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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床式水电站厂房机组大件特殊
进厂方式讨论

吴"凯
!中国电建集团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陕西 西安"%!''&J$

!摘"要""某些河床式水电站属于径流式低水头水电站"洪水泄量大"尾水位较高"而机组安装高程较低"因此"这

类水电站机组大件进厂方式与一般水电站不同"不能由对外公路直接进入安装间"而要采用特殊的进厂方式进入

安装间"诸如在安装间坝段设置垂直吊物孔%增设卸货间及桥机%在下游设置水平运输孔及防洪闸门%采用挡墙斜

坡道进入等& 本文根据此类水电站的特点对厂房机组大件进厂方式进行分析%讨论"并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河床式厂房#进厂方式#机组大件#安装间#吊物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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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嘉陵江上梯级水电站"如!金溪场'马回'凤仪场'

桐子壕'新政等水电站"均属日调节或径流式水电站"

即水库调节能力很低或是没有调节能力的低水头电

站"在洪水期泄量大"尾水位很高"在枯水期尾水位较

低"因而安装高程也较低& 厂内大多安装灯泡式水能

发电机组"相应的安装间底板高程也较低"远低于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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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尾水位"两者高差在 !'I以上"因此"厂房机组大

件无法由对外交通'尾水平台直接进入安装间"这类电

站机组大件需要采用特殊的进厂方式& 本文讨论'比

较几种进厂方案并提出一些建议&

+%方案一

牵引车及厂房机组大件拖车"由对外交通直接进

入卸货间"然后由卸货间桥吊从卸货平台将机组大件

吊至安装间地面"再正常使用厂房桥吊进行机组安装

和检修"如图 ! 所示& 如果直接利用厂房桥机起吊"不

增设卸货间桥吊"那么厂房高度受卸货平台高程控制"

厂房高度将增高& 吊车柱增高后"依据压杆稳定要求"

吊车柱断面也将增大& 况且厂房高度太高"不利于上

游'下游排架柱结构稳定"而且对机组安装'检修带来

不便& 在卸货间另增设一台桥机"这显然也是不经济

的& 另外"牵引车及拖车进入安装间卸货平台"需要用

较长平顺的连接公路才能实现"这就增加了岸坡开挖'

回填量及护坡混凝土量& 该方案要增设卸货平台"因而

会增加不少钢筋混凝土量& 所以该方案一般较少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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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方案一示意图

F%方案二

在安装间坝段设置垂直吊物孔"把厂房机组大件

运至坝顶"再由坝顶门机起吊"使机组大件通过安装间

吊物孔进入安装间"如图 #'图 ( 所示& 该方案不需要

修建进厂连接公路及卸货平台"比方案一减少了大量

混凝土量'钢筋量及开挖回填量"并且厂房机组大件起

吊可以与电站检修门'拦污栅共用一台坝顶门机"虽然

坝顶门机的造价有所增加"但仍然比方案一经济'便利

许多& 该方案虽然在坝体中有较大尺寸的吊物孔"会

引起坝体应力集中"但吊物孔洞处于坝的上部"受力相

对较小"一般不会对坝体结构安全造成威胁"且坝体稳

定'应力均满足规范要求"因此"通常采用此种方案进

厂& 如!新政'马回'凤仪场'桐子壕'金银台等水电站

均采用此种进厂方式& 采用此方案进厂虽然有不少优

点"但若电站有初期发电或提前发电要求时"可能会由

于电站厂房与大坝等建筑物施工相互干扰"使得难以

实现"因此该方案应用有一定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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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方案二示意图$;%

������

302.00

280.00

258.00

�
0+
00
0.
00

�
0+
04
0.
85

�
0+
01
5.
85

279.50 279.50

264.50

820

���

���

���

292.00

286.38(2%)����

290.72(0.2%)����

图 F%方案二示意图$D%#单位! I%

以上两种方案是通常采用的比较方案& 本文通过

工作实践"认为以下两种方案是值得今后设计进一步

研究的方案&

$%方案三

由于一年中洪水期历时较短"非洪水期却较长"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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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大件由进厂公路直接进入安装间显然更为便利& 所

以采用从下游进厂公路直接进入厂房安装间"在安装

间下游挡水墙靠岸坡处开一个水平运输孔"并设置防

洪闸门"使得机组大件通过运输孔进入安装间"如图

N'图 J 所示& 防洪闸门平时可以提起"汛期时下闸挡

水"由尾水门机起闭或用移动式电动葫芦起闭& 下游

再修建一条进厂公路通往防洪闸门"正常尾水时可以

使用"汛期交通仍然使用上尾水平台公路及上坝公路&

当下游水位低于正常尾水位时"打开运输孔防洪门"车

辆可以通过运输孔从进厂公路到达厂内安装间$当下

游水位高于正常尾水位或处于洪水位时"关闭运输孔

防洪闸门"进厂交通暂时中断"此时将对电站机组安装

及运行产生一定影响& 该方案每年进厂公路均会被洪

水淹没冲刷"增加了进厂公路的维修费用& 防洪门四

周止水要求也较高"可能会带来一些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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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方案三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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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图 $ 中 ;*;剖面

#%方案四

此方案为斜坡道方案& 由于电站厂房要求进厂方

便"往往需要实现初期发电以及与其他建筑物施工干

扰小的特点"通常将安装间直接靠岸边布置& 因此"可

以在岸边下游区域的适当位置"沿平行坝轴线方向"从

岸坡对外公路向下开挖建造一个斜坡道通往安装间端

墙"使大件从安装间端头进厂"其坡度由对外公路高程

与安装间高程来拟定& 电站机组大件及拖车由牵引车

从对外公路引至斜坡道口"再由吊车将机组大件吊至

平台小车上"然后用卷扬机使平台小车沿斜坡轨道向

下运行"从安装间端头进入安装间"再由厂房桥机起

吊'安装"如图 &'图 % 所示& 这样需要增加容量不大的

卷扬机及平台小车"增加斜坡道底部混凝土及其上游'

下游侧挡墙& 为了该方案安全"在安装间副厂房下游

墙与岸坡间用浆砌石挡墙封堵"不让尾水直接作用到

安装间端墙上& 同时做好端墙与浆砌石挡墙接缝止水

以及斜坡道与安装间端墙交界面止水& 经过上述防渗

处理"安装间端墙进厂门不需挡水"而采用简易经济推

拉门即可& 该方案虽增加了挡墙及斜坡道混凝土"但

可以利用与尾水平台端墙之间岸坡经适当开挖'回填

形成一个与尾水平台同高的平地"可作为水电站副厂

房或永久建筑用地"该平台也沟通了对外公路与尾水

平台的交通& 斜坡的坡度可以设计得较缓"满足一般

车辆行驶最大坡度要求"如!其坡度设为 !S%& 那么斜

坡道在正常运行期间"可以作为值班人员上'下班及小

件运输的道路& 当发生厂房火警时"它是救火车进入

厂房灭火及进行人员疏散的宽敞通道& 该方案较合理

地解决了厂房机组大件的进厂问题"同时也较好地满

足了电站厂房的消防要求等& 因此"该方案是值得今

后研究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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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K%方案四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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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参与'布局合理'保障有力的防汛减灾物资保障体

系& 完善抗旱防汛减灾应急预案"充实防汛抗旱队伍

力量"提高应急组织调度能力"建设应对突发水污染'

自然灾害的应急水源调配设施&

$%保障措施

;$科学制定规划"加强分类指导& 组织编制水利

发展专项规划"做好水利规划与相关规划'综合规划与

专项规划的衔接与协调"形成覆盖全面'层级配套'目

标明确'操作性强的水利发展,十三五-规划体系& 同

时"要加强分类指导"强化汇报衔接"落实规划责任"下

功夫推进规划实施"保障金昌市水利事业健康'协调'

可持续发展&

D$加快前期工作"确保投资需求& 建立水利发展

项目储备机制"加大水利重大项目前期工作经费投入"

对符合国家政策方向的重大项目"应优先开展前期工

作& 积极争取中央水利建设资金"落实从土地出让金

中提取 !'d用于农田水利建设等水利投入政策"强化

财税政策支持"拓展水利投资渠道"鼓励和引导社会资

本参与水利建设"逐步形成多元化的水利投入机制"确

保水利建设发展投资需求&

/$深化体制改革"强化目标考核& 深化水利审批

体制改革"减少项目审批要件"简化前期工作程序"推

进行政审批项目分类合并实施& 进一步分解落实水利

发展规划目标和任务"加强对该规划实施情况的跟踪

分析和目标考核"健全规划实施监督评估机制"做好重

大建设项目实施督促检查工作"努力推进项目顺利

实施&

8$认真组织实施"推进公众参与& 加强水利发展

,十三五-规划各环节的组织实施"明确责任"逐级落

实各项水利改革发展政策"提升水利可持续发展能力

和公共服务能力& 推进公众参与制定规划目标和规划

任务"完善规划的公众参与和民主监督机制"做好规划

及相关信息的公开工作"加强水行政主管部门对规划

实施的指导"确保规划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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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图 K 中 ;*;剖面+D*D剖面

K%方案五

考虑用隧洞#进厂交通洞%与安装间连接的进厂

方式"垂直安装间端墙进入安装间& 该方案需要较长

平顺的#大转弯半径%隧洞线及合适的隧洞进口"对地

形'地质条件要求较高"对于地形平缓'地质条件差的

情况就无法布置进厂交通洞& 另外"也有可能出现安

装间挡墙附近地面低于安装间高程的情况"那么在该

区内要设置封闭钢筋混凝土廊道& 显然"该方案工程

量大"施工复杂"因此一般情况下不予考虑&

*%结%论

综上所述"方案一可行但造价较高$方案二造价较

为节省"是可行的'较合理的进厂方式$方案三'方案四

是可行的但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进厂方式$方案五

可行性较低& 最后需根据各电站实际情况进行技术经

济比较"决定采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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