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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输水渠道防冻胀破坏研究
王文生

!菏泽市闫潭送水干线管理处"山东 菏泽"#%N'''$

!摘"要""输水渠道是目前普遍推广的节水灌溉措施"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灌溉效率& 因此"对冬季输水渠道

的冻胀破坏形式%原因及防治措施进行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常见的输水渠道破坏形式有隆起架空%错位及滑塌%鼓

胀及裂缝等& 冬季输水渠道冻胀破坏基本发生在边坡板的中 !O( 范围内"冻胀量较大"边坡板中部易形成台阶&

在分析其冻胀破坏机理的基础上"从次全断面换填%边坡保温绝热%新型渠道结构三个方面提出防治措施"以为同

类工程提供借鉴&

!关键词""冬季输水#混凝土渠道#非全断面冻结#防冻胀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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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中国是一个水资源短缺的国家"单位耕地面积的

水资源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O#

*!+

& 然而"目

前灌溉渠系水利用系数为 '$JJ

*#+

"控制输水渠道渗漏

是提高农业用水效率的主要措施& 因此"混凝土衬砌

输水渠道逐渐成为普遍推广的节水灌溉措施"其在一

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增产"提高了灌溉效率&

中国季节性冻土区域分布广泛"占国土面积的

J($J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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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季负温条件下"灌区混凝土衬砌渠道受

冻害影响"限制了其正常发挥输水功效"已成为制约灌

溉工程长效运行的关键问题*N+

"现亟需对冬季输水渠

道混凝土衬砌冻胀破坏形式'原因及防治措施展开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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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冻胀破坏形式

冻胀变形过程为!渠基土中的水因气温降低结冰

体积膨胀"促使土体体积增大"引发衬砌结构冻胀变

形& 当变形量超过允许变形量时"混凝土结构会开裂'

折断"气温回升后"土体含水量上升"强度'稳定性急剧

下降"引发衬砌体滑塌*J+

&

冻胀力作用下"输水渠道破坏的表现形式主要为

隆起架空'错位及滑塌'鼓胀及裂缝等& 渠道冻胀破坏

情况示意如图 ! 所示&

�������

�������

图 '%输水渠道边坡冻胀破坏

#$!"隆起架空

负温条件下"输水渠道顶部和底端极易产生不均

匀变形"渠顶距离地下水远"冻胀量小$渠基距离地下

水近"冻胀量大& 不均匀冻胀极易引发混凝土衬砌板

隆起"严重时部分渠段发生架空破坏& 经统计"冻胀量

不均匀多发生于坡脚或渠底中部"冻胀破坏严重的地

区极易顺坡向上形成数个台阶&

#$#"衬砌板错位

混凝土衬砌板错位是季节性冻土区常见的冻胀破

坏形式& 负温条件下"不均匀冻胀引发的隆起架空现

象如发生于输水渠道的坡脚支撑处"当气温回升到结

冰点以上后"渠基土中冻结的冰融化"引发坡脚以上衬

砌板失去支撑"衬砌板相继向下滑移'错位&

#$("鼓胀及裂缝

负温条件下"混凝土衬砌板与渠基土冻结成整体"

共同承受冻胀力"当应力值大于混凝土衬砌板极限应

力时"衬砌板体会鼓胀'裂缝& 混凝土衬砌板的冻胀裂

缝"多出现在现浇混凝土衬砌板顺水方向"一般在渠底

中部& 冬季输水渠道行水时"衬砌板在水位线附近出

现裂缝后"极易发生折断&

F%冻胀破坏特点

边坡衬砌板的中部是冬季输水渠道冻胀破坏的高

概率发生区& 与冬季不输水渠道相比"其冻胀部位高'

冻胀量大'维修后复发率高"很难根治*&+

&

($!"冻胀破坏部位高

冬季输水渠道冻胀破坏范围比冬季不输水渠道更

广"涉及的破坏部位更高& 通常情况下"冬季输水渠道

冻胀破坏可延伸至边坡衬砌板的中上部位"这是由于

冬季来水量小"渠道引输流量只有设计流量的 #'d左

右"流量水面线均在边坡衬砌板的下部位置波动"以水

面线为边界"以上为冻胀破坏区"以下为非冻胀破

坏区&

($#"冻胀量大

由于冬季输水渠道对应渠基土含水量大"冻胀破

坏更为剧烈"对衬砌板的影响也更强& 较大多数输水

渠道"在冬季输水条件下"衬砌板极易冻胀破坏形成鼓

胀台阶& 渠道冻胀破坏部位以下形成冰和渠基土的夹

层"气温回升后"冰融化促使衬砌板塌陷"形成空洞&

($("复发率高

输水渠道的冻胀破坏部位极易形成破坏脆弱区"

在一次冻胀破坏后"对负温的条件更为敏感"冻胀破坏

复发率较高& 针对冻胀破坏发生区"需建立高频度的

检修维护政策"在气温回升后"人工排查冻胀破坏是否

再次发生&

$%冻胀破坏机理

N$!"冻胀变位不协调

冬季负温的条件下"输水渠道中的水体和外界气

温具有一定的温差"导致以水面线为边界"输水渠道衬

砌板形成气温零上和零下两大区域& 水面线以上的衬

砌板"受负温条件影响"其对应的渠基土发生固结冻

胀"输水渠道破坏& 水面线以下的衬砌板"虽然外界气

温为零下"但是输送水体为流动状态"对渠道形成温度

保护"渠基土温度始终保持在零度以上"不会发生冻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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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

以水面线为分界的上下衬砌板"因冻胀变形不一

致"极易形成拉断或折断形成裂缝*%+

& 由于裂缝的产

生"大量的水经裂缝渗入土层"不断向冻结锋面迁移"

生成大量冰夹层和冰凸镜体"使冻胀量猛增"把衬砌板

顶起形成二台"如图 #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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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冬季输水渠道冻胀与变位

N$#"融沉难复位

冻胀发生过程中"水面线以上衬砌板发生冻胀破

坏"该区域衬砌板产生线位移和角位移两个维度的变

形"而水面线以下衬砌板失去接触作用力"仅在平行于

边坡方向产生线位移*K+

& 在气温回升后"固结渠基土

中的冰融化"冻胀破坏部位衬砌板在重力作用下"仅能

恢复线位移的变形&

冻胀破坏鼓起衬砌板下的冰夹层和冰凸镜体因气

温回升消融后沉降"而其上衬砌板相互支撑难以落下

来"留下了相互串通空穴"如图 ( 所示& 如春季不及时

停水检修"输水流量增大后必定发生垮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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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F%冻土融沉

#%防治措施

在分析研究冬季输水渠道边坡衬砌板冻胀破坏机

理的基础上"依据其冻胀破坏特征制定防治方案& 防

治的关键是要防止冬季输水渠道产生以零摄氏度为界

的温度分区"或者采取工程措施避免产生冻胀区和非

冻胀区的不一致变形&

J$!"次全断面换填

渠基土的冻胀变形强弱是防治输水渠道冻胀破坏

的关键指标& 砂砾'碎石等因含水率低'冻胀变形小"

常作为季节性冻土区输水渠道的推荐更换土料& 在砂

砾'碎石等原材料丰富的条件下"输水渠道施工过程

中"可批量更换渠基土"尽量减少黏性土的比例&

采用砂砾'碎石等材料更换渠基土的深度应不小

于最大冻土深度的 #O("如图 N 所示& 渠基土采用非冻

胀材料换填后"冬季负温条件下"渠基不会因冻胀而产

生变形"输水渠道可避免发生冻胀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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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次全断面换填

J$#"边坡保温绝热

为避免冬季输水渠道因输送水体存在而形成温度

分区"可在混凝土衬砌板下铺设保温绝热层"如图 J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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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边坡保温绝热

保温绝热层的存在"可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以水面

线为边界形成温度分区"保证输水渠道的冻胀变形量

一致& 在气温回升后"输水渠道的冻胀变形可自行恢

复"有效避免了冻胀破坏的发生&

J$("新型渠道结构

科学'合理地选定输水渠道设计断面和衬砌结构

((((



对提高其抵抗冻胀能力具有重要作用& 通过总结不同

渠道结构型式运行数据"依据多年科学试验和生产实

践结果"提出适合当地气象'地质条件的结构型式&

适应不均匀冻胀能力较强的渠道断面有 *形'弧

形底梯形'弧形坡脚梯形等& 对于不同渠道应采用不

同断面形式"小型输水渠道宜采用*形断面"中型输水

渠道宜采用弧形底梯形断面"大型输水渠道宜采用弧

形坡脚梯形断面&

K%结%语

中国是一个农业用水量大国"混凝土衬砌输水渠

道是目前普遍推广的节水灌溉措施"其在一定程度上

提高了灌溉效率& 对冬季输水渠道混凝土衬砌冻胀破

坏形式'原因及防治措施的研究逐渐成为保障其长效

运行的关键&

冻胀力作用下"输水渠道破坏的表现形式主要为

隆起架空'错位及滑塌'鼓胀及裂缝等& 相对于冬季不

输水渠道"冬季输水渠道冻胀破坏基本发生在边坡板

的中 !O( 范围内"且通常冻胀量较大"在边坡板中部极

易形成台阶& 冻胀破坏修复后"需加强冻胀破坏段的

检修力度"避免渠道反复破坏&

本文在分析冬季输水渠道冻胀破坏机理的基础

上"从次全断面换填'边坡保温绝热'新型渠道结构三

个方面提出防治措施"避免边坡衬砌层下正'负温度区

内土体产生变形差异"杜绝边坡衬砌板下产生正'负温

度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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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达标评级"使电站安全生产标准化持续

循环开展

""电站标准化达标创建并不是一次性创建"而是持

续不断地开展"通过创建形成机制"按照 VML\模式循

环往复"持续改进"使电站标准化建设沿着健康发展的

轨道走下去& 有些人员对创建工作抱有消极态度" 认

为多此一举"为创建而创建"不重视'不积极"没有从思

想上尽心尽力去做"创建工作完成后就万事大吉"束之

高阁"不再过问"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必须放弃& 创建

过程形成的制度'规范是一种约束"必须持续贯彻执

行"形成,一岗双责-"通过达标评级创建"自觉自律

地把电站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工作持续不断开展

下去&

$%结%语

仕阳水库电站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评级创建工作

的圆满完成"标志着电站标准化建设工作取得了预期

的效果"电站设备设施'内外环境'人员面貌全面改善

和提高"安全生产工作更上一个台阶"为电站安全生产

标准化建设开创了一个好的局面"由点及面必将带动

全省电站安全生产标准化创建工作的全面开展"从而

推动全省电站安全生产提升新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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