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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武县大清沟水库除险加固工程
建设管理小结

宋丽萍
!彰武县水利技术推广中心站" 辽宁 阜新!E$"$###

!摘!要"!大清沟水库已运行三十多年"现已存在诸多安全隐患"急需进行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建设$ 本文针对大

清沟水库安全运行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关键部位的修复改建方案$ 同时"就工程质量管理体系%工程质

量控制标准%安全生产制度进行了系统论述"可为类似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建设管理提供借鉴$

!关键词"!水库除险加固& 工程质量管理体系& 工程质量控制标准& 安全生产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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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概况

大清沟水库位于辽宁省彰武县大冷蒙古族乡程沟

村境内%辽河水系柳河左侧一级支流大清沟河下游处&

水库距离柳河口 E.%Q8%彰武县城 %#Q8#所在水文分

区为
#

区& 大清沟水库 EL%I 年 H 月开工建设#EE 月竣

工#为小"E$型水库& ELM$ 年实施水库扩建#扩建后总

库容达 EE$# 万8

"

#升格为中型水库& 自扩建以来#已

运行三十多年#由于缺少必要的维修养护#导致病险问

题逐年积累#水库已存在着诸多安全隐患#威胁着大坝

的正常使用&

经核定#大清沟水库为三类坝#主要问题包括!大

坝上游面块石护坡风化破碎#防冲刷功能降低*下游排

水体淤堵失效#大坝浸润线在下游坡面上逸出#形成大

片沼泽*大坝渗漏严重#高水位时#局部有管涌现象出

现*因冻胀破坏#泄洪洞混凝土大面积剥蚀破坏#钢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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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露#进口启闭塔框架断裂变形#一扇闸门已经不能启

闭等& 故大清沟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建设刻不容缓#急

需对混凝土板护坡%防渗墙%泄洪洞等部位进行修复&

,&除险加固工程建设

大清沟水库除险加固工程依据建筑物类别#可划

分为均质土坝单位工程和泄洪及输水建筑物单位

工程&

$.E!均质土坝单位工程

均质土坝单位工程分为大坝上游面混凝土板护

坡%坝体混凝土防渗墙%大坝下游坡土方填筑及草皮护

坡等分部工程&

$.E.E!上游面混凝土板护坡

上游坡水下抛石 I 个单元#顺坝轴线长度 $# J

"#8为一个单元& 在库水位最低 E%L."#8高程处#沿

原坝面人工向水下抛块石至 E%M.I#8高程#抛石坡面

长约 H.M8#厚度一般为 #.%8&

现浇混凝土板护坡 $" 个单元#依据施工部位按

"## JH##8

$为一个单元& 坡面为土体时#先铺设 H##-N8

$

土工布#以满足渗透反滤要求#再按照每块长 ".#8%宽

$.#8架立分缝模板#板高 #.$8#最后浇筑二级配%机

械拌制 X$# 混凝土#振动器振捣#混凝土板面布设

!

K.% 钢筋网#保护层厚 "=8&

土方开挖 $E 个单元#土方回填 EM 个单元& 该分

部工程共完成水下抛石 MK#.#8

"

#混凝土浇筑 $HH#8

"

#

土方挖填 $I#$.%K8

"

&

$.E.$!坝体混凝土防渗墙

现浇混凝土防渗墙工程 %I 个单元#基本槽段沿轴

线方向每 K.%8为一个单元& 由 d)IH"bd̀ 型挖槽机

分段开挖沟槽*膨润土泥浆护壁#达到设计深度后"坝

顶以下 $%8$#采用导管法进行混凝土浇筑#X$# 混凝

土由搅拌站以高压泵输送到浇筑沟槽位置#一次连续

浇筑完成&

高压定喷灌浆 $E 个单元#以单孔划分& 针对大坝

泄洪洞及原废弃洞体以下及附近部分采取防渗措施&

由&ob$ 型钻机钻进#聚能泥浆泵灌注水泥浆#工作压

力 E#F/<#使其在坝体土层中形成防渗体#与防渗墙共

同减少大坝渗漏&

该分部工程共完成防渗墙混凝土浇筑 "KKK8

"

#高

压定喷灌浆 EE#.L"8

$

&

$.E."!下游坡土方填筑及草皮护坡

下游坡土方填筑 $# 个单元#依据施工部位或施工

缝划分#约 $###8

$作为一个单元& 工程内容!将原坝

坡杂草清除#由土料场用自卸汽车将土料运输到坝坡

上#推土机摊平碾压#坝顶由 M8加宽到 L8#按马道以

上坡比 E_K.KL%马道以下坡比 E_L.K% 修坡碾压整形&

草皮护坡 I 个单元#以工程部位或施工缝为界#

$###8

$为一个单元& 铺草皮前#在整平的坝坡上布撒

复合肥#以增加土体肥力#选购高成活率的人工草皮#

汽车运输至水库大坝上#采用/草皮卷移植0的铺栽方

法#确保达到较好的成活目标&

$.$!泄洪及输水建筑物单位工程

泄洪及输水建筑物单位工程分为坝下泄洪洞%泄

洪明渠%悬槽式溢洪道等分部工程&

$.$.E!坝下泄洪洞

该分部工程划分为 E" 个单元#进口段%闸室前洞

身段%闸室段各为 E 个单元#洞身段以伸缩缝为界

$%.L8为 E 个单元#土方开挖%回填各 E 个单元&

主要施工程序!(&"#% 型反铲挖掘机开挖洞体上

部土方#堆放在坝坡上#以备回填之用*拆除原泄洪洞

混凝土#弃渣由自卸汽车运出*对原泄洪洞基础整平%

夯实#架立模板#绑扎钢筋*iO"%# 升搅拌机拌制 X$#

混凝土#由翻斗车运输#人工倒料%溜槽入仓#$$Qg振

动器振捣密实& 当混凝土达到设计强度后#进行洞体

上部土方回填#采用机械与人工相结合的夯实措施#保

证回填土与新洞体及原坝体结合的密实度#确保大坝

安全&

该分部工程共完成钢筋混凝土浇筑 I#K8

"

#土方

开挖 ELIHH.M8

"

#土方回填 ELIHH.M8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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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泄洪明渠

该分部工程划分为 E$ 个单元#以施工伸缩缝为界

E%.#8为一个单元#土方开挖%回填各 E 个单元&

主要施工程序!(&"%# 型反铲挖掘机拆除原泄洪

明渠浆砌石侧墙及混凝土底板#开挖墙后土体#堆放在

明渠沟槽两侧#以备回填用*对拟建明渠段的基础整平

夯实#按照先钢筋混凝土底板%后混凝土侧墙的顺序#

绑扎钢筋#架立模板#iO"%# 升搅拌机拌制 X$# 混凝

土#翻斗车运输#人工倒料#溜槽入仓#振动器振捣*混

凝土达到强度后#回填墙后土方&

该分部工程共完成混凝土及钢筋混凝土浇筑

E"II8

"

#土方开挖 "MM%.LK8

"

#土方回填 "KEE.#$8

"

&

$.$."!悬槽式溢洪道

该分部工程划分 $K 个单元#其进口段%闸室段%渐

变段%出口海漫段各为 E 个单元#槽体段按伸缩缝

K.K8为 E 个单元#每一井柱基础为 E 个单元#土方开

挖%回填各 E 个单元&

主要施工程序!先拆除原钢筋混凝土槽体#用

(&"%# 型反铲挖掘机开挖土方#露出原井柱后#由人工

配合风镐拆除井柱混凝土至原地面以下 $8处*重新

绑扎钢筋%支模板%浇筑 X$% 混凝土*M$* 后拆模#再绑

扎横梁钢筋#支模板#浇筑混凝土*回填柱间土方#浇水

压实#局部配合人工夯实#在此基础上分段支立模板#

绑扎钢筋#浇筑 X$% 混凝土& 混凝土采用 iO"%# 升搅

拌机拌制#翻斗车运输#振动器振捣&

该分部工程共完成钢筋混凝土浇筑 "$L8

"

#土方

开挖 E%"M8

"

#土方回填 EEEH8

"

#原混凝土拆除 $IL8

"

&

%&工程质量控制

".E!工程质量管理体系

工程质量是建设管理的核心#大清沟水库除险加

固工程以/创建优质工程0为目标#始终围绕工程质量

开展工作#按照/建设单位负责%施工单位保证%监理单

位控制%政府部门监督0的原则#建立健全工程质量管

理体系#落实工程质量项目法人责任制%参建单位终身

负责制#形成全面%有效的工程质量管理体系&

=.建设管理处全面负责工程建设质量管理& 下

设工程技术科为具体质量管理部门#全过程配合监理

部对施工质量进行监督检查#贯彻工程质量管理的强

制性标准和规范规定#针对施工过程中可能影响工程

质量的问题#及时会同各有关方面协商解决#重点检查

隐蔽工程和关键部位#及时组织验收和质量评定&

D.工程监理部依据监理工作大纲和监理实施细

则#具体负责工程的质量控制工作& 健全质量管理制

度#对工程质量实行全方位%全过程控制#严格按照现

行水利法规和行业标准#审核签发施工图纸#审查施工

技术方案#督促及时取样试验#重要部位及混凝土浇筑

工程实行 $H*旁站监理#有效控制工程建设质量&

1.各施工单位是工程质量第一责任人#对工程质

量%工程进度统筹安排#建立健全施工质量保证体系#

将责任落实到各班组%各工序& 实行以/三检制0为主

要内容的施工质量保证措施& 严格按照设计文件%技

术规程及质量标准组织施工#严格实行质量检查制度#

每道工序都实行班组初检%施工队复检%质检员终检制

度#不合格的要立即整改#上道工序质量有问题#下道

工序不允许施工#如此相互制约#消灭不合格工序#保

证工程建设质量&

@.水利工程质量监督站对工程质量行使监督职

能& 在工程开工前#按照要求建管处与市水利工程质量

监督站办理质量监督手续#组建大清沟水库除险加固工

程质量监督小组#定期到施工现场#对各参建方进行现

场监督#参与分部%单位工程的质量评定和验收工作&

".$!工程质量控制标准

根据国家及行业现行规程%规范#以及招标标书的

技术条款#结合大清沟水库除险加固各单项工程的特

点#分别制定各类工程质量控制标准&

".$.E!防渗墙工程

大坝与基础混凝土防渗墙是大清沟水库除险加固

工程的核心& 混凝土设计强度指标为 X$#%gI#其工

程质量控制标准如下&

'$$'



=.混凝土材料& 水泥标号不低于 "$.% 级 /V#选

用普通硅酸盐水泥*粗骨料选用天然新鲜碎石#最大粒

径不超过 H#88#含沙量不大于 E\*细骨料选用细度

模数 $.H J".# 的中细砂#含泥量不大于 "\#黏粒含量

不大于 E\*选用减水剂%防水剂等外加剂必须确保质

量#使用的掺量要通过试验确定&

D.混凝土配合比& 入槽坍落度 EI J$$=8#扩散度

"H JH#=8#坍落度保持在 E%=8以上#时间不小于 E*&

初凝时间不小于 K*#终凝时间不大于 $H*#混凝土密度

不小于 $.E-N=8

"

#胶凝材料量不小于 "%#Q-N8

"

#水灰

比小于 #.K%&

1.混凝土浇筑& 混凝土浇筑中断时间不超过

H#87,#导管埋入混凝土深度不小于 E.#8%不大于

K.#8& 混凝土面上升速度不小于 $.#8N*#保证混凝土

面均匀上升#各处高差控制在 #.%8之内& 两组导管间

距不大于 ".%8#导管底口距槽底的距离控制在 E% J

$%=8& 混凝土浇筑顶面高于设计顶高程 %#=8&

@.混凝土取样试验& 每一施工槽段取混凝土样

一组#试件 " 个#$I;龄期后做抗压%抗渗试验&

".$.$!混凝土工程

大清沟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涉及的现浇混凝土工程

项目包括新建泄洪洞%泄洪明渠%泄洪闸与悬槽#加固

输水暗洞%大坝护坡等#其工程质量控制标准如下&

=.模板& 木模板制作与安装允许偏差见表 E&

表 (&模板制作的允许偏差

序

号
偏!差!名!称

允许偏差N

88

E 小型模板长和宽 n"

$ 大型模板"长%宽大于 "8$长和宽 n%

" 模板表面平整度"未经刨光$%相邻两板面高差 E

H 局部不平"用 $8直尺检查$ %

% 面板缝隙 $

K 相邻两板表面的高低差 $

M 平面模板表面的最大局部不平"用 $8直尺检查$ H

I 横截面内部尺寸对设计尺寸的偏差 nI

L 轴线对设计位置的位移 n%

!!D.钢筋& 加工钢筋允许偏差见表 $&

表 ,& 加 工 后 钢 筋 的 允 许 偏 差

序号 偏差名称 允许偏差值N88

E 受力钢筋全长净尺寸的偏差 nE#

$ 箍筋各部分长度的偏差 n%

" 钢筋弯起点位置的偏差 n"#

H 钢筋转角的偏差 "

!!1.混凝土材料& 水泥出厂日期不超过 " 个月#堆

放高度不超过 E% 袋& 拌和用水所含物质不影响混凝

土质量#不引起钢筋和混凝土的腐蚀#物质含量极限见

表 "&

表 %& 物 质 含 量 极 限

项!!目 钢筋混凝土 素混凝土

1d值N"8-NO$ [H [H

不溶物N"8-NO$ ]$### ]%###

可溶物N"8-NO$ ]%### ]E####

氯化物N"8-NO$ ]E$## ]"%##

硫酸盐N"8-NO$ ]$M## ]$M##

!!@.混凝土配合比与坍落度& 混凝土配合比及坍

落度见表 H%表 %&

表 $& 水 灰 比 最 大 允 许 值

混凝土部位 寒冷地区 温和地区

侧墙和顶拱 #.K# #.K%

底!板 #.% #.%%

表 #&混凝土在浇筑地点的坍落度

建 筑 物 的 性 质 标准圆坍落度N=8

素混凝土或少筋混凝土 " J%

配筋率不超过 E\的钢筋混凝土 % JM

配筋率超过 E\的钢筋混凝土 M JL

!!7.混凝土取样试验& 按每 $##8

"取样一组#试件 "

个& 以 $I;龄期进行物理力学试验&

".$."!排水体干砌石工程

大清沟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干砌石项目为坝后排水

棱体砌筑#工程质量控制标准如下&

=.干砌石材料& 砌石材坚实新鲜#无风化层或裂

缝#表面无污垢%水锈等杂质#物理力学指标符合设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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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毛石成块状#中部厚度不小于 E%=8#片石用量

不超过砌体总量的 E#\&

D.干砌石体& 砌体质量检查标准见表 K&

表 F& 干 砌 石 质 量 检 查 标 准 和 方 法

序号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

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次数

E 平面位置N88 %# 每 $#8用经纬仪检查 " 点

$ 顶面高程N88 n$# 每 $#8用水准仪测 " 点

" 竖直度或坡度 #.%\ 每 $#8用吊垂线检查 " 处

H 断面尺寸N88

不小于施工

图纸所示
每 $#8检查 $ 处

% 底面高程N88 n%# 每 $#8用水准仪测 E 点

K 表面平整度N88 %# 每 $#8用 $8直尺检查 " 处

"."!安全生产制度

=.落实安全生产专职人员& 为强化安全生产管

理工作#成立安全生产管理小组#对工程的安全生产负

责& 建设管理处下设安全保卫科#管理人员全天候在

施工现场巡视检查安全工作#各施工企业在生产班组

确定安全检查员#佩带安检员袖标上岗#具体负责安全

生产的相关事宜& 监理工程师把安全生产作为旁站监

管的重要内容#对出现的不安全苗头立即下达整改指

令#及时消除不安全隐患&

D.制定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紧密结合大清沟水

库除险加固工程的特点#制定-大清沟水库除险加固工

程安全生产制度. -大清沟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安全生

产岗位责任制.#针对施工中可能出现的不安全倾向#

提出明确要求和安全措施& 各施工单位%监理部门也

在此基础上#结合各自承担的工程特点#制定安全生产

管理办法& 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全面覆盖大清沟水库除

险加固工程#为实现安全生产目标提供前提保障&

1.实行安全生产例会制度& 在每半月一次的施

工调度例会上#强调安全生产管理#及时纠正存在的缺

陷和不足#纠正盲目施工行为#消除不安全隐患& 要求

各施工单位定期召开安全生产分析会#建立施工人员

安全教育培训制度&

@.安全生产检查与整改措施& 各施工单位结合

所承担工程的特点#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事故防患及

安全检查制度%事故应急预案#如油库火险急救预案%

车辆事故处理急救预案等& 在油槽车停靠处设置禁火

标志牌#布设消防沙堆& 机械工作现场#设置/小心有

电0/禁止入内0的警示牌& 施工中特种设备的安装及

使用#严格按照安全生产规定执行#如电焊工%混凝土

拌和工%各类机动车驾驶员等专业操作人员必须持证

上岗&

$&结&语

大清沟水库自 ELM$ 年扩建以来#已运行三十多

年#病险问题逐年积累#存在诸多安全隐患#急需进行

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建设& 本文针对大清沟水库安全运

行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上游面混凝土板护坡%

坝体混凝土防渗墙%下游坡土方填筑及草皮护坡%坝下

泄洪洞%泄洪明渠%悬槽式溢洪道等部位的修复改建方

案& 同时#本文就建立监理工作大纲和实施细则%确立

工程质量责任人%建立健全施工质量保证体系进行系

统论述#提出防渗墙%混凝土%排水体干砌石等工程的

质量控制标准#建立了系统的安全生产制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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