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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河滩防洪堤设计与施工浅析
方海霞

%喀什第三师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新疆 喀什!&MM%%%&

!摘!要"!东河滩防洪堤是叶尔羌河下游的典型工程'其堤基土主要由低液限粉土和细%粉&砂组成'堤防沿线低

液限粉土不均匀系数小于 P'地层抗冲刷能力弱) 设计施工中'选用水平a垂直基础防护措施'采用槽孔混凝土连

续墙'并在墙前填卵石格宾笼'以保障工程效果) 设计中线性插值法(水位流量关系曲线等均有代表性应用)

!关键词"!粉细砂河床* 堤基* 岸坡防护* 线性插值法* 水位流量关系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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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叶尔羌河位于新疆西南部$发源于喀喇昆仑山脉$

是塔里木河源流之一% 该河洪峰流量大-#ON# 年实测

洪峰流量 N$'%E

"

S;.$而下游平原现有防洪工程设施

简陋$抗洪能力弱% 为加强叶尔羌河下游平原地区防

洪工程建设$提高抗洪能力$组织编制了(新疆叶尔羌

河防洪规划报告)% 报告中指出叶尔羌河下游粉细砂

河床的基础及岸坡防护是防洪工程的关键%

东河滩防洪堤位于叶尔羌河流域的中下游$麦盖

提县境内$距县城约 N`E$地理位置为东经 ''j"Pl&北

纬 "&jP"l% 工程区地形平坦$地面高程在 ##'N3%% U

##&#3%%E之间$地势由西南向东北倾斜$自然坡降

#S$%%% U#S"%%%$基础为典型粉细砂河床%

防洪堤从麦盖提叶河大桥始沿河向上游右岸延

伸$规划长度 P`E$其主要任务是防止洪水从右岸漫

溢$保障麦盖提县县城的防洪能力%

,&地质条件分析

$3#!地形地貌

叶尔羌河东河滩段位河道宽浅$多浅滩和沙洲$水

流散乱% 河谷宽 %3O U#3%P`E$最宽河段近 "`E% 河

床以细-粉.砂为主$地貌单元为冲洪积扇倾斜平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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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与平原区细土带过渡% 两岸发育侵蚀堆积阶地$阶

面较为平坦$多耕地&低洼田地%

$3$!基地层岩性

防洪堤沿线地层结构根据(堤防工程地质勘察规

程)-J #̂&&/$%%P.附录 I中堤基的地质结构分类标

准$可划分为双层结构-

(

.类$地层结构上部为灰黄

色低液限粉土$下部为河流相冲积砂层$以青灰色细

-粉.砂为主%

地层结构可分为两层!第一层$低液限粉土$灰黄

色/灰色$呈稍密/中密$湿状态$埋深为自然地面以

下 % U#3PE$层厚 % U#3PE'第二层$细-粉.砂层$灰黑

色/青灰色$呈松散/稍密/中密$湿/饱和状态%

$3"!堤基土物理力学性质

防洪堤沿线的堤基土主要由低液限粉土和细

-粉. 砂组成% 低液限粉土天然含水量 $#3Oh U

$&3Mh$天然密度 #3'" U#3&O/S0E

"

$干密度为 #3M# U

#3MO/S0E

"

$孔隙比 %3&MN U%3OP%$塑性指数 P3N UN3'$

压缩 系 数 %3$O U%3"&QY2

[#

$ 压 缩 模 量 P3#" U

N3"'QY2$黏聚力 $3$ U$3'`Y2$内摩擦角 $$3#jU$M3#j$

渗透系数 N3&$ Z#%

[M

UO3%# Z#%

[M

0ES;% 地基承载力

特征值建议取 F

&Q

RO%`Y2% 细 -粉.砂天然含水量

$&3$h U"#3$h$天然密度 #3&# U#3O"/S0E

"

$干密度

#3M# U#3P#/S0E

"

$孔隙比 %3'&& U%3O#P$渗透系数

M3'O Z#%

["

U'3#O Z#%

["

0ES;$相对密度 %3"$M U

%3N$#/S0E

"

% 地基承载力特征值建议取F

&Q

R#"%`Y2%

$3M!水文地质条件

地下水的补给来源主要是叶尔羌河河水的垂向入

渗和侧向补给$地下水补给量大% 由于地势较低$地下

水位较高% 水循环条件差$降水稀少$主要排泄方式为

蒸发和蒸腾% 在勘察深度内$东河滩防洪段地下水位埋

深为自然地面以下 % U%3'E$地下水位高程 ##'M3O$ U

##'N3N'E% 地下水类型为潜水$含水介质主要为低液

限粉土和细-粉.砂%

$&工程设计与施工

"3#!堤防沿线工程地质评价

"3#3#!堤防沿线渗漏评价

根据(堤防工程地质勘察规程)-J #̂&&/$%%P.附

录X中土的渗透变形判别% 堤防沿线低液限粉土属细

粒土-粒径大于 %3#EE的土粒质量为 &3&h$小于总质

量的 P%h.&细-粉.砂属粗粒土-粒径大于 %3#EE的

土粒质量为 &#3Oh U&M3%h$超过总质量的 P%h.$不

均匀系数为 "3%N$ U"3$MM VP% 符合附录 X3%3# 细粒

土与不均匀系数不大于 P 的粗粒土的渗透变形为流土

的规定% 故沿线土的渗透变形类型为流土%

根据附录X3%3" 条计算低液限粉土层的临界水力

比降!

A

G.

M-:

0

R#.-# R'. M-$3'N R#. T

-# R%3MO. M%3O%

!!根据附录X3%3M 确定允许水力比降% 临界水力比

降除安全系数 $3% 得出允许水力比降为 %3MP$建议

取 %3"N%

"3#3$!堤防抗冲稳定性评价

根据堤防沿线钻孔揭露$堤身地层岩性主要为低

液限粉土&细-粉.砂$地层岩性上部主要为低液限粉

土$下部为细-粉.砂$抗冲刷能力较弱% 根据沿线地

层岩性$洪水期对堤防已构成严重威胁$堤防抗冲能力

大大减弱% 东河滩防洪段实测局部最大河流冲刷深度

为 #"3'E%

"3#3"!堤防边坡稳定性评价

堤防沿线地层岩性主要为低液限粉土和细-粉.

砂% 对堤防沿线进行全线勘察$并做了大量室内内摩

擦角和天然休止角试验% 低液限粉土的内摩擦角为

#O3&jU$M3'j$细-粉.砂的天然休止角为 $$jU$Pj%

东河滩防洪段采用槽孔混凝土连续墙$并在墙前填卵

石格宾笼防冲% 防洪堤高度 #3% U#3PE时$内边坡系

数 #3P$外边坡系数 #3$P'防洪堤高度 #3PE以上时$内

边坡系数 $3P$外边坡系数 $3%%

"3#3M!堤基工程地质条件分类

防洪堤堤基沿线地层结构为双层结构-

(

.类$地

层结构上部为灰黄色低液限粉土$下部为河流相冲积

砂层$以青灰色细-粉.砂为主$抗冲刷能力较弱$局部

最大冲刷深度实测为 #"3'E$洪水期对堤基稳定性已

构成严重威胁% 由于河道淤积及多年来防洪筑堤在坝

后取土等原因$致使防洪堤后地面高程比河床高程低

约 #3%% U$3%%E$而且多年来只对防洪堤进行防冲处

,&",



理$而对堤基未做任何处理% 东河滩防洪段历史险情

普遍$河水冲刷严重$历年防洪抢险任务艰巨$根据(堤

防工程地质勘察规程)-J #̂&&/$%%P.附录 k堤基工

程地质条件分类东河滩防洪段可划分为X类%

"3$!工程等级设定与总体布置

东河滩防洪堤拟定防洪标准为 $% 年一遇$设计洪

峰流量 $PO%E

"

S;$堤防工程级别为
&

等&小-#.型工

程% 工程区地震基本烈度为
+

度$设计烈度为
+

度$地

震动峰值加速度为 %3#%(%

东河滩防洪堤是兵地合建工程$分两期实施$一期

防洪堤长 #3&OO`E$桩号 #PO a#"P U#N# a%$M'二期防

洪堤长 %3N`E$桩号 #PO a#"P U#P& aP"P% 目前$大桥

上游 #P%E护岸也需进行防护$考虑与已建成防洪堤的

平顺连接$尽量不束窄河道$便于施工% 防洪堤线与坝

轴线平行$在原防洪堤外边坡坡脚外 "% UP%E范围内

新筑防洪堤$堤防长 #3%$`E$护坡 #3%$`E$桩号范围

#N# a%$M U#N$ a%MM%

根据叶尔羌河东河滩段位的地质条件分析$选择

适应于东河滩防洪堤的水平 a垂直基础防护措施$从

而达到河道整治&工程安全的目的%

"3"!设计参数选定

"3"3#!断面设计洪峰

53线性插值法% 场址断面无实测水文资料$根据

工程河段自依干其站至艾力克塔木站洪峰流量逐渐减

小的规律$以参证站设计洪峰流量作为控制$采用线性

插值法推求设计洪峰流量% 采用依干其站&M& 团渡口

站&艾力克塔木站作为参证站$推求工程场址设计洪峰

流量% 计算公式如下!

L

;

ML

0;

R

3-L

0;

RL

U;

.

3

0U

-#.

式中!L

;

///插值断面设计洪峰流量$E

"

S;'

!L

0;

///上游参证站设计洪峰流量$E

"

S;'

!L

U;

///下游参证站设计洪峰流量$E

"

S;'

!3///上游与工程场址断面间距'

!3

0U

///上游参证站与下游参证站间距%

东河滩防洪堤起点-桩号 #N# a%$M.距离上游依

干其渡口站-桩号 O" a%%%.N&`E$距离下游 M& 团渡口

站-桩号 $&M a%.#$"`E$以依干其站&M& 团渡口站&艾

力克塔木站的设计洪峰成果按河段距离内插计算工程

场址断面不同频率设计洪峰流量$见表 #%

表 %&线性插值法场址断面设计洪峰流量

单位!E

"

S;

断!!面
不 同 频 率 设 计 洪 峰 流 量

$h "3""h Ph #%h

东河滩-#N# a%$M. "P%' "#"% $&"$ $"$P

帕克孜墩-"#$ a%%%. #"ON #$NP ##P& O'N

艾力克塔木-"M$ a%%%. #%N% ON% &'O 'M"

!!<3阿尔塔什水库运用工况下的设计洪水分析%

阿尔塔什水库位处叶尔羌河干流以上 PP`E处$规划总

库容 $O3N 亿 E

"

$具有多年调节功能% 该水库建成后

对洪水调节作用明显$当河道洪水 $% 年一遇时-洪峰

流量 PPO%E

"

S;.$下泄流量 #'P%E

"

S;$当河道洪水小于

P%年一遇时-洪峰流量 '"O%E

"

S;.$下泄流量 M$#ME

"

S;%

考虑洪水沿程递减变化$计算节点断面设计洪水小于

下泄洪水$并且远远小于线性插值法计算结果% 从工

程安全考虑$选用线性插值法$以下仅做初步推算$以

进行对比分析%

当河道洪水 $% 年一遇时$阿尔塔什水库出库下泄

洪水 #'P%E

"

S;$根据阿尔塔什专用站和卡群站的关系$

推求下泄洪水至喀群站时为 #&%%E

"

S;%

采用线性插值法计算 #N# a%$M&"#$ a%%%&"M$ a

%%% 断面 Ph频率设计洪水与卡群站相应频率设计洪

水沿程变化$近似推算运用工况下设计洪水$成果见

表 $%

表 ,&水库运用工况下场址断面洪峰流量

单位!E

"

S;

断!!面
不 同 频 率 设 计 洪 峰 流 量

$h "3""h Ph #%h

东河滩-#N# a%$M. &OO

帕克孜墩-"#$ a%%%. "NM

艾力克塔木-"M$ a%%%. $'N

"3"3$!断面设计洪水位

根据东河滩防洪堤场址各断面的水位流量关系曲

线表$查设计流量对应的设计洪水位$设计洪水位成果

见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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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东河滩$%G% H(,# U%G, H(##%断面设计洪水水位

桩!号
距离S

E

Ph设计洪

水位SE

Ph洪峰流

量S-E

"

S;.

#%h设计洪

水位SE

#%h洪峰流

量S-E

"

S;.

#N# a%$M % ##'&3'" $&"$ ##'&3MO $"MP

#N# aP%% M'N ##'&3P" $&"$ ##'&3$O $"MP

#N$ a%MM PMM ##'&3"" $&"$ ##'&3%& $"MP

"3"3"!平均流速

各计算断面平均流速用设计流量和相应设计水位

的断面面积推求$计算结果见表 M$公式为!

8M

L

C

-$.

式中!8///断面平均流速$ES;'

!L///计算断面设计流量$E

"

S;'

!C///计算断面面积$E

$

%

表 #&东河滩$%G% H(,# U%G, H(##%不同频率断面平均流速

频!率 Ph #%h

桩号
流量S

-E

"

S;.

面积S

E

$

8平S

-ES;.

流量S

-E

"

S;.

面积S

E

$

8平S

-ES;.

#N# a%$M $&"$ $""P #3$# $"MP $"%% #3%$

#N# aP%% $&"$ $$P% #3$N $"MP $#'& #3%&

#N$ a%MM $&"$ $#OP #3$O $"MP $%O& #3#$

"3"3M!防洪设计

东河滩防洪堤采用梯形断面的土堤$迎水坡

#g$3P&背水坡 #g$3%% 迎水坡采用现浇混凝土板护坡$

混凝土板厚 $%0E$强度 I$%$抗冻等级 T#P%$抗渗等级

(N'混凝土板下铺设一布一膜$膜厚 %3"EE$布重

$%%/SE

$

$土工膜下铺设 P%0E厚砂垫层抗冻胀'封顶宽

度 %3PE$厚度 %3#E$混凝土强度 I$%$抗冻等级 T#P%'

沿护坡纵向每隔 #%%E设一道厚 #%%%EE的现浇隔墙$

隔墙混凝土强度为I$%$抗冻等级T#P%$抗渗等级(N%

基础防冲措施为采用 %3NE厚&#PE深槽孔混凝土

防渗连续墙$墙前填 #3&E深&#PE长卵石格宾笼铺盖%

根据堤身稳定&防汛抢险&物料运输储存等要求$东河

滩防洪堤堤顶宽 #%3%E$路面净宽 '3%E$两侧各设

%3"E宽的路沿石$路肩宽 #3$E% 路面结构为 %3$E厚

的混凝土加 %3$PE砂砾石%

"3M!工程施工

"3M3#!施工导流及排水

东河滩防洪堤根据坝轴线方案比较$选择在原防

洪堤外边坡坡脚外 "% UP%E范围内新筑防洪堤$利用

现状防洪堤作为导流堤%

东河滩防洪堤建设中$为保障格宾卵石笼施工顺

利$需将基坑积水及时排除$由于河道地下水位较高&

水量丰富$针对粉细砂地基采用井点排水方法降低地

下水水位%

"3M3$!施工配套

主体工程为防洪堤堤身和防洪堤基础防冲工程%

各施工场地&临时设施&生活区&辅助生产系统&仓库等

可在防洪工程附近布置$施工场地开阔% 施工用水和

生活用水可从就近河道抽取或从附近居民区拉运% 自

备电-N%`(发电机.占 $%h$电网电占 &%h%

#&结&语

为保障叶尔羌河下游防洪安全$东河滩防洪堤的

设计与施工迫在眉睫% 经地质评价分析可知!东河滩

段位堤基土主要由低液限粉土和细-粉.砂组成$地层

为双层结构-

(

.类$上部为低液限粉土$下部为冲积

砂层$地基承载力特征值为 #"%`Y2'堤防沿线低液限粉

土不均匀系数小于 P$渗透变形为流土$地层岩性抗冲

刷能力较弱%

设计施工中$选用水平a垂直基础防护措施$采用

槽孔混凝土连续墙与在墙前填卵石格宾笼$以保障工

程效果% 防洪堤参数核定过程中$采用线性插值法推

求设计洪峰流量$依据防洪堤场址各断面水位流量关

系曲线$选定对应的设计洪水位$并计算平均流速% 同

时$根据防洪设计的具体要求$合理安排施工导流及排

水和配套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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