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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0要"0华能左权煤电有限责任公司西沟贮灰场现有运灰道路沿北侧坝肩到达四级子坝坝顶"为满足堆灰要

求"规划在原有四级子坝基础上新修五至八级坡度较大的子坝"将导致运灰道路无法延伸至后期坝顶"需要从加高

子坝坝面上修建运灰道路"造成灰坝的局部安全性降低% 以往研究中"尚未见到有针对车辆动荷载和地震荷载作

用下贮灰场坝面修建运灰道路稳定性的分析% 为切实保证新修各级子坝的稳定和保障坝面上运灰道路的畅通"开

展动荷载作用下坝面修建运灰道路的稳定性分析就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在现场调查和室内试验的基础上"通过有

限元数值计算"对灰场子坝加高后坝面布置运灰道路进行安全论证"分析了车辆动载和地震荷载对灰坝稳定的影

响"为类似工程积累了研究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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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载重车辆行驶会对运灰道路表面产生激励(#)

"引

起路面介质变形"这一物理变形将在路面结构内部形

成弹性波"并在介质中传播形成地震波"在原理上与地

震类似"但震级要比天然地震小的多$ 运灰车辆动荷

载随车辆和道路的构造及车辆运动状态而变化"具有

随机性和重复性"进而在灰坝中产生复杂的应力*变形

和其他动力响应(!P+)

"会造成灰坝的局部安全性降低$

以往研究中"尚未见到有针对车辆动荷载和地震荷载

作用下贮灰场坝面修建运灰道路稳定性的分析$ 为切

实保证新修各级子坝的稳定())和保障坝面上运灰道路

的畅通"开展车辆动载和地震荷载作用下坝面修建运

灰道路的稳定性分析就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以华能左权煤电有限责任公司西沟贮灰场坝

面修筑运灰道路为背景"在现场调查和室内试验的基

础上"通过有限元数值计算"对灰场子坝加高后坝面布

置运灰道路进行安全论证"分析了动荷载对灰坝稳定

的影响"为类似灰坝工程积累了研究经验$

,%工程概况

华能左权煤电有限责任公司西沟贮灰场采用干式

除灰"初期坝为堆石坝"后期灰坡采用碾压粉煤灰分级

填筑"现已完成一至四级子坝施工"表面采用干砌石护

面$ 原施工图阶段灰场道路仅为规划"没有正式施工

图设计"实际运灰道路沿北侧坝肩进入灰场%见图 #&"

达到四级子坝坝顶%见图 !&$

图 #%左坝肩运灰进场道路

图 ,%灰场进灰入口$坝顶尽头为灰场入口%

为满足电厂堆灰要求"规划在原有四级子坝

%见图 2&基础上新修五至八级坡度较大的子坝%见图

.&"致使运灰道路无法延伸至后期坝顶"需要从加高子

坝的坝面上修建运灰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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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四级子坝坝体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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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加高到八级坝体断面

灰坝加高后道路改造稳定性计算中"管理单位提

供运灰车重 #$1+D"单车日常最大拉灰约 !*D"合计

.+1+D"分析中按 .)D考虑$

$%模拟分析及应用

21#0计算参数

通过在现场开展地质勘察与断面测量"对地层情

况*断面形状*灰场含水率*干密度分布进行分析#在所

取试样的基础上"开展室内基本物理性质试验和三轴

压缩试验#在室内试验和工程类比的基础上确定了计

算参数"见表 #$

'"'



表 #% 材 料 抗 剪 强 度 指 标

材料名称
!

X%Y& 3XUZB 备注

初期坝
!!1"" #* 总应力法%9[&

!*1"" #" 有效应力法%9\&

粉煤灰
!21"" #) 总应力法%9[&

!$1+" ] 有效应力法%9\&

00灰坝动力稳定计算分析要求在计算程序中输入地

震动时程曲线%地震加速度时程曲线&"根据+火力发

电厂灰渣筑坝设计规范,的有关规定"动力稳定计算选

用规范波"按地震加速度峰值进行修正"具体如图 +*

图 )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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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规范地震波地震加速度时程曲线$'F',!%

�0.02

�0.04

�0.06

0

0.02

0.04

0.06

0.08

0 10 20 30 

图 -%规范地震波地震加速度时程曲线$'F'+!%

21!0计算工况

安全评价采用动力法进行"查+中国地震动参数区

划图 , %,/#*2")-!"#+ &"该灰场峰值加速度为

"1"+*$ 动力计算依据有关车辆地面振动响应的现场

试验研究成果($P*)

"将 .)D运灰车辆动荷载的峰值加速

度设置为 "1"!*"即加高至八级子坝条件"单独考虑 .)D

运灰车辆动荷载工况中峰值加速度为 "1"!*#考虑 ;̂

度地震加 .)D运灰车辆动荷载组合工况中峰值加速度

为 "1"$*"具体计算工况见表 !$

表 ,% 坝 面 布 置 运 灰 道 路 稳 定 计 算 工 况

工况 断面 荷载 峰值加速度

# 加高到八级子坝 车辆动荷载 "1"!*

! 加高到八级子坝 ;̂度地震_车辆动荷载 "1"+* _"1"!*

2120计算原理

坝体动力分析以静力分析结果为基础"计算在动

荷载条件下灰坝的应力*位移分布及液化范围"分析动

荷载条件下的坝体响应"确定 .)D运灰车辆动荷载及

;̂度地震力加 .)D运灰车辆动荷载作用下坝体的动应

力状态及变形$

动力计算分析采用的是国际通用的&[:̀ -Xa软

件"该软件可以对地震冲击波*爆炸产生的动态载荷或

冲击载荷等作用下的土工结构动力问题进行计算

分析$

&[:̀ -Xa采用的是二维平面应变中的小位移和

小应变理论"其系统动力响应的控制方程为

(B)..

''

/ C(")..

'

/ C(D)../ E.F/

式中0(B)*(")*(D)---体系的质量*阻尼*刚度阵#

../*..

'

/*. .

''

/---体系的结点位移*速度*加

速度向量#

.F/---结点动力荷载向量$

单元阻尼采用bB@K?86>假定!

(3)

(

E

"#

#

(G)

(

C

"

H

#

#

(I)

(

式中0(3)

(

*(G)

(

*(I)

(

---单元阻尼阵*质量阵和刚

度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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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

"

---单元阻尼比#

#

#

---坝体基频$

系统动力控制方程的求解"采用 a8KC45P

$

法"材料

的非线性按等效线性化法处理$ 在坝体的动力计算

中"灰坝的地震响应与灰坝高度紧密相关"选取最大的

坝顶标高可以计算出灰坝在运行中的最大变形响应"

选取 #!++1""Q高程最大断面$ 计算中为监测各部位

的动荷载响应"设置 + 个数值模拟监测点"如图 $ 中所

示从上往下依次为Z# cZ+ 点$

P1
P2

P3
P4

P5

图 +%动力计算模型及数值模拟监测点

动力计算过程分为两个步骤!

$

灰坝初始应力分

布计算"计算灰坝在动荷载作用前的初始静应力分布#

%

输入场地动荷载"计算各工况的变形分布$

21.0计算结果

坝面布置运灰道路动力计算工况及计算结果见表 2"

坝面布置运灰道路动力计算监测点最大水平加速度见

表 .$

表 $%坝面布置运灰道路动力计算工况及计算结果

工况 荷00载
最大剪应

力XUZB

垂向最大位

移XEQ

水平最大位

移XEQ

# 车辆动荷载 #""1!" "1$) +1**

!

;̂度地震_车辆动

荷载
#"!1"" !1++ #+1)!

表 *%坝面布置运灰道路动力计算监测点

最大水平加速度

工况 荷0载 Z# Z! Z2 Z. Z+

# 车辆动荷载 "1"*!6 "1").6 "1")*6 "1"")+6"1"".*6

!

;̂度地震_

车辆动荷载
"1!+]6 "1!*#6 "1!#*6 "1"!26 "1"#)6

21.1#0车辆动荷载

图 * 为地震结束后剪应力分布图"可以看出最大

剪应力主要分布在初期坝和堆灰内$ 图 ] 和图 #" 为

地震过程中的垂向*水平向最大位移"垂向最大位移呈

波形分布"最大位移发生在堆灰顶部"水平向最大位移

也位于堆灰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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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G%工况 # 动荷载结束时剪应力分布%单位!UZ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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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工况 # 水平向最大位移分布%单位!Q&

21.1!0 ;̂度地震_车辆动荷载

图 ## 为地震_车辆动荷载结束后剪应力分布图"

可以看出最大剪应力主要分布在初期坝和堆灰内$

图 #!和图 #2 为地震过程中垂向和水平向最大位移"

垂向最大位移呈波形分布"最大位移发生在堆灰顶部"

水平最大位移也位于堆灰顶部$

地震 _车辆动荷载及车辆动荷载情况下 Z# cZ+

监测点的水平向加速度响应的计算结果见表 ."对比

可以看出子坝监测点的动力响应远大于初期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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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工况 , 动荷载结束时剪应力分布%单位!UZ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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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坝体动力稳定分析

坝面布置运灰道路稳定计算工况及计算结果见

表 +$

表 (%坝面布置运灰道路稳定计算工况及计算结果

工况 断面 荷载
峰值加

速度

安全系数

初期坝 整体

#

加高到

八级子坝
车辆动荷载 "1"!6 #1.. #1*]

!

加高到

八级子坝

)Y地震_

车辆动荷载

"1"+6_

"1"!6

#1!] #1+]

00图 #. c图 #$ 为灰坝当前坝高最大断面和加高到

八级子坝的最危险滑面位置"相应的安全系数见表 +$

结果表明两种动荷载工况下"灰坝最小安全系数均满

足规范要求$

 

图 #*%工况 # 八级子坝最危险滑面$初期坝%

图 #(%工况 # 八级子坝最危险滑面$整体%

 

图 #-%工况 , 八级子坝最危险滑面$初期坝%

 

图 #+%工况 , 八级子坝最危险滑面$整体%

21)0坝面布置运灰道路工程应用

基于文中数值模拟的结果"该灰场自 !"#$ 年 ) 月

# 日起进行了子坝加高后坝面布置运灰道路的施工

%图 #*&"+ 级子坝的坝面运灰道路也于 !"#$ 年 $ 月 2#

日起顺利投入运行%图 #]&$

图 #G%坝面布置运灰道路施工现场

图 #H%坝面布置运灰道路正式运行

*%结%论

考虑加高至八级子坝"分别计算自重 .)D运灰车

辆动荷载和 ;̂度地震加 .)D运灰车辆动荷载组合工

况下灰坝的稳定性"结果表明!

01两种工况下"灰坝最小安全系数均满足规范

要求$

91两种动荷载作用下"工况 # 灰坝最大剪应力为

#""1!"UZB"最大垂向位移为 "1$)EQ"最大水平位移为

+1**EQ"位移最大值均位于坝顶堆灰表层$ 工况 ! 灰

坝最大剪应力为 #"!1""UZB"最大垂向位移为 !1++EQ"

最大水平位移为 #+1)!EQ"位移最大值均位于坝顶堆

灰表层$ 剪力和位移值均较小"分布符合一般规律"灰

坝处于稳定安全状态$

;1水平位移响应"随加高高度呈现明显的规律

性"由顶及底水平位移响应的频率依 $下转第 !) 页%

'&'



2120数据分析

依据国家强制性标准+埋地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

道的阴极保护, %,/XT!*$!+-!"#!&的相关规定要

求"判定分析所测得的试验数据准确"符合规范要求$

土壤电阻率是土壤的属性指标"极化电位是阴极保护

效果的判断指标"从图 2%三种土壤土壤电阻率与极化

电位关系图&数据中可以得出"土壤电阻率与阳极发生

电流*极化电位成负相关关系"即土壤电阻率与阴极保

护效果呈负相关$ 由以上图表的数据中可以得出"在

同一土壤介质中两种安装方法产生的极化电位*阳极

发生电流指标差别不大"极化效果差异不明显"但在不

同土壤介质中产生的极化效果差异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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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两种不同安装方法极化电位关系

由图 2%两种不同安装方法极化电位关系&得出!

在砂土和壤土中两种安装方法产生的保护效果差异性

较小#粉质黏土的预拼装方法成功率较低"极化效果比

现场拼装法效果差"建议粉质黏土采用现场拼装法安

装Z99Z阴极保护系统$

*%结%语

从试验结果来看"锌合金和镁合金的阳极块都完

全达到了规范和相关技术标准的要求" Z99Z管道阴

极保护效果良好$ 在同一土壤介质条件下"同一区域*

同一安装方法"尽量保持边界条件相同的两个测试单

元中"镁合金阳极的阴极保护效果较好$

镁阳极的极化时间较快#镁合金和锌合金的材料

保管*运输*安装焊接等方法相同"没有较大差别#在工

程造价上"镁合金的造价比锌合金的造价高 !"e以

上"所以在达到相同管道阴极保护效果的情况下"锌合

金阳极性价比较高$

Z99Z管道上安装阴极保护材料块时"在考虑工程

效果*安全稳定性*经济性等条件下"锌合金阳极块比

镁阳极块的性价比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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