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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市八峰水库大坝左岸施工缝
处理方案浅析

李高明
!泉州市洛江区农业水务局" 福建 泉州!"K$#EE#

!摘!要"!泉州市八峰水库施工以来"由于公路建设问题"未能保障大坝左岸%右岸施工缝同步处理"急需对大坝

左岸的施工缝处理方案进行研究$ 工程在分别提出不同施工缝处理的代表性措施基础上"参照右岸缺口段接缝处

理方案"选定左岸施工缝的重点处理部位"清理接缝部位"铺筑纯砂浆$ 方案选定混凝土振捣%灌浆孔布置%接触面

清理等关键措施"进行分析论证"并对施工缝处理的质量检测环节进行科学设定"对同类工程具有重要的借鉴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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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市八峰水库主体工程自大坝砌筑施工以来#

由于左岸改建公路建设滞后#致使右岸原有公路无法

破除#为保证右岸公路正常通行#经多方案论证#确定

交通洞分流方案#待右岸具备通车条件后#再进行右岸

公路坝基开挖及坝基验收&

大坝左岸坝体砌筑施工至
!

EM$.##8高程时#受

到左岸改建公路交叉段施工作业影响#造成大坝左岸

无法继续砌筑施工& 只能进行河床段及右岸坝体

!

EM$.##8高程以上单边砌筑施工#待左岸改建公路

完成交叉段开挖施工后再进行左岸缺口段砌筑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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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岸的坝体高差 $"8&

根据八峰水库右岸缺口段接缝处理施工经验#对

右岸现有公路段缺口坝体施工质量进行检验#其结果

见下表& 八峰水库大坝左岸的施工缝处理可参照右岸

施工经验#有针对性选择科学%合理的施工缝处理

方案&

右岸现有公路段缺口坝体施工质量检验一览表

序号 桩 号 部 位 高程N8 取样点数 压水结果"透水率$NOY 设计指标NO6 结!论

E 右岸公路坝段 E%".## $E #.$I J#.I"

#

% 合格

$ 右岸公路坝段 E%%.## $$ #.$I J#.%K

#

% 合格

" 右岸公路坝段 E%M.## $" #.$I J#.I"

#

% 合格

H 右岸公路坝段 E%L.## $H #.$I J#.I"

#

% 合格

% 右岸公路坝段 EKE.## $% #.$I J#.I"

#

% 合格

K 右岸公路坝段 EK".## $% #.$I J#.I"

#

% 合格

M 右岸公路坝段 EK%.## $K #.$I J#.I"

#

% 合格

I 右岸公路坝段 EKM.## $K #.$I J#.I"

#

% 合格

L 右岸公路坝段 EKL.## $M #.$I J#.I"

#

% 合格

E# 右岸公路坝段 EME.## $M #.$I J#.I"

#

% 合格

EE 右岸公路坝段 EM".## $M #.$I J#.I"

#

% 合格

E$"试验$

右岸公路

坝段 # ZEEM

EK".## E

砌体干容重 $.%E [$."9N8

"

"设计

指标$*砌体空隙率 E.%L\ ]"\

"设计指标$*埋石率 %L."M\ [

HI\"设计指标$#满足设计指标

干容重
%

$."9N8

"

*砌体空

隙率]"\*埋石率[HI\

合格

,&大坝施工缝处理原则

大坝施工缝按其形成机理%表现特性可分为水平

施工缝%垂直施工缝%基岩面三类+E,

#在施工缝处理措

施选用时#可有针对性地选取科学%合理的处理方案#

以保障处理效果&

$.E!水平施工缝

大坝的超大体积混凝土浇筑过程中#通常采用分

层%分段来划分工作阶段#当浇筑的间歇时间超过凝结

时间#极易形成水平施工缝+$,

& 为有效处理水平施工

缝#可选用工程处理或添加缓凝剂两种方法&

其中#工程处理措施具有施工精度高%易于控制的

特点#而添加缓凝剂可利用柠檬酸等化学试剂涂刷于

施工缝的表面#有效延缓混凝土的凝结时间& 在大面

积的水平施工缝处理中#优先推荐缓凝剂的使用#可节

约施工时间#处理优势明显&

$.$!垂直施工缝

混凝土裂缝是大坝垂直施工缝的主要存在形式#

在混凝土浇筑过程中#如不能科学控制混凝土的坍落

度%温度应力等关键设计参数#极易形成垂直的混凝土

裂缝+",

#对大坝质量造成威胁& 对于不同原因形成的

垂直施工缝#有针对性地选取处理措施#可有效改善混

凝土浇筑性能#确保大坝的完整性&

针对垂直施工缝存在的位置#可机械%人工凿除清

理原有间隔面#设定科学的灌浆压力#对施工缝进行有

效连接& 其中#连接混凝土的浇筑以施工缝溢浆为标

准#务必确保施工缝清理彻底#避免二次施工&

$."!基岩面

若坝基混凝土浇筑过程中#未能科学设定施工参

数#极易形成天然的施工缝#其对大坝的稳定具有重要

威胁& 在坝基的处理过程中#应将基岩的表面清理干

净#光面岩石凿毛#高压水冲洗+H,

& 可预先设定一定厚

度的高强度水泥砂浆浇筑层#经勘测验算基岩面和浇

筑材料结合紧密后#方可进行施工& 特殊地段#需进行

现场试验#以确保处理措施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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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小结

通过对八峰水库左岸进行前期勘测分析#可知水

平施工缝和垂直施工缝是该处理方案的研究重点& 由

上文可知#八峰水库大坝右岸施工缝处理质检结果均

符合设计指标#故本文可结合左岸实际工况#制定左岸

缺口段接缝处理方案#待左岸坝上堆积石方清理完成

后#即可依据施工缝处理原则进行施工&

%&大坝施工缝处理措施

为了保证大坝的整体性#对大坝左岸
!

EM$.##8

高程以上坝体"桩号!左 I# ZII.% J右 I# ZE$%.E$接

缝进行重点部位处理#如图 E 所示&

��4�)8�

图 (&大坝左岸施工缝处理部位

".E!处理工艺

大坝混凝土浇筑的施工缝面一般采用冲毛和人工

凿毛处理#在左岸施工缝处理过程中#首先凿除接缝部

位松动混凝土块%片石#用高压水冲洗干净#接触面铺

筑一层 %=8厚坝体同标号纯砂浆#保证新旧两期坝体

接缝处混凝土胶结良好#形成整体&

缝面的处理应满足-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

"PT%#KKK)$#EE$中提出的/混凝土施工缝面应无乳

皮#微露粗砂0的要求#确保新老混凝土的无缝对接+%,

#

保障大坝的整体结构强度和防渗能力&

".$!处理流程

大坝左岸接缝处理包括缝面清理%高压水冲洗%混

凝土拌和%铺设底浆%振捣密实%质检养护等关键环

节+K,

#具体流程如图 $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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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施工缝处理流程

"."!措施要求

=.每一层坝体混凝土振捣时均对垂直接缝特别

注意#加强振捣密实#缝面处理时凿除干净缝间的浮浆

残渣%松动片石& 砌筑时逐层平衡上升#层厚控制在

E8左右+M,

& 砌筑前#将垫层混凝土面或下层砌石面凿

毛冲洗%处理干净后施工#对垂直接缝处灌注高标号水

泥砂浆#用混凝土振动棒振捣密实#做到每一层接缝严

密#使先后砌筑的两段坝体形成整体#确保接缝处坝体

压水试验一次性通过&

D.为加强坝体的垂直施工缝接缝效果#每砌筑

"8高砌体"H;龄期或强度达 %#\以上后$#在施工缝

处#布置三排灌浆孔#排距 E.%8#孔距 E.%8#孔深

H.#8#梅花形布置+I,

#孔斜度约 H% #̂基本与接缝平行#

灌浆处理#灌浆压力以使结合面不发生新的裂隙为原

则#一般采用 " JHQ-N=8

$

#浆液采用纯水泥浆#浆液浓

度在开浇时采用 %_E#然后逐渐加浓#视情况进行调

整#确保缺口处新旧混凝土连接成整体&

1.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在坝面堆积土石方清理干

'&'



净后#先对
!

EM$.##8施工平台采用风镐深度凿毛并

用高压水冲洗#确保水平接触面混凝土外露碎石%埋置

毛块石的水泥浮浆冲洗干净#使整个水平接触面粗糙#

有利于上下层砌筑混凝土面接缝良好*与河床段高台

阶坝体连接处#采用风镐凿除松动混凝土块和塞缝片

石#并用高压水冲洗干净&

@.项目部自检合格后#上报业主及监理方#经三

方人员共同检查验收#合格后方能在
!

EM$.##8高程

坝面摆放大毛块石#可铺筑一层 %=8厚同标号纯水泥

砂浆#以保证新旧浇注坝体的良好接触#每一砌筑层厚

E8#分三次浇筑砌筑 XE% 混凝土#每一层采用混凝土

振动棒振捣密实#以混凝土面冒浆且不出现气泡%混凝

土面没有明显下沉为准&

$&质量检测

八峰水库大坝左岸施工缝处理过程中#质检人员

现场监督缝间混凝土浇筑振捣工序#做好施工过程质

量控制& 严格把控原材料质量关#各种材料必须有产

品质量合格证且经检测试验合格后方可使用& 验收过

程中严格执行三检制#把好每一道工序质量关&

质量检测对施工缝处理达标十分关键#可从以下

几个方面入手!

=.对于高低差台阶式坝体施工缝#按照-水利水

电单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评定标准)))土石方工程.

")OK"E)$#E$$混凝土砌石体及-浆砌石坝施工技术

规定.") àE$#)ELIH$有关规定检测&

D.每砌筑一层采用钻孔取芯%留置试块*每 $ J"

层钻孔压水#测定坝体吸水率& 如不满足则采取灌浆

补救措施& 特别是台阶式垂直接缝处应加强检测#主

要采用钻孔压水方式进行检测吸水率#必要时也可采

用试坑法进行挖坑检测#观察施工缝接缝状况&

#&结&语

泉州市八峰水库施工以来#由于公路建设问题#未

能保障大坝左岸%右岸施工缝的同步处理#急需对大坝

左岸的施工缝处理方案进行研究& 本文依据施工缝形

成原因将其划分为三类#并在总结现有研究成果基础

上#分别提出有代表性的施工缝处理措施& 在结合八

峰水库左岸施工缝现状的基础上#设定其水平施工缝

和垂直施工缝的基本处理原则& 其中#八峰水库右岸

缺口段接缝处理对左岸施工缝合理选择施工措施具有

重要的借鉴意义&

依据现场勘测情况#选定左岸施工缝的重点处理

部位#以冲毛和人工凿毛为重要手段#清理接缝部位#

铺筑纯砂浆以确保施工缝的有效胶结& 本文选定混凝

土振捣%垫层砌筑%灌浆孔布置%接触面清理等关键措

施要点#进行详细分析论证& 同时#对八峰水库大坝左

岸施工缝处理的质量检测环节进行科学设定#对同类

工程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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