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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兴水库除险加固工程管理模式浅析
程!慧

!广丰区水利局"江西 上饶!$$EZ###

!摘!要"!华兴水库因年久失修"出现不同程度险情"严重影响工程安全运行$ 为保障水库除险加固工程顺利实

施"针对主副坝基渗漏等问题"提出相应设计方案%依据除险加固内容"从场地布置&施工导流&施工进度等方面加

强管理%同时"建立健全组织管理体系$ 该工程管理经验可供类似工程参考$

!关键词"!华兴水库%除险加固%施工过程%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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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华兴水库位于江西省广丰县东北部丰溪河支流#

坝址位置为东经 ""%jFFnFZo&北纬 F%jF#nEYo#坝址以上

控制流域面积 ZC$%T3

F

% 水库枢纽主要建筑物由主

坝&副坝&溢洪道&灌溉隧洞等组成#正常蓄水位

"YEC"#3#对应库容 Z%C#D 万 3

$

#是一座以灌溉为主#

结合防洪&养殖等综合利用的小""$型水库%

库区属剥蚀丘陵地貌#自然边坡稳定#地形封闭#

岩石透水性较弱% 出露地层岩性主要为白垩系紫红色

砂岩&含砾砂岩等#岩体较完整% 主副坝坝基均保留第

四系全新统残坡积含砂低液限黏土#贯穿大坝上下游%

$%除险加固设计

FC"!必要性分析

水库于 "DZ# 年 "# 月开始兴建#次年 $ 月竣工蓄

水% 自投入运行以来#枢纽主要建筑物均出现不同程

度的险情和问题#严重影响工程安全运行和效益发挥%

经鉴定水库大坝为三类坝#为保障水库下游 "CJ 万余

人的人身财产安全#针对水库病险情况#采取相应的除

险加固措施非常必要%

)!")



FCF!存在的主要问题

主坝基第四系冲积土层渗透系数接近 " [

"#

pE

53H1#渗漏微弱,而上部岩石为相对透水岩体#存

在渗漏问题% 右坝脚有漏水点#大坝清基质量较差#上

部土体存在渗漏#输水涵管封堵严重%

副坝的坝基岩体表面呈强风化#岩石裂隙多微张#

存在渗漏% 副坝外坡脚未设置排水设施#坝顶凹凸不

平#内外坡面不平整#存在白蚁危害%

FC$!工程设计

主坝计划采用冲抓套井黏土心墙防渗方案
-"]F.

#坝

轴线处冲抓钻成孔#回填黏土压实#形成连续黏土防渗

墙% 坝顶削挖整平# 浇 筑 混 凝 土 路 面# 顶 高 程

"Y%CZ#3% 主坝 "ZDCE#3高程以上护坡采用 R"J 混凝

土预制块#护坡下设置砂砾垫层#厚 #C"3,"ZDCE#3高

程以下护坡追挖填补%

副坝坝顶路面铺设 F#53砂砾石垫层"宽 ECE3$#

坝顶高程 "Y%CZ#3% 下游护坡新建排水棱体#长 YF3#

顶宽 F3#外坡 "_"CJ#内坡 "_"#反滤层由砂砾料组成%

C%工程施工管理

$C"!场地布置

场地布置是施工过程管理的重要环节#对提高效

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根据工程特点#结合施工场

地地形&交通条件及施工管理组织形式#应遵循以下原

则!尽量提高机械化程度#减少劳动力使用量,临时设

施的布置既要考虑节约成本#又要有利于施工管理且

满足进度要求#做到科学性&实用性和灵活性相结合,

减少生活福利建筑面积#尽量少占农田
-$.

%

工程建筑物分大坝施工区和溢洪道施工区#根据

材料和设备运输要求#共布置 Z 条场内施工道路% 其

中#大坝施工区主要担负主坝副坝&原灌溉涵洞等工程

施工,溢洪道施工区主要担负溢洪道&灌溉隧洞等工程

施工%

根据工程实际情况#建设指挥部设在主副坝下游#

租用空闲民房作为办公&生活用房#根据进度计划安

排#工程施工平均每天约 %# 人#高峰时 "F# 人#按人均

房屋 $3

F

计#约需办公及生活用房 $##3

F

%

$CF!施工导流

华兴水库来水主要发生在 E/Y 月#分别统计 D 月

至次年 F 月&D 月至次年 $ 月&"# 月至次年 F 月&"# 月

至次年 $ 月各时段逐年最大流量#并进行排序&排频#

经I]

)型曲线适线
-E.

#求得分期设计洪水#按面积比的

FH$ 次方比拟至坝址处% 坝址处分期设计洪峰计算成

果见下表%

%%%%坝址处分期设计洪峰计算成果表 "单位!万3

$

$

!!!!!频率HG

施工期!!!

F# $$C$

D 月至次年 F 月 FC$ FC#

D 月至次年 $ 月 $C# FCE

"# 月至次年 F 月 "CF "C#

"# 月至次年 $ 月 FCF "C%

!!根据导流时段&设计标准#依据坝址&溢洪道&灌溉

隧洞的地形&地质条件及大坝施工特点和建筑物布置

情况来分析施工导流方案% 大坝&溢洪道施工期间利

用原灌溉隧洞进行导流#灌溉隧洞进口施工时进行临

时性导流#施工期径流全部存放在水库中%

临时性导流工程措施为挡水围堰#采用黏土斜墙&

尼龙袋装碎石迎水面贴坡的土石结构梯形断面#内外

边坡均采用 "_"CJ#围堰顶宽 FC#3#围堰长约 $#3%

利用灌溉隧洞将水位降至其进口底板高程后进行

施工放样#在围堰内外边脚线处每隔 "#3插导向杆%

大坝附近无填筑黏土料可取#需从土料场取土#由挖掘

机挖装#自卸汽车运至施工点%

$C$!施工进度

工程计划工期 "Y 个月"两个枯水期$#分为工程筹

建准备期&主体工程施工期&工程竣工验收期三个阶

段% 除险加固工程主体项目有坝顶工程&上游坝坡工

程&下游坝坡工程&排水体工程%

坝顶工程土方开挖历时 Z 天#完成工程量 FD3

$

,

混凝土路面浇筑历时 "" 天#完成工程量 FJ"3

$

%

上游坝坡土方开挖历时 "Z天#完成工程量 FYFY3

$

,

坝脚平台土石方堆筑历时 "Y 天#完成工程量 "EZD3

$

,

表层土方填筑历时 "F 天#完成工程量 "DJ3

$

,混凝土

预制块制作历时 Z# 天#完成工程量 $D"3

$

%

)"")



下游坝坡土方开挖历时 Z 天#完成工程量 EZ"3

$

,

土方填筑历时 "" 天#完成工程量 $EYD3

$

,反滤层垫层

铺设历时 "" 天#完成工程量 "#%"3

$

%

干砌块石排水棱体铺设历时 $" 天#完成工程量

F""%3

$

% !

*%工程组织管理

EC"!管理范围

根据工程管理需求#结合当地自然地理条件和实

际情况#按'水库工程管理设计规范( "K&"#Z/F#"Y$

规定划定工程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

大坝管理范围!上游从坝轴线向上不少于 "##3#

下游从坝脚线向下不少于 "J#3#大坝两端以第一道分

水岭为界或距坝端不少于 F##3#且上游&下游均与坝

头管理范围端线相衔接%

溢洪道管理范围!沿溢洪道两侧轮廓线向外各不

少于 J#3#及消能工以下不少于 "##3%

水库保护范围!坝址以上#库内两岸"干流&支流$

土地征用线以上第一道分水岭脊线之间的陆地%

ECF!管理机制

应制定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进行水库运行管理%

结合实际情况#根据库区水情预报和防汛总体要求#考

虑长短期相结合#制定各种状态下优化调度程序#尽可

能发挥工程的灌溉&防洪和养殖效益% 具体的水库管

理制度包括以下几点!

1C严禁在坝上放牧#挖掘草皮和任意砍伐水库周

边林木%

AC严禁在坝上和保护范围内进行开采原煤&取

土&挖洞&建窑&开沟&打井&开渠&爆破&堆放杂物或进

行其他危害坝身完整&安全的活动%

8C严禁向水库倾倒垃圾&废渣以及其他杂物%

@C做好建筑物防护工作#当发现有缺陷时#及时

进行修理% 汛期加强巡视#出现险情#立即报告#尽快

抢护%

EC$!管理设施

在工程除险加固的同时应配套完善的水库管理设

施% 为保障大坝安全#及时掌握水雨情#充分发挥水库

效益#拟在坝前新建一座水位井并配置一套自记式水

位计和一套自记式雨量计%

水工建筑物监测设施的布设主要包括!经纬仪&水

准仪各一台,水位观测点一个,坝身&坝基&绕坝测压管

F$ 根,三角量水堰一个%

根据工程的地理位置和工程管理&防汛抢险的需

要#配置防汛车辆&防汛船只等防汛抢险交通工具!防

汛专用车 " 辆#机动船 " 艘%

为确保水库汛期防汛调度的绝对可靠#设置通信

联络系统% 配置程控电话#设防汛计算机&传真机&激

光打印机&复印机各一台%

ECE!系统维护

工程监测系统是由电子元器件&电路组成的整体#

任何一个环节损坏#必将影响整个系统运行#必须保证

具有良好的维护体系%

维护资金应在水库管理局落实年度经费中专项列

出#必须保证专款专用#安排备品备件%

项目安装期间由安装单位专家举办技术培训#内

容将包括仪器&计算机&通信&系统维护和大坝安全等

方面#监测小组应指派有关人员参加#提高维护专业技

术水平%

#%结%语

华兴水库除险加固工程采用冲抓套井黏土心墙防

渗方案#并建立了合理的施工管理和组织管理体系#确

保了除险加固工程达到预定目标% 通过水库除险加固

工程的实施#建立了稳定的水库防渗体系#健全了库区

排水措施% 水库长期运行监测结果表明#华兴水库除险

加固工程效果显著#可为同类工程施工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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