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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加固技术在青山水库大坝
左岸边坡加固中的应用

韩东海
!桓仁县水务局" 辽宁 桓仁0##$!""$

!摘0要"0随着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向地质复杂地区推进"单一的加固措施已经不能满足大型边坡加固的需求% 本

文以辽宁省葫芦岛市青山水库大坝左岸边坡为例"提出以锚杆&抗剪洞为主"辅以其他加固方式的联合加固措施%

工程实践显示"锚杆早期发挥抗剪能力"抗剪洞可以在边坡滑动破坏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两者的协调作用可以大

幅提升边坡加固的工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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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边坡失稳不仅会引发众多工程建设方面的问题"

甚至还会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的经济损失"因此加固

措施就成为保障边坡稳定的重要手段(#)

$ 随着中国水

利工程建设进一步向偏远地区推进"工程本身面临的

地质环境日趋复杂"单一的边坡加固措施已经不能满

足实际工程需求$ 因此"边坡联合支护技术在工程实

践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应用(!)

$ 由于不同加固措施之

间相互作用的存在"使得联合加固过程中各加固措施

的协调作用十分复杂"一旦设置不当"不仅不能达到预

期加固效果"甚至还可能诱发工程事故$ 因此"加强联

合支护的协调作用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工程背景

青山水库是辽西地区六股河干流上的一座新建水

'#('



库"该水库以防洪和供水为主要功能"兼顾改善葫芦岛

市城区以及水库下游生态环境效益"是一座综合性大

型水利工程$ 青山水库的设计库容为 )1)2 亿 Q

2

"调

节库容为 21") 亿Q

2

"防洪标准为 +"" 年一遇$

青山水库工程主要由水利枢纽工程和输水工程两

大部分组成(2)

$ 其中"枢纽工程包括主坝*副坝*溢洪

道和输水洞*导流洞$ 输水工程包括输水管线和加压

泵站 # 座"工程计划总投资 !$1! 亿元$ 青山水库建成

后"能够有效提高辽宁省的水资源调控能力和当地防

洪标准"保护和改善当地的生态环境"对葫芦岛市的经

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青山水库坝址位于绥中县西台村六股河的河道拐

弯处"工程区属于低山丘陵区"分布有比较广泛的风蚀

和侵蚀地貌(.)

$ 右岸为土质边坡"为阶梯状斜坡坡

地"坡度不大$ 左岸受六股河河水的侧向侵蚀作用

影响"地形陡峭$ 库区和近库岸断裂构造较发育"规

模较大的断裂带共有九条"主要是压性和压扭性

断裂$

,%坝肩左岸边坡坡体结构

坝址左岸边坡中存在部分软弱结构面"主要表现

为以下几种形式!

$

以 I

+

*I

*

*I

!

为代表的断层发育"其

规模一般较大"一般为 3-P33-向"破碎带宽度为 # c

2Q"断层面比较光滑"剪切面特征明显#

%

板岩夹层构

造在挤压作用下发生错动形成层间挤压错动带#

,

以

%L

..P#

裂缝为代表的节理裂隙密集带发育#

.

强风化*松

弛拉裂的煌斑岩脉"主要分布于左岸坝基和抗力体内

部$ 具体而言"坝址左岸边坡的主要坡体结构以及可

能的失稳破坏形式见表 #$

表 #%左岸边坡坡体结构及失稳破坏的可能形式

结构类型 基0本0特0征 失稳破坏形式

倾倒顺向

坡结构

左岸边坡在 !++1""Q高程以上存在

倾倒变形体"表现为砂板岩组成的反

向坡"该结构中存在较多倾倒拉裂"

岩体较为破碎"破体中软弱结构面属

于顺坡陡倾断层*卸荷拉裂缝

倾倒P滑移破

坏#局部楔形

体破坏

续表

结构类型 基0本0特0征 失稳破坏形式

楔体双滑

结构

边坡 ++1"" c!++1""Q高程以 %L

.!P#

拉裂带和 I

.!P$

断层分别为上下游边

界"以煌斑岩脉为切割面组成楔体双

滑结构"坡体中的软弱结构面为

%L

.!P#

拉裂带*I

.!P$

断层和煌斑岩脉以

及一系列小断层

双滑破坏#局

部倾倒P滑移

破坏

块状边坡

结构

左岸拱肩边坡 ++1""Q高程以上拉裂

岩体为反向坡"岩体比较破碎"多小

断层和层间挤压带发育#++1""Q以

下大理岩边坡岩体较完整"破体中的

结构面呈顺坡向小断层*节理裂隙

结构面滑塌

破坏#局部楔

形体破坏

$%坝肩左岸边坡联合加固方案

根据坝址左岸边坡的地形*地质条件和潜在破坏

特征"结合类似边坡的工程经验"采取如下联合加固方

案!以预应力锚索和抗剪洞为主"再辅以混凝土框格梁

坡面加固措施*喷混凝土和预灌浆支护措施(+)

$ 其中"

预应力锚索柔性支护主要用于开挖施工过程中的变

形"抗剪洞等加固措施主要作用是通过加强确定性结

构面的控制以提升岩体的整体稳定性$

21#0联合加固方案的具体设计

21#1#0锚索加固方案

由于边坡内的断层发育*煌斑岩脉和周围大量破

碎岩体的相互作用"使其中的楔形岩体呈现出明显的

卸荷裂隙发育特征$ 在边坡加固中"利用预应力锚索

加固楔形体())

$ 锚索的具体加固设计为在同一廊道内

以上下交错的方式布置间距为 .Q的上下两层 2"""U3

级锚索"锚索的长度设计为 )" c]"Q"上层锚索的倾角

为向下 +Y"下层锚索的倾角为向下 ]Y"锚索的锚固段

深入I

+

*I

*

断层以及煌斑岩脉的影响带内$ 在水平方

向上"锚索以间距 +Q布置"其倾角为上游 +Y$

21#1!0抗剪洞方案

为提升结构面的抗剪能力"对变形拉裂体的底滑

面进行抗剪洞置换($)

$ 具体设计为在 *]1""Q*

##+1""Q和 #2*1""Q高程沿断层和煌斑岩脉走向布置

'$('



2层断面为 ]Qj#"Q的抗剪洞$ 在抗剪洞的中部设置

断面为 .Qj+Q的十字形键槽"并按照抗剪洞周边的

岩层状况进行一定深度的固结灌浆"进一步增大抗剪

洞的阻滑作用$ 抗剪洞的平面布置如图 #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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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抗剪洞平面布置示意图

21#120其他加固措施

青山水库大坝左岸边坡中的岩土普遍存在松弛张

开现象"边坡表层存在大量不稳定块体$ 为了防止岩

体滑落"增加边坡的稳定性"对浅层岩体*锚杆束孔进

行灌浆处理$ 灌浆孔孔径设计为 ]"QQ"孔深 #! c

#*Q"间距 !1+Q#对深层岩体"以锚固长度为 )" c*"Q

的 !"""U3单孔多锚头锚索对结构面进行加固#在坡面

喷射挂网混凝土"挂网混凝土采用双向布置的
6

#"QQ

u#+"QQ钢筋*强度等级为9!+#并在全坡面交替布置

6

!*QQ%长 )Q&和
6

2!QQ%长 ]Q&的全长黏结砂浆锚

杆#在每一级马道布置间距 !1+Q"由 2 根
6

2!*长 #!Q

的钢筋组成的锚杆束#对 I

+

*I

*

断层*煌斑岩脉采用断

面为 )"EQj*"EQ的混凝土纵梁和间排距 .Qj.Q的

框格梁加固$ 浅层和深层加固剖面示意图如图 !所示$

21!0边坡变形监测资料分析

21!1#0表面变形监测

在水库大坝左岸边坡设置 *" 个外部观测墩"各监

测点的位移量方向N为河流方向"以下游方向为正#'

为跨河方向"以向河对岸方向为正#<为竖直方向"以

垂直向下为正$ 部分位移较大的监测点的监测结果见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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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浅层和深层加固剖面示意图

表 ,%表面变形移较大的监测点的监测结果

测点X

Q

高程X

Q

N向位

移XQQ

'向位

移XQQ

=向位

移XQQ

TZ

#2P#

2*21"" h2]1" #")1" +*1+

TZ

#2P!

2$21#" h+21# ]#1. +!1)

TZ

#.P#

2..1)" h2.1$ *212 +#1!

TZ

#+P#

2$+1+" h!21# ]"1* +.1"

TZ

#

!].1)" h!)1# $*1* .+12

TZ

2

2#*1." h#)1+ ]!1* 2)1+

TZ

)

!$!1$" h2$1$ ]#1. ."1"

TZ

$

2+.1!" h!#1# ]#1. .*1$

TZ

!#

!]+1." h.#12 $*1# .$1"

TZ

2!

#+.1$" h2+1" $"1. +!1*

00由表 ! 数据可以看出"监测点的 N向位移全部向

上游方向变形"但相对于其他两方向相对较小#监测点

'向位移全部为向河对岸变形"且数值较大"最大可达

到 #")1"QQ"说明左岸坡体以向坡外的回弹变形为

主#=向变形主要表现为沉降变形$ 从空间位置上

看"上部高程对开挖卸载的反应极为敏感"回弹变形

较大$

'%('

韩东海X联合加固技术在青山水库大坝左岸边坡加固中的应用0 0000



21!1!0浅表变形监测

在左岸边坡设置 +. 套多点位移计进行浅表变形

监测$ 监测结果显示"各测点的孔口位移大多数较大"

其中有 #! 套超过 +1"QQ"其中变形量最大的是f

#.

9

2L

点位"位移量为 #$1$)QQ$ 但是这些变形均形成于早

期边坡开挖时"目前变形速率趋于收敛"并且低于

"1"!QQXH$

21!120深层变形监测

在 #*+1""Q高程的地质勘探平洞中设置石墨杆收

敛计以及水准观测点"对不同深度岩体的水平变形和

沉降进行监测$ 由监测结果可知"石墨杆计的位移量

缓慢增加并逐渐收敛"累计位移为 .$1+$QQ"边坡的深

层变形主要集中于煌斑岩脉和断层附近$

21!1.0锚杆和锚索应力监测

选取 +e的锚索和铺杆安装预应力锚索测力计"

对锚索的受力情况和加固效果进行监测(*)

$ 检测结果

显示"在拉裂变形体部位的锚索锚固力增加量为

#+1.e c!"1*e"在其他区域均显示为锚固力损失"其

最大值为 ]1)e$ 锚固应力随时间变化较小$ 可见"

边坡浅层岩体内并无太大变形"只有煌斑岩脉周围岩

体的变形较大"说明锚索*锚杆具有良好的加固效果$

21!1+0抗剪洞变形监测

在三层抗剪洞内设置渗压计*三点式位移计*测缝

计和错位计等测量仪器$ 检测结果显示"数据并无特

殊变化"说明抗剪洞未出现大的破坏"抗剪洞对边坡加

固"特别是深层岩体加固具有非常好的效果$

*%结%论

从变形监测结果来看"各监测点的变形量并不大"

且主要出现于开挖初期"之后逐渐趋于收敛"这是由于

加固措施发挥了良好作用"确保了边坡稳定#从锚杆的

应力监测情况来看"对加固不稳定岩体的锚杆"处于较

高高程的锚杆应力大于较低高程的锚杆应力"但对于

整体边坡而言"影响锚杆应力变化的因素十分复杂#从

抗剪洞的变形监测结果来看"变形监测数据无异常"说

明抗剪洞在边坡加固中"始终并稳定发挥着作用$ 综

合上述结论"上部锚杆 _抗剪洞联合加固使边坡上部

的锚杆早期即可发挥其抗剪能力"而边坡中部抗剪洞

的抗剪力发挥是非常稳定的"联合加固方案取得了良

好的加固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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