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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夫露水库初步设计浅析
杨娟娟

!第九师联拓勘测设计研究有限公司" 新疆 塔城!P#US"(#

!摘!要"!本文针对博尔斯台河流域水系特征"汇集工程区多年气象数据"研究径流降水关系"计算木夫露水库坝

址处设计洪峰流量和设计洪量% 经地质资料分析"水库河谷呈(Y)形"发育断裂规模较小"岩体透水性受风化程

度$断层及贯通性节理发育程度控制% 依据水文$地质分析结论"选定坝址位于博尔斯台河出山口上游 "RQ+,处"

确定混凝土重力坝为推荐坝型"并对挡水建筑物$泄洪建筑物等重要构筑物进行了详细阐述"以期为类似工程设计

提供借鉴%

!关键词"!木夫露水库' 设计洪峰流量' 设计洪量' 混凝土重力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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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博尔斯台河山区缺乏控制性调蓄工程#下游灌

区引水保证率低#下游河道抵御洪水能力较差#洪灾

频发' 为提高灌区水资源利用率#提高灌区防洪能

力#保障灌区人畜引水等用水需求#现规划在博尔斯

台河出山口修建木夫露水库工程#承担农业灌溉(人

畜(工业供水及防洪要求'

木夫露水库坐落在博尔斯台河出山口上游

"RQ+,处#水库坝址位于塔城地区额敏县东南约

O"+,#其地理位置为东经 PUh")lXPUh"Pl(北纬

USh)"lXUSh)$l#海拔高度为 ("#) X("U#,#坝址以

上储水面积为 $"R(+,

$

'

木夫露水库是一座以农业灌溉(人畜供水为主#

兼顾工业供水(防洪的综合水利工程' 该水库到设

计水平年"$"$) 年$可改善下游 "ROS 万亩耕地灌溉

)$!)



问题#解决 UUQ" 人和 #R)S 万只标准畜的饮水问题#

年供水量达 $OR$U 万 ,

#

#将河道下游防洪能力由 )

年一遇提高至 (" 年一遇'

,'水文条件分析

$R(!流域概况

博尔斯台河发源于塔尔巴哈台山东段#由北向

南#出山口以上河长 PR"+,#出山口后流程约

(R"+,#汇集至克尔柯夏沟' 源头最高点海拔为

$#"",' 流域内无永久性积雪和冰川发育#因此博

尔斯台河水系属于扇形水系#河流上游为 ) 条源流#

在距离拟建坝址上游 S"",处汇集成为博尔斯台河

干流' 博尔斯台河出山口以上平均海拔为 ())",#

平均纵坡为 #R()Z' 河流两岸植被生长较好#为多

年生或一年生草本植物#并生长有稀疏灌木'

$R$!气象特征

工程区多年平均气温 )RQ(_#最热月"O 月$平

均气温 $"RS_#最冷月"( 月$平均气温 (̀"R#_#

多年平均降水量 ##URP,,' 历年最大和最小年降

水量分别为 UQSR),,和 (S(R(,,' 多年平均
!

(",,降雨量的天数为 SRS=#多年平均蒸发量为

(O"$,,#年最大(最小蒸发量分别为 $")QRP,,和

($$QR(,,' 多年平均日照时数为 $S()RQ1#多年平

均无霜期 ($)R)=#多年平均积雪厚度 U#R(B,#最大

积雪厚度 OQB,#历年最大冻土深度 (U)B,'

$R#!径流条件

博尔斯台河径流的补给主要依靠季节性冰雪融

水(降雨及地下水#因此其径流的变化与降水有着密

切的正相关关系' 博尔斯台河年径流变差系数为

"R###该河径流年际变化较大' 径流年内分配不均#

主要集中在 U 月() 月(S 月#其水量占全年径流量的

)OR$Z#其中 ) 月占年径流量的 #$R)$Z' 这部分

水量主要来自山区季节性积雪的融化和降雨#持续

时间较长'

坝址处设计年径流量的分析计算采用径流深等

值线法(径流模数法和水库坝址处实测值修正法.(/

分别进行分析#博尔斯台河水管站断面以上流域多

年平均径流量计算推荐实测值分析结果#即流域多

年平均径流量 U(( 万 ,

#

' 坝址年径流频率计算结

果见表 ('

表 ('坝址年径流频率计算结果 单位!万,

#

+ 6B 6*C6B

3

("Z $)Z )"Z O)Z P)Z Q"Z

U(( "R## $ )Q$ UQ# U"( #$U $OQ $UQ

$RU!洪水分析

$RUR(!成因及特点

经对博尔斯台河流域进行实地调查访问及资料分

析#多数洪水发生在 U,S 月#也有少数洪水发生在 O,

Q 月#其根本原因在于流域特定的自然地理(水文气象

条件的综合作用#经分析该河并存三种类型的洪水!融

雪型洪水(暴雨型洪水(雨雪混合型洪水'

融雪型洪水多出现在每年的 U 月中旬至 ) 月下

旬#其洪水过程日变化明显#洪峰量值一般不大' 暴雨

型洪水#每年 O,Q 月#山区突降暴雨#形成较大的地面

径流#洪水发生的随机性很强#洪峰高而历时短' 雨雪

混合型洪水#持续增温遇降水过程#积雪融化#雨(雪汇

成洪流#直冲而下#历时长(洪量大.$/

'

$RUR$!设计洪峰流量

本文中木夫露水库坝址设计洪峰流量计算采用三

种方法#分别为推理公式法(洪峰模数法和水文比拟

法.#/

' 从分析得出的数据看#推理公式法计算结果与

水文比拟法计算结果比较接近#推理公式法计算结果

略大#洪峰模数法计算结果最小' 故木夫露水库坝址

处设计洪峰流量推荐采用水文比拟法计算结果' 坝址

设计洪峰流量见表 $'

表 ,'木夫露水库坝址处设计洪峰流量

单位!,

#

W3

频率3 "R(Z "R$Z "R##Z (Z $Z #R##Z )Z ("Z $"Z

洪峰流量 $#R( $"RP (QR( ()R) (#R$ ((RS ("R# PR( SR(

)%!)

杨娟娟W木夫露水库初步设计浅析! !!!!



$RUR#!设计洪量

木夫露水库坝址设计洪量的分析计算采用参证站

洪量模数法.U/

#参考站为临近流域卡琅古尔河卡琅古

尔站#坝址设计洪量成果详见表 #'

表 E'木夫露水库坝址设计洪量成果

单位!万,

#

项

目

3

"R(Z "R$Z "R##Z (Z $Z #R##Z )Z ("Z $"Z

+

(

S"R" ))RS )$R# U)R" U"RU #ORS #UR" $QR( $#RQ

+

#

(#URP ($)RU ((PR) ("#R" Q#R$ POR$ OQRS SPRQ )OR)

+

O

$U$R) $$SR$ $(UR# (POR# (SQRQ ()QR) (USR$ ($OR# ("OR$

E'地质条件分析

#R(!地形地貌

木夫露水库库区位于低中山区#回水长度为

QQO,#两岸情况基本相同#山体雄厚#两岸基岩裸露#

山顶海拔 (((" X((O",#岸坡坡度 $)hXS"#局部陡立'

河谷呈%Y&形#阶地不发育#河流流向近于南北向#河

床海拔 ("#Q X("O(,#宽 (" X#",#河段纵坡 $RQZ#河

流切割深度 )" XP",#库区冲沟较发育#沟内及河谷生

长有灌木与草本植物'

#R$!地质构造

库区发育断裂规模较小#破碎带宽多 ) X("B,#组

成物质以断层泥(碎裂岩为主#倾角多 S"hXP"h#仅发

育一条区域性次级断裂达因苏断裂"@$$#位于库尾回

水线外#距坝址约 (R"+,#走向 ##"h左右#倾向 kb#倾

角 P"h#为压扭性断层#该断裂为上泥盆统塔尔巴哈台

组下亚组"H#8:$与下石炭统南明水组"c(5$的分界

线#组成物质主要为断层碎裂岩' 工程区揭露断层宽

约 "R#,#未发现活动性迹象'

#R#!水文地质

地下水类型为基岩裂隙水和第四系孔隙水' 基岩

裂隙水主要分布在河谷两岸风化岩体裂隙或断层中#

地表降水入渗补给基岩裂隙水或汇入两岸冲沟#河谷

两岸基岩裂隙水补给河水' 孔隙潜水主要分布在河床

卵砾石层中#主要受河水补给#以潜流向下游运移'

岩体透水性主要受风化程度(断层及贯通性节理

发育程度控制#其中强风化岩体属中X强透水层#弱风

化岩体属弱 X中透水层#微风化 X新鲜岩体属弱透

水X微透水层#坝基岩体透水率随钻孔深度增大而减

小' 钻孔压水试验结果分析#坝址区岩体透水率无明

显 (" 2̂ 界线#透水率从大于 (" 2̂ 直接进入小于 ) 2̂

范围'

#RU!工程地质问题

#RUR(!水库渗漏

库区左岸山体相对单薄#河谷与邻谷相距 "RU X

"RO+,#坝轴线上游 ()",处发育低矮垭口#山体厚

U"" XO"",#邻谷的谷底高程与博尔斯台河河底高程

相同#水库蓄水后#极有可能沿垭口处单薄山体产生渗

漏#gm# 位于垭口下游 ()",处#右岸钻孔资料类比透

水层分布情况#钻孔深度 (#,以下透水率小于 ) 2̂#可

作相对隔水层' 该垭口高程 ("Q$R"",#比水库正常蓄

水位"("O"RS",$高约 $(,#相对隔水层处于水库正常

蓄水位以上#可不考虑邻谷渗漏问题' 库区内无区域

性断裂通过#岩体较完整#故库区不会因断层而产生邻

谷渗漏'

#RUR$!库岸稳定

库区两岸基岩为上泥盆统塔尔巴哈台组下亚组

"H#8:$#岩体呈中厚层状(巨厚层状#岩层走向 #$"h#

倾角 P"h#与河流的流向近直交#为横向河谷形态' 岸

坡坡度 $)hXS"h#局部陡立#主要发育三组裂隙!

!

(̂#

#""hX##"h0I

#

O)hXP)h#裂面平直粗糙#微张#延伸

长 P,#泥质充填-

"

$̂##"hXS"hkI

#

S"hXPPh#裂面

平直粗糙#微张#延伸长 (",#泥质或碎裂岩充填-

#

#̂##"hXU"h0b

#

O"hXOQh#裂面平直粗糙#微张#延

伸长 ) X(",#泥质充填'

局部裂面相互切割出现卸荷裂隙#张开宽度 ) X

("B,#产生少量崩塌(掉块#方量较小' 根据地表测绘#

水库正常蓄水位高程以上#多基岩裸露' 库区内无大

的崩塌(滑坡体#库岸总体稳定性较好'

)&!)



&'工程规划设计

UR(!坝轴线选择

推荐坝址位于博尔斯台河出山口上游 "RQ+,处#

坝址处位于低中山区河段#两岸情况基本相同#山体雄

厚#部分基岩裸露' 上下游 $"",范围内#有 # 条小断

层通过#分别为 @$((@$$(@$#' 断层破碎带宽度 ) X

("B,#组成物质以断层泥(碎裂岩为主#对岸坡稳定有

一定影响' 坝轴线上游左岸 (S",处(下游右岸 (U",

处各发育较大冲沟'

坝轴线左右两端向上下游调整范围均不大#依据

防渗体避开冲沟(防渗线经济合理#面板坝趾板(重力

坝基座坐落在完整基岩上#坝轴线最短(工程量最小等

原则# 坝轴线坐标! 左坝肩 PVOU()SPRPS# QV

)$"$P$(R(U-右坝肩PVOU(UO"RU##QV)$"$Q"ORO)'

UR$!坝型选定

根据坝址区的工程地质条件#优选均质土坝(面板

堆石坝和混凝土重力坝' 通过分析#结合该工程大坝

填筑规模及开挖规模均较小的特点#对混凝土重力坝(

面板堆石坝(均质土坝等三种坝型从地形地质条件(水

文地质条件(施工条件(枢纽布置(环境影响(工程投资

等方面综合分析#进行技术经济比较#以确定最优坝

型#选定整体稳定性强(投资最低的混凝土重力坝为推

荐坝型'

UR#!挡水建筑物

坝体为均质土坝#坝顶高程 ("O$RO",#坝长

($PRP,' 坝顶采用砂砾石路面#垫层厚 "R#,' 为排除

雨水#坝顶向下游单向倾斜#坡度 &V"R"$' 坝顶上游

设防浪墙#墙顶高程 ("O#RO",#高出坝面 (R",' 防浪

墙每隔 ),设伸缩缝#缝内设止水带止水并填高压闭

孔板#迎水面采用沥青砂浆封口'

根据新疆地区工程经验#上游坝坡坡比采用 (n

$R)#下游坝坡坡比采用 (n$R$)' 上游护坡为 $"B,厚

混凝土板#标号为 c#"(]#""#护砌范围为坝顶至死水

位以下 (R),"高程 ("UORU),$处' 下游护坡为 U"B,

厚碎石#坡面纵(横向分别设纵梁(横梁'

URU!泄洪建筑物

水库正常蓄水位 ("O(R$),#溢洪道堰顶高程

("O(R$),' 水库设计洪水位"3V$Z$("O$R((,#溢洪

道设计泄量 ("R#O,

#

W3-水库校核洪水位"3V"R$Z$

("O$RU#,#溢洪道校核泄量 (OR#(,

#

W3'

根据工程布置#工程选取右坝肩布置溢洪道#利用

天然坡度扩挖形成' 溢洪道布置在右岸#由进口段(泄

槽段(消能段组成#总长 ())R",'

0R进口段' 进口段总长 (QRS,#包含侧堰段(渐变

段(控制段' 侧堰段为折线形实用堰#堰顶高程

("O(R$),#纵坡&V"R"")#断面型式为梯形#底宽 "RQ"

X(RP,#边坡 (n"RO)#采用 "R#,厚 c$) 混凝土衬砌'

渐变段采用'(" 浆砌石扭面#底板为 c$) 混凝土板衬

砌#厚度 "R#B,#纵坡 &V"R"")' 控制段为平坡控制

段#矩形断面#底宽 (RP,#c$) 钢筋混凝土衬砌'

=R泄槽段' 泄槽段总长 (#"RU",#整体式 c$) 钢

筋混凝土矩形结构#底宽 (RP,#底板厚 "R# X"R),#边

墙高 $R"" XURP),#边墙厚 "R# X"R),' 设计纵坡 &V

"R$U)U)#每隔 (",为一段#分缝处设齿墙#齿墙

深 "RS,'

2R消能段' 泄槽下游采用挑流消能#消能段总长

)R",' 底宽 (RP,#底板厚 "R),#边墙高 $R"",#调流

鼻坎高程 ("#PR$$,#调流反弧半径 PR),#挑角 (Ph'

水流经挑流鼻坎挑至下游河床内'

%'结'语

为提高博尔斯台河山区灌溉水资源利用率#保障

人畜引水需求#现急需对木夫露水库进行规划设计'

本文针对博尔斯台河流域水系特征#汇集工程区域气

温(降水量(蒸发量等气象数据#研究径流降水关系#计

算坝址处设计径流量' 同时#对该流域的洪水成因及

特点(设计洪峰流量(设计洪量进行研究#计算核定坝

址处的设计洪量'

木夫露水库河谷呈%Y&形#河段纵坡 $RQZ#库区

冲沟较发育' 库区发育断裂规模 $下转第 SO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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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评价与修复的重要研究内容# 对脱空识别# 应该

进一步定义出脱空边界和进行脱空的严重程度的定

量合理划分'

=R目前某种单一的方法难以准确无误地检测

识别面板脱空区#几种方法联合检测#扬长避短(相

互验证避免出现单一方法的局限性带来的错误' 因

此#开展综合物探的方法检测识别面板脱空将是目

前较好解决面板脱空检测不准的方法'

2R基于地震散射 cA0B:5 的板底脱空检测是堆

石坝坝面板脱空检测的新方法#目前虽然存在工作

效率低的局限性#但可通过对检波器和检测方法进

行改进#提高工作效率后#该方法有着较好的应用

前景'

5R应用动力学方法将开辟路面板脱空检测新

的途径# 如瞬态信号法和模态分析法# 虽然目前只

得到了定性结果# 但面板作为较刚性结构#开展激

振作用下面板上振动特性的差异性来分析和识别潜

在的脱空区域会成为面板脱空检测新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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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版$#$"(U"("$!$")A$(" \$(O*

.$/!郑仲寿#李俊杰*基于有限元仿真面板坝脱空分析.f/*东

北水利水电#$"")"P$!(A##))*

.#/!曾海#张东长*地质雷达在混凝土路面板脱空检测中的应

用探讨.f/*公路交通技术#$"")""#$!O$AOU*

.U/!周剑#胡志根#刘全*堆石坝临时断面度汛下游护坡非均匀

石料的稳定性分析.f/*水动力学研究与进展 K辑#$"(U

""S$!O$#AO#$*

.)/!&bkbHb%%/K#Hb&̂K0770 'T*T?:= 9:D4,458=>:65?3>3

.f/*o2:;;Ec?538;2B8*#$""("S$!Q#A(((*

.S/!徐明才#高景华#荣立新#等*散射波地震方法在蔡家营多

金属矿区的试验研究.f/*物探与化探#$""#""($!UQA)U*

.O/!赵永贵#蒋辉#赵晓鹏*%0%隧道地震 c%地质超前预报技

术及应用"英文$ .f/*K99<>4= -4?91E3>B3#$""S""$$!S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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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小#仅发育一条区域性次级断裂#且位于库尾回水线

外' 岩体透水性主要受风化程度(断层及贯通性节理

发育程度控制#坝址区岩体透水率无明显 (" 2̂ 界线'

本文针对工程地质存在的水库渗漏和库岸稳定问题进

行分析'

依据水文(地质条件分析结论#选定坝址位于博尔

斯台河出山口上游 "RQ+,处#坝址处山体雄厚#部分

基岩裸露#坝轴线坐标!左坝肩 PVOU()SPRPS#QV

)$"$P$(R(U-右坝肩 PVOU(UO"RU##QV)$"$Q"ORO)'

从施工条件(枢纽布置(环境影响(工程投资等方面综

合分析#选定整体稳定性强(投资最低的混凝土重力坝

为推荐坝型' 并对挡水建筑物(泄洪建筑物等重要构

筑物进行了详细阐述#给定其对应的设计参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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