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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水电工程帷幕灌浆施工质量
管控技术探讨
雷顺荣!袁宗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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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针对中国水利水电工程施工管控较难%问题较多又有重要作用的帷幕灌浆施工提出了一套控制技

术"包括选择适当合同形式%正确选择施工与监理单位及灌浆记录仪%选择第三方实施检查孔等"有较强实用性%针

对性"希望对提高水利水电工程帷幕灌浆管控水平%提高坝基帷幕防渗效果%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能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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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灌浆形成防渗帷幕对于水库类工程建设项目来

说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随着技术的进步#目前的帷幕

灌浆设计与施工技术已十分完善#灌浆材料可灌性越

来越好#设计灌浆压力越来越高#灌浆设备也越来越先

进#然而当前国内水利水电工程因为帷幕灌浆没有灌

好%没有管理到位导致工程试运行不成功%装不住水而

进行补灌甚至多次补灌的项目不少#也有的项目因此

降低标准运行& 帷幕灌浆项目的最终造价一般都会超

合同价格较多& 因此业内人士普遍认为灌浆是最难以

管控的项目#更是业主最担心的项目#可能的话尽量采

用别的方案代替#如防渗墙等& 笔者在此提出一些管

控方法与各位同行探讨&

(&帷幕灌浆主要施工工艺及质量管理措施

自乌江渡电站以来国内帷幕灌浆主要采用孔口封

闭器卡塞的循环灌浆法#灌浆目的主要是用灌浆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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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帷幕线上岩石中的孔洞%裂隙充填& 通过在岩石中

分段钻孔%分段卡塞"主要是安装封闭器$#采用多杠

柱塞泵%小孔径钢丝橡胶灌浆管路将水泥浆等浆液压

入岩石裂缝或孔洞中& 由于灌浆的隐蔽性#采用灌浆

记录表记录灌浆全过程及主要成果& 原先采用手工记

录#然而手工记录工作量大#随意性也较大#从 $# 世纪

I# 年代后期%L# 年代初期起逐渐采用自动灌浆记录仪

代替手工记录& 灌浆过程中主要采取以下质量管控

措施!

=.主要依靠施工监理在现场进行灌浆施工过程

监督管理&

D.采用自动灌浆记录仪记录压水及灌浆过程&

通常认为采用自动灌浆记录仪有助于质量管控#因此

目前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中多采用自动灌浆记录仪

记录&

1.主要通过施工单位实施检查孔压水试验来检

查最终灌浆效果&

@.部分依靠施工单位的质量自控体系保证灌浆

质量&

,&帷幕灌浆工程施工及质量管控工作存在

的问题

!!当前帷幕灌浆质量管控中较突出的问题是部分工

程施工中无有效管控措施#部分施工单位的质量自控

体系形同虚设#一些监理单位不负责任或不作为#许多

业主单位不懂管理或不重视#施工做假现象比较普遍%

比较严重#由此带来的部分项目投资增加甚至失控#防

渗效果不佳& 在采用按灌浆长度计价的工程中#很多

时候会出现设计帷幕范围地层的通道未灌注足够浆

液#而灌浆记录显示灌浆过程符合设计及规范要求#检

查孔记录显示灌浆效果达到设计防渗标准等情况*在

采用按灌入材料重量计价的情况下#又会出现单位注

入量较大#灌浆费用比预计的高#但可能存在实际未灌

入足额#岩体中通道实际未灌好#灌浆资料却符合设计

及规范要求#灌浆检查孔结果也显示满足设计防渗标

准的情况& 个人认为以上问题的根本原因主要如下!

=.灌浆工艺特点#灌浆施工作业的对象是岩体中

的裂隙%空洞等#隐蔽性极强#加上现场较狭窄施工作

业区域往往有较多的钻灌设备#较长灌浆管路#增加了

管理难度&

D.部分施工单位不讲职业道德%只追求经济利

益#蓄意做假或未进行施工质量管理&

1.灌浆记录存在缺陷#手工记录随意性大#真实

性不高*自动灌浆记录仪不完善#记录数据多能人为

改动&

@.部分监理单位不负责任或能力不足#施工过程

无有效监督& 当前灌浆监理费用偏低#为了获取利润#

监理单位进场后多采用一些工作年限不长%没有经验

的人员甚至刚参加工作的大%中专生#这些人员基本不

懂灌浆工艺#不具备监督能力#在现场根本不起作用*

偶有少数有经验人员在现场也不负责任&

7.部分"很多$监理%业主单位人员道德品质低

下#无职业操守&

;.建筑市场监管缺失#秩序混乱#总包单位中标后

往往将灌浆分包#有的层层分包#到真正的施工作业队

伍手中单价很低#为了获取利润#想办法做假&

B.业主方管理人员不作为#或多为土建专业出

身#很少有人有灌浆施工经历&

6.业主方不重视灌浆项目#表现在!

$

通常灌浆

项目施工及监理包含在中大坝施工标段及监理标段

中#中标施工单位%监理单位通常擅长大坝等土建施工

及管理#对灌浆施工及监理不专业*

%

业主没认识到防

渗帷幕的重要性#招标阶段选择低价中标&

%&工程招标阶段的管理措施

要管理好灌浆项目#首先是业主要配备有经验的

专业管理人员#其次是在招标前要做好管理策划工作#

并注意落实策划内容#策划内容包括如何做好招标阶

段的工作及施工阶段的管理工作& 业主要高度重视招

标阶段的工作#包括选择合适的施工合同条件%选择有

类似经验的灌浆施工单位及监理单位#选择适宜的自

动灌浆记录仪#水头高%地质复杂的工程宜选择第三方

单位实施检查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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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合理划分标段及选择恰当的合同形式

合理划分施工标段及选择恰当的合同形式#对于

管控灌浆质量%控制工程造价均至关重要#重要的水利

水电工程#应优先考虑将帷幕灌浆单独划分标段#或将

帷幕灌浆指定专业分包& 笔者认为帷幕灌浆量超过 %

万8

" 的工程#宜单独进行施工标招标#帷幕灌浆量超

过 E# 万8

" 的工程#应单独进行施工标招标&

由于灌浆注入量的不可预知性#目前灌浆基本采

用单价合同#有按钻灌长度计价%按注入量计价以及结

合这两种形式而成的灌浆长度加超过预估单耗量后的

补差费用三种& 采取第一种计量方式虽然费用较省#

但如前所述经常会出现实际灌入量不足的情况#对于

地质复杂%单位注入量较大的情况#得不偿失#因此只

适合地质总体较好%局部单耗较大的情况*采取第二种

方式又经常出现较大虚假注入量#费用较高#但在监管

较好的情况下#有利于灌浆质量#特别是地质复杂%单

位注入量较大的情况下*采取灌浆长度单价加超灌补

差计价方式中#一般超灌量补差均较低#通常为材料价

加设备使用费及现场管理费用#相比起来有利于工程

质量及投资控制#若地层单耗较大#更具合理性#但仍

需要加强监管&

".$!选择信誉好的专业施工单位

多数水电施工企业擅长土建工程#没有自己的灌

浆作业队伍或灌浆项目组织及管理力量较弱#一般中

标后将帷幕灌浆项目分包或转包#甚至层层分包*专业

灌浆单位有自己的作业队伍或以自己的作业队伍为

主#组织及管理力量也较强& 因此重要的水利水电工

程#在优先考虑将帷幕灌浆单独划分标段基础上#应将

帷幕灌浆交给信誉好的专业队伍施工&

"."!选择有经验的监理单位并严格监理人员

要求

!!迫于市场环境及业主招标条件#监理单位往往低

价中标#进场后多不按合同要求派驻监理人员& 除监

理单位的业绩%信誉外#监理灌浆项目#需丰富施工管

理经验的人员才能胜任#因此监理人员的施工管理经

历才是重要的& 业主方应在合同中明确规定各岗位人

员必须有从事过灌浆经历的工作年限#以及对无灌浆

施工及管理经验人员数量的限制#职称并不是主要条

件& 建议!灌浆专业负责人从事灌浆施工管理年限不

少于 % 年#灌浆量大的工程不少于 E# 年#并具有中级

职称*K#\现场监理人员从事灌浆施工管理年限不少

于 " 年#监理员不少于 E 年*监理项目开工前#业主单

位应对拟投入人员逐一认真核对后才允许开展该专业

监理业务& 要达到以上监理机构配置#灌浆项目的监

理费用不能太低&

".H!选择适宜的自动灌浆记录仪

为有利于控制投资及控制工程质量#记录仪宜由

业主招标采购#仪器生产单位应为与工程灌浆施工单

位没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第三方单位& 选仪器应能完

全自动%准确记录灌浆压力%流量%水灰比并能绘制过

程曲线#帷幕灌浆宜采用大循环管路记录仪&

另外#因为灌浆现场噪音较大#通常的通信设备效

果差且易出故障#记录仪形式宜采用拥有 E J$ 个通道

的独立机型#因为该仪器可安装在灌浆泵旁边#方便现

场操作& 除了通信问题外#多通道操作系统一般采用

电脑作为系统安装载体#其数据可能人为生成#因此不

建议使用& 这两年出现一种能将现场灌浆过程数据实

时传输到业主营地监视屏的记录仪#值得考虑&

".%!选择第三方实施检查孔

检查孔压水试验成果是判定灌浆效果的最重要依

据#数据的真实性非常重要& 部分施工单位因为灌浆

数据真实性差或灌浆虚量较大#担心检查结果不满足

设计合格标准影响计量等#往往对未灌注达标部位提

供虚假的检查结果& 因此#地质复杂%重要的水利水电

工程#建议引进第三方单位实施检查孔#真实反映灌浆

效果#一定程度上可预防一些施工单位自检检查孔做

假& 第三方单位由业主直接管理&

$&施工阶段的质量管控

帷幕灌浆是隐蔽工程#灌浆结束后灌浆记录是判

定是否灌过浆以及灌浆是否符合技术要求的最重要依

据#受利益的驱使#部分灌浆作业工人总想简单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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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不实际灌注而直接造出灌浆记录#有的施工单位

也想以较少投入获得较多的利益而默认甚至鼓励现场

做假#部分监理人员也因责任心不强%职业道德问题%

或不懂工艺而不作为& 因此业主方有必要加大灌浆施

工管控的深度#管理的重点是灌浆过程#即保证灌浆过

程及灌浆记录的真实性& 业主的管理方式主要是现场

巡查监督灌浆过程#将现场灌浆作业过程及灌浆数据收

集进行分析#除此之外#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好很重要&

H.E!督促监理单位履职

按中国的工程质量管理制度#监理单位负责工程

质量的监督& 像灌浆这样工艺复杂%隐蔽的项目#监理

单位不履职的情况不少#导致的后果也很严重#因此抓

好监理工作就是抓住了关键& 除督促监理单位按合同

要求配备有经验的监理人员外#施工过程中业主专业

管理人员经常到现场巡视#不仅能及时了解现场存在

的问题#还能对灌浆作业及对现场监理工作起到监督

作用& 发现灌浆做假现象#除对施工单位处罚外#还应

按一定比例对监理单位实行处罚&

H.$!定期检查灌浆记录真实性

灌浆做假的主要表现就是实际灌浆参数与灌浆记

录不符#从灌浆记录看完全符合设计及规范要求#实际

未灌注或夸大了注入量& 假记录与真记录有明显差

别#有经验的管理人员还是可以识别的#因此可定期对

灌浆记录的真实性进行检查& 在此介绍两条识别

方法&

=.运用灌浆压力及流量的变化"波动$规律来判

断& 以目前的灌浆工艺#真实灌浆过程#随时间推移#

岩石内一定范围内孔洞%裂隙逐渐被充填#压力逐渐升

高#流量逐渐减小#直至达到设计要求的结束标准#灌

浆压力升高及流量的减小#有一定波动规律#即波动上

升%波动下降#并不是一直上升或下降*最后不吸浆阶

段的压力一般是在设计压力值上%下跳动#设计压力越

大#各压力数值间的差值越大& 另外#随压力的增大#

单位记录时段内最大压力与平均之间的差值也随之增

大#当平均压力达到 #.%F/<以上时#正常情况下的差

值超过平均压力一定比例#灌浆泵老化的比例更大&

D.运用灌浆曲线的特点进行判断& 目前自动灌

浆记录仪一般绘制压力过程"压力 时间$曲线%流量

过程"流量 时间$曲线%水灰比过程曲线#仪器绘制的

一般是每单位记录时间段平均压力 时间曲线%平均流

量 时间曲线#由于压力是波动上升%流量是波动下降

过程曲线均为折线#绘制点的时间间隔越短越不规则#

若采用瞬时值来绘制图线更明显#假记录一般出现圆

滑曲线&

H."!加强灌浆原材料的管控

由于灌浆作业的特点#浆液在制浆%输浆%灌注等

多个环节均有损耗#一般情况的真实灌浆作业灌浆材

料总损耗率应达到一定比例#单位注入量特别大时也

存在#输浆管路越长%单位注入量越小损耗越大& 虚假

灌浆记录情况下灌浆材料损耗率很小#很有可能出现

负值#即统计出来的灌浆材料用量大于进货量& 因此#

加强对灌浆材料的管控#一定程度上可以预防灌浆做

假& 建议管理措施如下!

=.灌浆材料实行甲供或甲控#水泥宜使用散装

料#并由监理参加进场验收#监督材料卸货#即时签认

进货量&

D.工区实行封闭管理#禁止材料外运*定期对工

区内弃渣场%河道进行检查#防止有目的遗弃灌浆

材料&

1.建立灌浆材料进场及使用情况台账#即时统计

出损耗率指标&

H.H!分析灌浆数据的合理性

业主单位可对施工单位提供各种统计报表进行分

析#由灌浆日报表%材料进场与使用情况报表得出灌浆

材料损耗率指标#由灌浆孔综合成果表%灌浆分序统计

表#分析灌浆孔各段注入量的合理性#分析孔序间单位

注入量是否符合递减规律& 通过定期分析灌浆统计数

据的合理性#可判断灌浆过程是否存在问题#及时采取

处理措施&

H.%!管理好第三方施工检查孔的施工

第三方检查孔一般布置在近坝端%溶洞溶槽及断

层破碎带等地质缺陷段& 为了便于分清责任#在施工

'*%'



单位自检合格的基础上进行& 施工中应注意!

=.为确保检查结果客观%真实%准确#第三方检查

孔压水过程宜有业主方人员参旁站#以防压水过程受

其他方干扰& 对于不合格段#应通知灌浆施工单位及

业主方到场复压#然后各方签字确认&

D.第三检查孔发现的不合格结果#视情况进行补

灌#直至复检结果合格为止& 对于施工单位自检合格

单元所做的第三方检查后补灌#费用应由施工单位

承担&

#&问题与探讨

%.E!对记录仪的性能要求

自动灌浆记录仪的性能关系到灌浆质量及计量的

准确性#国内研制厂家较多#目前所用的记录多存在一

些问题#在此对记录仪选用时提出建议如下!

=.仪器采集的数据一般能被多种方法人为改动#

因此仪器厂家一方面要注意记录的压力%流量%水灰比

数据的准确性及相应仪器稳定性%耐久性#另一方面特

别要提高仪器的防做假功能#后者显得更为重要& 业

主单位在选择仪器更要注意这一点&

D.采集数据频率#市场上的仪器称每秒采集 $#

多次数据#其实没必要达到过高精度#每秒钟采集 H J

% 个数#最终取中间 $ J" 个数的平均值即可满足要

求#过高精度在做假面前显得苍白无力#多占用了仪器

空间&

1.根据本文前边的阐述#最大灌浆压力与平均压

力是有明显差值的#可以用来分析灌浆记录的真假#因

此应要求在灌浆记录中反映最大压力值&

@.浆液密度测量"水灰比$仪#原有的灌浆记录仪

采用核子密度仪测量浆液密度#受干扰较小准确度高#

但因担心对操作人员健康有影响#后采用其他方法代

替#改用后准确性均不高& 因此#建议在有条件的情况

下#推广核子密度仪的应用&

7.绘制的过程曲线#为了便于分析灌浆过程的压

力及流量变化情况#一般记录仪均带有压力 时间%流

量 时间及压力 流量三曲线绘制功能#绘制点间隔时

间越短#越能体现数据的波动性& 但是目前的记录仪

绘制曲线上的点时间间隔根据灌浆过程的长短而不

同#而且绘制点所对应的压力%流量值为间隔时段的平

均值#为了利于分析数据真假#取点时间间隔不应超过

E#3#绘制该点的瞬时值更好&

%.$!关于第三方检查孔不合格段的处理

目前的灌浆施工技术规范及设计技术要求均明确

规定了帷幕灌浆质量评定合格的条件#但均未明确当

检查孔压水试验透水率不满足上述要求时怎么处理#

在黔中水利枢纽工程库首帷幕灌浆施工中采取如下方

法处理#供大家参考&

=.仅第一%第二段透水率不合格#且不大于设计

合格标准的 E%#\#则对检查孔不合格段进行灌浆即

可*若大于设计合格标准的 E%#\#不大于 $##\#对检

查孔及并在两侧各加 E 孔补灌#补灌深度在不合格段

底加深 E 段&

D.其他段中仅 E 段透水率大于设计标准的

E%#\#不大于 $##\#对检查孔分段灌浆即可*其他段

中 E 段大于 $##\#不超过 "##\#在检查孔两侧各加 E

孔#并对检查分段灌浆& 其他段中 E 段大于设计合格

标准的 "##\#应分析钻孔灌浆资料#根据资料加多

孔& 若 E 个检查孔有多段大于设计合格标准 "##\的#

或 $ 个检查孔中均有大于设计合格标准 "##\#应考虑

整个单元补灌&

1.不合格单元补灌浆后#应进行复检#直至合格

为止&

F&结&语

工程建设需要达到优质%安全%节约成本#施工%监

理企业也需要持续发展& 希望业主能有长远眼光#真

正从工程质量与安全角度出发#做好施工前策划#合理

确定工程价格#正确选择灌浆施工及监理单位#加强施

工过程的管理*希望监理单位增强责任感#尽自己应尽

的责任*希望施工单位加强自我约束#兼顾业主与企业

利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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