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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黄闸除险加固施工技术研究
李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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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人类文明社会的发展及自然因素的影响'水资源开发利用成为了当今时期重要课题'加大水利工

程建设是保障人类生存的重要手段'因此水利工程建设与管理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引黄闸具有引水*泄洪

等功能( 引黄闸除险加固施工过程中的技术研究'不但能确保建筑工程质量*缩短工程建设周期'还能大幅度降低

施工成本(

#关键词$!引黄闸) 新材料) 新技术) 施工技术研究

中图分类号% $%II##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

C;9;17!:342:;709E7;83D1/7;04537!;8;42!34927<!20342;!:43/3>?

35J;//3=C0D;7K12;7L0D;79034M12;

0JW367M36

+8#"9,$% :);' <,==)>?"/,-@99#"-.A'-,#'" 8#"9,$% $+"###" (6"$#,

(G9271!2% T@<;::;C5=:9;CE;H;A5G/;6<@6E =<3A3̀@<356 4@H;D;95/;3/G5:<@6<<5G39C9=::;6<AB?3<4 <4;36>A=;69;5>

E;H;A5G/;6<@6E 6@<=:@A>@9<5:C36 4=/@6 93H3A3̀@<356 C593;<B(]<:;67<4;6367?@<;:956C;:H@69BG:5M;9<956C<:=9<356 3C@6

3/G5:<@6</;<45E 5>;6C=:3674=/@6 C=:H3H@A(_4;:;>5:;$ G;5GA;@<<@94 /5:;@6E /5:;3/G5:<@69;<5<4;956C<:=9<356 @6E

/@6@7;/;6<5>?@<;:956C;:H@69BG:5M;9<C(a;AA5?N3H;:T@<;:̂ 3H;:C356 b@<;4@C<4;>=69<356C5>?@<;:E3H;:C356$ >A55E

E3C94@:7;$ ;<9(_;94639@A:;C;@:94 36 :3CI :;/5H@A:;36>5:9;/;6<956C<:=9<356 G:59;CC5><4;a;AA5?N3H;:T@<;:̂ 3H;:C356

b@<;9@6 ;6C=:;<4;P=@A3<B5>956C<:=9<356 G:5M;9<@6E C45:<;6 G:5M;9<956C<:=9<356 9B9A;56 56;4@6E$ @6E <4;956C<:=9<356

95C<@AC59@6 D;:;E=9;E 7:;@<AB56 <4;5<4;:4@6E(

H;? =3769% a;AA5?N3H;:T@<;:̂ 3H;:C356 b@<;& 6;?/@<;:3@AC& 6;?<;9465A57B& 956C<:=9<356 <;9465A57B:;C;@:94

)#引黄闸除险加固的重要作用

引黄闸是沿黄地区工农业生产及城市居民生活&

生态用水等引水建筑物"同时还担负着分泄洪水的作

用'由于横穿黄河大堤"建筑物级别为
)

级水工建筑

物"被专家称为是黄河堤防工程的(明患)% 引黄闸经

过长时间运行"出现了闸门止水老化脱落&闸室淤积严

重&不均匀沉降&基础渗水&建筑物裂缝&启闭设备故障

等问题% 这些问题轻则减弱引水能力"重则危机堤防

安全%

-#引黄闸除险加固施工技术研究

引黄闸除险加固工程施工过程中"会受河势&地

质&天气&城市及农业用水需求&工期等因素的影响%

因此"应针对不利因素进行认真研究"充分利用新材

料"研究新技术&新方法"加快工程建设"确保工程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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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堰施工进占新材料技术研究

围堰是指在水利工程建设中"为建造永久性水利

设施"修建的临时性围护建筑物% 其作用是防止水和

土进入建筑物的修建位置"以便在围堰内排水"开挖基

坑"修筑建筑物+见图 ',%

图 )#引黄闸上游围堰施工布置

%.'.'!新材料选择

吨包在市场上称为钛白粉专用集装袋"是一种柔

性运输包装容器"具有绿色环保&耐磨&抗冲&抗氧化&

抗吸湿性&抗裂化的特性% 吨包容积可根据使用的范

围进行相应调整"便于运输&搬运&装卸"生产加工快"

操作简便%

依据上述吨包的特点"根据施工围堰机械&施工现

场等具体情况"经过认真研究"通过细致计算"引黄闸

围堰使用吨包代替土工包% 设计吨包尺寸!'.%/ V

'.%/V'/"吨包理论容积!'.$$/

&

"单包土料重量!

%.+ V'.$$ V#.)" [&.&<%

%.'.%!吨袋进占施工方案技术研究

1.机械选择% 为了加快围堰施工进度"通过优化

方案"充分利用机械"提高生产效率"加快围堰施工进

度% 确定机械的型号及使用数量"围堰进占施工需要

挖掘机 & 台&装载机 % 台&自卸汽车 " 台%

G.吨包进占施工工序% 备料
$

挖掘机装包
$

储

备
$

装载机吊运
$

机械抛投进占%

!.集料&装包&储备% 集料!利用机械外运土方至

土料集料区"备用% 装包!人工配合挖掘机装吨包"根

据吨包的体积设计制作装料架"人工将吨包套在架上%

挖掘机挖取土方"进行装料% 待料装满后"人工用备好

的尼龙绳进行封口% 储备!吨包装好后"由装载机运到

储备区进行储备待用% 要求码放整齐"吊带在外"便于

运输%

6.进占施工% 先确定进占位置"由专门的施工人

员负责装载机运输&堆放"挖掘机在施工现场进行抛投

施工%

%.'.&!吨袋与土工包各项指标对比

1.围堰断面对比%

围堰断面对比见图 %%

图 -#围堰断面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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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游围堰断面图可以看出!使用吨包要比使用

土工包进占节约近 ',& 的材料%

G.机械设备使用对比%

机械设备使用对比见表 '%

表 )# 机 械 设 备 使 用 对 比

进占方式 机!械!设!备 人!工

土工包 挖掘机&自卸汽车&推土机 $ 人

吨袋 挖掘机&装载机 ' 人

!!!.堰施工进度对比%

堰施工进度对比见表 %%

表 -# 堰 施 工 进 度 对 比

进占方式 一次抛投量 所用时间

土工包
$."/

&

'#/36

吨!袋
$.'$/

&

'/36

%.'.$!技术研究效果

引黄闸上游围堰施工"通过吨袋新材料的使用有

效克服了土工包进占的弊端% 节约了围堰施工材料"

缩短了围堰施工工期"降低了围堰施工成本"确保了工

程施工期安全%

%.%!引黄闸围堰渗水技术研究

%.%.'!引黄闸围堰底部结构

大多引黄闸上游段底部均因受防洪工程影响"底

部结构为抛石结构"为强透水结构% 上游围堰修成后

施工区内常常出现渗水严重"导致后续工程无法开展%

%.%.%!二次围堰技术方案研究

认真分析渗水的主要原因"通过多方案比对% 参

照黄河防汛抢险(渗水)险情的抢护方法"修建(养水

盆)截断渗流通道% 在上游围堰内修建一道临时围堰"

彻底截断渗流确保工程施工正常进行%

%.%.&!二次围堰施工技术研究

选址!为了不影响后续工程施工"第二围堰位置修

建在上游铺盖以外 %/处%

结构!土料填筑&顶宽 %/&临背河坡 'Z'&背河铺设

土工布一层%

土料!土料采用黄河大堤原开挖土方"由堆料场直

接运至第二围堰"不增加施工成本%

施工工序!测量放样
$

积水坑开挖
$

围堰施工
$

铺设土工织物
$

保护措施%

排除渗水!围堰建成后"主围堰渗水被囤积在两道

围堰之间"积水被集中在事先开挖完成的集水坑内"施

工人员加强观察"当集水坑的水位及积水量达到一定

的高度"立即开启布设好的抽水设备进行抽排积水%

%.%.$!二次围堰技术研究效果

经过多种方案投资估算"其他解决渗水方案最少

投资需要 %# 万元"二次围堰实施的成本仅增加了围堰

背河土工布铺设&机械碾压&人工的费用+土料运输不

增加成本,"投资仅为 %### 元% 二次围堰完成后"施工

现场将无任何渗水现象发生"满足了后续工程项目干

地施工的基本条件和要求"同时为工程围堰的安全提

供了保障%

%.&!新老涵洞接缝施工新方法研究

%.&.'!新老涵洞接缝施工教训

新老涵洞接缝施工往往出现在涵闸除险加固工程

施工中"由于老涵洞施工时的施工工艺&质量要求"振

捣工具等与新涵洞施工有较大的差异"造成接缝施工

时都会出现不同程度渗水"渗水严重时涌泉% 其危害

包括!造成水量流失"基础渗水引起建筑物底部土体流

失"轻则引起不均匀沉降"重则发生管涌&流土"对涵闸

安全产生严重的威胁"甚至致使工程失事%

%.&.%!新老涵洞接缝施工技术研究

1.施工方法研究% 根据施工质量要求"新建涵洞

必须与老涵洞平顺连接"且拆除时不能对老涵洞钢筋

和混凝土有所扰动"并保持老涵洞的洞身完整% 所以

采用机械和爆破两种方法拆除满足不了新老涵洞衔接

段施工质量要求% 经过对以往工程施工经验认真总

结"并对施工机械&人员的性能和技术进行研究"确定

采用机械拆除与人工风炮拆除相结合的拆除方法"对

涵洞进行拆除施工%

G.机械拆除安全距离验算% 为确定机械和人工

拆除的界线% 界线位置考虑机械的震动力"不能对保

留涵洞产生影响% 经过对机械拆除 !下转第 '#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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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弘扬科学精神的更广阔的平台'紧密结合实际业务

工作"举办面向会员的主体研讨活动'积极探索(互联

网-)现代水利管理模式"推动(数字水利)向(智慧水

利)转变"并使会员融入和接轨%

七是开展扶贫公益事业"履行社会责任% 继续做

好水利部定点扶贫工作"为扶贫攻坚尽职尽力'探索建

立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发布"探索建立协会公益基金"倡

导会员履行社会责任"引导会员参与社会公益事业%

八是加强协会秘书处能力建设"保障协会高效运

行% 秘书处要加强党的建设&作风建设和廉政建设"落

实主体责任'加强队伍能力建设"促进人才专业化&职

业化发展"进一步提高执行能力'完善秘书处的岗位责

任"加强内部管理"适时调整秘书处内部结构"使工作

更加协调有序'要加强会员的动态管理"促进会员履行

义务和责任'要强化服务意识"不断改进服务方式"着

力打造一支制度健全&管理规范&运转高效&富有活力

的职业队伍%

各位代表&各位理事&同志们!

作为第三届理事会会长"非常感谢水利部党组对

我的信任和厚望"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和支持"我

深感使命光荣"更感责任重大% 为大家服务是我的荣

幸"我愿和大家一起共担使命&不负期望&不负重托.

真诚地希望工程协会理事和常务理事们能够积极主动

的开展工作"履行好责任和义务"为协会发展建言献

策&添砖加瓦&真诚合作% 真诚地希望在下个五年内"

大家都为协会做一件或几件实实在在的事情"切实推

动协会工作迈上一个更大更高的台阶.

协会的改革发展面临着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

要求我们要有新面貌&新举措&新作为% 我们要继承和

发扬协会的优良传统"凝心聚力"在以习总书记为核心

的党中央的指引下"在水利部&民政部的坚强领导下"

在相关单位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在各位代表&理

事和广大会员的积极参与和共同努力下"积极开拓&奋

发进取"开创协会工作新局面"为加快水利改革发展&

促进水利事业的繁荣与振兴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元旦即将来临"预祝大家新年如意&快乐吉祥&阖

家安康%

谢谢大家.

##############################################

"

!上接第 '+ 页" 产生震动力的传输距离&震动力等各

参数多次验算和模拟% 最后确定机械拆除距保留涵洞

的安全距离为 #.)/%

!.涵洞拆除实施方案技术研究% 技术人员要先

对需拆除的老涵洞进行放样"首先在距保留涵洞 #.)/

的位置标出机械和人工拆除的分界线"然后机械由一

端开始机械拆除施工'一直拆除到分界线时"停止施

工% 剩余 #.)/混凝土涵洞采用人工使用风镐对混凝

土进行破拆%

为避免老涵洞止水&钢筋及形状受到损伤"对细部

混凝土采用人工簪除的方法进行拆除% 人工拆除完毕

后"对断面缺少钢筋部位进行植筋施工"确保新浇筑涵

洞与老涵洞更好地连接"同时保证涵洞接缝部位的混

凝土施工质量%

%.&.&!新老涵洞接缝新方法研究效果

通过采取新技术方法拆除"确保了新老涵洞接缝

混凝土施工的质量"避免新老涵洞接缝处现渗水&麻

面&不平等现象% 根治了新老涵洞接缝施工常出现的

质量问题"缩短了工程施工工期"避免了因接缝质量问

题带来的维修&补强施工"大幅度降低了工程施工

成本%

"#结#语

实践证明!在引黄闸工程施工期间会发生一些意

想不到的问题"只要我们勤于动手动脑"认真研究"最

终一定能使问题得以解决% 尽管上述施工技术研究在

引黄闸除险加固工程施工中"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和效

益"但还需要在多个项目中加以应用和验证% 只有在

不断的使用得以完善"才能使这些新技术&新方法&新

材料为中国的水利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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