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1&2%$3&%$%&%%4

宿松县黄大口水库除险加固施工浅析
吴雁林

!安徽省宿松县钓鱼台水库灌区工程管理处" 安徽 宿松"#N&J'!$

!摘"要""黄大口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拟分期实施"其中主要施工内容包括新建放水隧洞%隧洞进口机电和金属结

构安装%主坝和正常溢洪道加固等& 本文选取水库除险加固施工过程中的关键环节进行分析"阐述了隧洞石方开

挖%泄洪隧洞混凝土衬砌等施工方法& 同时"对质量管理体系等施工管理手段逐一论述"总结提炼其关键核心要

素"以期为同类工程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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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概况

黄大口水库坐落在安徽省宿松县破凉镇黄大村境

内"位于大别山东南边缘地带的二郎河支流)))西源

河上游"属于浅山区& 水库枢纽由大坝'溢洪道'放水

涵'电站'灌溉渠首组成&

黄大口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拟分期实施& 一期实施

主要内容为
"

新建放水隧洞工程"包括新建放水隧洞

及衬砌'回填灌浆'固结灌浆等$

#

隧洞进口机电设备'

金属结构及安装工程"包括闸门'拦污栅及启闭机安

装$

$

老放水涵洞封堵$

%

新建溢洪道交通桥'管理

房等&

二期实施主要内容为
"

主坝加固工程"包括土方

开挖回填'大坝塑性混凝土防渗墙工程'帷幕灌浆工

程'堤顶道路工程'其他工程等$

#

正常溢洪道加固工

程"包括拆除工程'土石方工程'砌石工程'混凝土及钢

(*!(



筋混凝土工程'其他工程&

+%施工方法

#$!"隧洞石方开挖

#$!$!"施工流程

隧洞段石方开挖施工流程如图 !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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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石方开挖工艺流程

#$!$#"技术要求

#$!$#$!"测量放样

;$安排具有丰富测量经验的工程师担任工程标

段测量任务*!+

&

D$依据监理提供的测量控制点进行施工控制网

点的布设*#+

"以满足该标段测量需要&

/$每层石方开挖后均要进行边坡检查测量"只有

经检验合格后方可进行下一台阶施工&

#$!$#$#"石方开挖

石方开挖采取分层'分块'分序开挖方法& 一般岩

石开挖采取松动爆破和边坡光面爆破方法&

;$松动爆破& 钻孔过程中"安排专人对钻孔质量

和孔网参数参照作业指导书*(+要求进行检查"如发现

钻孔质量不合格或孔网参数不符合要求时"应立即进

行返工"直到满足钻孔设计要求& 一般炮孔采取不耦

合柱状连续装药&

爆破参数要依据现场岩石条件'孔径大小'钻孔深

度等因素经爆破试验最终确定"试验确定后的方案必

须报经监理批准后方可应用于施工*N+

&

D$光面爆破& 光面爆破施工流程如图 #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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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光面爆破施工流程

首先"按照设计图纸现场放线"标出开挖线"确定

开挖范围轮廓和钻孔深度'角度"以便于技术交底和工

人操作& 其次"根据作业指导书要求钻孔& 再次"拟定

爆破方案"经监理工程师批准后进行试验"根据爆破效

果和不同级别岩石调整线装药密度"以保证最佳的爆

破效果&

#$#"泄洪隧洞混凝土衬砌

#$#$!"施工流程

泄洪隧洞混凝土衬砌施工流程如图 (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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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F%泄洪隧洞混凝土衬砌施工流程

#$#$#"施工技术

岩#缝%面处理包括基岩面'施工缝面'施工缝的

处理*J+

&

;$基岩面处理& 按照设计和规范要求对基岩面

进行整修'清理'冲洗'人工清渣'潜水泵排水& 在开仓

浇筑混凝土前"仓面用高压水冲洗干净并保持湿润&

D$施工缝面处理& 浇筑上层混凝土前"对下层混

凝土的施工缝面"按监理批准的方法进行凿毛和冲洗

处理*&+

&

/$施工缝处理& 新浇筑混凝土接合层面在混凝

土浇筑初凝后"人工用竹刷将表层乳皮清除"经一定间

隔时间后"用压力水对混凝土面冲洗"直到混凝土表面

无灰浆'积水处变为清水为止&

#$("隧洞固结灌浆

#$($!"固结灌浆流程

固结灌浆流程如图 N 所示&

#$($#"施工方法

;$钻孔& 围岩固结灌浆钻孔时采用气腿式

钻机*%+

&

D$钻孔及裂隙冲洗& 岩石固结灌浆使用清水冲

洗"采用压力水'压力脉动或风水联合冲洗&

/$围岩固结灌浆孔大多分两序"地质条件不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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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固结灌浆流程

段可分三个次序& 同一序灌浆孔中"先灌低高程孔"再

灌高高程孔& 第
!

序孔需在其周围第
&

序孔施工完毕

封孔后方可实施钻灌*K+

&

8$单孔灌注"串通孔采用并联孔群灌注"并联孔

数不多于 ( 个& 灌浆孔采用孔内循环灌浆&

6$灌浆工作完成后"经测量孔深无误"封孔采用

置换和压力灌浆封孔法&

#$N"回填灌浆

#$N$!"回填灌浆流程

回填灌浆施工流程如图 J 所示& 施工时"分区端

须封堵严密"灌浆分两个次序"自较低端开始"向较高

端推进& 同一区段内同一次序孔全部或部分钻孔完成

后进行灌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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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回填灌浆施工流程

#$N$#"施工技巧

;$回填灌浆孔排距设置需严格依据图纸"入岩深

!'DI"素混凝土衬砌部位直接钻孔"并测记混凝土深度

和空腔尺寸"造孔采用气腿钻机&

D$回填灌浆压力为 '$(XV."一序孔浆液水灰比

为 '$&#'$J%S!"二序孔浆液水灰比为 !S!和 '$&#'$J%S

!& 空隙大部位灌注水泥砂浆"掺砂量不大于水泥重量

的两倍&

F%施工管理

($!"质量管理体系

为保证工程达到投标文件约定的质量等级"建立

和完善系统'分层次的各级质量管理责任制"明确各部

门管理职责"使保证体系与监督体系协调运转&

;$参建单位要切实树立,百年大计"质量第一-的

思想& 施工中加强科学管理"运用全面质量管理的观

点和方法组织施工"广泛开展 cL小组活动"提高施工

中每个环节的质量&

D$贯彻谁施工'谁对质量负责的原则"实行质量

终身负责制"提高职工的质量意识"各级负责人要亲自

抓质量'管质量'处理好进度与质量的关系"严格执行

质量岗位责任制&

/$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变管结果为管因素& 坚

持科学态度"做好施工前准备"每个工序开工前"要认

真学习图纸和规程"组织图纸会审"做好施工方案优化

选择工作和技术交底&

8$执行自检'互检和专检制"提高一次达标水平"

提高预测'预防和预控水平"严格把好质量关&

6$工程施工中按照优质工程要求"实行全过程质

量控制"针对施工中质量薄弱环节和关键部位"设立质

量管理点"形成网络动态管理&

($#"日常检测

($#$!"原材料检测

原材料测试'检验的原则为!杜绝不合格材料进

场"确保工程原材料质量合格"提高工程质量检测和控

("!(



制的准确性与及时性& 实验室对原材料的检测要做到

没有合格证或质保书的不准采购进场"对已进入施工

现场的主要材料不经复测合格一律不准使用&

($#$#"混凝土拌和物检测

混凝土拌和时"检测重点是混凝土拌和物& 按其

生产过程"混凝土浇筑前"审查混凝土设计配合比"依

据现场试验结果"确定施工配合比& 施工中根据季节

及气候变化"砂石含水量通过试验测定做必要调整"混

凝土浇筑过程中"对混凝土拌和物计量进行检查"测定

坍落度& 从分析情况看"工程混凝土和易性较好"计量

准确"混凝土拌和时间符合规定"整个混凝土生产系统

处于正常状态&

($("安全生产

;$隧洞爆破施工需经监理'建设单位同意"公安

部门批准"爆破施工一般分包给专业爆破公司& 为确

保隧洞施工安全"每打进一段就支撑一段& 洞内照明

采用安全照明电压"并配备通风设施&

D$隧洞爆破施工时须通知附近居民撤离到安全

地带"并派专业人员布置爆破警戒线拦截路过人员&

/$对施工作业人员严格落实进入施工现场必须

戴安全帽制度"在溢洪道交通桥'竖井'启闭机台等高

空作业时"要求作业人员必须系好安全绳"并在四周设

置安全网&

8$施工场地标识需及时布置"溢洪道交通桥和放

水隧洞的施工场地均要求布置安全宣传标牌'警示牌&

($N"环境保护

施工过程中"严格遵守执行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

法规和规章制度&

按合同指定的施工用地范围布置临时设施并使整

个场地布置力求合理'方便"对合同规定范围的树木'

供电及通信设施做到不乱动'不破坏& 施工区和生活

区的垃圾'废弃物按指定位置堆放"不能影响周围环境

和河道防洪能力"不阻塞场地周围通道&

施工现场生产区'生活区分开"施工噪音'粉尘'废

水'废气进行严格控制和治理"做好排放处理工作"不

影响附近居民休息& 工程施工完成后"对施工场地彻

底清理"并按合同要求合理绿化&

$%结%语

黄大口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拟分期实施"其中一期

实施内容主要包括新建放水隧洞'隧洞进口机电和金

属结构安装'老放水涵洞封堵'新建溢洪道交通桥等$

二期实施内容主要包括主坝加固和正常溢洪道加固&

本文选取水库除险加固施工过程中的关键环节进

行研究分析"阐述了隧洞石方开挖'泄洪隧洞混凝土衬

砌'隧洞固结灌浆'回填灌浆等对应的施工流程和施工

方法& 同时"针对质量管理体系'日常检测'安全生产'

环境保护等施工管理手段逐一论述"总结提炼其关键

核心要素"以期为同类工程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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