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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针对*堤防工程安全评价导则+编制中存在的关键问题"介绍了编制背景%指导思想和技术路线"

并对堤防安全定义%评价周期确定%评价单元选取%评价报告要求等问题予以说明& 解读了评价中调查分析%复核

计算%综合评价等不同阶段的重点工作和要求"提出了增强导则可操作性需要开展的研究工作"以供从事堤防安全

评价工作者借鉴&

!关键词""堤防工程#安全评价#指导思想#关键问题

中图分类号# !"R*'%% %%文献标识码# O%% %%文章编号# '((#)$**$$+('*%('()((KK)(F

]2364>463;3-1219&#$"%&'())%))*%+&,-./%"012*3$+4*%+&5106%7&)'

a\+],6=6

!"#

" ,4_* .̂23

!"#

" H7L-.23g-123

!"#

#!$X-88&5A)1-.7$0,),6,-&=3*%.#68)2A-0-#.2"" XA//" V"-$'W"&6 NJ'''(" /")$#$

#$A-0-#.2" /-$,-.&$ (-1--!#=-,*<)0#0,-.D.-1-$,)&$" I+A" V"-$'W"&6 NJ'''(" /")$#%

CD.34;/3! 72 ?-10.01:" 0:10.:.?6/2 ;.DB3:/52<" 356<.2D1D/2D10?@.2< ?1D-26D.=:/5?1@.:162?:/<5D1< .6I623.?B1A

0:/;=1I@62 ?-10:10.:.?6/2 /E$@.E1?A.@@1@@I12?356<1E/:1I;.2BI12?0:/C1D?@%$M6B1@.E1?A<1E626?6/2" 1F.=5.?6/2 01:6/<

<1?1:I62.?6/2" 1F.=5.?6/2 526?@1=1D?6/2" 1F.=5.?6/2 :10/:?:1G56:1I12?@.2< /?-1:0:/;=1I@.:1<1@D:6;1<$f1A1EE/:?@.2<

:1G56:1I12?@62 1F.=5.?6/2 .?<6EE1:12?@?.31@/E62F1@?63.?6/2 .2.=A@6@" :1D-1DB623D.=D5=.?6/2" D/I0:1-12@6F11F.=5.?6/2"

1?D$.:1190=.621<$7?6@0:/0/@1< ?-.??-1:1@1.:D- E/:12-.2D623356<1E1.@6;6=6?A6@0:/0/@1<" ?-1:1;A0:/F6<623:1E1:12D1

E/:>/:B1:@123.31< 62 <6B1@.E1?A1F.=5.?6/2$

E6B A148.! <6B11236211:623# @.E1?A1F.=5.?6/2# 356<.2D1D/2D10?# B1A0:/;=1I@

'%编制背景

随着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堤防工程在保护两岸

工农业生产'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发挥生态效益等方

面的作用越来越大"堤防工程的安全状况也受到社会

广泛关注& 据 #'!N 年全国水利发展统计公报*!+

!全国

已建成五级以上江河堤防 #K$NN 万 BI"累计达标堤防

!K$K% 万 BI"堤防达标率为 &&$Nd$其中一级'二级达

标堤防长度为 ($'N 万 BI"达标率为 %%$Jd& 全国已

建成的江河堤防保护人口 J$K& 亿"保护耕地 N$#K 万

公顷& 针对堤防长度大'保护范围广而达标率不高的

现实"为强化堤防安全管理'掌握堤防安全状况'规范

堤防安全评价工作'保障堤防安全运行"水利部安排编

制1堤防工程安全评价导则2#以下简称1导则2%"并以

指导性文件#)HO,&%R)#'!J%于 #'!J 年 ! 月 #! 日发

布"#'!J 年 N 月 #! 日起实施*#+

& 现将编制中遇到的问

题及处理情况予以说明"供开展堤防安全评价工作者

参考&

(&&(



+%编制指导思想和技术路线

针对堤防工程建设管理的特点和安全评价的难

点*(+

"考虑到堤防工程安全评价所需资料缺乏和安全

评价工作基础薄弱"借鉴水闸安全评价的经验"重视堤

防运行管理中出现的问题"在对运行管理'工程质量评

价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进行防洪标准'渗流安全性'

结构安全性复核"再依据现状堤防能够达到现行规范

和规划设计标准要求的程度"对堤防安全性进行综合

判定"并提出相应处理意见& 开展堤防安全评价的技

术路线如图 !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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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堤防工程安全评价技术路线

F%编制中几个关键问题

($!"堤防工程安全的定义及分类

工程安全与否是相对的概念"该1导则2将堤防工

程安全定义为,堤防现状能够满足现行标准的要求-"

并将堤防安全综合评价结果分为三类"即安全'基本安

全'不安全& 评价为,安全-的堤段经日常养护修理即

可在设计条件下正常运行$评价为,基本安全-的堤段

需要有针对性地提出汛期查险'抢险工作的重点和局

部加固处理意见$评价为,不安全-的堤段应提出除险

加固方案建议& 评价时"堤防级别应根据防护对象现

状或规划的防洪#潮%标准确定&

($#"安全评价周期的确定

鉴于堤防状况比较复杂"在1导则2中未对堤防安

全评价周期做明确规定"本文建议在正常运行状态下

J Q!' 年为宜& 1导则2中规定!堤防安全评价应根据

堤防的级别'类型'历史和保护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

等"定期进行安全评价$出现较大洪水'发现严重隐患

的堤防应及时进行安全评价&

($("评价单元及评价范围的确定

科学合理选择代表性堤段和断面是做好堤防安全

评价的基础"同时堤防土石接合部也是需要关注的重

点"故1导则2规定!评价单元的划分"宜以独立核算的

水管单位管辖的全部堤防或局部堤段进行评价& 评价

范围应包括堤防本身'堤岸#坡%防护工程"有交叉建

筑物#构筑物%的应根据其与堤防接合部的特点进行

专项论证"并在附录中提出专项论证的要求&

($N"评价程序及报告要求

将堤防安全评价分为现状调查分析'复核计算'综合

评价三个阶段"同时为规范安全评价报告编制工作"在附

录中提出了堤防安全现状调查分析报告'堤防安全复核计

算分析报告'堤防安全综合评价报告的编制要求&

$%评价中注意的问题

N$!"调查分析阶段

调查分析阶段包括基础资料收集'运行管理评价

和工程质量评价三部分&

;$基础资料收集& 堤防工程安全评价需要收集

的基础资料较多"包括堤防工程#含改扩建'除险加

固%设计'施工'运行管理以及堤防保护区'水文气象'

地形'地质等有关技术经济资料"应通过查阅技术档

案'现场查勘'走访当事人和当地群众等方式收集"并

应分析不同来源资料的一致性和真实性&

现场查勘应重点检查堤防本身'管理范围及土石

接合部等工程薄弱部位"对调查中发现的问题"应分析

其成因及对工程安全运行的影响"并提出初步处理

意见&

D$运行管理评价& 运行管理评价应对堤防投入

运行后的管理工作进行全面的检查和评价"其考评重

点是运行管理有关制度的制定'落实情况以及发现问

题处理措施的有效性& 通过运行管理评价应明确堤防

安全评价的重点"其结果作为堤防安全综合评价的依

据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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堤防运行管理应符合下列要求!

"

按要求制定相

应的规章制度"并有专人负责实施"档案管理工作达到

有关标准要求$

#

管养经费落实"并按要求进行养护修

理"堤防工程完整"管理设施和设备完备"运行状态正

常$

$

管理范围明确"并按要求进行安全检查"能够及

时发现并有效处置隐患& 根据上述三个要求达标情况

将堤防运行管理评价分为三级!\级#优良%'i级#合

格%'L级#不合格%&

/$工程质量评价& 工程质量评价的基本方法有

现场巡视检查'历史资料分析'勘探试验等"必要时可

进行补充勘探'试验"宜优先采用无损检测方法& 通过

堤防工程质量评价应达到下列要求!

"

客观评价堤基

的工程地质及水文地质条件$

#

提供满足复核计算要

求的工程实际参数$

$

核查工程实体的施工质量及其

变化状况"掌握影响工程运行安全的质量缺陷"提出堤

防除险加固部位指导性意见&

堤基质量评价应根据堤基土的黏粒含量和土层结

构"复查堤基处理方法的可靠性和处理效果等"尤其要

重点核查含有,老口门- #决口处%'古河道'地震断裂

带堤基以及软弱堤基'透水堤基处理工程质量是否达

到有关标准要求&

堤身有明显不均匀沉陷'裂缝'滑动'渗水等现象

的"应结合堤防的隐患探测'河床观测以及复核计算等

查找原因&

堤防工程质量现状评价应在全面检查'随机抽查'

重点勘查的基础上"参照有关规定进行综合评定"并按

要求提出评定报告& 堤防工程质量评价视其工程质量

是否达到标准要求和工程运行中质量缺陷情况分为三

级!\级#优良%'i级#合格%'L级#不合格%&

N$#"复核计算阶段

复核计算工作包括防洪标准'渗流安全性'结构安全

性复核"复核计算方法一般采用设计规范推荐方法"各项

复核根据满足标准情况及运行状况分为\'i'L三级&

;$防洪标准复核应根据最新技术经济资料和堤

防工程现状"复核防洪标准'设计洪#潮%水位以及堤

顶高程等"评价现状堤防是否满足现行有关标准的防

洪要求&

D$渗流安全性复核应分析当前实际渗流状态和

已有渗流控制设施能否满足设计条件下的渗流安全性

要求& 重点应对堤防运行过程中背水侧地面'堤脚'堤

坡曾发生过或可能发生渗水'管涌的堤段进行渗流安

全性复核"并应判明渗流异常的原因"可借助隐患探

测'抽水试验等手段测试&

/$堤防结构安全性复核应分析现状堤防能否满

足设计条件下的结构安全性要求"复核重点应为运行

中曾出现或可能出现结构失稳的险工'险段& 应根据

堤防结构及其失稳模式的特点确定复核部位和工况"

并应分析防渗体'排渗体失效或部分失效对结构安全

性的影响&

N$("综合评价阶段

;$考虑堤防工程隐患分布的不确定性"堤防安全

综合评价除根据堤防安全各项复核结果及有关标准要

求外"还应结合堤防运行和质量现状进行评判"并应根

据堤防级别等因素提出相应处理意见& 如!规定堤防

各项复核计算结果以及堤防运行管理和工程质量评价

结果有一项以上#含一项%为 i级且无 L级的"综合评

价为二类#基本安全%的"应有针对性地提出汛期查

险'抢险工作的重点和局部加固处理意见&

D$含有穿#跨%堤建筑物的堤段或有抗震设计要

求的堤防应进行专项复核计算"并应将结果在综合评

价报告中特别说明&

#%结%语

1导则2的发布有利于规范堤防安全评价工作"促进

堤防日常管理工作"但在执行中还会遇到评价所需资料

不全等瓶颈问题& 为提高1导则2的可操作性"一要管理

单位加强安全管理有关资料的收集整编存档工作$二要

编制单位注意收集各地在开展堤防安全评价工作中的

经验$三要加强有关科研工作"如!适合堤防工程重点堤

段和重要部位的安全监测技术'截渗墙和土石接合部等

隐患探测技术'堤防安全评价参数标准化研究'堤防安

全信息多源融合及风险综合评估技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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