速装置、 调速器

控制器、 变送器、 计量装置等设备或元件使用。 线路

额定电压 220kV, 每条安装有一组电容式电压互感

器, 配置有 2 组星形绕组和 1 组剩余电压绕组, 第 1

组星形绕组供计量和测量使用, 第 2 组星形绕组供两

套保护装置共用。 主变电量保护装置的零序电压取自

主变相邻两条线路的剩余零序电压绕组, 根据运行方

式进行选择切换。 上述电压互感器配置存在绕组负荷

率较高、 不满足双重化、 多套装置共用绕组可靠性较

低等问题。

图 1　 机端电压互感器电气一次接线

该水电厂针对以上问题对电压互感器进行了技

改, 机端电压互感器更换为 3 个绕组的配置, 线路电

压互感器更换为 4 个绕组的配置, 新增的主变高压侧

电压互感器采用 5 个绕组配置, 同时根据负荷特点优

化了准确级、 容量和回路配置。

2　 存在问题

2． 1　 机端电压互感器

原 1YH 电压互感器星形绕组准确级为 0． 2 级,

接入了计量装置、 同期装置、 变送器、 数显表、 调速

器控制器、 测速装置、 机组保护装置、 故障录波装

置、 安控装置共 9 类装置或元件, 剩余电压绕组准确

级为 3p 级, 接入了保护装置、 故障录波装置和变送

器。 2YH 和 3YH 电压互感器准确级均为 0． 5 级, 分

别作为两套励磁调节器专用 (见表 1)。

表 1　 机端电压互感器原配置

名称 型　 号 绕组准确级 原 负 荷 名 称

1YH JDZX11-15E

0． 2 级

　 用于计量装置、 同期

装 置、 变 送 器、 数 显

表、 调速器控制器、 测

速装置、 机组保护装

置、 故障录波装置、 安

控装置

3p
(剩余电压绕组)

　 用于机组保护装置、
故障录波装置、 变送器

2YH JDZ11-15 0． 5 级 用于 A 套励磁调节器

3YH JDZ11-15 0． 5 级 用于 B 套励磁调节器

2． 1． 1　 绕组准确级不满足装置要求

1YH 电压互感器的绕组准确级为 0． 2 级, 属于测

量级。 计量装置、 同期装置、 监控用变送器、 调速器

控制器、 测速装置需使用测量级的绕组。 机组保护装

置、 故障录波装置和安控装置取用的电压互感器绕组

准确级应为保护级, 一般在 5% ~ 150% 电压范围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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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条件下, 二次绕组电压方可保持在准确级要求的误

差范围内。 综上, 1YH 电压互感器的绕组准确级不满

足保护装置、 故障录波装置和安控装置的准确级要求。

2． 1． 2　 不满足保护双重化配置要求

两套机组保护装置机端电压回路均取自 1YH 电

压互感器的同一星形绕组, 根据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十八项电网重大反事故措施 (2018 修订版)》 中

“15． 2． 2． 1 两套保护装置的交流电流应分别取自电流

互感器互相独立的绕组; 交流电压应分别取自电压互

感器互相独立的绕组” 的描述, 两套保护装置电压回

路不满足双重化配置要求。

2． 1． 3　 多装置共用绕组, 可靠性低, 负荷率高

1YH 电压互感器的星形绕组一共接入了 16 个装

置或元件, 分别是 2 只计量装置、 1 套同期装置、 4

只变送器、 1 只数显表、 2 套调速器控制器、 2 套测速

装置、 2 套保护装置、 1 套故障录波装置和 1 套安控装

置。 当该绕组故障时, 将影响除励磁调节器外所有机

组保护、 测量和自动控制装置, 可靠性较低。 该电压

回路接入的装置数量多, 负荷重, 造成绕组负荷率偏

高, 也影响了绕组电压误差特性和装置采样准确性。

2． 2　 线路电压互感器

线路电压互感器星形绕组准确级为 0． 2 级和 3p

级, 0． 2 级绕组接入了计量装置、 同期装置、 变送器

共 3 类装置或元件, 3p 级星形绕组接入了保护装置、

故障录波装置和安控装置, 剩余电压绕组准确级为

3p 级, 接入了故障录波装置和主变电量保护装置

(见表 2)。

表 2　 线路电压互感器原配置

名称 型　 　 号 绕组准确级 原 负 荷 名 称

YH TYD220 / 3 - 0． 01H

0． 2 级

　 用于计量装置、 同期

装置、 变送器、 同步相

量测量装置

3p 级
　 用于保护装置、 故障

录波装置、 安控装置

3p (剩余电

压绕组)
　 用于故障录波装置

2． 2． 1　 不满足保护双重化配置要求

两套线路保护装置线路电压回路均取自电压互感

器的同一星形绕组, 根据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十八项

电网重大反事故措施 (2018 修订版)》 中 “15． 2． 2． 1

两套保护装置的交流电流应分别取自电流互感器互相

独立的绕组; 交流电压应分别取自电压互感器互相独

立的绕组” 的描述, 两套保护装置电压回路不满足双

重化配置要求。

2． 2． 2　 绕组容量不满足选型要求

线路电压互感器二次绕组额定输出为 100VA, 计

量装置用绕组的二次负荷测试结果为 3． 1VA, 仅为额

定输出的 3． 1% , 不符合电能计量装置的配置原则中

二次负荷应在 25% ~ 100%额定输出范围内的要求。

3　 选型过程及配置方案

针对以上问题, 该电厂开展了电压互感器的选型

工作, 制定了优化配置方案, 对整个电压回路布局进

行了调整, 其中电压互感器一次电压和二次电压保持

不变。

3． 1　 机端电压互感器

3． 1． 1　 电压互感器型号选择

对电压互感器安装位置进行了核查, 发现原安装

位置已非常紧凑, 限制了新互感器体积和接线方式的

调整空间, 最终决定沿用原型号的电压互感器, 1YH

电压互感器仍采用半绝缘, 2YH、 3YH 电压互感器采

用全绝缘, 仅更新了设计序列号。 为了满足双重化要

求, 3YH 电压互感器配置 1 个剩余电压绕组, 型号变

更为 JDZX。 最 终 确 定 1YH 电 压 互 感 器 型 号 为

JDZX14-15E, 2YH 电压互感器型号为 JDZ14-15G,

3YH 电压互感器型号为 JDZX14-15G。

3． 1． 2　 二次绕组数量选择

受安装位置影响, 互感器体积有限制, 绕组数量

也有一定限制。 经调研, 决定均选用体积满足要求且

行业成熟产品, 新电压互感器均配置 3 个绕组, 3 组互

感器一共 9 个绕组, 可满足灵活配置负荷分布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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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3　 准确级选择

根据负荷类型选择电压互感器二次绕组的准

确级。

计量装置、 变送器、 数显表、 测速装置、 调速器

控制器、 同期装置均需使用测量级的绕组, 准确级均

选用 0． 2 级。 按照 《大中型水轮发电机静止整流励磁

系统及装置技术条件》 (DL / T 583—2018) 要求, 励

磁调节器用电压互感器准确级不应低于 0． 5 级, 按此

要求配置 2 个 0． 5 级绕组, 分布在 2 组 YH 上, 供两

套励磁调节器使用。

机组保护装置、 故障录波装置和安控装置均需使

用保护级的绕组, 考虑保护装置重要性和双重化配置

要求, 确定配置 3 个准确级为 3p 级的星形绕组用于

双套机组保护、 故障录波和安控装置, 其中 1 个作为

冗余备用, 配置 2 个准确级为 3p 级的剩余电压绕组,

供双套机组保护、 故障录波和变送器使用。

3． 1． 4　 绕组分配选择

根据以上选型内容, 共需 3 个 3p 级绕组、 2 个

3p 级剩余电压绕组、 2 个 0． 5 级绕组和 2 个 0． 2 级绕

组, 考虑到双重化配置需要, 双套装置使用的绕组应

分布在不同电压互感器上, 确定的配置方案见表 3。

表 3　 机端电压互感器技改后配置

名称 型　 　 号 绕组准确级 负　 荷　 名　 称

1YH JDZX14-15E

0． 2 级
　 用于计量装置、 变送器、 数

显表、 1 号测速装置

3p 级
　 用于 1 号保护装置、 故障录

波装置、 安控装置

3p (剩余

电压绕组)
　 用于 1 号保护装置、 故障录

波装置

2YH JDZ14-15G

0． 2 级
　 用于同期装置、 调速器控制

器、 2 号测速装置

0． 5 级 　 用于 A 套励磁调节器

3p 　 备用

3YH JDZX14-15G

0． 5 级 　 用于 B 套励磁调节器

3p 级 　 用于 2 号保护装置

3p (剩余

电压绕组)
　 用于 2 号保护装置、 变送器

3． 2　 线路电压互感器

3． 2． 1　 电压互感器型号选择

电压互感器沿用原型号 TYD220 / 3 -0． 01H 产品。

3． 2． 2　 二次绕组数量选择

经调研, 决定选用满足要求的行业成熟产品, 新

电压互感器配置 4 个绕组, 可以满足配置负荷分布的

需求。

3． 2． 3　 准确级选择

根据负荷类型选择电压互感器二次绕组的准

确级。

计量装置用绕组独立配置, 准确级选用 0． 2 级。

变送器、 同期装置准确级选用 0． 5 级。 线路保护装

置、 故障录波装置和安控装置均需使用保护级的绕

组, 考虑保护装置重要性和双重化配置要求, 确定配

置 2 个准确级为 3p 级的星形绕组用于双套线路保护、

故障录波和安控装置。 考虑到绕组数量不充裕, 且目

前行业成熟的电压互感器产品绕组可以同时满足 3p

和 0． 5 级准确级, 故 1 套线路保护装置和变送器共同

一个绕组。 配置 1 个准确级为 3p 级的剩余电压绕组,

供故障录波装置使用。

3． 2． 4　 绕组分配选择

根据以上选型内容, 共需 1 个 0． 2 级绕组、 2 个

3p / 0． 5 级绕组、 1 个 3p 级剩余电压绕组, 确定的配

置方案见表 4。

表 4　 线路电压互感器技改后配置

名称 型　 　 号 绕组准确级 负 荷 名 称

YH TYD220 / 3 - 0． 01H

0． 2 级 　 用于计量装置

3p / 0． 5 级

　 用于 1 号保护装置、
故障录波装置、 安控

装置、 变送器、 同期

装置、 同步相量测量

装置

3p / 0． 5 级

　 用于 2 号保护装置、
故障录波装置、 安控

装置

3p (剩余电

压绕组)
　 用于故障录波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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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主变高压侧电压互感器

3． 3． 1　 电压互感器型号选择及二次绕组数量选择

电压互感器根据安装位置和电压等级, 采用型号

TYD220 / 3 - 0． 01H 的产品。

为了满足保护装置双重化配置和测量装置的需

求, 同时考虑一定的裕度, 在该电厂的建议下, 生产

厂家设计并生产了 5 个绕组的电压互感器, 满足了配

置负荷分布的需求。

3． 3． 2　 准确级选择

根据负荷类型选择电压互感器二次绕组的准

确级。

变送器准确级选用 0． 5 级。 主变电气量保护装置

使用保护级的绕组, 考虑保护装置重要性和双重化配

置要求, 确定配置 2 个准确级为 3p 级的剩余电压绕

组。 考虑后期负荷的灵活配置, 额外考虑配置 1 个

0． 2 级绕组和 1 个 3p / 0． 5 级绕组, 作为冗余备用, 后

期可用于同期装置、 计量装置、 保护装置、 同步向量

测量装置等。

3． 3． 3　 绕组分配选择

根据以上选型内容, 共需 1 个 0． 2 级绕组、 2 个

3p / 0． 5 级绕组、 2 个 3p 级剩余电压绕组, 确定的配

置方案见表 5。

表 5　 线路电压互感器技改后配置

名称 型　 　 号 绕组准确级 负 荷 名 称

YH TYD220 / 3 - 0． 01H

0． 2 级 　 备用

3p / 0． 5 级 　 用于变送器

3p / 0． 5 级 　 备用

3p (剩余

电压绕组)
　 用于 1 号主变电气

量保护装置

3p (剩余

电压绕组)
　 用于 2 号主变电气

量保护装置

4　 结　 语

龚嘴水电厂为了落实行业和电网对电压互感器回

路和配置要求, 通过设备技改, 确保了机组、 线路和

主变电压互感器满足双重化配置的要求, 提高了保

护、 测量和自动控制装置的可靠性, 该配置方案可为

其他同类型水电厂机端电压互感器的改造提供借鉴。

本文提出的配置方案还有两个可继续优化的回

路: 一是计量装置电压回路配置, 设计时考虑其仅用

于机组测量电量未用于结算, 为了减少工程量和回路

变动, 保持 2 只计量装置共用 1 个绕组的配置, 可按

双套化配置优化; 二是调速器控制器电压测频回路配

置, 双套化的控制器共用 1 路电压测频回路, 可参照

双套化配置优化, 提升调速控制系统可靠性。

■■■■■■■■■■■■■■■■■■■■■■■■■■■■■■■■■■■■■■■■■■■■■■■

■

(上接第 28 页) 变了以往受水区单一供水格局, 提高

了城市的供水安全性和应急保障能力, 对保障城市供

水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施工安全经

济、 方便适用, 且拆除后不影响主体结构质量。 这一

新技术充分利用了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优势, 具有广泛

的应用基础与广阔的延伸价值。 本技术实践研究, 不

仅对今后类似工程的施工具有指导作用, 在其他工程

中也将创造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对类似工程

具有宝贵的借鉴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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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土、 淤泥、 塘处理技术研究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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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南京江北新区中心区地下空间一期项目二区 1 段地块面积约 54000m2, 地块总延米为 1100m, 场地内

普遍存在淤泥及水塘, 机械设备无法进场, 施工道路及临时设施无法布置。 为探索软土、 淤泥、 塘处理技术,
文章通过物理法、 换填法、 固化法对比研究分析, 进行现场生产性试验, 结合施工现场实际情况, 综合确定采

用 HAS 固化剂对泥浆进行固化处理。 实践表明, HAS 固化技术处理高含水率淤泥效果显著, 能极大提高软土、
淤泥地基承载力, 满足后续基坑围护、 重型设备行走要求, 同时也为淤泥固化技术的构建提供了基础参考。
【关键词】 脱水固结; 换填法; HAS 固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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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the Treatment Technology of Soft Soil,
Sludge and Pond

CHEN Jiapei, REN Lei, HE Qian
(Nanjing Water Conservancy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Co．, Ltd．, Nanjing 210000, China)

收稿日期: 2022-07-28
作者简介: 陈佳培 (1993—), 男, 本科, 工程师, 主要从事水利水电施工工作。

Abstract: Section 1 of Zone Two of Nanjing Jiangbei New District Central Area Underground Space Phase I Project covers
an area of about 54, 000 square meters, with a total length of 1100 meter. Since sludge and ponds are common in the site,
mechanical equipment cannot enter and construction roads and temporary facilities cannot be arranged.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treatment technology of soft soil, sludge and pond, this paper conducts a comparative study and analysis through
physical method, replacement method and curing method, and carries out field production test.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site, HAS curing agent is comprehensively determined to be used for curing mud. The practice
shows that the HAS curing technology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treatment of high moisture content sludge, which can
greatly improve the bearing capacity of soft soil and sludge foundation,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subsequent walking
requirements for heavy equipment in the foundation pit, and also provides a basic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sludge
curing technology.
Key words: dehydration consolidation; replacement method; HAS curing agent

　 　 软土、 淤泥处理问题一直是我国新区建设、 河道

治理的重要难题, 淤泥具有含水率高、 有机质含量

高、 力学物理性能差等特点, 施工场地无法进行施工

机械行走。 在新区地块开发建设、 河道治理施工过程

中, 需对淤泥区域进行挖除, 采用回填土进行换填或

者进行抛石挤淤。 但是淤泥开挖、 置换具有工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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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占用场地多、 环保要求严、 造价高等缺点。 因

此, 采用固化剂对淤泥进行固化处理, 研究以节能、

降耗为指导的淤泥固化技术, 改善场地现状, 提高场

地地基承载力, 保证大型机械设备安全通行、 施工道

路及临时设施妥善布置, 对新区、 新城镇在地块开

发、 河道治理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1　 工程概况

南京江北新区中心区地下空间一期建设工程包含

12 个地块, 规划建设地下停车场、 设备用房、 地下

室人防工程、 道路工程、 雨污水工程、 管廊工程、 过

境隧道工程、 地铁配套工程, 以及其他市政空间及服

务设施等。 本区段为启动区二区 1 段 (10 号、 13 号、

16 号地块), 场地面积约 54000m2, 场地总延米为

1100m, 地块高程 6． 5 ~ 7． 8m, 场地内普遍存在淤泥、

芦苇荡及水塘 (见图 1)。 根据工程地质勘察报告,

查获本工程地质条件 (见表 1 ~ 表 3)。

图 1　 场地内淤泥、 软土及水塘现状

表 1　 岩土体工程特性

工　 程　 地　 质　 层

时代及

成因类型
层号 岩土名称

岩　 　 土　 　 体　 　 特　 　 征 分布地段

Qml
4 ① - 1 杂填土

　 灰色—褐灰色, 松散—稍密, 主要由粉质黏土混大量碎砖、 碎石等填积,
密实度、 均匀性较差, 填龄小于 5 年, 现状横江大道道路范围表层为 15 ~
30cm 沥青混凝土, 其下为灰土垫层

局部缺失

Qml
4 ① - 2 素填土

　 灰黄—灰色, 软—可塑, 由粉质黏土混少量碎石填积, 夹植物根系, 均匀

性较差, 填龄多大于 10 年, 局部新近堆积, 道路范围内该层主要由碎石、
砾石及块石组成

局部缺失

Qal
4 ① - 3 淤泥 　 灰色、 灰黑色, 主要位于河底、 塘底及沟渠底部, 属于塘底、 河底淤泥 局部分布

Qal
4 ② - 2

淤泥质粉质黏土、
粉质黏土

　 灰色, 流塑, 水平层理发育, 局部夹薄层粉土、 粉砂, 局部为软塑—流塑

粉质黏土, 含少量腐殖物, 切面稍有光泽, 韧性、 干强度中等
普遍分布

Qal
4 ② - 3

淤泥质粉质黏土、
粉质黏土夹粉土

　 灰色, 流—软塑, 水平层理发育, 多夹有薄层粉土, 局部互层, 局部夹薄

层粉砂, 局部为软塑—流塑粉质黏土, 含少量腐殖物, 切面稍有光泽, 韧

性、 干强度中等偏低

普遍分布

Qal
4 ② - 3a

粉质黏土与粉土、
粉砂互层

　 灰色, 粉质黏土呈软—流塑, 多夹粉砂薄层或粉土薄层, 局部粉砂富集,
粉土、 粉砂稍密, 局部为淤泥质土, 水平层理发育, 有摇振反应, 切面稍有

光泽, 局部无光泽, 韧性、 干强度中等偏低

普遍分布

表 2　 室内土工试验物理性质指标

层号 土　 层　 名　 称

物　 理　 指　 标 压 缩 试 验

含水率 W /
%

重度 γ /
(kN / m3)

孔隙比 e0
塑性指数

IP
液性指数

IL
a1 ~ 2 /
MPa - 1

Es1 ~ 2 /
MPa

① - 1 杂填土 32． 0 18． 3 0． 954 13． 9 0． 93 0． 572 3． 74

① - 2 素填土 30． 2 18． 8 0． 884 14． 2 0． 78 0． 495 4． 04

② - 2 淤泥质粉质黏土、 粉质黏土 38． 9 18． 0 1． 114 15． 0 1． 19 0． 676 3． 20

② - 3 淤泥质粉质黏土、 粉质黏土夹粉土 34． 3 18． 2 1． 014 13． 5 1． 07 0． 605 3． 47

② - 3a 粉质黏土与粉土粉砂互层 31． 8 18． 3 0． 957 11． 4 0． 98 0． 460 4．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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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承载力特征值

层号 岩　 土　 名　 称

标贯 / 动力

触探试验
静力触探 土体抗剪强度计算 土　 工　 试　 验

Nk /

N63． 5 / 击

fak /

kPa

ps /

MPa

fak /

kPa

CK /

kPa

φK /

( °)

fak /

kPa
eo W / % Il

Es1 ~ 2 /

MPa

fak /

kPa

推荐承载

力特征值

fak / kPa

① - 1 杂填土 0． 87 68． 7 13． 1 6． 6 70 0． 954 32． 0 0． 93 3． 74 80 65

① - 2 素填土 1． 01 60． 6 3． 2 16． 4 58 0． 884 30． 2 0． 78 4． 04 85 60

② - 2 淤泥质粉质黏土、 粉质黏土 2． 8 80 0． 53 60 3． 2 16． 4 57 1． 114 38． 9 1． 19 3． 20 65 60

② - 3 淤泥质粉质黏土、 粉质黏土夹粉土 3． 3 88 1． 24 65 3． 2 15． 5 56 1． 014 34． 3 1． 07 3． 47 70 65

② - 3a 粉质黏土与粉土粉砂互层 4． 7 110 3． 28 120 15． 4 12 98 0． 957 31． 8 0． 98 4． 41 90 90

2　 淤泥处理方案比选

2． 1　 物理法、 换填法、 固化法比选

2． 1． 1　 物理脱水固结

脱水固结是指采用自然风干, 即将泥浆摊铺开,

通过蒸发、 渗漓、 自然晾晒和溢流等方式实现脱水。

自然脱水需要征用晾晒场所, 脱水速度较慢, 且受天

气气候影响, 容易影响施工工期, 不适合大批量泥浆

的处理。

物理脱水固结技术只是将孔隙水部分或全部脱

出, 并没有除去其中污染物质, 也就是说处理后仍具

有污染性。 因此, 对于有高含水率的泥浆, 采用物理

脱水固结后, 仍应考虑采取措施防止二次污染, 且脱

水时间较慢, 遇水后会二次泥化。

2． 1． 2　 换填法

换填法是将基础地面以下一定范围内的软弱土挖

去, 然后回填强度高、 压缩性较低, 并且没有侵蚀性

的材料的方法。 常用换填材料有砂、 砂石、 建渣等。

换填法需将软弱土全部挖出、 外运, 再外购合格换填

材料摊铺、 压实。 采用砂、 砂石, 成本高。 采用建

渣, 一是场地换填范围大、 深度深, 无充足料源; 二

是回填建渣后对打桩成孔不利; 三是成本较高。

2． 1． 3　 化学固化技术

化学固化技术是向泥浆中添加固化材料, 通过搅

拌混合、 养护, 使淤泥、 水、 固化材料之间发生一系

列的水解和水化反应, 使得松软无强度的淤泥变成具

备一定力学性能的固化土。

化学固化技术的原理是: 固化材料通过一系列的

水解、 水化反应, 在淤泥颗粒表面产生胶凝物质 (水

化硅酸钙、 水化铝酸钙等), 形成不可逆转的结凝硬

化壳, 使淤泥颗粒具备一定的水稳定性和强度稳定

性。 另外, 具有胶凝性质的水化产物在淤泥颗粒之间

形成了网状结构, 即构成了淤泥的骨架, 结晶类的水

化产物则填充网状结构的孔隙, 使淤泥内部变得致

密, 硬化后淤泥便具备了一定的结构强度。 显然, 化

学固化处理通过固化材料的吸水作用可有效降低淤泥

的含水率, 另外, 包裹着淤泥颗粒的凝结硬化壳可有

效降低其中污染物质的活性, 从而起到一定的 “减

污” 作用。

化学固化处理后的泥浆具有强度可控、 施工简便

迅速等优点, 适合大批量泥浆的固化处理。 用固化技

术处理废弃泥浆使其变为再生资源在国外已得到广泛

的应用, 技术比较成熟。

综合多方面因素, 采用固化方案进行施工, 施工

简易, 施工成本较为经济, 能实现泥浆快速降水, 固

化后的泥浆满足清洁外运和资源化利用要求。

2． 2　 固结材料比选

2． 2． 1　 生石灰固结

a． 作用机理。 生石灰与原泥拌和后, 生石灰吸

收土体中的水分消解成氢氧化钙即熟石灰, 同时反应

中释放出大量的热, 体积增大 1 ~ 2． 5 倍。 生石灰与

水的化学反应, 放出大量的热量, 可蒸发部分水分,

同时生石灰与水反应产生氢氧化钙后会继续与原泥中

其他物质发生进一步反应, 增加固体物总量, 进而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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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处理后泥浆的含固量, 起到降水效果。

b． 优势。 通过与水接触散热蒸发水分, 能够快

速实现降水, 能有效抑制淤泥中的微生物。

c． 劣势。 生石灰干化的泥浆对水的亲水性较好,

固化后的泥浆遇水会膨胀, 增加泥浆的外运体积, 固

化体遇水会二次成泥, 掺量大, 成本高, 固结后的泥

浆呈碱性, 不利于植被生长。 石灰在施工过程中容易

产生扬尘等二次污染。

2． 2． 2　 水泥固结

a． 作用机理。 水泥与原泥拌和后, 水泥和泥浆

里的水分发生化学水化反应, 体积增大, 发出热量,

使水体脱水挤压固结。 水泥的水化反应产物中具有胶

凝物质的水化物, 对土粒颗粒产生胶化作用。 水泥水

化反应的凝结及硬化作用也提高了土体强度。

b． 优势。 水泥通过吸水固结将泥浆进行胶结,

形成的胶结体有良好的耐久性和强度。

c． 劣势。 水泥遇水胶结成团, 无法对泥浆充分

固结, 固结效果较差, 且掺量较大, 成本高。

2． 2． 3　 HAS 固化剂

a． 作用机理。 HAS 固化剂及其系列产品是以工

业废渣为主要原材料生产的一种新型水硬性硅铝基灰

渣胶凝材料。 该系列产品能有效固结土壤、 淤泥、 尾

砂、 粉煤灰等各种细颗粒, 具有早期强度高, 后期强

度稳定发展、 无 “倒缩” 等特点, 通过同相类同相

固结, 使固结体具有良好的耐水性和水稳性。

b． 优势。 与传统的固化方式如水泥、 石灰固化

等相比, 在同等条件下, 同龄期固化体的强度得到了

很大的提高, 且抗渗、 抗冻、 防腐蚀性能更好, 掺量

更低。

固化后的泥浆相比固化前的体积降低 30% 。 可

以减少外运的土方量, 节约外运成本。

经固化剂固化的泥浆, 其强度和水稳定性能均有

较大幅度的提高, 遇水不会二次成泥, 固化土可以作

为回填土料再利用, 这是区别于石灰固化泥浆二次成

泥的最大优势。

HAS 固化剂用于固化泥浆, 由于掺量低, 施工简

易, 使固结土更均匀, 可以提高施工效率, 避免泥浆

直接外运需专用堆场的处置费用, 大幅度降低综合施

工成本。 并且通过 HAS 固化剂进行改性处理后, 可

有效降低土壤中的有毒有害物质及金属浸出, 能有效

避免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

2． 2． 4　 经济成本比较

参考航道疏浚技术交通行业重点实验室关于固化

材料配比试验结果分析: 当淤泥初始含水率在60% ~

70%时, 单掺水泥的处理效果好于生石灰, 且水泥的

掺灰比 7% 为比较合适的值, 而根据单掺生石灰的淤

泥含水率变化规律, 生石灰掺量为 12% 较适宜。 根

据葛洲坝地下空间泥浆现场取样实验室试验数据对比

分析, HAS 固化剂掺量 5%可以满足固化外运要求。

根据地勘报告: 杂填土重度为 18． 3kN / m3, 素填

土重 度 为 18． 8kN / m3, 淤 泥 质 粉 质 黏 土 重 度 为

18． 0kN / m3。 经换算, 杂填土密度为 1． 865t / m, 素填

土密 度 为 1． 916t / m3, 淤 泥 质 粉 质 黏 土 密 度 为

1． 835t / m3。

现暂以湿密度 1． 835t / m3 计算每方淤泥各固结材

料成本。

固化剂用量: 5% × 1835kg = 91． 75kg;

水泥用量: 7% × 1835kg = 128． 45kg;

生石灰用量: 12% × 1835kg = 220． 2kg。

参照南京市场造价通网, 水泥价格为 510 元 / t,

生石灰价格为 310 元 / t, 固化剂价格 680 元 / t, 因此

各固结材料成本为:

固化剂: 0． 09175 × 680 = 62． 39 元 / m3;

水泥: 0． 12845 × 510 = 65． 51 元 / m3;

生石灰: 0． 2202 × 310 = 68． 26 元 / m3。

3　 HAS固化剂试验研究分析

本工程在 10 号地块西侧定山大街西路泥塘处进

行试验, 通过配比试验, 确定最佳配比为 5% 。 泥浆

固化后, 土的物理性能和力学指标等均有效提高,

48h 后固化剂改良淤泥的改性土符合回填土要求, 从

而使淤泥质软土变成良好的基床填土。 根据现场试验

泥浆含水率变化, 泥浆土经现场拌和后闷料 3 ~ 4 天

便可进行基床填筑施工 (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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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HAS 固化剂试验机械拌和

4　 淤泥处理深度确定

根据总体规划, 地下连续墙施工道路、 三轴搅拌

桩施工平台下铺设 300mm 厚 C30 混凝土, 内含

HRB400 级 ϕ14@ 300 双层双向钢筋。 根据施工规划,

确定设备选型及材料自重 (见表 4)。

表 4　 设备及材料自重

序号 设备 / 材料名称 用　 　 途 自重 / t 自重 / kN

1 300t 履带吊 钢筋笼吊装 387 3792． 6

2 150t 履带吊 钢筋笼吊装 185 1813． 0

3 XYJ-160B 型桩机 三轴搅拌桩施工 160 1568． 0

4 金泰 SG70 成槽机 地连墙成槽 185 1813． 0

5 金泰 SG50 成槽机 地连墙成槽 160 1568． 0

6 宝峨 35 铣槽机 地连墙成槽 220 2156． 0

7 混凝土罐车 混凝土运输 最大 75 735． 0

8 钢筋笼及吊具 最大 100 980． 0

　 　 由表 4 可知, 最大自重为 300t 的履带吊吊装钢筋

笼行走过程, 视吊车与吊物为整体, 故最大自重 =

3792． 6 + 980 = 4772． 6kN。

在机械行走过程中, 根据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

范》 (GB 50007—2011), 考虑受力方式为轴心受压。

钢筋笼竖起时, 吊车及吊物整体重量为 4772． 6kN。

吊车两个履带尺寸为 6． 89m (长) × 1． 16m (宽)。

应力分配到两条履带上, 不平均分配系数取 1． 2, 则

履带传递到混凝土硬化层表面的压应力为

σ = 1． 2 × 4772． 6 / (6． 89 × 1． 16 × 2) =

358． 28kPa < [ fc] = 14． 3MPa

满足要求。

混凝土扩散角按 45°考虑, 传递到混凝土硬化层

下地基应力为

σ = 358． 28 × 6． 89 × 1． 16 / [(6． 89 + 0． 3 × 2) ×

(1． 16 + 0． 3 × 2)] + 0． 3 × 24 = 224． 42kPa

　 　 根据该区域的勘察资料, 固化土层下为淤泥质土

层, 该层的承载力特征值为 60kPa。 以固化后表层土

的目标承载力特征值 224． 42kPa 为前提, 计算软弱下

卧层的承载力 (见表 5)。

表 5　 淤泥质土的标准承载力要求

最终有效固化处理深度 / m 需要淤泥质土的标准承载力 / kPa

0． 5 87． 27

0． 9 57． 49

1． 2 45． 34

1． 5 37． 16

1． 8 31． 28

2． 0 28． 20

　 　 通过计算可以发现, 为保证固化表层承载力达到

224． 42kPa 承载力的要求, 经对固化层以下软弱下卧

层承载力的校核验算: 最小固化深度为 1． 8m, 结合

现场试验段试验数据及固化处理施工经验, 为保证固

化土层压实度, 固化处理后最小厚度为 2． 0m。

硬化层下采用 HAS 固化剂处理软土, 扩散角按

30°考虑, 传递到原始地面地基应力为

σ = 224． 42 × 6． 89 × 1． 16 / [(6． 89 + 0． 3 × 2 + 2． 0

× 1． 73 × 1． 4) × (1． 16 + 0． 3 × 2 + 2． 0 × 1． 73 ×

1． 4)] + 0． 3 × 24 + 2． 0 × 14 = 57． 22kPa < 60kPa

满足要求。

5　 HAS固化处理施工方法

5． 1　 施工准备

淤泥固化施工前, 进行现场踏勘, 复核杂填土、

素填土、 淤泥、 水塘等软土区域, 确定处理范围。 现

场存在水塘, 淤泥处理前需先将水抽排。 水泵选用

7． 5kW 清水泵及 7． 5kW 泥浆泵, 通过消防水带就近

将水排入已建排水沟中。 现场水塘处存在较多芦苇,

施工前先予以清除, 植被清理完成后, 将芦苇塘中带

根淤泥及带腐淤泥清除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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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对场地内杂填土、 素填土、 淤泥质粉质黏土

等进行承载力检测, 作为固化剂投加量及固化深度复

核依据。 在场地软土区域内进行软土取样, 检测含水

率、 湿密度等参数, 复核固化剂投加配合比。

5． 2　 投料拌和

检测完成后进行投料拌和, 由于处理深度较深,

若一次性全部处理后期无法进行压实回填, 回填压实

度、 承载力无法保证。 故需分层处理, 处理层厚为

40cm / 层。 以二区 1 段 (10 号、 13 号、 16 号地块)

为例, 拟将场地划分为 33 个 40m × 44m 区域, 先施

工东西两侧再施工中间部位。 为加快施工, 南北相向

施工。

图 3　 投料拌和流程 (尺寸单位: m)

由于软弱土层需分层固化, 在施工过程中 1 ~ 11

号、 23 ~ 33 号底部留 40cm 厚软弱土层, 上部采用推

土机及挖机将淤泥转至中间区域 (12 ~ 22 号), 待底

部 40cm 处理完成后再层层进行转移、 投料、 拌和。

处理过程中需采用台阶法斜坡搭接, 形成均匀过渡。

采用人工与机械配合投料, 按照确定的配合比直

接将固化剂均匀摊铺在待拌和的淤泥的表面, 采用挖

掘机拌和, 拌和 2 ~ 3 遍, 至较均匀为止。

5． 3　 闷料

闷料期间做好防雨措施, 防止拌和料因雨导致含

水率增大, 不利于回填碾压。

5． 4　 摊铺回填

摊铺集中进行, 摊铺均匀后的混合料应根据含水

率变化情况选择合适的碾压时机, 防止水分过度蒸发

或降雨损失。

采用 18t 压路机碾压固化后混合料。

5． 5　 养护

混合料经拌和、 压实后, 养护期间要保持稳定土

层表面经常湿润, 应限制重型机械进场。 养护完成

后, 进行地基承载力复检, 合格后进行道路、 加工场

地等后续施工。

6　 结　 语

通过本工程实践表明, HAS 固化剂仅需小块场

地, 在施工场地受限时具有突出优势, 环保效益、 经

济效益及社会效益等优势巨大。

a． 环保效益方面。 采用生石灰处理泥浆使泥浆

呈碱性, 泥浆外运堆弃会影响植被的生长。 HAS 固化

剂本身为低碱低钙环保材料, 固结后的泥浆可用作绿

化用土, 并能有效固结泥浆中的重金属, 防止重金属

浸出。

b． 经济效益方面。 生石灰固结泥浆会使泥浆体

积膨胀, 外运成本增加, 而 HAS 固化剂能减少泥浆

外运体积达 30% , 节省了外运成本。 水泥、 石灰固

结泥浆的掺量高, HAS 固化剂固化掺量综合成本更

低, 大大节省了材料成本。

c． 社会效益方面。 本工程地处国家级新区———

南京江北新区, 对于泥浆的处置, HAS 固化剂作为一

种环保型处置材料, 在解决了泥浆环保处置、 清洁外

运问题的同时, 也为泥浆资源化利用提供了解决方

案, 既助力了江北新区的环保建设也为节约南京土资

源起到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

参考文献

[1]　 杨永荻,汤怡新. 疏浚土的固化处理技术[ J] . 水运工程,2001

(4):12-15.

[2] 　 黄英豪,朱伟,周宜兆,等. 固化淤泥压缩特性的试验研究[ J] .

岩土力学,2012,33(10):2923-2928.

[3] 　 王东星,徐卫亚. 固化淤泥长期强度和变形特性试验研究[ J] .

中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3,44(1):332-339.

[4] 　 张亚灿,赵仲辉,胡孝彭,等. 固化淤泥渗透性的微观分析[ J] .

科学技术与工程,2015,15(7):243-247.

[5] 　 张俊峰,戴小松,邹维列,等. 水泥改性固化脱水淤泥路用性能

试验[J] . 浙江大学学报,2015,49(11):2165-2171.

[6] 　 陈萍,张振营,李小山,等. 水废弃淤泥作为再生资源的固化技

术与工程应用研究[J] . 浙江水利科技期刊,2016,17(6):1-3.

[7] 　 张海东. 浅议地下空间施工中复杂条件下地下连续墙成槽施

工技术[J] . 中国房地产业,2019(6):180-181.

93

科学研究

Scientific Research



DOI: 10．16617 / j．cnki．11-5543 / TK． 2022．11．07

小型水库雨水工情标准化自动测报系统
研发与实践

丁言梅1 　 赖冬英2 　 宋　 锤3

(1． 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水务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　 100036;
2．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35;

3． 广东智慧水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广东 广州　 510635)

【摘　 要】 我国小型水库众多, 且因历史久远、 位置偏僻, 存在管理和监测水平低等问题, 影响水库效益的发

挥, 因此, 小型水库雨水工情自动测报系统的建设尤为重要。 文章对小型水库雨水工情自动测报系统中的测报

设备选择和安装维护要点进行总结, 实践证明, 科学合理的设备选择以及安装维护, 可大大提高测报系统的报

送率和准确率。 文章研究可为各地类似小型水库项目提供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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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are many small reservoirs in China. Due to the long history, remote location and low level of management
and monitoring, the performance of these reservoirs are affected. Therefore, the construction of automatic monitoring and
reporting system for small reservoirs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key points of equipment selection,
installation and maintenance in the automatic monitoring and reporting system of rainwater in small reservoirs. The practice
shows that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equipment selection, installation and maintenance can greatly improve the reporting rate
and accuracy of the monitoring and reporting system. This study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similar small reservoir projects
around the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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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库承担着防洪、 供水、 灌溉等功能, 是保障地

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之一。 我国小型水库

多建于 20 世纪 50—70 年代, 始建标准低, 绝大多数

由乡镇或村集体管理, 受历史条件和投入不足等原因

影响, 存在管理设施短缺、 病险隐患突出等难题, 制

约小型水库功能发挥。 亟须实施小型水库雨水工情自

动测报项目, 通过雨水工情自动测报、 水库信息数字

化管理、 纳雨能力分析和流域联合调度预演等技术手

段, 为小型水库的安全运行、 防洪调度及领导决策提

供及时、 准确的信息, 做好水库安全管理, 保障水库

良性运行。 小型水库雨水工情自动测报系统设计过程

中, 测报设备的选择和安装是整个系统能否实现既定

目标的关键。

本项目的建设对象为广东省连州市 33 个小型水

库雨水情测报系统升级及 49 个小型水库 (不包括红

岩水库) 安全监测设施完善, 列入本次项目实施水库

的有 1 个中型、 11 个小 (1) 型及 39 个小 (2) 型水

库。 包括 32 个小型水库雨水情测报系统升级 (增加

量水堰渗流量监测, 升级为 “四要素”) 及冷水洞水

库 1 座副坝、 围子水库 3 座副坝增加量水堰渗流量监

测; 中小型水库大坝渗流压力设施配套 36 个; 中小

型水库 (其中小型水库 21 个) 大坝变形监测设施配

套 22 个; 47 个小型水库 (包括红岩水库) 大坝或主

坝全貌视频监测。 小型水库雨水情测报和大坝安全监

测项目的设施, 推进和规范了当地设施建设与运行管

理, 提升了小型水库信息化管理水平, 为落实水库预

报、 预警、 预演、 预案措施提供技术支撑, 保障水库

安全运行。

1　 自动测报系统目标

测报设施是小型水库雨水工情自动监测体系的基

础, 包括小型水库雨水情测报设施和大坝安全监测设

施两大部分, 主要包括如下测报内容: 降水量和库水

位、 入库流量、 预警和大坝变形、 渗流监测等。 小型

水库测报设施选用技术成熟可靠的自动监测仪器设

备, 结合水库现场的实际条件选择通信和供电方式,

主要工作目标如下: 实现小型水库雨水情自动测报以

及小型水库大坝渗压自动测报。

1． 1　 雨水情测报设施目标

要实现小型水库雨水情自动测报, 需要在小型水

库配置降水量与库水位一体测报的雨水情自动测报设

备设施, 应对水位测报、 测报信息传输等目标进行明

确。 配置小型水库水位前端监测设施, 主要满足防汛

需要。

1． 2　 渗压测报设施工作目标

渗压测报主要包括大坝浸润线、 渗流量监测。 大

坝浸润线监测, 每个水库大坝设置不少于 3 个监测横

断面, 每个断面布置不少于 3 支测压管, 通过测报大

坝浸润线水位变化, 分析大坝渗漏情况; 大坝渗流量

监测, 需要在坝体背水坡设置三角堰及其自动测报装

置, 及时反映大坝渗流量大小及其渗流颜色变化, 以

此判断大坝渗漏险情危重程度。

1． 3　 测报频次及目标

雨量、 水位、 渗压监测采用定时自报、 加报与查

询-应答报送相兼容的混合式报送方式。

1． 3． 1　 自动测报

时间间隔固定, 无论监测参数有无变化, 均采集

数据 1 次, 其中, 水位监测设备每隔 6min 采集 1 次,

渗压监测设备每隔 1h 采集 1 次; 每 1h 向省市两级平

台发送 1 次, 中心的数据接收系统 24 小时处在运行

值守状态。

当雨水工情参数发生变化量时, 测报系统会自动

采集数据 1 次, 并向中心发送。

1． 3． 2　 自报、 查询—应答结合式

采用自报、 查询—应答结合式时, 在遥测站定时

报或加报时, 测报系统中心可以对遥测站建立通信链

接, 可以对遥测站进行远程设置或召测。

1． 3． 3　 人工观测

人工观测时, 可根据巡检终端上的 APP 程序或

监测平台上的人工数据上报页面进行雨水情及大坝安

全监测数据上报, 其中降水量、 库水位监测频次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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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每日上午 8 点上报, 当出现强降雨、 库水位明显变

化, 或遭遇大洪水、 强地震、 工程异常等特殊情况

时, 应增加观测报送频次; 渗透压力监测频次原则上

每月不少于 4 ~ 2 次, 初蓄期或遭遇大洪水、 强地震、

工程异常等特殊情况时, 应增加观测报送频次。

1． 4　 视频监控目标

在每座水库的大坝至少建设 2 个视频监视点, 以

监视水库状态, 采用太阳能供电、 4G 无线传输方式。

实现视频实时监视、 数据动态存储、 无线 (4G) 数

据传输, 实现水库无人值守下的水库视频实时监视。

不受安装环境条件限制, 可以实现全天候的实时

监视。

2　 主要设备选型

2． 1　 雨水情监测设备

雨水情 (雨量、 水位) 监测设备的数据传输处

理及资料整编, 应充分利用水利行业主管部门已使用

的水文测验管理公共数据平台, 数据传输应遵循 《水

文监测数据通信规约》 ( SL 651—2014) 相关规定,

实现雨量、 水位数据自动采集。 采集信息包括数据所

属单位、 设备编号、 站名、 数据值、 设备温度、 数据

值对应时钟、 电池电量、 供电电压、 信号强度等

内容。

设备工作参数修改应通过远程操作完成, 设置完

成应回复操作者确认信息。 为便于隐蔽式安装, 监测

设备尺寸应尽量小, 功耗要尽量低。 设备应采用蓄电

池和太阳能板联合组成的电源供电系统。 雨水情自动

监测设备包括翻斗式雨量计、 浮子式水位计、 气泡式

水位计、 雷达式水位计、 遥测终端机、 太阳能供电系

统、 避雷设施、 立杆、 机柜 (或机箱) 及安装配

件等。

2． 1． 1　 翻斗式雨量计

承雨口内径: 2000mm + 0． 60mm, 外刃口角度

40° ~ 45°, 刃口锋利; 承雨器: 不锈钢一体冲压成

型; 分辨力: ≤0． 5mm; 翻斗计量误差: ≤ ± 4% ;

降雨强度测量范围: 0． 01 ~ 4mm / min; 输出信号方

式: 干簧管 / 磁钢式接点通断信号, 工作寿命 50000

次以上; 可靠性指标: 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不小于

40000h; 筒体材质: 不锈钢; 与采集传输设备接口匹

配, 能够完成整个过程的数据传输和测报功能。

2． 1． 2　 浮子式水位计

量程: 0 ~ 40m (特殊订货: 0 ~ 80m, 根据实际

情况选取); 最大水位变率: ≤100cm / min; 带数值

显示; 输出形式: 12bit 格雷码; 分辨力: 1cm; 浮子

直径: 150mm; 平衡锤直径: 20mm; 水位轮工作周

长: 320mm; 准确度: ≤10m 量程时, ± 2cm, > 10m

量程时, ≤0． 2% FS; 工作环境温度: - 10 ~ 50℃

(测井水体不结冰); 设备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 MT-

BF≥25000h; 相对湿度: ≤95% (40℃无凝露); 与

采集传输设备接口匹配, 能够完成整个过程的数据传

输和测报功能。

2． 1． 3　 雷达式水位计

量程: 0 ~ 30m (根据实际情况选取); 测量精

度: 1 ~ 3mm; 分辨力: 1mm; 数据输出: 4 ~ 20mA /

RS485; 供电电源: 直流 12V; 温度范围: - 20 ~

70℃; 湿度范围: 0 ~ 90% (无凝露); 防护等级:

IP67; 与采集传输设备接口匹配, 能够完成整个过程

的数据传输和测报功能。

2． 1． 4　 气泡水位计

量程: 0 ~ 60m (根据实际情况选取); 精度:

± 0． 05% FS; 分 辨 力: 1mm / 0． 1mBar; 测 量 间 隔:

5min ~ 1h; 输出: RS485、 4 ~ 20mA; 存储容量: ≥

15 万条; 工作温度: - 20 ~ 60℃; 工作湿度: 10% ~

95% (无凝露); 保护等级: IP65; 与采集传输设备

接口匹配, 能够完成整个过程的数据传输和测报

功能。

2． 2　 渗压监测设备

渗压监测项目为坝体测压管水位 (浸润线)、 绕

坝渗流等。 大坝渗压监测设备主要由振弦式渗压计 /

跟踪式渗压计、 自动采集单元 (含立杆 / 支架及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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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 专用线缆、 太阳能供电系统、 避雷设施、 户外

防水设备箱 (柜) 及安装配件、 渗压观测井等组成。

2． 2． 1　 振弦式渗压计设备选型

a． 渗压观测井 (渗压管、 钻孔及基础)。 每个坝

体监测断面不少于 3 支测压管。 测压管宜采用镀锌钢

管或硬塑料管, 包括透水段和导管。 导管两端接头处

用外箍接头相连 (镀锌钢管宜用外丝扣接头); 透水

段可采用导管或等直径的透水石管制作, 长度 2m,

用台钻 ϕ8 钻透水孔, 孔间按照梅花状错开分布, 排

列均匀和内壁无毛刺, 进水管开孔率不小于 10% ,

不留沉淀管段, 外包两层土工布或棕皮, 用镀锌铅丝

或尼龙扎带包扎, 透水段顶端与导管牢固相连; 管底

用 60 号氯丁橡胶止塞封堵。 井口防护装置定制。

b． 振弦式渗压计。 振弦式渗压计测量范围: 不

小于 等 同 于 最 大 坝 高 水 柱 的 压 强; 分 辨 力: ≤

0． 035% FS; 精度: ≤0． 10% FS; 过载能力: 50% ;

测温范围: - 20 ~ 80℃ (见表 1)。

表 1　 振弦式渗压计主要技术指标

标准量程 0． 35MPa、 0． 5MPa、 0． 7MPa、 1MPa

精　 度 ≤0． 1% FS

分辨力 0． 035% FS

过载能力 50%

仪器长度 小于 150mm

外　 径 小于 20mm

2． 2． 2　 跟踪式渗压计设备选型

a． 渗压观测井 (渗压管、 钻孔及基础)。 为留有

足够空隙, 在坝体监测测压管填充封孔材料, 测压管

内径小于 50mm 时, 钻孔直径不宜小于 100mm。 造孔

采用干钻, 严禁用泥浆固壁, 为防止塌孔, 可采用套

管跟进护壁。 测压管由透水管段和导管段组成。 透水

管段开孔率为 10% ~ 20% , 外部包裹无纺土工织物。

管底封闭, 不留沉淀管段。 下管前应先在孔底填约

10cm 厚的反滤料。 测压管透水反滤段以上应严密封

闭, 以防降水等干扰。 封孔材料, 采用高崩解性黏土

球或膨润土球。 管口保护装置定制。

b． 跟踪式渗压计。 测量范围: 不小于等同于最

大坝高水位; 分辨力: ≤0． 1cm; 测量误差: 不超过

± 1cm; 测量回差: 不超过 ± 1cm; 重复性误差: 不

超过 ± 1cm。

2． 3　 渗流量监测设备

渗流量监测主要监测的是坝脚渗流量, 通过修建

集渗沟, 布设量水堰 (一般采用三角堰) 及量水堰

计来进行自动监测, 渗流量监测设备主要包括磁致伸

缩水位计、 遥测终端机 (含立杆 / 支架及基础)、 专

用线缆、 太阳能供电系统、 避雷设施、 户外防水设备

箱 (柜) 及安装配件、 量水堰板等。 系统通过 4G 网

络将数据传至水雨情站点, 再通过水雨情站点遥测终

端 RTU 上传数据到软件平台, 实现接收前端各种传

输方式传输回来的数据。

2． 3． 1　 磁致伸缩水位计

传感器由三部分组成: 测杆、 电路部件及浮球。

工作时电路部件产生一个电流脉冲, 该脉冲沿着测杆

内的波导丝向下传输, 并产生一下环形磁场。 在测扞

外配有一个浮球, 浮球随着水位的变化而上下浮动,

由于浮球内装有一个永久磁钢所以浮球也同时产生一

个磁场, 当两个磁场相交时产生一个扭转脉冲, 扭转

脉冲沿着测杆回传至电路部件, 由电路部件测出发送

电流脉冲与返回的扭转脉冲的时间差计算出浮球的实

际位置, 从而得出水位。

量程: 0 ~ 1000mm、 0 ~ 1500mm、 0 ~ 2000mm;

分辨力: 0． 1mm; 测量误差: ± 1mm ( ± 0． 1% FS);

测量水位变率: > 40cm / min; 采样频率: ≤100ms;

浮子直径: 50mm; 工作电压: 直流 12V (工作电压

范围: ( - 10% ~ 20% ); 平均工作电流: ≤20mmA;

工作环境: ∶ - 10℃ ~ 60℃ (测井内不结冰); 输出接

口: RS485, MODBUS 协议; 防护等级: IP65。

2． 3． 2　 遥测终端机

定时自动采集及传输水位、 雨量、 图像等数据,

数据采集间隔时间可任意设定; 兼容 GPRS / CDMA /

4G / NB-IOT / LORA / WIFI / 有线 网 络 / 北 斗 卫 星 通 信

(可选) 等通信方式接入管理平台, 通过网关自组

网, 通过 LORA 中继扩大通信距离; 具备接收其他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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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设备通过 LoRa 无线发来的数据并上传服务器; 支

持一站多发功能, 支持多中心通信, 可同时与多个后

台服务器进行通信, 支持 4 个中心通信转发; 数据采

集通信接口: 具备通用 RS485 通信接口, RS232 接

口; 具有雨量、 水位、 图像加报、 实时图像传输功

能, 加报门槛可任意设置; 支持不小于 2 路实时图像

接入、 液晶显示屏实时显示监测数据、 断电及断网续

传和数据自动补发功能, 保证数据完整性; 支持数据

字符与图像叠加功能, 并且能够实现图片抓拍; 支持

大数据存储和数据导出功能, 储存 5 年以上的测站数

据 (最小时段 5min); 支持远程、 本地参数设置, 远

程、 本地软件更新、 远程诊断、 唤醒及维护; 符合

《水文监测数据通信规约》 (SL 651—2014) 全部检测

项目的要求 (见表 2); 工作温度: - 25 ~ 65℃; 储

存温度: - 25 ~ 65℃; 湿度: ≤95% (40℃凝露)。

表 2　 渗流监测站点配置清单

序号 名　 　 称 单位 数量 备　 注

1 遥测终端机 台

2 三角堰 台

3 磁致伸缩水位计 台

4 蓄电池 台

5 太阳能板 台

6 4G 物联网卡 套

7 充放电控制器 台

8 避雷器 台

9 野外机箱 套

10 线缆及辅材 批
管线、 安装配

件、 接插件

11 接地防雷系统 套

12 基安装调试施工 项

2． 4　 视频监视设备

水库视频监控系统建设以低功耗视频采集技术和

网络技术为支撑, 应用先进的技术和设备, 实现视频

实时监视、 数据动态存储、 无线 (4G) 数据传输,

实现水库无人值守下的水库视频实时监视, 为各级防

汛指挥部门提供准确、 及时的现场视频, 为防汛调度

决策和抗洪抢险、 救灾指挥提供科学依据, 同时, 本

系统主要由低功耗球形摄像机 (4G)、 蓄电池、 太阳

能板、 避雷系统等设备组成, 通过 4G 网络将视频实

时传输到软件平台, 实现视频的实时监视和录像回

放、 语音实时对讲。 由于采用低功耗设备集成, 有效

解决了小型水库无电、 无网环境下视频监视感知, 不

受安装环境条件限制, 可实现全天候实时监视 (见

表 3)。

表 3　 视频监控站点配置清单

序号 名　 　 称 单位 数量 备　 注

1 低功耗 4G 球机 台

2 太阳能电池板 块

3 蓄电池 块

4 充放电控制器 台

5 信号避雷器 个

6 4G 物联网卡 张 50G / 月

7 存储卡 张 256G 监控专用

8 低功耗音柱 台

9 防雷接地 项

10
立杆、 机箱及支架

(含地笼)
批

4． 5m 立杆 + 机

箱 + 地笼

11 辅　 材 套
管线、 安装配

件、 接插件

3　 项目实施情况

3． 1　 雨水情监测设施

本项目雨情与水情监测设施共用水位计台, 水位

计台结构和工作方式为直立式, 建筑材料采用金属管

材。 测井井壁垂直, 测井口应高于实测最高水位

0． 5m 以上, 测井底低于实测最低水位 0． 5m 以上。 水

位计台建设在能测到水库死水位的地点。

水位计井筒整体为圆形, 法兰连接处应优先采用

圆形。 不论井筒采用何种断面形状, 均应保证安装在

此水位观测井上的浮子式水位计的浮子距井壁距离在

7． 5cm 以上, 平衡锤离井壁也应有 7． 5cm 以上的距

离。 支架顶部设避雷针, 基础设防雷接地体, 接地电

阻不大于 4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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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1　 钢管式水位计台

钢管式水位计台布置在水库大坝迎水坡内, 由井

筒、 工作平台、 仪器保护装置等部分组成 (见图 1)。

钢管嵌入河底混凝土基础, 浮子水位计置于钢管内。

沿钢管设爬梯, 钢管上部设上人平台, 平台地面与井

筒顶部位置设置直径 300mm 清污孔。 钢管内设仪器

平台, 尺寸根据仪器尺寸确定, 并预留检修孔 (日常

需封闭加锁)。 平台上部的仪器设备箱支架应采用角

钢定制, 与水位计台焊接, 仪器设备箱采用螺栓固定

在支架上。

井筒采用钢管分段焊接完成, 工作平台以下全部

采用直径 610mm、 壁厚 13mm 镀锌钢管; 上部采用直

径 300mm、 壁厚 8mm 镀锌钢管。 钢管塔上部设上人

工作平台, 便于设备维护, 平台高于坝顶 0． 5m。 工

作平台上方设翻斗式雨量计和仪器设备箱。 基础采用

直径 610mm、 壁厚 13mm 镀锌钢管和 C30 素混凝土钢

管桩, 基础低于放水洞底高程 0． 5m。

钢管杆件应采用工厂加工, 现场组装, 优先采用

焊接 (应尽量在工厂完成), 杆件应做好镀锌处理,

若必须在现场焊接时, 焊缝应进行除锈处理, 焊后镀

锌, 锌层厚度不应小于 86μm (锌附着量不低于

610g / m2)。

3． 1． 2　 雷达水位计台和气泡水位计

雷达水位计台和气泡水位计采用立杆支架安装,

竖直钢管为直径 400 ~ 300mm、 壁厚 8mm、 长 5m 的

镀锌钢管, 水位计探头悬臂为直径 300 ~ 200mm、 壁

厚 6mm、 长 6m 的镀锌钢管。 基础采用 C30 现浇钢筋

混凝土, 尺寸 (长 × 宽 × 高) 2000mm × 2000mm ×

1000mm, 基础上部 C30 素混凝土包脚, 尺寸 (长 ×

宽 × 高) 2000mm × 2000mm × 500mm。 其他所需配备

设备包括雷雷达水位计台和气泡水位计、 遥测终端

机、 太阳能电源及电池、 户外设备保护箱等 (见图

1、 图 2)。

图 1　 雷达式水位计支架剖视 (单位: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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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气泡式水位计支架剖视 (单位: mm)

3． 2　 渗压监测设施

渗压计在安装之前应先进行检测, 合格后方能使

用。 因为渗压计的透水石存在渗透系数, 而渗透压力

穿过透水石作用在渗压计的感应膜片上, 所以透水石

与感应膜片前的储水腔没有注满水, 若存在空腔或者

含有气泡, 将会造成渗压计测值的误差。 安装埋设前

渗压计端部的透水板必须注满水并且排出空气。 具体

实施方法为: 先将透水石从渗压计顶端拆下, 然后将

渗压计及透水石均放入水中浸泡 60 ~ 120min, 用以排

出透水石中的气泡, 使其充分饱和。 最后将渗压计主

体和透水石浸泡在水中重新连接安装。 排出透水石中

气泡也可以采用另一种方法, 即先将透水石放入沸水

中煮透, 然后将用于煮透水石的少量热水连同透水石

共同倒入盛有冷水和渗压计的容器内, 在水中进行

组装。

若在混凝土浇筑层面埋设, 则混凝土浇筑层达到

设计要求的安装埋设渗压计的高程时, 于浇筑下一部

分混凝土前, 在埋设位置的层面预留一个深 300mm、

直径 200mm 的孔。 然后在孔底铺垫约 20mm 细砂, 将

渗压计放在孔内细砂垫层上, 再用粗砂填埋在渗压计

四周, 布置好渗压计观测电缆后再浇筑下一部分混

凝土。

若在基岩面上埋设, 需在渗压计埋设的基岩位置

钻一个孔深 1000mm、 直径 50mm 的测压孔。 测压孔

渗压计浇筑层混凝土必须经过渗水试验合格, 再用细

砂将包裹好的渗压计放在测压孔中。 细砂包的装填过

程为: 将一布袋放入盛水大容器内, 袋内充填适量级

配砂, 将渗压计放在袋中央, 并继续在渗压计周围充

填级配砂, 待充满后将袋口扎紧。 如不用砂包也可用

土工布把渗压计包严后埋设, 砂包在埋设前应浸没在

水中保存。

3． 3　 渗流量监测设施

渗流量监测一体站采用直径为 110mm 的 PVC 设

备建设在量水堰的侧墙上, 底部封死, 在 30cm 内做

好梅花孔, 内衬防水网, 做好水位联通, 磁致伸缩水

位计安装在 PVC 管内, 在旁边安装立杆 (机箱) 及

太阳能系统, 通过线缆与水位计连接 (见图 3)。

图 3　 渗流量监测一体站

3． 4　 视频监控

视频监视点安装时要注意防雷系统的建设, 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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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在水库大坝上, 相对空旷, 雷雨天避雷很重要,

可避免设备在雷雨天气遭受雷击而损坏, 避雷系统采

用 3 ~ 5m 扁铁或 1 ~ 2m 角铁钢打入地面, 通过铜线

与避雷针连接来实现。 视频监视点为了取得更好的监

视视野, 视频监视点立杆一般采用 4 ~ 4． 5m 高的立

杆, 地笼埋设深度为 0． 8 ~ 1． 2m, 并保证立杆稳固

(见图 4)。

图 4　 视频监控站安装示意图

4　 后期设备维护情况

4． 1　 雨量计维护保养

检查维护前应先下载降水量数据, 检查时间误

差, 然后断开信号线和电源线, 再进行仪器拆装、 调

试等操作。 注水试验后, 应清除仪器内部存留水量,

清除试验数据, 复核仪器参数设置是否正确。

固态存储器的站号、 日期、 时钟、 仪器分辨力、

存储记录时间间隔、 通信方式等参数设置应正确; 记

录时间间隔宜设置为 5min, 需要时可设置 1min。

仪器应稳固、 无变形, 器口内径应符合性能要

求; 承雨器口应水平, 器口平面水平倾斜度应小于

1°; 仪器内外应清洁, 过水部件汇流畅通、 无堵塞;

供电和通信系统应正常; 存储器记录值、 数据中心接

收值与传感器输出值应一致; 避雷接地应完好, 接地

电阻应小于 4Ω。 时间误差不应大于 5min; 测量误差

应符合仪器性能要求; 检查维护情况应现场详细

记录。

4． 2　 水位计维护

4． 2． 1　 水位感应系统维护

浮子长期浸在水中, 应注意检查浮子的气密性。

对金属浮子, 要注意它的锈蚀情况, 需要时要涂油漆

防蚀。 定期检查悬索与平衡锤、 浮子是否牢固连接。

定期检查悬索的顺直情况, 检查悬索有无相互缠绕情

况。 定期检查水位轮槽是否洁净, 检查水位轮的固定

情况, 且无油污。 使用穿孔钢带或带球细丝绳作为悬

索的水位计, 要经常检查水位轮槽内的销钉、 凹孔和

钢带上的穿孔、 钢丝绳上的小球啮合情况。

4． 2． 2　 编码器维护

定期检查水位编码器的信号输出是否和当时水位

数值对应。 发现差错时及时处理, 如果是正常的少量

误差, 通过核对水位的方法解决。 如果是编码器乱

码, 应检修编码器; 定期检查编码器输出电缆的接插

连接可靠性; 如果水位长期变化不大, 使水位编码器

仅在较小水位变化范围内工作, 为保证在其他水位范

围内工作的可靠性, 应定期取下悬索或使水位轮与编

码器轴脱开, 人工转动编码器, 检查在其他水位变化

范围内, 编码器输出信号的准确性。

4． 2． 3　 人工比测

比测前通过小型水库数字化管理系统对需要进行

人工比测的测点进行选测, 记录自动监测数值。 在水

位较稳定的时段, 使用全站仪对水面高程进行测量,

与水位计测值进行对比。

4． 2． 4　 故障处理

出现人工测值与自动监测值误差较大的情况, 可

由一人将测轮两侧钢丝轻轻提起, 另一人转动测轮,

同时, 使用小型水库数字化管理系统进行选测, 对比

实时水位和自动监测水位, 并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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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　 渗压计维护

4． 3． 1　 仪器性能检验

定期巡视检查, 定期对比传感器与人工测量值之

间的误差是否在允许范围之内。

定期用便携式仪表或自动化监测装置对仪器进行

多次测量, 以重复检验仪器的稳定性情况。 对于传感

器测量精度, 以振弦式渗压计为例, 打开传感器电缆

固定接头, 用笔记本对传感器进行提升实验, 每次提

升 0． 5m, 记录每次自动化测量值, 比较测量值与实

际变化量之间的差值, 持续 4 ~ 6 个状态, 再进行

复位。

4． 3． 2　 人工比测

利用自动化监测系统将传感器选测 1 次, 保存测

值。 携带可调大小的扳手、 测绳、 记录本、 铅笔、 手

电筒、 配护电工包等人工比测必备工器具, 对自动监

测值进行人工比测。

4． 4　 磁致伸缩水位计维护

每年定期进行设备巡检, 如设备供电系统、 连通

管等, 并进行清淤处理, 保证数据采集的准确和传输

的正常。

通过数据接收平台, 随时关注设备工况信息, 发

现设备故障或数据异常, 安排专业工程师进行及时的

现场检修维护。

4． 5　 视频监控维护

本系统采用的低功耗 4G 球机, 使用寿命长 (5

~ 10 年), 功耗低, 能够满足长期野外使用要求, 采

用的是单晶硅太阳能板和免维护储能蓄电池, 电池衰

减率低, 供电系统能够使用 5 年以上。

维护分为定期巡检和临时维修, 每年在汛期前进

行设备巡检清理, 保证汛期正常运行, 同时通过视频

监视平台的告警功能, 在设备出现故障时会发生信

息, 维修工程师收到故障信息后及时现场维修, 确保

正常使用。

5　 结　 语

本文研究的小型水库标准化雨水工情自动测报系

统, 已在广东、 福建及安徽等省份广泛建设与应用。

实践证明, 全年的数据报送率和数据准确率均达到了

95%以上, 汛期的数据报送率和数据准确率均达到了

98%以上, 提升了小型水库监测预警的调度决策指挥

的数字化、 智能化、 智慧化水平, 为保障小型水库安

全度汛提供了坚实基础, 同时, 也为流域水利工程安

全运行和优化调度提供了超前、 快速、 精准的决策支

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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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安水库溢洪道场地软弱土体固化改良
设计方案试验研究

邹福华

(江西省水利水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江西 南昌　 330000)

【摘　 要】 为探讨高安水库溢洪道场地地基土体改良设计方案, 文章从固化剂类型的选择、 固化剂掺量以及原

状土含水率状态方面进行了不同因素组三轴力学试验。 试验结果表明, 硅铝酸盐改性剂为最适配固化剂, 从

SEM 细观特征对比来看, 使用硅铝酸盐改性剂改良土颗粒结构紧密, 骨架稳定性较优。 固化剂掺量愈多, 试样

承载应力愈高, 但掺量超过 5%后效果减弱, 不论掺量为何值, 同一围压下应力应变趋势特征均为一致。 研究获

得原状土含水率与改良土峰值应力具有负相关关系, 当含水率超过 18%后, 改良土受影响显著。 试验认为适配

硅铝酸盐改性剂的固化剂掺量应为 5%左右, 同时原状软弱土体含水率应低于 18% , 改良效果才属最佳。 文中

试验结论可为软弱地基土体改良设计分析提供参考。
【关键词】 高安水库; 软弱土体; 改良设计; 力学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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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 Study on Improvement Design of Soft Soil Solidification in
Spillway Site of Gao’an Reservoir

ZOU Fuhua
(Jiangxi Water and Hydropower Construction Group Co．, Ltd．, Nanchang 330000, China)

收稿日期: 2022-08-03
作者简介: 邹福华 (1988—), 女, 本科, 工程师, 主要从事水利工程管理工作。

Abstract: In order to discuss the improvement design of the foundation soil in the spillway site of Gao’an Reservoir,
triaxial mechanical tests of different factor groups are carried out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selection of curing agent type, the
mixing amount of curing agent and the moisture content of undisturbed soil.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silica-
aluminate modifier is the most suitable curing agent. From the comparison of SEM microscopic characteristics, the modified
soil particles with silica-aluminate modifier have compact structure and better skeleton stability. The more the mixing
amount of curing agent, the higher the bearing stress of the sample. However, the effect is weakened when the mixing
amount exceeds 5% . No matter what the mixing amount is, the stress-strain trend characteristics under the same confining
pressure are the same. It is found that the water content of undisturbed soil i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peak stress of
improved soil. When the water content exceeds 18% , the improved soil is significantly affec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when the mixing amount of curing agent adapted to silica-aluminate modifier is about 5% , and the moisture conten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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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isturbed soft soil is less than 18% , the improved effect is the best.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in this paper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soil improvement design analysis of soft foundation.
Key words: Gao’an Reservoir; soft soil; improvement design; mechanical test

1　 概　 述

地基作为水利工程、 建筑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承载能力是上部结构设计的关注重点, 但各类工程

中常出现软弱土、 淤泥质土等不良地基[1-2], 因而针

对地基不良土体开展治理技术研究, 有助于推动地基

与基础工程应用设计水平[3]。 石经纬[4]、 鲁晓旭等[5]

针对工程地基土体承载力较弱的问题, 采用夯实、 换

填土等地基处理技术, 提高了地基土体承载能力, 并

对施工技术工艺进行了优化提升。 当然, 地基处理不

仅限于此, 也有陈贤可等[6]、 刘维正等[7]从人工复合

地基处理技术考虑, 研究了 CFG 桩等桩网复合地基

设计问题, 通过桩土一体化协同, 提升地基承载能

力, 解决地基承载不够、 沉降过大等问题。 人工干预

不仅局限于桩基设计, 通过物化改性方法, 同样可以

解决地基土体不良的问题, 高洪滨[8]、 陈超等[9]开展

了改良土体力学试验研究, 设计了注浆固结、 高聚物

改性等物化改良方案, 由试验结果评价改良土工程力

学特征, 对地基土体改良设计研究具有参考价值。 为

研究高安水库溢洪道场地地基软弱土体沉降过大、 承

载力不足的问题, 本文从固化剂类型的遴选、 固化剂

掺量与原状土含水率状态的设计入手, 为实际工程土

体改良设计提供依据。

2　 工程背景与试验方法

2． 1　 工程概况

高安水库位于锦河北岸支流苏溪河上游, 其位置

在锦河与苏溪河交汇后下游 15km, 对控制锦河上游

支流河道流量、 水位调节以及防洪排涝具有重要价

值。 该水库由溢洪道、 引水枢纽以及防洪主、 副坝工

程等组成, 水库枢纽控制流域面积超过 30km2, 可满

足高安标准化农田建设, 年供应农业用水量超过

2000 万 m3, 引水枢纽投入运营, 有助于缓解城区地

下用水紧张, 对提升地区城防安全、 用水安全均有正

面作用。 2020 年上半年江西发生重大洪水灾害, 赣

江上、 中游各水位监测点均出现长时间警戒, 各节制

闸水位常出现过流、 漫流等现象, 对锦河干流、 苏溪

河支流产生影响, 高安水库泄洪压力剧增, 库水量在

短短一周内增大了 26． 5% , 达设计库容量的 95% ,

水库各水工设施运营出现停滞、 掉频现象, 泄流设施

无法满功率完成泄流, 原溢洪道设计最大泄流量

300m3 / s, 受上游洪水挟沙影响, 闸前泥沙淤积厚度

接近闸室底板高度, 无法有效泄洪运营。 得益于赣江

吉安中游段、 赣江下游南昌段各类水工设施的泄流以

及鄱阳湖水位调节, 警戒水位安全过境。 但不可忽视

的是, 汛期过后, 高安水库部分水工设施出现损坏,

尤以溢洪道受损严重。 高安水库溢洪道进水渠段,

左、 右衬砌结构均出现剥落现象, 原浆砌石块石衬砌

结构出现移位, 溢洪道泄槽段支撑结构体系出现沉

降、 回填土塌陷等现象, 两侧高 2． 2m 的翼墙结构也

出现了一定沉降, 测量表明最大沉降量达到 12cm,

位于泄槽段与控制段交界面闸墩后 85． 5m 处 (见图

1)。 作为高安水库的重要泄洪设施, 对溢洪道开展除

险加固很有必要, 但工程加固设计应 “对症下药”。

根据工程设计部门调查, 目前, 溢洪道出现的沉降问

图 1　 挡墙几何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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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乃是重中之重, 而沉降根源是溢洪道所在场地在长

期的地表、 地下径流活动下, 原淤泥质软土层顺势沉

降, 直接导致了上部溢洪道泄槽、 出水渠、 翼墙等结

构塌陷。 为此, 工程部门首先要开展对高安水库溢洪

道场地淤泥质软土层的改良治理。

2． 2　 试验方法

本试验主要为探讨淤泥质软土改良设计方案, 提

升高安水库溢洪道场地地基承载力, 因而计划通过室

内试验对比方法, 评价不同固化剂对地基土体力学特

征的影响, 并基于所选择的固化剂类型, 对地基土体

的改良设计方案开展分析, 包括改性剂掺量、 原状土

含水状态。 基于土体三轴力学试验进行改良土力学对

比, 试验设备见图 2。 试验系统配置有精密液压油动

力活塞装置, 可实现不论是高或低应力加载, 动力装

置振频均不超过 0． 01Hz, 且三轴围压装置最大荷载

可达 10MPa, 轴向荷载最大可达 100kN。 加载装置为

装配式平台, 可对圆柱体、 长方体等不同类型尺寸的

试样适配, 同时数据采集装置安装至试样周身的轴、

环向位移监测传感器, 均可与试样尺寸契合。 中控系

统有数据实时处理与八通道数据传输装置, 所有数据

采集间隔均为 1s, 其中 LVDT 装置安装在加载平台

外, 量程为 - 20 ~ 20mm。 所有试验传感器在开始第

一个试样加载前均完成标定, 减少了试验设备误差对

试验结果的干扰。

图 2　 三轴土体试验设备

从溢洪道工程现场塌陷区段钻孔取样, 获得淤泥

质软土体 (见图 3), 该类型土体黏粒含量较高, 可

达 24． 5% , 多个地段的钻孔表明, 淤泥质软土层厚度

超过 4m, 而涉及溢洪道场地的软土体含水率分布差

异较大, 为 14% ~ 25% , 室内细观观测表明, 颗粒粒

径最大未超过 1． 6mm, 全场地试样颗粒级配均匀。 在

室内实验室中对原状土样进行重塑[10-11], 并按照不同

含水率试验组分类, 在制样过程中混入定量的固化

剂, 分别为钙化物改性剂、 硅铝酸盐改性剂、 水泥混

合改性剂、 碱性物改性剂四种类型, 掺量分别为

1． 5% 。 所制备的试样见图 4, 直径、 高度分别为

50mm、 100mm, 制备后所有试样在真空饱和箱内完

成饱和, 养护 12h 后进行饱和不排水三轴试验。

图 3　 地基软土体

图 4　 试样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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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验中设定围压为 100kPa、 250kPa、 400kPa、

550kPa, 在四种改性剂的对比下, 确定最优固化剂类

型。 基于所选择的最优固化剂, 开展地基土体改良设

计方案的对比试验, 从固化剂的掺量以及原状土体状

态两方面入手, 前者因素固化剂掺量分别设定有

0． 5% 、 2% 、 3． 5% 、 5% 、 6． 5% 、 8% , 后者原状土

状态以含水率为对比参量, 设定为 14% 、 16% 、

18% 、 20% 、 22% 、 24% 。 基于两大因素改良力学试

验结果, 评价该溢洪道场地软弱土体改良设计治理最

优方案。

3　 不同固化剂类型下地基土体力学特性

不同固化剂类型下地基土体力学试验的典型围

压下应力应变特征见图 5。 由图 5 可知, 四种固化

剂中三轴应力水平最高为硅铝酸盐改性剂, 而不论

是何种固化剂, 三轴应力水平均高于原状土试样。

在围压 100kPa 下, 当试样变形为 2% 时, 硅铝酸盐

改性剂改良试样应力为 185． 8kPa, 而钙化物改性

剂、 水泥混合改性剂、 碱性物改性剂相应改性土体

在该 应 变 时 加 载 应 力 较 其 分 别 减 少 了 62． 1% 、

18． 2% 、 48． 2% , 相比之下, 软弱土试样在该应变

点时应力仅为 48． 5kPa。 从三轴峰值应力对比来看,

钙化物改性剂、 水泥混合改性剂土体试样峰值应力

分别为 148． 1kPa、 245． 7kPa, 而硅铝酸盐改性剂改

良土试样、 碱性物改性剂试样峰值应力较之钙化物

改性剂下分别增长了 89． 1% 、 42． 4% , 以钙化物改

性剂对土体承载应力水平提升效果最弱。 当围压增

大至 400kPa 后, 四种改性剂试样中应力水平最高的

仍为硅铝酸盐改性剂改良土, 其峰值应力可达

560． 8kPa。 不仅如此, 对比围压 100kPa 与 400kPa

下, 硅铝酸盐改性剂土体试样应力水平受围压效应

促进最为显著, 峰值应力增幅达 1． 02 倍, 而钙化物

改性剂、 水泥混合改性剂试样峰值应力分别提高了

0． 75、 0． 84 倍, 即硅铝酸盐改性剂有利于促进改良

土受围压效应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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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不同改性剂下改良土应力应变特征

　 　 从原状土、 钙化物改性剂、 硅铝酸盐改性剂以及

水泥混合料改性剂土体 SEM 微观特征[12] 图中 (见图

6) 可看出, 原状土颗粒离散性较大, 骨架结构较为

疏松, 而经过改良后, 改良土体试样颗粒间黏结性有

效提升, 整体颗粒结构较密实, 尤以图 6 ( c) 中硅

铝酸盐改性剂试样密实性最好, 因而该类型改良土三

轴承载应力水平最高。 综上四种改性剂改良力学效果

对比, 采用硅铝酸盐改性剂对软弱土体改良效果

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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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b)  ������ (c)  ������� (d)  �����	�

图 6　 改良土 SEM 微观特征

4　 改良设计方案对地基土体力学特性影响

4． 1　 固化剂掺量

对比试验中, 本工程地基土体改良选择硅铝酸盐

改性剂为固化剂, 根据该改性剂不同掺量下的三轴试

验, 获得硅铝酸盐改性剂掺量影响下的土体应力应变

特征 (见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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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不同固化剂掺量下改良土应力应变特征

　 　 由图 7 中不同固化剂掺量下力学特征对比可知,

掺量愈多, 改良土试样承载应力水平愈高, 但不可忽

视的是在掺量超过 5% 后, 试样整体承载稳定性提升

效果减弱。 以围压 250kPa 下应变 2%为例, 当固化剂

掺量为 0． 5% 时, 该变形程度下应力为 64． 1kPa, 此

时试样处于屈服塑性变形阶段, 土体损伤以二次裂隙

扩展为主, 同为该应变, 固化剂掺量为 2% 、 3． 5% 、

5% 下试样应力较之分别增长了 22． 9% 、 1． 04 倍、

1． 64 倍, 但当固化剂掺量增大至 6． 5% 、 8% 后, 应

力分别为 178kPa、 190． 6kPa, 较之掺量 5% 下分别仅

有 5． 3% 、 16． 8% 增幅。 由三轴峰值应力对比可知,

在围压 250kPa 下, 当固化剂掺量不超过 5%时, 随固

化剂掺量每梯次变化, 则试样峰值应力分别平均可提

升 33． 8% , 而固化剂掺量超过 5% 后, 掺量 6． 5% 、

8%下峰值应力较之掺量 5% 试样分别仅提高 3． 3%、

7． 2%, 峰值应力分别达 357． 1kPa、 370． 6kPa。 当围压

增大至 550kPa, 在掺量 5%节点前、 后方案内, 随掺

量梯次变化, 改良土峰值承载应力分别平均提高了

39． 7% 、 4． 4% 。 由此可知, 固化剂掺量对软弱土体

的改良效果是有上限的, 并不意味着持续增加固化剂

掺量, 就可使软弱土体承载应力持续较高幅度增长,

而是控制软弱土体固化剂掺量在合理区间内即

可[9,13], 试验结果表明掺量 5%较为适配。

在不同固化剂掺量下, 改良土应力应变特征具有

较强的一致性, 峰值应变趋于相近, 在围压 250kPa、

550kPa 下 试 样 组 峰 值 应 变 分 别 稳 定 在 4． 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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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 。 相比之下, 围压 550kPa 试样组应变趋于延性

变形, 而在围压 250kPa 下残余应力呈较高、 较迅速

的下降特征。

4． 2　 原状土状态参量

经固化剂掺量 5% 试验, 由原状土不同含水率下

应力应变特征图中 (见图 8) 力学特征影响可知, 含

水率愈高, 承载应力水平愈低, 特别是在含水率超过

18%后, 应力水平受削弱显著。 在围压 100kPa 下,

屈服应变 2% 时, 含水率 14% 试样应力最高, 为

140． 5kPa, 而含水率 16% 、 18%下试样应力较之前者

分别减少了 12． 8% 、 18． 7% , 降幅维持在较小区间,

而含水率为 20% 、 24% 时应力分别仅为 80． 1kPa、

47． 5kPa, 较之含水率 16% 下两试样分别减少了

34． 6% 、 61． 3% 。 从峰值应力对比来看, 围压 400kPa

下含水率 14% 试样为 568． 8kPa, 而含水率随每梯次

2%递增, 改良土峰值应力平均降低 16． 1% , 尤其在

含水率 18% 后, 试样降幅依次为 17． 5% 、 19． 8% 、

28． 9% , 平均降幅可达 21． 9% 。 而围压为 100kPa 时,

试样峰值应力变化亦是如此, 在含水率 20% 后承载

应力被大幅抑制。 笔者认为, 含水率过大, 会影响硅

铝酸盐改性剂与软弱土体矿物成分的结合, 降低试样

内部密实性[14-15], 进而承载应力水平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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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不同含水率下改良土应力应变特征

　 　 不论围压为 100kPa 或 400kPa, 不同含水率下试

样应力应变走向趋势均一致, 改变含水率, 不影响改

良土应力应变发展路径。 综合分析可知, 从改良方案

设计考虑, 原状土含水率控制在 18%以内, 此时地基

土体改良效果最佳, 同时也不会影响试样应变特征。

5　 结　 论

硅铝酸盐改性剂改良效果最好, 三轴应力水平最

高, 且对围压效应的促进效果最显著; SEM 细观特征

表明硅铝酸盐改性剂改良土颗粒间咬合效果较好, 骨

架结构致密性最优; 固化剂掺量愈多, 改良土承载应

力愈高, 但掺量 5% 后提升效果减弱, 围压 550kPa

下, 在掺量 5% 节点前、 后方案内, 随掺量梯次变

化, 峰值应力分别平均提高了 39． 7% 、 4． 4% ; 固化

剂掺量不影响应力应变趋势特征, 围压 250kPa、

550kPa 下峰值应变稳定在 4． 95% 、 5． 1% ; 含水率与

改良土承载应力呈负相关变化, 尤以含水率 18% 后

试样承载应力下降幅度最为显著, 在围压 400kPa 下

含水率 18% 后试样峰值应力降幅依次为 17． 5% 、

19． 8% 、 28． 9% 。

结合改良设计方案对比, 选择硅铝酸盐改性剂为

固化剂, 掺量设计在 5% 左右, 且原状土含水率控制

不超过 18%时, 地基土体改良效果最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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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排水系统增设前后与渠道运行水位对比

渠道水位监测

断面桩号

增设前水位与渠道

水位的差值 / m
增设后水位与渠道

水位的差值 / m
备　 注

105 + 630 1． 46 0． 10

105 + 660 1． 49 0． 16

105 + 710 1． 51 0． 08

105 + 760 1． 50 - 0． 05

105 + 800 1． 56 - 0． 03

105 + 840 1． 62 - 0． 06

试验段内

共计布设

6 个安全

监测断面

6　 结　 语

本文通过对渠道高地下水试验段增设排水系统进

行合理设计, 经过精心组织施工, 严把工程质量, 地

下水位降幅显著。 对试验段内安装的 6 个断面测压管

采集数据, 经分析可知, 当地下水位升高时, 地下水

能够及时通过排水盲沟汇集并经横向排水管排入渠

道, 地下水位与渠道水位相差最大约为 0． 2m, 而试

点实施前该渠段地下水位与渠道水位相差最大约为

1． 6m。 解决了因地下水位升高给渠道通水运行带来

的安全隐患, 有效避免了衬砌板隆起破坏, 确保了高

地下水渠段的工程安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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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工隧洞交叉洞段布置及其施工控制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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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建水工隧洞与其他地下线性建筑物临近交叉布置时, 其交叉段爆破开挖容易带来安全隐患。 平阳

南湖分洪工程北线分洪隧洞倒虹吸段下穿平阳引供水工程 4 号引水隧洞, 通过优化交叉线路布置, 并采取 “超
前探测、 预注浆、 短进尺、 弱爆破、 强支护、 重监测” 的施工方案, 降低了两者相互干扰和影响程度, 保证了

交叉洞段施工安全, 可为其他类似工程提供借鉴。
【关键词】 水工隧洞; 交叉布置; 爆破控制; 系统支护; 安全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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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Layout and Construction Control of Cross Section of
Hydraulic Tunnel

XU Fang’an1, WANG Lili2, CHEN Guoxun1

(1. Wenzhou Water Conservancy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Center, Wenzhou 325000, China;
2. Wenzhou Flood and Drought Disaster Prevention Center, Wenzhou 325000,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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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许方安 (1968—), 男, 本科, 高级工程师, 主要从事水利工程建设质量与安全管理工作。

Abstract: It is easy to cause safety hazards during the blasting excavation of cross section when the newly built hydraulic
tunnel and other underground linear buildings are arranged in a cross section. The inverted siphon segment of the north line
flood diversion tunnel of Pingyang Nanhu Flood Diversion Project penetrates downwards through No． 4 water diversion tunnel
of Pingyang Water Diversion and Supply Project. The construction plan of “advanced detection, advanced grouting, shallow
drilling depth, weak blasting, strong support and key monitoring” is adopted with the optimization of cross line layout,
which reduces the interference and influence degree thereof, guarantees the construction safety of cross hole section, and
provides reference for other similar projects.
Key words: hydraulic tunnel; cross layout; blasting control; system support; safety monitoring

　 　 新建水工隧洞线路与周边已建交通隧道、 引输水

隧洞等其他地下建筑物临近或交叉布置时, 由于施工

爆破振动、 地下水渗透、 地质薄弱层等因素, 可能会

相互影响相互干扰[1], 甚至产生安全隐患。 因此, 存

在上述情况时, 在隧洞设计和施工阶段需高度重视,

合理布置线路, 优化隧洞断面, 完善开挖方案[2],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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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支护和监测[3], 以策安全。 平阳南湖分洪工程南、

北线分洪隧洞倒虹吸段先后下穿白岩寨公路隧道、 小

型灌溉隧洞和平阳引供水隧洞, 具有开挖断面大 (最

大开挖洞径 15． 5m), 与临近交叉洞段距离近, 施工

技术难度高、 安全风险大等特点, 本文以其北线分洪

隧洞倒虹吸段下穿已建平阳引供水工程 4 号引水隧洞

为例, 对其交叉布置及施工控制要点进行探析, 以供

参鉴。

1　 工程简况

平阳县南湖分洪工程位于水头镇, 是鳌江流域治

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建设内容为进口分洪闸、 分洪

隧洞、 施工支洞及补偿工程。 其中, 分洪隧洞 2 条,

北 线 分 洪 隧 洞 长 6． 563km, 南 线 分 洪 隧 洞 长

6． 538km, 含上游无压段、 倒虹吸段和下游无压段,

衬后洞宽 14m, 设计最大分洪流量均为 410m3 / s。

北线分洪隧洞在桩号 ND1 + 524 ~ ND3 + 609 处设

倒虹吸段, 倒虹吸段总长 2085m, 断面形式为城门洞

形, 衬后尺寸 14m × 11m (宽度 × 高度), 底高程由

4． 71m 渐变至 -11． 50m, 再由 - 11． 50m 渐变至 2． 66m。

倒虹吸段在桩号 ND2 + 980 处与已建平阳引供水工程

4 号引水隧洞相交 (见图 1), 4 号引水隧洞断面为城

门洞形, 净宽 3． 0m, 边墙净高 1． 1m, 顶为三心拱,

净断面面积 3． 636m2, 为有压隧洞。

图 1　 倒虹吸段下穿 4 号引水隧洞三维纵剖面

　 　 该工程所在区域为低山丘陵—沿海冲洪积、 冲海

积平原交互地带, 受燕山晚期花岗岩侵入侏罗系上统

西山头组熔结凝灰岩地质构造作用影响, 北线分洪隧

洞倒虹吸与 4 号引水隧洞交叉段围岩完整性较差。 据

与 4 号引水隧洞交叉段地质编录结果, 该段揭露压性

断层, 上下盘各有一条挤压滑动带, 宽分别为 20cm

和 15cm, 充填高岭土和断层泥, 断层中间为强烈高

岭土化破碎带, 滴水, 局部塌方高 1． 7m, 交叉段岩

体类别预计为Ⅲ ~ Ⅳ类。

2　 交叉段布置

北线分洪隧洞倒虹吸下穿 4 号引水隧洞交叉段,

在方案设计时重点考虑以下方面: 一是要确保 4 号引

水隧洞的结构安全, 施工期间不影响其正常输水; 二

是要确保本工程分洪隧洞的结构安全; 三是要尽量减

少影响范围、 影响程度和影响时间, 快速安全通过。

从平面投影分析, 分洪隧洞倒虹吸段与 4 号引水

隧洞夹角越大, 相应倒虹吸段施工影响长度越短, 快

速安全穿过越有利。 该工程拟定了直线穿越方案 (方

案一) 和曲线穿越方案 (方案二), 南北线倒虹吸段

共同进行布置比较分析 (见图 2)。

a． 方案一 (直线方案)。 方案一南北倒虹吸交叉

段可比线路总长约 1． 2km, 在已建 4 号引水隧洞下方

约 13m 处穿过, 两隧洞轴线夹角为 11． 3°, 隧洞围岩

类别预计为Ⅲ ~ Ⅳ类。

b． 方案二 (曲线方案)。 方案二南北倒虹吸段线

路经过两次偏转, 中间直线段与已建 4 号引水隧洞夹

角为 40． 0°, 倒虹吸交叉段可比线路总长 1． 28km, 在

已建 4 号引水隧洞下方约 13m 处穿过, 隧洞围岩类别

预计为Ⅲ ~ Ⅳ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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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倒虹吸段下穿 4 号引水隧洞方案平面布置

　 　 两个方案比较情况见表 1。

表 1　 倒虹吸下穿 4 号引水隧洞段比选方案比较

项　 　 目 方　 案　 一 方　 案　 二

可比长度 1． 2km 1． 28km

与引供水隧洞轴线

夹角
11． 3° 40． 0°

与引供水隧洞净距
13m

(大于 1 倍洞径)
13m

(大于 1 倍洞径)

工程地质条件 Ⅲ ~ Ⅳ类 Ⅲ ~ Ⅳ类

水力条件
　 线路整体平顺, 水

力条件较好

　 线路呈 S 形弯曲,
水力条件一般

对引供水隧洞影响

　 隧洞爆破施工影响

范围较大, 需严格控

制爆破施工 ( 装药

量小于正常装药量)
的隧洞长度约 106m

　 隧洞爆破施工影响

范围较小, 需严格控

制爆破施工 ( 装药

量小于正常装药量)
的隧洞长度约 32m

施工条件
　 线路平直, 钢模台

车施工便利

　 由于地形的限制,
转弯半径较小, 不利

于钢模台车施工

对工期的影响

　 虽然需要控制爆破

的长 度 长 达 106m,
但由于该段不是直线

工期的控制段, 对整

体工期无影响

　 该段不是直线工期

的控制段, 对整体工

期无影响

可比投资 0． 995 亿元 1． 06 亿元

　 　 通过上述比较, 方案一水力条件好, 施工条件

好, 工程可比投资比方案二小, 虽然与已建引供水隧

洞轴线夹角较小, 需要控制爆破施工的隧洞长度更

长, 但该段不是直线工期的控制段, 对整体工期无影

响。 本段通过控制爆破、 加强支护、 渗漏灌浆和监测

等工程措施, 可将对已建 4 号引水隧洞正常运行影响

程度降到最低, 故推荐方案一。

3　 施工控制

北线分洪隧洞倒虹吸下穿 4 号引水隧洞交叉段开

挖断面大 (开挖洞径 15． 5m), 大断面隧洞开挖后具

有应力重分布不利、 底脚处应力集中、 拱顶不稳定、

松弛地压较大以及支护结构承载力相对较小等力学特

点, 施工技术难度较大; 且施工期间 4 号引水隧洞不

间断通水, 两者垂直距离 12． 95m, 施工干扰较大,

容易因爆破振动引起裂隙贯穿, 甚至出现坍塌、 突水

等风险, 存在一定的施工安全隐患。

为此, 该工程结合地质情况, 综合考虑安全、 进

度、 投资等因素, 采取 “超前探测、 预注浆、 短进

尺、 弱爆破、 强支护、 重监测” 的施工方案, 确保了

施工安全。

3． 1　 超前地质预报

通过超前地质预报[4], 了解和判断掌子面前方一

定距离内不良地质的性质、 位置、 宽度和影响隧洞的

长度, 提前判断地下水情况、 围岩类别及对施工的影

响, 从而为避免工程地质灾害、 降低施工风险及保证

施工安全提供扎实的基础资料。

交叉段主要采取地质雷达探测、 TSP 预报和红外

探水预报方式进行超前地质预报, 其中, 地质雷达预

报和红外探水预报每 25m 一循环, TSP 预报共开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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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根据超前地质预报结果, 该段岩体节理裂隙较发

育, 岩体相对较破碎, 围岩以Ⅲ类偏差为主, 局部Ⅳ

类, 局部含裂隙水, 施工过程中需加强支护。

3． 2　 超前预注浆

超前预注浆作用主要是止水和加固围岩[5]。 通过

注浆使浆液对围岩进行挤密、 劈裂和填充, 提高围岩

的承载和自稳能力, 并将地下水有效地封堵在开挖轮

廓线以外位置, 使得围岩的透水量减小, 保证正常

施工。

为应对可能出现的山体裂隙贯穿, 造成施工或运

行期 4 号引水隧洞内水外渗, 该交叉段在地质超前预

报和超前钻孔分析判定基础上, 对Ⅳ类及更差围岩进

行短距离超前预注浆处理, 预注浆材料采用疏水性聚

氨酯溶液, 注浆断面排距 2． 5m, 每排 16 孔, 孔深

4． 0m, 按照 “止水灌浆 4m + 开挖 2m” 的循环工序

施工。

3． 3　 洞室开挖施工

北线交叉段与 4 号引水隧洞距离近, 开挖断面

大, 爆破开挖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 为确保施工安

全, 坚持 “弱爆破、 短进尺、 强支护、 早封闭、 勤监

测” 的原则, 并根据爆破振动监测数据, 优化爆破参

数, 以减小爆破振动影响。

为此, 对交叉段针对性地编制爆破开挖施工方

案, 采用导洞超前 (超前控制在 10m 内)、 分段毫秒

(半秒) 延时微差爆破工艺及限制单段爆破最大用药

量等措施。 每循环进尺 1． 0m, 开挖方量 170m3, 炸药

单耗 0． 365kg / m3, 单段最大齐爆药量控制在 6． 0kg。

开挖爆破布孔情况见图 3。

图 3　 交叉段开挖爆破布孔 (单位: m)

　 　 为确保 4 号引水隧洞安全, 隧洞爆破振动采用萨

氏公式验算:

R = (K / V) 1 / αQ1 / 3

式中: K、 α 为地质地形条件系数, 根据工程地勘报

告, K 值取 200, α 值取 1． 8; Q 为一次齐爆的最大药

量, 实际为 5． 9kg; R 为爆点与保护对象距离, 交叉

段下穿 4 号引水隧洞净距 12． 95m; V 为爆破安全允许

振速, cm / s。

该工程隧洞爆破 f > 50Hz, 保护对象为水工隧洞,

爆破安全允许振速 V 取 10cm / s。 经验算, V = 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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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 / s, 振速小于质点安全允许振速, 交叉段爆破振动

对 4 号引水隧洞影响可控。

隧洞开挖遵循新奥法原理施工, 光面爆破, 非电

毫秒雷管起爆, 乳化炸药爆破; 围岩稳定较差时, 支

护紧跟掌子面; 出渣采用反铲挖掘机配合装载机装

渣, 自卸汽车运输。

3． 4　 初期支护

针对交叉段的地质条件, 初期支护采用柔性支护

和刚性支护两种措施。 柔性支护主要为锚喷支护, 包

括锚杆 (含砂浆锚杆、 自进式中空注浆锚杆及超前注

浆小导管)、 挂钢筋网及喷混凝土; 刚性支护主要为

钢拱架支护。

其中, 自进式中空注浆锚杆利用风动凿岩机安装

连接套与锚杆连接, 锚杆钻孔完成后与风动凿岩机脱

离, 同时锚杆留置在孔中, 在安装好止浆塞及排气管

后, 采用锚杆专用的螺杆式注浆泵往中空锚杆内压注

浆液, 注浆压力为 1． 2MPa。 超前注浆小导管在现场

加工, 钢管前端呈尖锥状、 尾部焊接 ϕ6 加劲环, 管

壁四周按 20cm 间距钻 ϕ6 压浆孔, 梅花形布置, 尾部

1m 不设压浆孔; 注浆小导管采用风动凿岩机钻孔,

钻孔完成后利用钻机的顶推力将小导管推送入孔中,

然后进行安装排气管、 封孔等施工, 同时在小导管管

口安装注浆球阀; 注浆由两侧对称向中间进行, 自下

而上逐孔注浆, 注浆压力由小到大, 初始注浆压力

0． 2 ~ 0． 3MPa, 终止压力 1． 0 ~ 1． 5MPa。 型钢拱架在

初喷后架立, 排距间距加密至 0． 5m, 同榀钢拱架两

底角位置采用同等材质的型钢连通, 以保障拱脚稳

固, 使型钢拱架封闭成环, 保障型钢拱架承载力。

3． 5　 安全监测

分洪隧洞交叉段施工是全线的重难点部位, 也是

监测工作的重点。 隧洞交叉段施工期安全监测内容主

要包括收敛变形、 拱顶下沉、 钢拱架应变、 锚杆应

力、 爆破振动等项目[6]。

根据北线隧洞下穿开挖过程监测结果, 隧洞最大

周边收敛累计值为 2． 8mm, 拱顶沉降为 1． 9mm, 小于

设计控制值 15mm; 最大钢拱架应变累计值为 ND2 +

970 右拱肩部位 197． 71MPa, 小于设计控制值 211MPa;

最大 锚 杆 应 力 累 计 值 为 ND2 + 970 左 拱 腰 部 位

40． 16kN, 小于设计控制值 84kN; 爆破最大质点振速

5． 92cm / s, 未超规范允许值 10． 0cm / s; 上述监测指

标表明交叉段爆破开挖符合预期安全目标。

4　 结　 语

平阳南湖分洪工程北线分洪隧洞倒虹吸段下穿平

阳引供水工程 4 号引水隧洞交叉段, 施工期间在 4 号

引水隧洞不间断通水的条件下, 通过优化交叉线路布

置, 合理制定爆破开挖方案, 强化开挖断面支护, 加

强地质预报和安全监测等措施, 确保了倒虹吸交叉洞

段施工安全, 对类似工程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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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塘水电站大坝堆石料碾压试验
成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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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安能集团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 四川 成都　 610000)

【摘　 要】 巴塘水电站大坝填筑料选用厂房结构开挖料, 料源细颗粒偏多, 级配较差。 为确定巴塘水电站大坝

填筑及碾压施工参数, 通过堆石料的室内试验和现场碾压试验, 得到了堆石料的物理特性, 获得了堆石料Ⅰ区、
堆石料Ⅱ区、 堆石料Ⅲ区在不同加水量、 虚铺厚度及不同碾压遍数情况下的干密度和沉降变化, 并对试验结果

进行了分析。 结果表明, 随着洒水量和碾压遍数的增减, 堆石料的干密度、 沉降率呈规律性变化, 其存在最

优值。
【关键词】 巴塘水电站; 大坝堆石料; 碾压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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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lling Compaction Test and Result Study for Rockfill Material in
the Dam of Batang Hydropower Station

FENG Jiadong
(China Anneng Group Third Engineering Bureau Co．, Ltd．, Chengdu 610000, China)

收稿日期: 2022-08-15
作者简介: 冯加栋 (1984—), 男, 大专, 工程师, 主要从事试验检测工作。

Abstract: The filling material of Batang Hydropower Station is the excavated material of workshop structure, which has
more fine particles and poor grading. In order to determine the parameters of dam filling and rolling construction of Batang
Hydropower Station, through the indoor test and field rolling test of rockfill material, the physical properties of rockfill
material are obtained, and the dry density and settlement change of the rockfill material of zone I, rockfill material of zone
II, rockfill material of zone III under conditions of different water content, paving thickness and rolling times are obtained,
and the test results are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ry density and settlement rate of rockfill material change
regularly with the increase and decrease of added water amount and rolling times, and there is an optimal value.
Key words: Batang Hydropower Station; rockfill material of dam; rolling compaction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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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程概况

巴塘水电站为金沙江上游河段十三级开发的第九

级电站, 上游为拉哇电站, 下游为苏洼龙电站。 本工

程以发电为主, 为Ⅱ等大 (2) 型工程。 正常蓄水位

2545m, 总库容 1． 41 亿 m3, 电站装机 750MW, 多年

平均发电量 33． 75 亿 kW·h, 装机年利用小时数

4500h。 死水位 2540m, 相应库容 1． 07 亿 m3。 设计洪

水位 2545m, 下泄流量 8700m3 / s, 相应下游水位

2494． 17m。 校核洪水位 2547． 9m, 总库容 1． 42 亿 m3,

校核 洪 水 下 泄 流 量 10500m3 / s, 相 应 下 游 水 位

2495． 63m。 有效库容 (调节库容) 0． 21 亿 m3, 为日

调节水库, 回水长度 18． 4km。

挡水建筑物采用沥青混凝土心墙堆石坝, 坝轴线

位于金沙江与巴楚河汇合口上游约 660m 处, 拦河坝

坝顶高程 2549． 00m, 坝顶长约 348m, 坝顶宽度 10m,

最大坝高 69m。 上游坝坡坡比 1 ∶ 2． 2, 与上游围堰部

分结合, 下游综合坝坡坡比 1 ∶ 2． 03, 下游设 60m 压

坡体, 顶高程 2500m。 坝体采用碾压式沥青混凝土心

墙防渗, 河床覆盖层基础防渗采用封闭式混凝土防渗

墙, 防渗墙厚度为 1． 2m。 坝基及两岸基岩防渗采用

帷幕灌浆, 帷幕灌浆深度按深入相对不透水层 5Lu 以

下 5m 控制。 坝体结构见图 1。

图 1　 大坝坝体体型结构剖面

2　 大坝填筑料设计标准

依据设计图纸 《沥青混凝土心墙坝大坝填筑

图》, 大坝填筑料相关要求见表 1。

表 1　 大坝填筑料要求

项　 　 目 堆石料Ⅰ 堆石料Ⅱ 堆石料Ⅲ

填筑材料
弱风化、 强风

化混合料
弱风化料

弱风化、 强风

化混合料

强风化含量 / % ≤20 — ≤50

孔隙率 / % ≤20

< 0． 075mm 颗粒含量 / % ≤5

< 5mm 颗粒含量 / % ≤30

最大粒径 / mm 800

渗透系数 / (cm / s) > 10 - 2

3　 室内试验

碾压试验前, 为了解填筑料岩性特征, 对坝料进

行了室内试验, 得到了堆石料岩石密度, 其平均值为

2． 81g / cm3。 对堆石料进行了 3 组岩石抗压强度及软化

表 2　 堆石料岩石密度成果

检测

次数
填料名称

粒径 /
mm

占全料

比例 / %

岩石密度 /

(g / cm3)

加权平均密度 /

(g / cm3)

1

2

3

堆石料

< 5 13． 4 2． 73

> 5 86． 6 2． 82

< 5 15． 2 2． 71

> 5 84． 8 2． 84

< 5 16． 5 2． 72

> 5 83． 5 2． 83

2． 81

2． 82

2．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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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试验, 平均饱和抗压强度 80． 8MPa、 软化系数

0． 86。 堆石料岩石密度成果见表 2, 堆石料岩石抗压

强度成果见表 3。

表 3　 堆石料岩石抗压强度成果

检测

次数
填料名称

烘干状态抗压

强度 / MPa
饱和状态抗压

强度 / MPa
软化系数

1

2

3

堆石料

97． 3 85． 7 0． 88

94． 1 80． 2 0． 85

87． 3 76． 4 0． 86

4　 现场碾压试验

4． 1　 碾压场次安排

碾压试验主要目的是按设计压实度要求, 确定经

济合理的压实机具、 压实方式、 压实遍数、 层铺厚

度。 具体包括填铺方式、 碾压方法、 行车速度、 洒水

率、 虚铺厚度等。 参照已有的工程实践, 结合规程规

范要求, 碾压试验场次安排见表 4。

表 4　 现场碾压试验场次布置一览

场次 试验材料 碾压机具 碾压遍数 (n) 洒水率 / % 铺料厚度 / cm 检 测 项 目

1 堆石Ⅰ区

2 堆石Ⅱ区

3 堆石Ⅲ区

三一重工

SSR260
(26t)

8 10 12 0 5 10 60 80 100

8 10 12 0 5 10 60 80 100

8 10 12 0 5 10 60 80 100

沉降率、 渗透系

数、 含水率等

　 　 参考已有工程经验, 采用反铲装料、 自卸车卸

料, 在各试验条带范围线内, 推土机整平, 铺筑层厚

度控制误差 ± 10% , 并测量高程, 以确保填料虚铺厚

度; 铺料采用 “进占法” 进行, 推土机推平; 根据

规范要求, 选择 2． 0 ~ 3． 0km / h 的碾压速度; 洒水方

法是在试验料摊铺推平之后, 用白灰画出试验单元,

用洒水车在试验单元内洒水, 用流量表控制加水量,

加水量按填料体积百分比计算。 碾压试验方法: 碾压

采用进退错距法, 前进、 后退按两遍计, 轮压重叠

10 ~ 20cm。 基本流程: 碾压场开辟→碾压场压实→布

设控制点、 平整度测量→进料推平→洒水→静碾→虚

铺高程测量→碾压→沉降测量, 压实密度、 含水量、

级配检测→回填试坑→碾压→基面测量→下一场。 碾

压试验场地布置见图 2。

图 2　 碾压试验场地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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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试验方法与测量

4． 2． 1　 湿密度试验

现场湿密度试验采取灌水法进行, 测点布置遵循

随机性原则, 并保证每个轮迹上均有测点。 密度试验

采用灌水法, 试坑直径按最大粒径的 2 ~ 3 倍且不大

于 200cm 控制, 试验深度按层厚取至压实层底部。 测

试时, 先用水和塑料薄膜测出套环的体积, 测完后挖

坑, 测出从坑中挖出的土的质量, 再灌水测出试坑加

套环的体积, 减去先前测出的套环体积即为试坑的体

积, 根据挖土质量及试坑体积可以得到该试坑取样的

湿密度。

4． 2． 2　 颗粒级配试验

颗粒级配试验采用筛析法进行, 采用筛孔尺寸

0． 075mm、 0． 1mm、 0． 25mm、 0． 5mm、 2mm、 5mm、

10mm、 20mm、 40mm、 60mm、 80mm、 100mm 的土工

筛, 对于大于 5mm 颗粒部分在现场进行试验, 对于

小于 5mm 颗粒部分, 由于现场试验难以进行, 可采

用四分法将小于 5mm 颗粒部分充分拌和均匀后, 取

部分土料在室内烘干后进行试验, 同时计算全料颗粒

级配并绘制颗粒级配曲线。

4． 2． 3　 含水率试验

含水率试验与密度试验检测配套进行, 试验方法

为烘干法, 用取样盒在现场取土样, 在室内用烘箱烘

干, 温度控制在 105 ~ 110℃, 烘干时间不少于 6h。

4． 2． 4　 干密度试验

用烘干法确定试样含水率后, 根据现场测定的湿

密度, 用湿密度与含水率的关系计算出干密度。

4． 2． 5　 原位渗透系数测试

对于填筑料取 3 点进行现场试坑注水试验。 按

《水利水电工程注水试验规程》 (SL 345—2007) 采用

单环注水法测定, 计算近似渗透系数。

4． 3　 现场碾压试验成果分析

4． 3． 1　 选定最优洒水量

借鉴其他工程经验选定堆石料填筑料层厚 80cm,

碾压 8 遍, 按 0、 5% 、 10%三种不同洒水量布置试验

场地。 根据同一层厚、 同一碾压遍数、 不同含水参数

组合下干密度与含水的关系曲线, 确定填筑料的最优

洒水量。 对于无黏性填筑料碾压洒水的目的主要是湿

润材料表面, 减小碾压时材料间的摩擦阻力, 软化材

料棱角, 以免在振动碾压时产生破碎。 适量洒水对提

高碾压密实度有积极意义。 试验结果见表 5, 压实密

度与洒水量关系曲线见图 3。

表 5　 堆石料压实密度与洒水量关系

坝　 料
碾压

遍数

压实厚度 /
cm

洒水量 /
%

平均干密度 /

(g / cm3)

孔隙率 /
%

堆石料Ⅰ

堆石料Ⅱ

堆石料Ⅲ

8 80

0 2． 16 23． 0

5 2． 26 19． 6

10 2． 19 21． 9

0 2． 19 22． 2

5 2． 28 18． 8

10 2． 23 20． 7

0 2． 18 22． 4

5 2． 31 17． 9

10 2． 26 19． 5

图 3　 压实密度与洒水量关系曲线

　 　 从图 3 可以看出, 当堆石料洒水量达到 5% 时,

在相同的碾压遍数及铺填厚度下, 碾压压实效果最

优, 所以确定堆石料洒水量 5% 为填筑碾压的最优洒

水量。

4． 3． 2　 不同碾压遍数与铺填厚度的压实关系

试验操作按照 《土石筑坝材料碾压试验规程》

(NB / T 35016—2013) 的规定进行, 确定最优洒水量

为 5% , 碾压遍数 8 遍、 10 遍、 12 遍, 铺填厚度

60cm、 80cm、 100cm, 设置试验区, 进行最优洒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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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不同碾压遍数、 不同铺填厚度的填筑碾压试验。 试

验结果见表 6, 不同碾压遍数与沉降率关系曲线见图

4, 不同碾压遍数与干密度关系曲线见图 5。

表 6　 堆石料现场碾压试验成果统计

坝　 料 厚度 / cm 碾压遍数 洒水量 / %
沉　 降　 情　 况 压　 实　 指　 标

平铺厚度 / cm 沉降量 / cm 沉降率 / % 干密度 / (g / cm3) 孔隙率 / %

堆石料Ⅰ

60

80

100

8

10

12

8

10

12

8

10

12

5

5

5

62． 3 3． 6 5． 7 2． 280 18． 9

63． 4 5． 1 8． 0 2． 317 17． 5

62． 2 6． 2 9． 9 2． 332 17． 0

83． 0 5． 3 6． 4 2． 262 19． 5

83． 7 7． 1 8． 5 2． 286 18． 6

83． 7 8． 4 10． 0 2． 301 18． 1

104． 3 7． 2 6． 9 2． 214 21． 2

102． 1 9． 0 8． 8 2． 248 20． 0

101． 2 10． 3 10． 2 2． 253 19． 8

堆石料Ⅱ

60

80

100

8

10

12

8

10

12

8

10

12

5

5

5

64． 1 3． 5 5． 5 2． 295 18． 3

64． 5 5． 1 7． 9 2． 363 15． 9

63． 2 6． 0 9． 4 2． 379 15． 3

85． 1 5． 3 6． 2 2． 245 20． 1

85． 5 7． 1 8． 3 2． 302 18． 1

84． 8 8． 1 9． 6 2． 308 17． 9

103． 3 6． 7 6． 5 2． 146 23． 6

104． 2 9． 0 8． 6 2． 191 22． 0

104． 5 10． 6 10． 1 2． 193 21． 9

堆石料Ⅲ

60

80

100

8

10

12

8

10

12

8

10

12

5

5

5

64． 7 4． 0 6． 1 2． 283 18． 7

63． 6 5． 7 8． 9 2． 356 16． 1

63． 3 7． 3 11． 5 2． 360 16． 0

85． 3 5． 5 6． 5 2． 257 19． 7

85． 4 8． 3 9． 7 2． 309 17． 8

85． 4 10． 1 11． 8 2． 313 17． 7

104． 5 7． 4 7． 1 2． 195 21． 9

105． 4 11． 3 10． 7 2． 243 20． 2

103． 6 12． 7 12． 2 2． 253 19． 8

　 　 从图 4 沉降数据看, 沉降率总体上随着碾压遍数

的增加逐渐增大, 当碾压遍数达到一定量后, 沉降率

总体趋于稳定或增加幅度有所减缓。

从图 5 可以看出, 在同一铺料厚度和加水量条件

下, 干密度随碾压遍数的增加而增大, 反映出堆石料

在振动碾激振力的作用下, 颗粒间得到挤压咬合, 颗

粒间孔隙缩小, 密度增加; 随着碾压遍数持续增加,

颗粒间接触面积增大, 内摩擦力加大, 则密度增加很

小, 碾压遍数对干密度的影响逐渐减小, 说明现有碾

压机具在层厚达到一定限度后, 碾压遍数的增加对干

密度的影响逐渐减小。 在同一碾压遍数和加水量条件

下, 干密度随铺料厚度的增加而减小, 符合填筑料特

性和填筑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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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不同碾压遍数与沉降率关系曲线 图 5　 不同碾压遍数与干密度关系曲线

4． 3． 3　 原位渗透系数

原位渗透系数检测成果统计见表 7。

表 7　 堆石料现场原位渗透检测成果统计

填料名称 铺料厚度 / cm 渗透系数平均值 / (cm / s)

堆石料Ⅰ

60 1． 22 × 10 - 2

80 1． 29 × 10 - 2

100 1． 26 × 10 - 2

堆石料Ⅱ

60 2． 22 × 10 - 2

80 1． 89 × 10 - 2

100 2． 46 × 10 - 2

堆石料Ⅲ

60 3． 42 × 10 - 2

80 3． 59 × 10 - 2

100 3． 26 × 10 - 2

5　 结　 语

a． 通过堆石料的室内及现场碾压试验, 对结果

进行了分析, 结果表明堆石料满足大坝填筑设计

要求。

b． 根据试验结果并考虑现场施工, 确定了巴塘

水电站大坝堆石料的施工工艺参数, 即堆石料Ⅰ、

Ⅲ区铺填厚度 80cm, 采用 26t 碾压机具, 行车速度

1． 5 ~ 2． 0km / h, 振碾 8 遍, 加水量 5% ; 堆石料Ⅱ

区铺填厚度 80cm, 采用 26t 碾压机具, 行车速度

1． 5 ~ 2． 0km / h, 振碾 10 遍, 加水量 5% 。

c． 为确保现场施工质量, 应注意坝料的开采、

运输、 下料与铺料各个环节, 确保坝 (下转第 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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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人的报价、 商务和技术部分分别进行评分, 并根据综合得分排序推荐成交或中标候选人, 其中商务和技术

部分得分由评审机构进行主观评审得出; 而报价得分则根据评审基准价和事先设定好的报价得分公式计算得出,
不受个人主观意志影响。 文章列举了几种在采购招标业务实际操作中使用频率较高的评审基准价的计算方式,
并对采用此方式计算评审基准价的原因和优势进行分析, 以期在面对不同类型的采购项目时能够采用最适用的

评审基准价计算方式, 取得更优的采购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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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ethod is the mainstream evaluation method of the current procurement bidding.
While adopting this method to review, the bid evaluation committee and other institutions will score the quotation,
commercial and technical parts of each bidder respectively, and recommend the successful candidate based on the
comprehensive score ranking. Among them, the scores of the commercial and technical parts are obtained by the subjective
evaluation of the evaluation institutions, while the quotation score is calculated according to the evaluation benchmark price
and the quotation score formula set in advance, which is not affected by personal subjective will. This paper enumer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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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购招标过程中, 要在众多投标人中, 通过合

法、 合理的评审规则, 在公平、 公正的原则下选择最

合适的投标人作为成交候选人, 综合评估法为实现此

目的提供了科学途径。 综合评估法通常采用百分制,

通过事先制定的评审办法和细则, 将投标人的主要情

况量化为报价、 商务和技术三大项指标进行评分, 并

根据综合得分排序推荐成交或中标候选人, 综合评估

法因其可直观地反映出各投标人的优劣水平, 故在采

购招标评审中被广泛采用。 各投标人的报价往往存在

一定差距, 将数值较大的报价科学地转化为百分制范

畴内的报价得分, 则离不开评审基准价和事先设定好

的报价得分公式。

评审基准价, 顾名思义是指计算报价得分的基准

价格, 当投标人的评审价格等与评审基准价相同时得

满分; 当评审价格与评审基准价存在差异时, 则按照

差异数额给予扣分。 评审基准价直接影响投标人的报

价得分和采购结果, 故采购单位应根据采购项目的特

点合理设置评审基准价。

1　 常用的评审基准价计算方式及分析

本文以招标 (公开 / 邀请招标) 采购为例, 介绍

实际采购操作中常用的几种评审基准价的计算方式,

并分别对其产生的原因和优势及适用性进行分析。

1． 1　 以各有效投标人的最低评标价作为基准价

评分原则: 以所有进入详细评审的投标人的最低

评标价作为评标基准价, 等于评标基准价的得满分;

高于评标基准价的, 根据高出额度按照一定比例进行

扣分。

采购招标最主要的目的是节省采购成本, 获取经

济效益, 将各有效投标人的最低评标价设置为评标基

准价, 能够确保评标价格最低的投标人的报价得分最

高, 并使其在综合得分中占据一定优势, 故以各有效

投标人的最低评标价为评标基准价的出发点, 是选择

低价投标人作为中标候选人、 最大限度地节省采购成

本的关键。

以各有效投标人的最低评标价为评标基准价适用

于采购单位的资金有限, 需尽可能地降低采购成本、

采购标的物为制式产品, 技术复杂性较低, 行业设置

有统一的规范, 不同供应商所提供的产品差距不大等

采购背景, 例如工程施工中常用的建材, 因其构成工

程项目主体, 采购数量较大, 对项目整体的成本影响

也较大, 但其主要技术参数指标均有国家标准, 符合

标准的合格产品均能满足使用需求, 故适用于此种评

审基准价。 此外, 以各有效投标人的最低评标价为评

标基准价, 对报价最低的投标人有利, 增加了报价对

采购结果的影响权重, 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主观评分带

来的人为干预, 故倡导节省开支的行业也适用此种基

准价计算方式。

1． 2　 以各有效投标人评标价的平均值作为基准价

评分原则: 以所有进入详细评审的投标人的评标

价的平均值作为基准价, 等于评标基准价的得满分;

高于或低于评标基准价的, 根据高出或低出额度, 均

按照一定比例进行扣分。

部分施工流程较为复杂的工程类采购招标, 或具

备一定技术复杂性的设备类采购招标, 对投标人的规

模、 资质和专业技术能力均提出了较高要求, 投标人

为满足项目需求、 提升产品质量所进行的投入也将带

来其自身成本的提升, 而某些投标人为谋求中标, 可

能会采取降低产品或服务质量以压低成本的投标策

略, 若在此类采购中一味追求低价, 则存在一定风

险。 平均价格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本次采购招标的市

场价的平均水平和满足本次采购需求的真实成本, 故

以各有效投标人评标价的平均值作为评标基准价的出

发点是选择性价比最优的投标人作为中标候选人。

施工工艺复杂、 工程量较大的工程类采购、 技术

含量较高的设备类采购中, 采购人对保障采购质量的

需求优先级高于对节省采购成本的需求, 或对全生命

周期成本的考量优先级高于对采购成本的考量, 此时

以各有效投标人的最低评标价为评标基准价将更易帮

助采购人实现采购目的, 如盾构机、 大型起重设备或

水力、 火力、 风力发电厂所需的发电设备等工程施工

所需的对性能保障要求较高的大型专用施工设备、 水

利电力或其他社会民生项目中维持项目正常运行或影

响项目后续产出和收益的关键核心设备采购, 均适用

于此种评审基准价。 值得一提的是, 当以各有效投标

人评标价的平均值作为评标基准价时, 将出现部分投

标人的评标价格高于基准价而部分投标人的评标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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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基准价的情形, 建议此时对高于基准价投标人的

扣分应多于对低于基准价投标人的扣分, 如可将报价

扣分规则设置为 “高于基准价的, 每高出 1% 扣 2

分; 低于基准价的, 每低出 1% 扣 1 分”, 此种对报

价更低的投标人有利的设置方式可引导和鼓励投标人

降低报价, 进而在满足采购需求的基础上节省采购

成本。

2　 评审基准价的其他特殊设置

同样以招标 (公开 / 邀请招标) 采购方式为例,

在实际业务操作中, 受投标策略不同影响, 各投标人

报价分布往往并无规律, 甚至会出现较极端情况, 故

采购人在设置评标基准价时往往会在常规方式的基础

上进行一些特殊设置, 以增加评审合理性, 保障采购

单位的利益。

2． 1　 以各有效投标人的最低评标价作为基准价

的特殊设置

　 　 在以各有效投标人的最低评标价作为评标基准价

的基础上, 按一定规则进行筛除, 如某招标项目的招

标文件评标办法部分中对评标基准价规定为 “以各有

效投标人的最低评标价作为评标基准价, 若次低评标

价高出最低评标价 10% 以上时, 则以次低评标价作

为评标基准价”, 且高于或低于评标基准价均将按一

定比例进行扣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规定 “投标人不

得以低于成本的报价竞标”, 投标人的投标报价原则

上应包含投标人的合理利润, 以低于成本的报价参与

投标, 进行恶性竞争, 将扰乱招投标活动公平性, 且

中标人若为了节省成本、 降低损失, 在项目履约实施

过程中减少或简化施工工序工艺、 降低产品质量, 将

带来严重的风险。 采购单位认为采购标的物和相关要

求均相同, 给不同投标人带来的成本要求也应相对接

近, 若出现次低评标价高出最低评标价 10% 以上,

则可认为最低评标价过低, 存在低于成本的可能, 故

对评标基准价进行了此项设置, 意在向各投标人传达

采购单位虽力求节省采购成本, 但也不鼓励过低的投

标报价, 一旦出现过低的投标报价, 则将通过此设置

人为取消其在报价得分中的优势, 进而降低其中标的

可能性。

2． 2　 针对以各有效投标人评标价的平均值作为

基准价的特殊设置

　 　 部分以各有效投标人评标价的平均值作为评标基

准价的采购招标项目, 在计算评标基准价时, 也会进

行一些特殊设置, 如 “以所有进入详细评审的投标人

的评标价去掉一个最高价和一个最低价后, 再行计算

的平均值作为评标基准价” 或 “以各有效投标人评

标价的平均值作为评标基准价, 当某投标人的评标价

高于或低于评标基准价一定比例时, 去除此评标价后

再行计算一次各投标人评标价的平均值作为评标基准

价”。

当以各有效投标人评标价的平均值作为评标基准

价时, 各投标人的报价均会对评标基准价造成一定影

响, 部分畸高或畸低的报价将使评标基准价和市场实

际情况有较大偏差, 同时, 也存在投标人相互串通左

右评标基准价以达到骗取中标的情况, 而采用一定的

特殊设置方式对评标基准价进行微小调整, 相较于简

单地采用各有效投标人评标价的平均值作为评标基准

价, 可有效规避上述风险。

以某招标采购项目为例, 其实际预算成本约在人

民币 1000 万元左右, 采购项目的招标文件中, 评标

办法和细则规定如下: 本采购项目报价部分占 50 分,

报价得分的计算方式为以各有效投标人评标价格的平

均值作为评标基准价, 低于评标基准价的, 每低于

1%扣 0． 5 分; 高于评标基准价的, 每高于 1% 扣 1

分, 报价得分最低为 20 分。

参与本采购项目的投标人共有 8 家, 且均通过了

资格和符合性审查, 进入了详细评审, 8 家投标人的

评标价格从低到高分别为人民币 980 万元、 1000 万

元、 1000 万元、 1050 万元、 1200 万元、 1500 万元、

1550 万元和 1700 万元, 按照招标文件的规定, 计算

各投标人报价评分结果 (见表 1)。

通过分析不难看出, 多数投标人的评标价格均在

1000 万元左右, 符合招标人的预期, 但投标人 F、 G

和 H 的评标价格明显高于预算成本, 拉高了评标基

准价。 从报价得分结果分析, 评标价格最低的投标人

A、 评标价格最符合招标人预期的投标人 B 和 C 的报

价评分均不占优势; 而评标价格相对较高的投标人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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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投标人报价评分结果 (一)

投　 标　 人 A B C D E F G H

评标价格 / 万元 980 1000 1000 1050 1200 1500 1550 1700

评标基准价 / 万元 1247． 5

与基准价的偏差 / 万元 - 267． 5 - 247． 5 - 247． 5 - 197． 5 - 47． 5 252． 5 302． 5 452． 5

偏差百分比 / % 21． 44 19． 84 19． 84 15． 83 3． 81 20． 24 24． 25 36． 27

扣　 分 10． 72 9． 92 9． 92 7． 92 1． 90 20． 24 24． 25 36． 27

报价得分 39． 28 40． 08 40． 08 42． 08 48． 10 29． 76 25． 75 20

的报价得分最高, 通过综合评分后最终中标的可能性

也最大, 但从价格分布分析, 投标人 E 显然并非本采

购项目最合适的中标人, 同时也不排除存在部分投标

人在研读评标办法和细则后进行串通, 通过相互配合

的方式抬高评标基准价, 促使价格较高的投标人中标

的可能性。

针对上述情况, 可增加一项针对评标基准价计算

的特殊设置: 以各有效投标人评标价格的平均值作为

评标基准价, 当某投标人的评标价高于或低于评标基

准价 20%时, 将此评标价格去除并重新计算评标基

准价 (仅重新计算一次); 评标价格的其他计算标准

均可维持不变。 投标人数量和报价维持不变的情况

下, 通过上述调整后, 计算各投标人报价评分结果

(见表 2)。

表 2　 投标人报价评分结果 (二)

投　 标　 人 A B C D E F G H

评标价格 / 万元 980 1000 1000 1050 1200 1500 1550 1700

原评标基准价 / 万元 1247． 5

与基准价的偏差 / 万元 - 267． 5 - 247． 5 - 247． 5 - 197． 5 - 47． 5 252． 5 302． 5 452． 5

偏差百分比 / % 21． 44 19． 84 19． 84 15． 83 3． 81 20． 24 24． 25 36． 27

经重新计算后的评标基准价 / 万元 1062． 5

与重新计算后的评标基准价偏差 / 万元 - 82． 5 - 62． 5 - 62． 5 - 12． 5 137． 5 437． 5 487． 5 637． 5

偏差百分比 / % 7． 76 5． 88 5． 88 1． 18 12． 94 41． 18 45． 88 60． 00

扣　 分 3． 88 2． 94 2． 94 0． 59 12． 94 41． 18 45． 88 60． 00

报价得分 46． 12 47． 06 47． 06 49． 41 37． 06 20 20 20

　 　 评标基准价变化后各投标人的报价得分也相应产

生了一定变化, A、 B、 C、 D 4 家投标人的评标价格

更贴合招标人预期, 其报价得分相对更具优势, 中标

人从上述四家中产生的可能性也更大, 重新调整后的

评标基准价计算方式显然更适用于本次采购项目。

3　 结　 论

通过上述列举和分析后, 可得出如下结论: 不同

的评审基准价存在不同的优势和适用的采购背景, 采

购单位应针对自身采购需求特点进行科学分析, 并合

理设置评审基准价的确定方式, 如在成本压力较大的

采购项目中优先采用各投标人的最低评审价为评审基

准价; 评审基准价的计算方式应根据采购文件对投标

人的资格要求和潜在响应人的情况有针对性地制定,

以技术参数相对复杂的关键设备招标采购为例, 从性

价比和全生命周期成本角度考虑, 通常应以各有效投

标人评标价格的平均值作为评标基准价, 但若招标人

对投标人资格要求的设置相对较高, 导致进入详细评

审的投标人均为规模较大、 技术水平较高的供应商,

可完全满足采购单位对项目的要求, 或招标产品技术

复杂, 市场上能够满足相关要求的潜在投标人较少,

上述采购背景下则同样也可考虑采用各投标人的最低

评审价为评审基准价; 投标人往往会根据不同采购项

目的特点, 有针对性地制定响应策略, 压低报价抢占

市场的情况在采购招标过程中也时有发生, 采购单位

应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提前对市场情况进行充分调

研, 与潜在投标人进行沟通交流, 汇总多方信息, 为

科学合理地设置评审基准价提供支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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