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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１８ －０４ －０４
作者简介：韩　波，男，高级工程师，从事水电站检修技术与管理方面的工作。

大型水轮发电机定子铁心故障模拟 、检测与处理

韩　波，陈　涛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湖北 宜昌　４４３００２）

摘要：在大型水轮发电机组真机上进行大规模的故障模拟、检测和处理在国际国内不多见，本次真机试验的结果表明：
额定环流法与 ＥＬＣＩＤ法均能反映铁心绝缘状况，但在故障较轻的情况下，ＥＬＣＩＤ法反映更为灵敏，有助于提前发现定子
铁心故障、进行处理消除隐患。 因此建议常规大修时对定子铁芯进行 ＥＬＣＩＤ法铁心试验；对于因为定子接地故障导致
的铁心大面积或者深度熔化的铁心故障，会严重危害机组安全稳定运行，可以根据铁心故障的实际情况，判定是否需要
立即进行检修及检修方法；重塑定子铁心片间绝缘的方法，经过试验验证是有效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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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型水轮发电机定子铁心是由薄硅钢片现场叠装
而成的。 在硅钢片的制造、叠装或者运行过程中，可能
存在片间绝缘损坏，从而造成片间短路。 运行中的发
电机若发生片间短路会引起局部过热，加速铁心绝缘
和定子线圈的老化，甚至会威胁到机组的安全运
行［１ －５］ 。 因此发电机定子铁心故障的检测与处理有重
要意义。
由于机组运行年限太久，国内某电站大型水轮发

电机将进行更新增容改造。 在 ２台即将退役的水轮发
电机上，笔者进行了一系列定子铁心真机故障模拟、检

测与处理试验，对定子铁心故障的检测与处理方法进
行了探索，得到的结论一致，本文以其中 １台发电机的
真机试验为例进行介绍。

１　铁心故障检测方法
根据国标 ＧＢ／２０８３５ －２０１６枟发电机定子铁心磁化

试验导则枠［６］ ，为检测发电机定子铁心装配质量，可以
通过对发电机定子铁心进行磁化试验的方式进行。 在
其资料性附录 Ｃ 中也提到了用电磁铁心故障检测仪
（ＥＬＣＩＤ）检测铁心装配质量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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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证数据的准确性，本次真机故障模拟试验
全过程中，均使用常规铁心磁化试验（额定环流法）和
ＥＬＣＩＤ试验这两种试验方法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检验。
此次真机故障模拟探索性试验内容开展了以下试

验：正常情况下分别用额定环流法及 ＥＬＣＩＤ法进行定
子铁心磁化试验；定子铁心设置运行和检修过程中可
能发生的典型故障下用额定环流法及 ＥＬＣＩＤ 法进行
定子铁心磁化试验；定子铁心故障处理后用额定环流
法及 ＥＬＣＩＤ法进行定子铁心磁化试验。
额定环流法采用较大工频电流励磁产生交变磁

场，使定子铁心轭部产生发电机空载磁场的磁通量，用
红外成像仪测量铁心各处温升，来检测铁心的绝缘情
况，测量接线如图 １ 所示。

图 1　额定环流法测量接线图
ＥＬＣＩＤ法用小电流产生交变磁场，使定子铁心轭

部产生 ４％发电机空载磁场的磁通量，用检测传感器
放置于每两个相邻槽的外缘，通过对铁心表面，沿铁心
齿槽进行纵向扫描，每一次对每个槽和其相邻 ２ 个齿
进行检查，测量接线如图 ２所示。

图 2　ELCID法测量示意图

２　真机试验情况

2．1　铁心状态评估

在即将退役的定子铁心中选取 １３ 处位置进行标
记，作为试验点。 笔者在机组定子线棒拆卸完成后，先
后用 ＥＬＣＩＤ法和额定环流法对定子铁心进行了检测，
正常情况下，额定环流法铁心磁化试验各槽初温基本
一致，温升均正常， ＥＬＣＩＤ 法故障电流值均小于
１００ ｍＡ，试验数据见表 １。 两种方法的试验结果均可
判定虽然被试发电机定子铁心即将退役，但是定子铁
心质量无异常，可以继续用于试验研究。

表 1　正常情况下额定环流法与 ELCID法试验数据

测量部位
额定环流法

温升／Ｋ
ＥＬＣＩＤ法
故障电流／ｍＡ

参考点
３１０槽 ２ 蝌．７ ５０ 拻
７０６槽 ２ 蝌．９ ３９ 拻

正常

情况

下测

量点

１ 谮１０槽 ２ 蝌．７ １６ 拻
２ 谮２０槽 １ 蝌．８ １４ 拻
３ 谮３０槽 ２ 蝌．２ ３２ 拻
４ 谮４０槽 ２ 蝌．１ ７３ 拻
５ 谮５０槽 ２ 蝌．２ ２８ 拻
６ 谮６０槽 ２ 蝌．３ ７７ 拻
７ 谮９０槽 ２ 蝌．９ ８８ 拻
８ 谮１１０槽 ２ 蝌．３ ６４ 拻
９ 谮１４０槽 ２ 蝌．５ ７３ 拻
１０ 耨１５０槽 １ 蝌．６ ４９ 拻
１１ 耨１７０槽 ２ 蝌．３ ７３ 拻

2．2　定子铁心故障的设置

试验现场共设置故障 １１ 处，故障类型 ４ 种，其中
角磨机破坏铁心故障 ６ 处，分别为 １０、２０、３０、４０、５０、
６０槽左侧铁心；电焊机烧蚀铁心故障 ２ 处，分别为 ９０
槽及 １１０槽左侧铁心；氧－乙炔切割机烧蚀铁心故障
２处，分别为 １３０槽及 １５０ 槽左侧铁心；等离子弧切割
机使铁心缺损故障 １处，位于 １７０槽左侧铁心，部分典
型故障类型及故障设置如图 ３ ～图 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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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角磨机破坏铁心故障情况

图 4　电焊机烧蚀铁心故障情况

2．3　定子铁心故障的检测

故障情况下，先后用 ＥＬＣＩＤ法和额定环流法对定
子铁心进行了检测，试验数据见表 ２。
试验过程中对现场所设置的 １１ 个故障点进行测

量，同时选取 ３１０ 槽及 ７１０ 槽左侧铁心齿部进行测量
作为试验数据参考，额定环流法与 ＥＬＣＩＤ法在故障点
处所检测到的试验数据变化趋势基本一致。
试验中额定环流法检测出 ７ 个故障点有明显温

升、分别为 ２０、３０、４０、９０、１１０、１５０、１７０ 槽，其中 １５０ 槽
温升最大，为 １５７．３２ Ｋ。 ＥＬＣＩＤ法对所有故障点均有
反应，故障电流超过 １００ ｍＡ的故障点有 ８ 处，比额定

图 5　氧－乙炔切割机烧蚀铁心故障情况

图 6　等离子弧切割机使铁心缺损情况
环流法多检测出第 １４０槽。
对比分析未被检测出的第 １０ 槽、第 ５０ 槽、第 ６０

槽试验数据可知，铁心损坏的程度对温升与故障电流
无明显影响。 对比分析第 １０槽与第 ４０槽、第 ９０ 槽与
第 １１０槽，第 １４０ 槽与第 １５０槽试验数据可知，铁心损
坏高度增加，硅钢片短接片数增加，温升与故障电流均
明显增大。 对比分析第 １０ 槽与第 ２０ 槽、第 １４０ 槽与
１７０槽试验数据可知，铁心破坏深度增加，温升与故障
电流明显增大。
通过设置不同类型故障发现：磨损类故障仅造成

铁心表面绝缘破坏，故障温升与电流变化较小，短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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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对铁心影响较小；对于烧蚀类故障，由于存在大面积
铁心熔化粘黏，温升及故障电流均大，对铁心存在很大
影响；对于铁心缺损类故障，由于在故障设置过程中造

成了大面积铁心熔化粘黏，温升及故障电流均大，对铁
心影响也较大。

表 2　故障情况下额定环流法与 ELCID法试验数据

位置 故障描述（宽度×高度×深度）
额定环流法温升

／Ｋ
ＥＬＣＩＤ法故障电流

／ｍＡ

参考点
３１０槽 参考点 １，未做处理 ３ |．７ ４４  
７０６槽 参考点 ２，未做处理 ４ |．９ ４９  

故障点 １ s１０槽 角磨机破坏铁心：２０ ｍｍ×４５ ｍｍ×４ ｍｍ ０ |．５ ７２  
故障点 ２ s２０槽 角磨机破坏铁心：２０ ｍｍ×４５ ｍｍ×６ ｍｍ ８ |．０ １４５  
故障点 ３ s３０槽 角磨机破坏铁心：２０ ｍｍ×１３５ ｍｍ×４ ｍｍ ３４ 览３６７  
故障点 ４ s４０槽 角磨机破坏铁心：２０ ｍｍ×１３５ ｍｍ×４ ｍｍ ２８ 摀．６ ３０８  
故障点 ５ s５０槽 角磨机破坏铁心：６０ ｍｍ×４５ ｍｍ×４ ｍｍ １ |．９ ７５  
故障点 ６ s６０槽 角磨机破坏铁心：２０ ｍｍ×４５ ｍｍ×４ ｍｍ １ |．８ ５８  
故障点 ７ s９０槽 电焊机烧蚀铁心：３３ ｍｍ×４５ ｍｍ×４ ｍｍ １８ 摀．１ １ ０７３ B
故障点 ８ s１１０槽 电焊机烧蚀铁心：３３ ｍｍ×１３５ ｍｍ×４ ｍｍ ５６ 摀．８ １ ５８３ B
故障点 ９ s１４０槽 氧－乙炔切割机烧蚀铁心：３３ ｍｍ×４５ ｍｍ×４ ｍｍ ５ |．６ ４５０  
故障点 １０ 墘１５０槽 氧－乙炔切割机烧蚀铁心：３３ ｍｍ×１３５ ｍｍ×４ ｍｍ １５７ ┅．３ ８３７  
故障点 １１ 墘１７０槽 等离子弧切割机使铁心缺损：３３ ｍｍ×４５ ｍｍ×２５ ｍｍ ９４ 摀．２ １ ０８６ B

2．4　定子铁心故障的处理

由于机组铁心后续将报废，只对故障铁心进行简

单的现场处理。 处理方法为使用合适的工具将铁心片

挑开，使故障处的铁心粘连情况得到处理，并在挑开的

铁心处涂刷绝缘胶，重塑铁心片间绝缘结构。 需要补

充的是，由于铁心片挑开形成间隙，在机组正常运行时

会产生振动，因此在正常运行的机组中需要用适当形

状厚度的环氧片进行间隙封堵，真机试验过程中为节

约时间未进行该步骤。 部分典型故障处理后的情况如

图 ７ ～图 １０所示。

在现场对铁心故障简单处理后，先后用 ＥＬＣＩＤ法
和额定环流法对定子铁心进行了检测，试验数据见

表 ３。 图 7　角磨机破坏铁心故障处理后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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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电焊机破坏铁心故障处理后情况

图 9　氧－乙炔切割机烧蚀铁心故障处理后情况

图 10　等离子弧切割机使铁心缺损故障处理后

表 3　故障情况下和故障处理后额定环流法
与 ELCID法试验数据对比

位置

故障情况下

额定环流

法温升

／Ｋ

ＥＬＣＩＤ法
故障电流

／ｍＡ

故障处理后

额定环流

法温升

／Ｋ

ＥＬＣＩＤ法
故障电流

／ｍＡ
参考点

３１０槽 ３ 烫．７ ４４ 膊３ .．６ ５５  
７０６槽 ４ 烫．９ ４９ 膊４ .．９ ４２  

故障点 １ 览１０槽 ０ 烫．５ ７２ 膊６ .．３ １９  
故障点 ２ 览２０槽 ８ 烫．０ １４５ 缮４ .．２ １１２ +
故障点 ３ 览３０槽 ３４  ３６７ 缮８ .．５ ２８  
故障点 ４ 览４０槽 ２８ 忖．６ ３０８ 缮５ .．１ ７９  
故障点 ５ 览５０槽 １ 烫．９ ７５ 膊３ .．３ ３１  
故障点 ６ 览６０槽 １ 烫．８ ５８ 膊１ .．３ ３１  
故障点 ７ 览９０槽 １８ 忖．１ １ ０７３ 镲４ .．８ ３１  
故障点 ８ 览１１０槽 ５６ 忖．８ １ ５８３ 镲４ .．８ ３７  
故障点 ９ 览１４０槽 ５ 烫．６ ４５０ 缮３ .．３ １３２ +
故障点 １０ 种１５０槽 １５７ �．３ ８３７ 缮６ .．１ ２６  
故障点 １１ 种１７０槽 ９４ 忖．２ １ ０８６ 镲１４ D．６ ２４８ +
　　综合正常情况下、故障情况下及故障处理后试验
数据，绘制额定环流法温升及 ＥＬＣＩＤ 法故障电流试验
数据对比图如图 １１、图 １２所示。

图 11　不同情况下铁心温升对比图

分析试验数据可知：除 ２０槽、１４０槽、１７０ 槽外，其
余故障点的温升和故障电流值均在正常范围内，整体
处理效果良好。
第 ２０槽和 １４０ 槽故障处理后用额定环流法检测

温升无异常， ＥＬＣＩＤ 法测出的故障电流仍大于
１００ ｍＡ，检查发现可能是由于故障处理过程中将铁心
靠近槽部位置处刮伤造成铁心部分片间短接造成，此
类故障相对铁心表面片间短接，温升效应相对较慢，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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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不同情况下铁心故障电流对比图

额定环流法检测到温升正常，而 ELCID系统通过铁心
表面的一个感应探头来检测因故障电流产生的磁场，
其对铁心槽内故障也有反应，第 １７０ 槽故障处理后用
额定环流法测出的温升较高，用 ＥＬＣＩＤ法测出的故障
电流仍大于 １００ ｍＡ。 经检查发现可能是由于该段紧
贴于铁心压指部分，齿部压接较为牢靠，刀片分离不充
分，一般为 ３ ～４片分离一次，每片铁心未完全分开所
致，或者是因为铁心存在部分缺失，缺失部分引起磁场
畸变，导致温度升高等现象。

2．5　试验结果分析
综合分析此次真机故障模拟试验数据可知，额定

环流法与 ＥＬＣＩＤ法均能反映铁心绝缘状况，且在大多
数情况下试验结果具有一致性，但在故障较轻的情况
下，ＥＬＣＩＤ法反映更为灵敏。
在模拟的不同故障情况下，故障程度不同，其试验

结果相对于正常情况有不同程度的变化，试验数据随
故障深度及故障高度增加而增加，而故障宽度对试验
结果几乎无影响。 对于不同类型的故障类型，其中铁
心表面磨损类故障短时间内对发电机安全运行影响较

小，而铁心烧蚀类故障及铁心缺损故障，额定环流法故
障点温升及 ＥＬＣＩＤ法故障电流均有非常明显的反映，
为铁心故障中较严重的故障，对发电机安全稳定运行
影响较大。
此次试验共处理故障点 １１ 个，试验数据显示除

２０槽、１４０ 槽及 １７０槽左侧铁心外，其余 ８ 个故障点处
理完好，处理后所检测到的试验数据与正常情况下试
验数据相当，证明重塑铁心片间绝缘的处理方法有效。
分析现场情况可知，２０ 槽及 ４０ 槽左侧铁心试验

数据未恢复到正常值是由于处理过程中产生了新的铁

心片间短接点所致，建议在现场开展铁心处理工作时
应进一步细化处理步骤、处理过程中做到细致谨慎从
而保证处理效果。
对于铁心受损的 １７０ 槽左侧铁心，受限于现场条

件，无法将其完全处理好，对于紧邻齿压板处铁心故障
的处理，建议可进一步探索研究其处理工艺。 同时，建
议进一步探索此类故障下按现有方法处理好，即铁心
仍存在缺失情况下对发电机安全稳定运行的影响。

３　结　语
由于发电机铁心故障对机组安全稳定运行有极大

的危害，一般故障发生时均伴随着机组非计划停运，对
电力设备造成巨大损害，对电网稳定性形成冲击，因此
电力行业内对铁心故障的处理均极其谨慎。 在大型水
轮发电机组真机上进行这样的大规模的故障模拟、检
测和处理在国际国内应属不多见的，本次真机试验的
结果，可以对同类型大型水轮发电机定子铁心故障的
检测与处理提供一定的借鉴。

１）通过试验可以确定，额定环流法与 ＥＬＣＩＤ法均
能反映铁心绝缘状况，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试验结果具
有一致性，但在故障较轻的情况下，ＥＬＣＩＤ法反映更为
灵敏，有助于提前发现定子铁心故障，以便进行处理消
除隐患。 因此推荐在机组未发生故障，进行常规大修
时对水轮发电机定子铁心进行 ＥＬＣＩＤ法铁心试验，提
前消除隐患，以保障机组安全稳定运行。

２）通过试验可以确定，由扫膛或施工误操作导致
的磨损类铁心表面故障，由于其受损铁心片数较少，受
损处较浅，未形成大面积的短路，在短时间内对铁心影
响较小，对机组安全稳定运行基本无影响。 对于因为
定子接地故障导致的铁心大面积或者深度熔化的铁心

故障，会造成定子铁心局部严重发热，对机组安全稳定
运行造成巨大的危害。 因此可以根据铁心故障的实际
情况，判定铁心是否需要立即进行检修或者进行何种
方式的检修。

３）文中所述的重塑定子铁心片间绝缘的方法，经
过试验验证是有效可行的，在其他电站发生同类型故
障时，可以参考执行。
参考文献：
［１］Ｇｒｅｇ Ｃ．Ｓｔｏｎｅ等著．旋转电机的绝缘———设计 评估 老化
试验 修理［Ｍ］．北京： 中国电力出版社， ２０１０

［２］肖荣．葛洲坝电厂 ５ 号发电机定子端部铁心故障及处理
［Ｊ］．水力发电， ２００２（６）： ２８ －２９， ３９

［３］石伟．水轮发电机定子冲片的刷漆技术［ Ｊ］．科技创新与
应用， ２０１４（２９）： ９８

［４］陈文添， 骆伟明， 刘宏德．水轮发电机定子铁芯故障浅析
［Ｊ］．水电站机电技术， ２００２， ２５（１）： ４６ －４７

［５］舒均盛．水轮发电机铁芯故障的原因分析及处理［ Ｊ］．中
国农村水利水电， ２００７（８）： １０８ －１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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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股权收购或增资扩股方式是投资运营良好的能源公司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业绩增长和股东回报的有效方式。 为
了减小投资失误、防控投资风险，投资决策之前的法律尽职调查工作对于投资成功与否具有重要意义。 站在收购主体的
角度，对法律尽职调查的组织工作、法律尽职调查的重要内容进行了概括，结合以向某新能源公司增资的具体案例对法
律尽职调查发现问题及相关处理措施进行了阐述，并根据能源投资项目的特点从法律尽职调查工作安排、清单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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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股权收购或增资扩股方式投资运营良好的能
源公司是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业绩增长和股东回报的

有效方式。 入股标的能源公司之后，新老股东可以发
挥各自优势，努力将标的能源公司建设成为治理规范、
管理先进、业绩优良的专业公司，从而获得理想的股东
回报。 但是，并非所有的能源公司均属于资产优良、风
险可控且具有投资价值的公司。 因此，为了减小投资
失误、防控投资风险，投资决策之前的法律尽调调查工
作便显得尤为重要。 全面有效的尽职调查是制定并购
计划、谈判策略、协议安排的依据所在，也是降低风险

的有效手段［１］ 。 本文站在收购主体的角度，从法律尽
职调查的组织、法律尽职调查的主要内容、法律尽职调
查发现问题及处理措施进行初步分析，并对改善法律
尽职调查工作提出相关建议。

１　法律尽职调查组织工作
自收购项目立项启动至投资交易完成，收购公司

法律机构工作主要包含：①组织选聘了项目律师事务
所，并协助其他业务小组选聘了相应中介机构；②组织
与律师事务所、财务顾问、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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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等中介签订了枟保密协议枠，审核与各中介所签枟委
托服务合同枠；③参与项目整体尽职调查方案制定，组
织法律尽职调查清单，组织律所对目标公司总部及其
关联公司进行现场法律尽职调查，组织起草、讨论并最
终完成枟法律尽职调查报告枠；④组织起草枟增资扩股
协议枠或枟股权转让协议枠；⑤修改目标公司章程、董事
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等公司治理制度。

２　法律尽职调查主要内容

2．1　目标公司的基本情况

１）主体资格。 营业执照及其他证件资料等。
２）历史变更。 公司名称及地址、注册资本、股东、

董事、法定代表人等有无变更，公司设立及历次变更注
册资本的验资报告、评估报告。

３）公司完整的组织结构图，包括公司各股东及公
司所投资企业包括公司。

４）公司治理结构，如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等机
构设置情况，及股东代持股和高管层持股等情况。

５）关联方。 包括但不限于控股股东、控股子公
司、实际控制人等。

2．2　目标公司的主要财产状况

１）固定资产及权属证书，包括土地使用权、房产、
车辆、设备等。

２）无形资产及权属证书，包括专利、商标、著作
权、特许经营权等。

３）目标公司特定建设项目（如：已建成或在建、筹
建的电厂项目）的全部项目审批文件。

４）上述资产租赁和许可情况。
５）上述资产是否存在租赁、抵押、质押等情况；是

否有处于海关监管期内的设备；是否存在查封、冻结
情形。

2．3　目标公司的人力资源（内部控制）

１）部门架构及人员安排。
２）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及合同，如公司规章、劳动

合同、保密协议、竞业禁止协议、知识产权协议等。
３）董事、总经理及关键人员等的简历、薪酬等

情况。
４）员工的整体工资结构、年龄结构等。
５）目标公司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

等情况的说明。
６）员工的休假、保险、奖励、退休等安排。

2．4　目标公司的经营业务
１）同行业现状与分析。
２）主要竞争对手基本信息。
３）业务情况、商业模式、收入构成等方面的说明，

包括对主营业务、业务流程、合作方类型、上下游行业
情况的说明。

４）业务经营所需的全部政府批准、许可、授权、同
意、执照或登记备案文件（如电力业务许可证、水电站
大坝安全注册登记证、取水许可证、对外承包工程资格
证书等）。

2．5　目标公司的财务及债权、债务调查

１）近 ３年的财务报表。
２）近 ３年的财务预算及执行情况，及最新的筹资

安排。
３）尚在履行的借贷、债券或其他债务融资安排的

全部文件和协议。
４）为第三方的义务和／或负债提供的所有担保及

相关协议或文件。
５） “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和“应付账款”、

“其他应付款”的明细。
６）自设立以来发生过的重大资产（包括股权）收

购、出售、合并、分立、对外投资等重大资产变动情况的
相关协议、资产评估报告。

７）目标公司自设立以来已发生或潜在的重大投
资、兼并收购、风险或亏损事项（如有）的说明。

2．6　重大合同
重大的采购协议、销售协议、投资协议、建设工程

合同等。

2．7　环境保护

公司经营活动和已／拟投资项目是否涉及废水、废
气及其它污染物排放许可等。

2．8　税务状况

１）适用的税种和税率。
２）享有税收优惠待遇的证明文件（如有）。
３）目标公司自设立至今有无欠税、欠费的报告或

说明。
４）目标公司享受或获得政府财政补贴、政策性扶

持拨款、优惠贷款的证明文件（如有）。

2．9　诉讼（仲裁）或处罚

１）目标公司作为原告（申请人）的案件。 当事人、
案由、标的、审级、判决（仲裁）结果等资料。

８



尚　鑫：能源投资项目法律尽职调查问题研究———以向某新能源公司增资为例 ２０１８年 ５月

２）目标公司作为被告（被申请人）的案件。 当事
人、案由、标的、审级、判决（仲裁）结果等资料。

３）行政处罚。 处罚单位、原因、处罚结果等资料。
４）公司董事、监事、总经理等核心管理层是否涉

讼或被处罚等。

2．10　其他需调查的相关事项
其他需调查的相关事项（根据不同的并购业务

需要）。

３　法律尽职调查发现问题处理
经过详尽的法律尽职调查，尽调报告需要对目标

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是否合法设立并有效存续作出判

断；对目标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产权是否清晰、公司人员
管理是否规范、运营整体是否合法合规作出判断；对是
否存在重大影响或可能阻碍拟订交易的重大法律风险

作出判断。 同时，若发现目标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所运
营或在建的项目存在重大瑕疵和影响目标公司持续经

营的重大法律问题，应提出相应建议，例如：评估、判断
项目整体法律风险，向决策层提出是否继续推进的建
议；尽调结果作为确定交易价格、调整幅度考量因素；
合理、合法地调整收购计划、交易结构或交易完成时间
的现实依据；为合理安排协议中陈述与保证、赔偿、交
割条件等风险防御条款奠定基础［２］ 。
关于法律尽职调查发现的目标公司经营过程中存

在的一些法律瑕疵和问题，法律小组宜与资产评估机
构进行沟通，在评估作价中予以充分考虑。 同时，就相
关问题向目标公司进行说明，督促其及时妥善处理，以
最大程度维护收购主体合法权益。 以向某新能源公司
增资为例，法律尽职调查过程中发现的主要问题及解
决措施如表 １。

表 1　法律尽职调查过程中发现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措施

目录 主要问题 问题描述 解决措施

１ P土地证和

房产证
部分投产项目无房产证

法律组及时与财务小组沟通，评估作价
时予以扣减价款考虑

２ P移民工作

相关问题

移民补偿标准未落实以及移民搬迁工作的滞后。 例如：某电
站因移民未搬迁，此处相关环保措施未完成，影响了环评专
项验收

法律组对此作风险提示

３ P工商登记及

证照类问题

目标公司及其部分下属公司存在未及时或尚未完成工商变

更登记、变更枟企业国有资产产权证枠和尚未办理（或更新）完
成业务证照的情形

法律组对此作风险提示

４ P担保责任

尚未转让

目标公司作为保证人的有关保证中，目标公司曾经为其 ２ 个
子公司提供保证，但事后，目标公司已经将其持有的 ２ 个子
公司的股权分别划转给其他非关联方，但是尚未完成保证责
任转让或撤销程序，因此目前贷款人仍然有权要求保证人目
标公司承担保证人责任

法律组对此作风险提示，并提请目标公
司尽快完成担保责任转让程序

５ P工程建设

相关问题

目标公司部分下属公司在电站工程建设中存在项目相关的

批文未能完全获得、移民问题未完成、环评报告未通过、竣工
验收尚未完成等问题，但上述电站均已投产运营，相关手续
正在办理过程中，对本次交易并无重大影响

法律组进行说明

６ P
存在金额

较大的

未决诉讼

目标公司某下属子公司现有一起未决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纠纷诉讼

法律小组与评估机构沟通，在评估作价
时予以扣除

７ P内部管理

合规问题

目标公司内部管理存在电站项目批文缺失、股权变更手续不
完备、财务会计处理不够规范和欠缴税款等问题

法律小组与评估机构及时沟通，对于欠
缴税款在评估作价时予以扣除；其他问
题向项目组领导作了风险提示，并由工
作组对目标公司进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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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关于法律尽职调查工作的几点建议

4．1　关于法律尽调工作安排

由于尽职调查除目标公司总部外，还可能涉及其

分、子公司，尽调时间紧、任务重。 由于财务、法律、评

估等各个业务小组都要进行尽调，为了避免不同业务

小组问相同问题目标公司带来额外负担，尽调清单宜

将不同业务面相同的问题消化合并（注明各中介共需

几份），统一发给目标公司。

4．2　关于法律尽调清单

法律尽调清单，除本文第二部分法律尽调主要内

容外，还应结合目标公司行业特性，例如新能源公司应

增加对发电许可证、大坝安全注册登记、取水许可证和

库区土地房产等方面的尽职调查。

4．3　关于法律尽调发现问题

经过法律尽职调查，对于目标公司经营管理中存

在的一些问题，例如能源公司已投产电站无证房产、未

决诉讼和欠缴税款等问题，法律团队应及时与资产评

估机构进行了沟通，在评估作价中予以充分考虑，将无

证房产可考虑其前期成本费用而不按市场价评估，将

未决诉讼和欠缴税款在评估总价中予以扣除；对于移

民搬迁、工商登记及证照办理、工程建设、保证责任和

内部管理中的瑕疵，在与目标公司合同谈判过程中，对

上述问题进行说明，督促公司妥善处理，以最大程度维

护收购公司合法权益。

同时，在尽调中发现目标公司所签借款合同和保

证合同之特殊约定，在实施本次股权交易前，目标公司

须事先征得贷款人的同意。 如果未征得同意，目标公

司将构成违约，从而有可能面临贷款人要求目标公司

提前还款并承担违约责任，进而将损害目标公司利益。

为确保交易顺利进行，法律团队应及时反映，要求目标

公司提前完成了征得贷款人同意的程序，避免造成借

款合同下的违约。

4．4　关于基于法律尽职调查的合同谈判

对于尽职调查发现的特定问题应在合同谈判中有

针对性的解决，例如能源公司的电价机制、运营模式、

电费回收等问题，能否确保政策延续性便。 正式谈判

的核心问题通常集中在以下方面：①交易完成的前置

条件（如取得审批或许可等）；②卖方的陈述和保证；

③竞业禁止；④交易价款支付方式；⑤企业经营情况预

测；⑥交割事项；⑦担保事项［３］等。 合同签署要注意

生效条件，应避免因无法获取政府审批或行政许可而

导致协议无效或不能履行的情形发生。

4．5　关于后期整合

出于后期整合的需要，除了在合同文本公司治理

结构一章中确保其公司利益外，还可增加目标公司经

营发展一章。 本章条款用意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１）为了保证收购主体所持股份以后能够具有良

好流动性，并根据实际情况能够适时增减股份，可明

确：未来在政策允许下共同努力推进公司进入资本市

场，并服务于国家能源结构调整战略。

２）为了使得收购主体存量电站上网电价、电费回

收等方面得到与目标公司同样的政策，可明确：收购主

体将目前拥有及今后获取的电站储备项目，条件成熟

时，纳入目标公司进行统一开发和运营。

３）如果目标公司原股东并未完全出售股份，为了

保证目标公司原股东一如既往地支持目标公司，并保

证目标公司的经营水平和盈利能力，可明确：原股东应

维持目标公司运营模式、电价机制及电费回收工作的

延续性。

总之，标的股权交割并非收购的终点，而正是后期

整合的起点。 法律层面的后期整合应努力促使并购完

成后的目标公司遵守法律法规、制定科学合理的治理

结构、章程和其他治理文件得以有效实施、投资并购协

议中的相关安排得到有效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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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南欧江 ６级水电站导流洞可研阶段设计进口离电站进水口较近，出口离厂房较近，造成开挖形成高边坡，由于地

质条件相对较差而安全风险大，且存在施工干扰。 经导流洞布置设计优化，调整了进出口布置位置及型式，导流洞的工

程量，特别是土石方明挖和边坡支护工程量较大幅度减小，既有效降低了风险，又节约了投资，并为工程截流创造了有利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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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 ｓｌｏｐ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ｗｏｒｋ， ｉｓ ｇｒｅａｔｌｙ ｒｅｄｕｃｅｄ．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ｒｉｓｋｓ ａｎ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ｒｅ ａｌｓｏ ｒｅｄｕｃｅｄ．Ｉｔ ａｌｓｏ ｃｒｅａｔｅｓ ｆａｖｏｒ-
ａｂｌ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ｌｏｓｕｒｅ ｗｏｒｋ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
Key words： ｄｉｖｅｒｓｉｏｎ ｔｕｎｎｅｌ；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Ｎａｍ Ｏｕ ６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Ｓｔａｔｉｏｎ

　　南欧江 ６级水电站主要工程枢纽由复合土工膜面
板挡水坝、泄洪建筑物、引水建筑物、发电厂房及开关
站、地面厂房、护岸工程，以及导流建筑物等组成。 工
程等别为二等，工程规模为大（２）型。 主要建筑物级
别为 ２级。 最大坝高约 ８８ ｍ，总装机容量 １８０ ＭＷ。
可研阶段南欧江 ６ 级水电站采用枯期围堰断流，

中期临时段坝体断面挡水，隧洞过流的导流方式。 导
流洞断面为城门洞型，尺寸为 １１ ｍ ×１４ ｍ，导流洞进
口高程为 ４４０ ｍ， 出口高程为 ４３８ ｍ， 洞身长
５３９．９８５ ｍ，坡度为 i＝０．３８％，导流洞进口闸室采用岸
塔式。

１　问题提出

1．1　导流洞进口存在的问题
可研阶段推荐的方案电站进水口与导流隧洞进水

口相邻，导流洞进口位于 ３号冲沟下游侧，最大正面边
坡高度约 １２０ ｍ，其中位于全强风化岩体部位边坡高
度 ９３ ｍ，侧面边坡最大高度 ８０ ｍ，位于全强风化岩体
部位边坡高度约 ５０ ｍ（见图 １）。 开挖边坡形成整体
开挖态势，开挖范围大，开挖边坡较高，进口工程量加
大后，将导致导流隧洞进洞时间晚，洞内施工时间较
紧，洞口高边坡安全风险大等问题。 另导流洞进口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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坝体较近，仅能布置枯期围堰，电站位于国外，影响施
工进度不可控因素较多，坝体临时度汛高度大，施工达

到度汛断面风险大，为满足工程需要，减小施工期风
险，需对进口布置进行优化。

图 1　导流洞进口布置图

1．2　导流洞出口存在的问题
导流洞出口 ９ 号冲沟下游侧山坡开挖顶高程达

５０５ ｍ，再加上洞顶布置于 ４９５ ｍ高程处公路（Ｒ８），出
口边坡高度为 ８３ ｍ左右，开挖和支护工程量较大。 导

流洞出口洞脸边坡由于受出洞点的限制，边坡开挖顶
高程达 ５１０ ｍ，开挖高度 ７２ ｍ，边坡在山脊部出现转
折，开挖和支护工程量较大（见图 ２ ）。 导流洞出口明
渠边坡过９号冲沟段未考虑地形和地貌条件，需补充

图 2　导流洞出口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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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过沟段侧墙设计。 原方案在导流洞出口设置交通

桥，由于隧洞设计工况为有压泄流，出口流速和水位对

交通桥的通行影响较大，存在安全风险等问题。

２　导流洞布置优化设计［１ －３］

2．1　导流洞进口的优化

经调查，３号冲沟上游侧主要为弱风化板岩夹少

量变质砂岩，地质条件稍好，且可以避开电站进水口，

开挖坡高及施工的相互干扰。 调整时可将导流洞进口

段轴线向山体内侧偏转，进洞点设置于 ３ 号冲沟上游

山脊前部，提前进洞，进水塔布置在进口段，对 ３ 号冲

沟段进行强支护过沟。

调整后，导流洞进口位于 ３号冲沟上游山梁脊部，

最大正面边坡高度约 ８０ ｍ，有效地降低了边坡开挖高
度及范围，开挖正面边坡降低 ４０ ｍ，侧向边坡较降低
约 ５０ ｍ，隧洞进口为完整性相对较好的突出山梁，主

要为弱风化板岩夹少量变质砂岩，有效地改善了导流

洞进口的地质条件。 调整后隧洞增长 ７８ ｍ，经水力计
算复核分析，有压流状态下，上游水位较方案一增加

０．３８ ｍ。
2．2　导流洞出口的优化

根据厂房布置和边坡开挖方案，同时结合下游 ９

号冲沟、下游 Ｒ７、Ｒ８ 公路对导流洞出口的影响，综合

考虑施工支洞布置、施工交通条件、施工方法、施工进

度等现场条件，为有效解决原导流洞布置方案中存在

的以上问题，重点对导流洞出口布置进行几下以方面

的调整。

１）导流洞出口轴线向厂房侧适当平移，边坡开挖

按厂房后边坡控制，取消向左侧冲沟内折坡，以减少出

口左侧边坡开挖高度和支护工程量。

２）调整出洞点，并设置 ３０ ｍ长明洞段，取消出口

明渠交通桥，以解决进厂交通问题。

３）调整出口明渠布置，尽量避免对出口 ９ 号冲沟

下游山体的开挖。 即明渠左边挡墙主要以防冲设计，

采用贴坡混凝土或重力式挡墙型式。

４）结合地形、地质条件，增加 ９ 号冲沟处导流洞

出口明渠左边墙重力式挡墙和回填石渣形成

ＥＬ．４５５ ｍ公路，解决 Ｒ７公路过 ９号冲沟问题。

５）左岸下游 Ｒ７、Ｒ８ 公路设计结合导流洞出口明
渠和下游护岸设计，进行布置调整，解决初期和后期交

通施工干扰。

2．3　优化后效果

２．３．１　导流洞进口布置优化

１）导流进口布置优化有效降低导流洞进口正面

边坡开挖高度 ４０ ｍ，避免侧面高边坡开挖，同时减少

开挖量 １６．６万 ｍ３ 和边坡绝大部分锚固工程量。

２）导流洞可以早进洞，进口明渠和边坡开挖工程

量也减少较多。 且更利于进水塔、渐变段的施工安排，

减少导流洞前段施工难度，为实现工程截流目标创造

了条件。

３）调整后导流洞增长 ７８ ｍ，主要在进口施工支洞
上游段，并非导流洞施工控制段，仅对混凝土衬砌台车

工作量有一定程度的增加，不会对导流洞施工形成控

制性影响。

４）有效解决了电站进水口、导流洞进口、左岸上

游 ４７０ ｍ公路、５１５ ｍ 公路等建筑物边坡大范围交错
连接造成的枢纽布置的困难。 同时，也避免了几个不

同高程建筑物的施工干扰。

５）导流洞进口优化调整后可节约工程直接投资

约 ５１８万元，有较大工程效益和经济效益。

优化后导流洞进口布置图见图 ３。

２．３．２　导流洞出口布置方案设计优化

１）导流洞出口段轴线向外平移后，经分析对导流

洞出口水力学条件，以及出口两岸流态、流速和冲刷情

况影响较小。 且有效降低导流洞出口明渠末端对 ９号

冲沟下游山脊的开挖高度，较大幅度减小开挖和支护

工程量。

２）导流洞出口采用 ３０ ｍ 长明洞段，有解决进厂

公路过明渠段方案，消除原交通桥超高不足问题和防

洪安全隐患。

３）增加 ９ 号冲沟处导流洞出口明渠左边墙重力

式挡墙，可以将明渠边墙和公路挡墙有机结合，减少工

程投入。

４）结合厂房后边坡开挖方案的调整，开挖顶高程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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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原方案的 ５１５ ｍ降到 ４９０ ｍ以下，节省了边坡开挖

和支护工程量。

５）初步估算导流洞出口设计优化，较原方案节省

工程投资约 ３６４万元。

优化后导流洞进口布置图见图 ４。

图 3　优化后导流洞进口布置图

图 4　优化后导流洞出口布置图
　　经过对导流洞进口段、出口明渠进行系列优化后，

导流洞工程量，特别是土石方明挖和边坡支护工程量

较大幅度减小，给工程带来较大经济效益。 优化前后

导流洞主要工程量比较如表 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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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优化前后导流洞主要工程量对比表

项目
方案优化后工程量

进口 出口 洞身 合计

可研

工程量

工程量

减少值

土方明挖／万 ｍ３ 垐２ 妹．５ ０ ~．９９ ３  ．４９ １９ d．６７ １６  ．１８

石方明挖／万 ｍ３ 垐３ �．９２ ３ ~．９５ ７  ．８７ １６ d．４２ ８  ．５５

石方洞挖／万 ｍ３ 垐１３ e．２４ １３ 6．２４ １１ d．６８ －１ 6．５６

排水孔Φ７６ Ｌ／ｍ １ ８７９ D１ １２９  ２ ０６９ 骀５ ０７７ 贩１０ ８５９ �５ ７８２ 灋
钢筋网Φ６ 行．５／ｔ ８ �．９１ ９ 敂．４ ８８ ┅１０６ M．３１ １５５ 靠４８  ．６９

喷混凝土 Ｃ２０／ｍ３ ＃５００  ３６１ 镲３ ３５０ 骀４ ２１１ 贩７ ３６８ 邋３ １５７ 灋
锚杆Φ２５ L＝３ ｍ／根 １ ９８１ 骀１ ９８１ 贩１ ９８１ 邋０ K
锚杆Φ２５ L＝４ 乙．５ ｍ／根 ７４６  １ ２３８  １ ２９０ 骀３ ２７４ 贩２ ０７３ 邋－１ ２０１ 屯
锚杆Φ２８ L＝６ ｍ／根 ３３ 刎６ ０８８ 骀６ １２１ 贩９ ８１８ 邋３ ６９７ 灋
锚杆Φ３２ L＝９ ｍ／根 ０ d７２５ 靠７２５ x

１ ０００ ｋＮ锚索 L＝３０ ｍ／万 ｋＮ· ｍ ５９ 谮．４ ２６ 刎８５ M．４ １ １４０ 邋１ ０５４ q．６

锚筋桩 ３Φ２５ L＝９ ｍ／束 ５２  ６６ 刎１１８ 憫４８５ 靠３６７ x
网格梁护坡／ｍ２ |２ ９２２ D２ ９２２ 贩－２ ９２２ 屯
混凝土 Ｃ１５／ｍ３ t４ ０２７  ４ ０２７ 贩１８７ 靠－３ ８４０ 屯

贴坡混凝土 Ｃ２０／ｍ３ 蜒４６９  ４６９ 憫３ ２７１ 邋２ ８０２ 灋
Ⅱ级钢筋／ｔ ５８７ 谮．１３ ８１４ ǐ．４５ ２ ５９８ 骀３ ９９９ s．５８ ８ ３９７ 邋４ ３９７ Z．４２

混凝土 Ｃ２０／ｍ３ t１ ３６９ 骀１ ３６９ 贩１ ３６９ 邋０ K
混凝土 Ｃ２５／ｍ３ t３ ４０６ D１０ ５２４ +３４ ３７８ �４８ ３０８ 屯３８ ７６３ �－９ ５４５ 屯
混凝土 Ｃ３０／ｍ３ t３ ２６４ D２ ００６  ５ ２７０ 贩１１ ０１４ �５ ７４４ 灋
混凝土 Ｃ４０／ｍ３ t４６５  ４６５ 憫５２５ 靠６０ b
型钢Ⅰ１８／ｔ ２１８ 览２１８ 憫１７９ 靠－３９ 悙

橡胶止水带 １０ ×３００／ｍ ２ ３２２  ２ ９２９ 骀５ ２５１ 贩３ ７４１ 邋－１ ５１０ 屯
固结灌浆／ｍ ４ １５８ 骀４ １５８ 贩４ １０９ 邋－４９ 悙
回填灌浆／ｍ２ N１０ ７５７ �１０ ７５７ 屯９ ７２０ 邋－１ ０３７ 屯

３　结　语
２０１１年 ９月，中国电建集团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院内对优化方案进行了评审。 布置方案优
化，在相对较差的地质条件下，优化了导流洞与电站进
口、厂房之间的关系，降低了高边坡带来的风险，减少
了部分工程量，节约了投资，为工程顺利实现截流创造
了条件，导流洞进口前移，也为施工进度滞后而改枯期
围堰为全年围堰创造了条件。

２０１２年 １０ 月导流洞开工，２０１３ 年 １ 月导流洞完

工，２ 月大江顺利截流，经历了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５ 年间的两
个汛期，导流洞于 ２０１５ 年顺利封堵，从整个运行情况
看，导流洞顺利完成导流任务，导流洞设计优化是成
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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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洛渡水电站泄洪洞钢模台车模板三维有限元分析

严沾谋，谭守林，杨清华
（中国电建集团贵阳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贵州 贵阳　５５００８１）

摘要：台车的模板在浇筑混凝土时受力最大。 运用 ＣＡＴＩＡ软件有限元分析模块对溪洛渡水电站泄洪洞钢模台车模板进
行三维有限元分析，在浇筑混凝土工况下，所有模板绝大部分等效应力小于 ８５ ＭＰａ，局部应力集中处等效应力的最大值
也不超过 １７０ ＭＰａ，均小于钢材的屈服强度；其中面板受力较小，边模拱板、横隔板和加强拱板受力最大，台车模板的受

力变形情况良好，满足设计的安全可靠性要求。

关键词：钢模台车；模板；三维有限元分析；等效应力；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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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od Discharging Tunnel Construction in Xiluodu Hydropower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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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ｓｔｅｅｌ ｔｒｏｌｌｅｙ； ｆｏｒｍｗｏｒｋ；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ｆｉｎｉｔ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ｓｔｒｅｓｓ；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鉴于钢模台车能极大提高隧洞的施工速度［１ －２］ ，
溪洛渡水电站右岸泄洪洞龙落尾边墙采用钢模台车进

行浇筑，台车模板长 １３ ｍ，高 ９ ｍ，设计采用 １０ ｍｍ钢
板加工，背楞为∠７５ ×６ 角钢间距 ２０ ｃｍ 横向布置。
采用液压千斤脱模，模板就位时，采用丝杆千斤支撑。
根据台车的工作和行走情况，台车的模板在浇筑混凝
土工况下受力最大。 为了校核台车的安全性，需研究
台车的受力情况［３ －４］ ，进行三维有限元分析，计算静应
力和变形特性。 鉴于采用实体单元对钢结构进行三维
有限元分析已能够满足计算精度的要求［５ －６］ ，本文基

于 ＣＡＴＩＡ平台，对溪洛渡水电站泄洪洞钢模台车模板
进行三维有限元分析。

１　模板三维有限元分析

1．1　模板侧压力计算

按照枟建筑工程大模板技术规程枠 ＪＧＪ７４ －２００３、
Ｊ２７０ －２００３（以下简称枟规程枠）的规定：设计时应根据
建筑物的结构形式及混凝土施工工艺的实际情况计算

其承载能力。 当按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计算时应考虑荷
载效应的基本组合，参与大模板荷载效应组合的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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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载为：倾倒混凝土时产生的荷载、振捣混凝土时产生
的荷载和新浇混凝土对模板的侧压力。 计算大模板的
结构和构件的强度、稳定性及连接强度应采用荷载的
设计值，计算正常使用极限状态下的变形时应采用荷
载标准值。

１）倾倒混凝土时产生的荷载标准值。 本工程采
用溜槽溜筒辅助入仓，根据枟规程枠，倾倒混凝土时产
生的水平荷载标准值为 ２ ｋＮ／ｍ２ （作用范围在有效压
头高度以内）。

２）振捣混凝土时产生的荷载标准值。 根据枟规
程枠，振捣混凝土时对竖向结构模板产生的荷载标准
值按 ４．０ ｋＮ／ｍ２ 计算（作用范围在新浇筑混凝土侧压
力的有效压头高度之内）。

３）新浇混凝土对模板的侧压力标准值。 当采用
内部振捣器时，新浇筑混凝土作用于模板的最大侧压
力，可按下列两式计算，并取较小值：

F＝０．５５γc t０β１β２ v

F ＝γcH
式中：F 为新浇混凝土对模板的最大侧压力，ｋＮ／ｍ２；
γc 为混凝土的重力密度，对于普通混凝土可取
２４ ｋＮ／ｍ３ ；t０ 为新浇混凝土的初凝时间，ｈ，本工程初
凝时间为 ８ ～１０ ｈ；v 为混凝土的浇筑速度，ｍ／ｈ，本工
程浇筑速度为 ０．５ ｍ／ｈ；β１ 为外加剂影响修正系数，不
掺外加剂时取 １．０，掺具有缓凝作用的外加剂时取
１．２，本工程添加缓凝剂，取 １．２；β２ 为混凝土坍落度影

响修正系数，当坍落度小于 １００ ｍｍ 时，取 １．１０，不小
于 １００ ｍｍ时，取 １．１５，本工程浇筑混凝土分两种坍落
度，小车浇筑时 １４ ～１６ ｃｍ，混凝土泵浇筑时 １６ ～
１８ ｃｍ，故取 １．１５；H为混凝土侧压力计算位置处至新
浇混凝土顶面的总高度，ｍ。
模板侧压力设计值为

当 H≤２．１４７ ｍ时，P ＝８．４ ＋２８．８ H（ｋＮ／ｍ２ ）
当 H＞２．１４７ ｍ时，P ＝６１．８２８ ｋＮ／ｍ２

模板荷载分布如图 １所示。

图 1　模板侧压力沿高度方向分布图（图中未注明单位均为 ｍｍ）
1．2　模板有限元分析

模板总成由 １２ 块子模板组成，根据各子模板的结
构及受力情况，将子模板划分为下模板 １、下模板 ２、下
模板 ３、上模板 １、上模板 ２、上模板 ３、上模板 ４，如图 ２
所示。
１．２．１　上模板 １有限元分析

在浇筑混凝土时，根据上模板 １ 的结构和受力情
况，对模板进行少量简化，略去模板侧面吊耳和油缸铰
耳板，同时不考虑上模板间螺栓的作用。
当 H≤２．１４７ ｍ时，P＝８．４ ＋２８．８ H（ｋＮ／ｍ２ ）
当 H＞２．１４７ ｍ时，P＝６１．８２８ ｋＮ／ｍ２

模板所受荷载：作用在面板上的荷载以及模板自
重，铰耳板孔壁施加沿 －ｙ 方向荷载 ２ １２０．９９ ×
９．８／６ ＝３ ４６４ Ｎ；模板所受约束：顶部吊耳板孔壁以及
边模拱板螺栓孔壁 Ux ＝０、Uy ＝０、Uz ＝０、Rxy ＝０、Rzx ＝
０，边模联接盒 Uz ＝０，如图 ３ 所示。 模板网格包含

图 2　模板总成（图中未注明单位均为 ｍｍ）
１３４ ８３２ 个节点、４０４ ０２１个单元。 对模板施加相应边
界条件后，运用 ＣＡＴＩＡ软件有限元分析模块进行三维
有限元分析，得出了模板受力变形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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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模板 １的米塞斯等效应力分布如图 ４，绝大部
分等效应力小于 ６９ ＭＰａ，局部应力集中处等效应力达
到 １３８ ＭＰａ以上，小于钢材的屈服强度，可不予考虑，
其中面板受力较小，边模拱板和加强拱板受力最大。
上模板 １的主应力分布如图 ５，绝大部分主应力小于
８１．８ ＭＰａ，局部达到 １５３ ＭＰａ，其中面板受力较小，横
隔板受力最大。 上模板 １的变形较小，如图 ６所示，最
大变形仅 ２．９８ ｍｍ，位于模板下端部。 因此，上模板 １
的受力变形情况良好，是安全的。

图 3　上模板 1模型

图 4　上模板 1 等效应力

图 5　上模板 1主应力

图 6　上模板 1 变形
１．２．２　其他模板有限元分析

在浇筑混凝土时，分别根据其他模板的结构和受
力情况，对模板进行简化，略去模板侧面吊耳和油缸铰
耳板，不考虑模板间螺栓的作用。 对模板划分网格、施
加相应边界条件后，运用 ＣＡＴＩＡ软件有限元分析模块
进行三维有限元分析，分别得出了其他模板受力情况。
其他模板的米塞斯等效应力分布如图 ７ ～图 １２

所示，绝大部分等效应力小于 ８５ ＭＰａ，局部应力集中
处等效应力最大值不超过 １７０ ＭＰａ，小于钢材的屈服
强度，其中面板受力较小，边模拱板、横隔板和加强拱
板受力最大。

图 7　上模板 2等效应力

图 8　上模板 3等效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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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上模板 4 等效应力

图 10　下模板 1 等效应力

图 11　下模板 2等效应力

２　结　语
根据台车的工作和行走情况，台车的模板在浇筑

混凝土工况下受力最大。在浇筑混凝土工况下，运用

图 12　下模板 3 等效应力

ＣＡＴＩＡ软件有限元分析模块对溪洛渡水电站泄洪洞
钢模台车模板进行三维有限元分析，根据模板的受力
和变形情况，得出了如下结论：在浇筑混凝土时，所有
模板绝大部分等效应力小于 ８５ ＭＰａ，局部应力集中处
等效应力最大值不超过 １７０ ＭＰａ，小于钢材的屈服强
度，其中面板受力较小，边模拱板、横隔板和加强拱板
受力最大，台车的模板的受力变形情况良好，满足设计
的安全可靠性要求。
溪洛渡水电站已发电运行，该钢模台车对溪洛渡

水电站泄洪洞的浇筑发挥了重要作用。 本文采用“理
论计算＋三维有限元分析”的计算方法，可供类似工
程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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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水利水电工程弃渣场具有弃渣料来源复杂且不易控制等特点，考虑弃渣料岩土力学参数的随机性，依据概率分布

与随机模糊理论拟定参数分布类型与统计特征值，基于 Ｍｏｎｔｅ－Ｃａｒｌｏ法，建立弃渣场边坡稳定风险分析模型，对大型弃

渣场边坡的稳定风险率进行了评估。 由于该模型是对安全系数与风险率的双维度分析，所以更全面的反映了大型弃渣

场边坡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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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利水电工程大型弃渣场作为重要的施工临时设
施，具有大容量、高边坡、弃渣料复杂、堆存时间长等特
点，一旦发生大型弃渣场滑坡，会带来巨大且难以弥补
的损失，大型弃渣场边坡稳定是工程设计与施工安全
的重要因素。 传统的弃渣场边坡稳定性分析中仅单一
考虑弃渣岩土力学参数的定值。 张永彬等［１］针对废

渣场的废渣材料软硬比例，应用极限平衡法、数值模拟
及数值微分法对弃渣稳定性进行分析计算；马晓燕
等［２］采用平面滑动法计算砂性土弃渣场边坡的稳定

性；李伟［３］利用摩根斯顿－普赖斯法及不平衡推力传

递法对渣场边坡进行稳定分析；王光辉［４］采用极限平

衡法分析了弃渣场在降雨条件下的边坡稳定性。
水利水电工程大型弃渣场受渣料来源、填筑、压实

工艺等多因素影响，土体参数性质的随机性较一般边
坡更大，进而导致其稳定性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 因
此引入随机性分析对弃渣场边坡的稳定性计算，更符
合工程实际需求。 本文考虑弃渣料岩土力学参数的随
机性，拟定参数分布类型与统计特征值，基于 Ｍｏｎｔｅ －
Ｃａｒｌｏ法，建立弃渣场边坡稳定风险分析模型，评估大
型弃渣场边坡的稳定及风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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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渣体土石料随机性分析

影响弃渣场边坡稳定的岩土参数主要为弃渣料的

物理力学指标，通过分析边坡稳定计算所需主要参数
的随机性，确定参数的分布类型和统计特征值。

1．1　拟合参数分布

对弃渣料岩土参数分布的确定，目前常采用拟合
检验方法，根据经验，假设岩土参数服从某一种或几种
经典的理论分布，在 χ２ 检验法和 Ｋ －Ｓ 检验法基础
上，通过分析经验函数和假设理论分布函数的偏差，定
义拟合优度指标，利用该指标对假设分布进行检验，确
定参数的最优拟合概率分布［５］ 。 根据实践经验和已
有成果，某一岩土力学参数只可能服从有限的几种分
布类型，如重度γ可能服从正态分布，黏聚力 c可能服
从正态分布或对数正态分布，内摩擦角φ可能服从正
态分布或极值 I分布。

1．2　确定参数统计特征值

采用随机模糊理论统计分析渣体土石料力学参数

的统计特征，获取容量为 n 的某岩土力学参数实测样

本（x１ ，x２ ，⋯，xn），记随机模糊均值为 x。 取 A为 U ＝

（x１ ，x２ ，⋯，xn）上的模糊子集，令μA（xi）为元素 xi 对 A
的隶属度。 根据理论经验，μA（xi）为隶属度函数，其表
达式为

μA（xi） ＝ｅｘｐ［ －Di１ （xi，x）］

式中，Di１是 xi 关于模糊集合 A 的核点 x 的马氏距离，
其表达式为

Di１ ＝（xi －x）２· ωi

ωi 称为模糊权重系数，在不同的统计特征值中，
文献［６］分别建议了不同ωi 取值的计算方法。

按照隶属 度定 义， A 的 核点集 合为 A ＝
｛x｜εA（x） ＝１｝，按照实际样本值整体上隶属于样本模

糊子集 A的程度最大的原则，寻找到 x 所具有的统计
特征，组成目标函数

J＝∑
n

i ＝１
μA（xi） ＝ｍａｘ

若马氏距离 Di１越小，则它对 A的隶属度越大，在
核点处，隶属第最大为 １，为明确模糊集合中的元素对
其隶属度的标准，取核点作为参照点，取 ω０１为常数，
为求得极值，对式（８）求一阶导数并令其为 ０，可得

dJ
d x＝

d∑εA（xi）
d x ＝

d∑ｅｘｐ［ －（xi －x）２ω０１］
d x ＝０

在此基础上可求得样本模糊均值表达式为

x＝
∑
n

i ＝１
ｅｘｐ［ －（xi －x）２ω０１］xi

∑
n

i ＝１
ｅｘｐ［ －（xi －x）２ω０１

同理，可得样本模糊方差表达式为

σ２ ＝ n
n －１·

∑
n

i ＝１
ｅｘｐ｛ －［（xi －x）２ －σ２］２ω０２｝（xi －x）２

∑
n

i ＝１
ｅｘｐ｛ －［（xi －x）２ －σ２］２ω０２｝

２　弃渣场边坡稳定风险分析模型

进行边坡稳定性计算时，多采用极限平衡法，在不
考虑地下水和地震作用的情况下，简化 Ｂｉｓｈｏｐ 法模型
简单易于计算，且具有较高的精度。 简化 Ｂｉｓｈｏｐ 法基
本公式［７］如下：

FS ＝
∑
n

i ＝１

１
mθi（cibi ＋γi bihi ｔａｎφi）

∑
n

i ＝１
γi bihiｓｉｎθi

结合简化 Ｂｉｓｈｏｐ法稳定系数的计算公式，通过耦
合 Ｍｏｎｔｅ－Ｃａｒｌｏ法［８］进行风险分析，令功能函数 Z ＝

FS ＝
∑
n

i ＝１

１
mθi（cibi ＋γi bihi ｔａｎφi）

∑
n

i ＝１
γibihiｓｉｎθi

，根据规程规范确定的

边坡稳定安全系数 Fst确定判别准则，若功能函数 Z ＜
Fst，则认为边坡处于非稳定状态，存在失稳风险。 当
模拟计算次数 M足够大时，统计边坡处于非稳定状态
的次数 n，可认为边坡失稳风险率为 P＝n／M。 弃渣场
边坡稳定风险率模型计算流程见图 １所示。

３　实例分析

3．1　工程概况

某水电站装机 ２ ２５０ ＭＷ，双曲拱坝最大坝高
２１３ ｍ，其主要弃渣场为沟道型，渣场容量为 １ ５００
万 ｍ３ ，渣顶至坡脚的最大高差 ２３５ ｍ，平均堆高 ５０ ｍ，
填渣边坡坡比 １∶２，每隔 １０ ～１５ ｍ 设置一道宽 ２ ｍ马
道，弃渣场等级为 １ 级弃渣场，根据枟建筑边坡工程技
术规范枠确定其边坡稳定安全系数 Fst ＝１．３５。
弃渣场填筑材料主要来自工程现场开挖料，根据

工程资料数据的拟合检验分析，重度γ服从正态分布，
黏聚力 c服从对数正态分布，内摩擦角φ服从正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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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弃渣场边坡稳定风险率计算流程

布。 对 ５个典型开挖点的弃渣料抽样并进行相关的室
内土工试验，得到弃渣料的力学参数如表 １ 所示。 运
用模糊随机理论处理表 １ 中的参数样本数据，可得弃
渣场填筑料力学参数随机变量γ、c、φ的相关特征值如
表 ２所示。

表 1　弃渣料随机性力学参数样本试验结果

工程开挖点
重度γ

／（ｋＮ· ｍ －３）

黏聚力 c
／ｋＰａ

内摩擦角φ

／（°）

１号点 １ 篌．８６ １８ *１８  
１号点 １ 篌．７６ １７ *２６  
１号点 ２ 篌．０６ ２０ *１６  
２号点 １ 篌．９２ ２４ *１７  
２号点 １ 篌．９３ １５ *１４  
２号点 １ 篌．８５ １９ *２８  
３号点 １ 篌．９１ １６ *１６  
３号点 １ 篌．８７ ２２ *２３  
３号点 １ 篌．８５ １８ *１７  
４号点 １ 篌．７５ ２１ *２４  
４号点 ２ 篌．０８ １９ *２５  
４号点 １ 篌．８５ １４ *１６  
５号点 １ 篌．８４ １７ *２２  
５号点 ２ 篌．０５ １６ *１９  
５号点 １ 篌．８８ ２６ *１８  

表 2　弃渣料随机性力学参数特征值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变异系数

γ／（ｋＮ· ｍ －３） １  ．８２ ０ 8．１０ ０ f．０５

C／ｋＰａ １６ 7．９ ３ O．０ ０ f．１８

φ／（°） １７ 7．９ ３ O．９ ０ f．２２

3．2　弃渣场边坡风险率计算

根据该弃渣场的几何边界条件、弃渣料的力学参
数特征值及其分布类型，计算大型弃渣场边坡失稳的
风险率。 经 M次模拟计算，得到弃渣场边坡稳定系数
的概率密度分布如图 ２ 所示，可以看出边坡稳定系数
值呈现较好的正态分布特征；依据弃渣场边坡失稳判
别准则，统计功能函数 Z ＜Fst ＝１．３５的次数 n，由 P ＝
n／M计算得出弃渣场边坡失稳的风险率为 ３．１％（如
图 ３所示）。

图 2　弃渣场边坡稳定系数的概率密度分布

图 3　弃渣场边坡稳定系数的累积分布曲线
（下转第 ２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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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００ ｔ 矩形加肋预制渡槽施工蒸养方案设计
王光辉，王俊茹

（中国葛洲坝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湖北 宜昌　４４３００２）

摘要：孟楼渡槽是鄂北地区水资源配置工程的关键项目，槽身采用预制吊装工艺。 以孟楼渡槽为工程背景，采用槽身预
制蒸汽养护的施工方案。 该方案通过系统设计，合理拟定参数，对所需要的锅炉、管道及养护棚等设施的相关数据进行
了详细计算，探索出了一套完整的超大型加肋矩形渡槽结构蒸汽养护技术，该技术的成功应用，有效地提高了渡槽的品
质，并缩短了施工周期。

关键词：１ ２００ ｔ；预制渡槽；蒸养；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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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am Curing Technology for the １２００ Ton
Class Rectangular Ribbed Prefabricated Aqueduct

ＷＡＮＧ Ｇｕａｎｇｈｕｉ， ＷＡＮＧ Ｊｕｎｒ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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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Ｍｅｎｇｌｏｕ ａｑｕｅｄｕｃｔ ｉｓ ｔｈ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ｋ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Ｈｕｂｅｉ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ｉｓ １２００ ｔｏｎ ｃｌａｓｓ ｒｅｃｔａｎｇｕｌａｒ ｒｉｂｂｅｄ ｐｒｅ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ｅｄ ａｑｕｅｄｕｃｔ， ｔｈｅ ｓｔｅａｍ ｃｕｒ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ｓ ａｄｏｐｔｅｄ．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ｐａ-
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ｅａｍ ｃｕｒｉｎｇ ｓｃｈｅｍｅ ａｒｅ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ｏｆ ｔｈｅ ｂｏｉｌｅｒ， ｐｉｐｅｌｉｎｅ ａｎｄ ｃｕｒｉｎｇ ｓｈｅｄ．Ｔｈ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ｉ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ｓ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ａｑｕｅｄｕｃｔ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ａｎｄ ｓｈｏｒｔｅｎ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
Key words： １ ２００ ｔｏｎ ｃｌａｓｓ； ｐｒｅ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ｅｄ ａｑｕｅｄｕｃｔ； ｓｔｅａｍ ｃｕｒｉｎｇ； ｄｅｓｉｇｎ

　　鄂北地区水资源配置工程是湖北省境内最大的水
利工程，也被省委、省政府列为“一号工程”。 孟楼渡
槽是鄂北地区水资源配置工程的关键工程，位于老河
口市孟楼镇境内，桩号 ２０ ＋２００ ～２５ ＋１９０，全长
４．９９ ｋｍ，设计流量 ３８ ｍ３ ／ｓ。 槽身段长 ４ ９２０ ｍ，每跨
长 ３０ ｍ，共 １６４跨，为单槽多侧墙矩形槽，采用三向预
应力钢筋混凝土简支结构，槽身预制吊装施工。 单槽
横断面尺寸：内轮廓 ６．５ ｍ×５．０ ｍ（净宽×净高），外
轮廓 ８．７ ｍ×７．１ ～６．６ ｍ，底板厚 ０．４ ｍ，边墙厚度为
０．５ ｍ，单槽重量 １ ２００ ｔ。

老河口市属副热带大陆性气候，四季分明。 多年
平均气温 １５．３℃，极端最高气温 ４１℃，极端最低气
温－１７．２℃，多年平均蒸发量 １ ２２２ ｍｍ，多年平均风
速 １．３ ｍ／ｓ，历年最大风速 １７．７ ｍ／ｓ，相应风向 ＮＥ。
综合考虑征地拆迁规划及征地范围、气候条件、工

期控制、现场管理及槽身预制吊运作业需求，在渡槽起
始端、平行于渡槽工程轴线的左侧布置 １ 座制槽场。
为了保证制槽进度，加快槽身浇注台座周转，对槽身采
取蒸汽养护施工工艺［１ －３］ 。

１　蒸汽养护方案确定

1．1　养护参数确定

槽身混凝土蒸汽养护分静停、升温、恒温、降温 ４
个阶段。 静停时间应控制在 ４ ～６ ｈ（冬季宜为 ６ ｈ，夏
季宜为 ４ ｈ，其他季节参照确定）。 在浇注结束 ４ ～６ ｈ
后方可对槽身升温，升温速度不大于 １０℃／ｈ；恒温养
护期间蒸养棚内蒸汽温度不宜超过 ６０℃，最大不超过
６５℃；降温速度不得大于 １０℃／ｈ。 恒温养护时间具体
可根据拆模、预应力张拉强度要求（８０％ｆ２８ ）、环境等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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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通过试验确定［２］ 。
１．１．１　升温时间计算

假设环境温度为 T０ ＝２℃，温凝土养生恒温温度
为 T＝６０℃，升温速度 v１ ＝１０℃／ｈ，根据枟建筑施工计
算手册枠［１］升温时间由下式计算：

t１ ＝
T－T０

v１ ＝６０ －２
１０ ＝５．８ ｈ

取 ６ ｈ。
１．１．２　降温时间计算

降温时间计算公式

t２ ＝
T－T２

v２
式中：T２ 为拆模允许温度，取 T２ ＝T０ ＋１０ ＝１２℃；v２ 为
降温速度，℃／ｈ，表面系数≥６ ｍ －１时，取 v２≤１０℃／ｈ，
表面系数≤６ ｍ －１时，取 v２≤５℃／ｈ。
表面系数

M＝A
V ＝ １ ２１５ ｍ２

（４５０ ＋９７０．３２ ×１０５／１ ０００／７．８５）ｍ３

＝１ ２１５
４６３ ＝２．６２ ｍ －１≤６ ｍ －１

式中：A 为结构冷却表面积，ｍ２；V 为结构体积（含
模板）。
取 v２ ＝５℃／ｈ。
则 t２ ＝６０ －１２

５ ＝９．６ ｈ　取 １０ ｈ。
１．１．３　恒温时间确定

根据枟建筑施工计算手册枠公式

t３ ＝
t０ －t１m１

m２

式中：t０ 为混凝土在＋２０℃养护条件下达到要求强度
的时间，查表可知在＋２０℃养护 １２ ｄ可达到 ８０％ｆ２８ ，
则 t０ ＝１２ ×２４ ＝２８８ ｈ；m１ 、m２ 分别为温度在

T＋T０

２ 和 T

的当量系数，查表可知，
T＋T０

２ ＝６０ ＋２
２ ＝３１℃时，当量

系数 m１ ＝１．６７５，T＝６０℃时，当量系数 m２ ＝４．２０。

所以，t３ ＝
t０ －t１m１

m２
＝２８８ －６ ×１．６７５

４．２ ＝６６．１８ ｈ。
１．１．４　蒸汽养护制度表达式的确定

经上述计算， 得到蒸养制度方案： ６ ＋６ ＋
６６（６０℃） ＋１０（ｈ）。

升温时间和降温时间受环境气温影响，上式中按
环境温度 T０ ＝２℃取值；在夏季高温时段环境温度
T０ ＝３０℃及以上均有出现，升温及降温时间将会有
变化。

1．2　锅炉及主管道选择

１．２．１　一榀 ３０ ｍ 渡槽养生单位时间内所需热量 Q
计算

　　升温时间为 ６ ｈ，钢模起始温度因静停 ４ ｈ后与混
凝土温度基本相同，根据相关技术规定，混凝土浇筑温
度低温季节不宜低于 ５℃，高温季节不宜超过 ２８℃。
故按最低温度控制计算，取升温起始温度为 ５℃。
公式：
１）钢模需热量计算

Q１ ＝
m１ ×c１ ×t

T１

式中：m１ 为钢模板（外模、内模、底模）总重；c１ 为钢板
比热，查枟建筑施工计算手册枠，c１ ＝０．６３ ｋＪ／（ｋｇ· Ｋ）；
t为温度变化值；T１ 为升温时间。

则：Q１ ＝
m１ ×c１ ×t

T１

＝１２４．８６ ×１ ０００ ×０．６３ ×（６０ －５）
６ ＝７２１ ０６６．５ ｋＪ／ｈ

２）混凝土升温需热量计算

Q２ ＝
m２ ×c２ ×t

T１

＝４４５ ×２．４ ×１ ０００ ×１．０５ ×（６０ －２０．１４ －５）
６

＝６ ５１５ ３３４ ｋＪ／ｈ
式中：m２ 为混凝土总重；c２ 为混凝土比热，查枟建筑施
工计算手册枠，c２ ＝１．０５ ｋＪ／（ｋｇ· Ｋ）；t为温度变化值，
t＝６０ －tc －５；tc 为混凝土在 ２４ ｈ（水化热最大）内因水
化热而使混凝土温度升高的数值。
根据枟建筑施工计算手册枠公式：

tc ＝
mc ×Q
C２ ρ

（１ －e －m）

式中：mc 为每立方米混凝土水泥用量，取４３０ ｋｇ／ｍ３ ；Q
为每千克水泥水化热量，Ｊ／ｋｇ，查表求得 Q＝４６１ Ｊ／ｋｇ；
C２ 为混凝土比热容在 ０．８４ ～１．０５ ｋＪ／（ｋｇ· Ｋ）之间，
取 １．０５ ｋＪ／（ ｋｇ · Ｋ）； ρ 为混凝土质量密度，取
２ ４００ ｋｇ／ｍ３ ；e为常数，为 ２．７１８；t 为龄期，ｄ；m 为与
水泥品种比表面、浇捣时温度有关的经验系数，由表查
得，一般取 ０．２ ～０．４，取 m＝０．２９５。
故

tc ＝
mc ×Q
Cρ （１ －e－mt）

＝４３０ ×４６１
１．０５ ×２４００（１ －２．７１８ －０．２９５ ×１） ＝２０．１４℃

３）蒸养棚罩内部采暖耗热量计算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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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枟建筑施工计算手册枠公式：
Q３ ＝Q（１） ＋Q（２）

Q（１） ＝ΣA×K（Tb －Ta）

Q（２） ＝
V×n×Cp ×ρp（Tb －Ta）

３．６
式中：Q３ 为暖棚总耗热量，Ｗ；Q（１）为通过围护结构各

部位的散热量之和，Ｗ；Q（２）为由通风换气引起的热损

失，Ｗ；A为围护结构总面积，ｍ２ ；K为围护结构的传热
系数，Ｗ／ｍ２ · Ｋ，可由下式计算：

K＝１／（０．０４３ ＋d１ ／λ１ ＋⋯⋯＋dn ／λn ＋０．１１４）
式中：d１⋯⋯dn 为围护各层的厚度，ｍ；λ１⋯⋯λn 为围

护各层的导热系数，Ｗ／ｍ· Ｋ；Tb 为棚内温度，℃，按
６０℃计算；Ta 为棚外温度，℃，按 ５℃计算；V为暖棚体
积，ｍ３ ；n 为每小时换气次数，一般取 ２ 次；Cp 为空气

的比热容，取 １ ｋＪ／（ｋｇ· Ｋ）；ρp 为空气的表观密度（容
重），取 １．３７ ｋｇ／ｍ３ ；３．６为换算系数，１ Ｗ＝３．６ ｋＪ／ｈ。
暖棚四周采用防水帆布围护：
K＝１／（０．０４３ ＋０．００２／０．２３ ＋０．１１４）
＝６．０４ Ｗ／ｍ２ · Ｋ
棚顶采用彩钢板结构：聚苯乙烯泡沫塑料厚度

５０ ｍｍ，传热系数 K２ ＝０．７６３。
四周围护层面积 A１ ＝（３２ ＋１０） ×２ ×８．５ ＝

７１４ ｍ２

棚顶围护面积 A２ ＝３２ ×１０ ＝３２０ ｍ２

A＝A１ ＋A２ ＝７１４ ＋３２０ ＝１ ０３４ ｍ２

V＝３２ ×１０ ×８．５ ＝２ ７２０ ｍ３

Q（１） ＝ΣA×K（Tb －Ta） ＝７１４ ×６．０４ ×（６０ －５） ＋
３２０ ×０．７６３ ×（６０ －５） ＝２５０ ６１９．６ Ｗ

Q（２） ＝
V×n×Cp ×ρp（Tb －Ta）

３．６

＝２ ７２０ ×２ ×１ ×１．３７（６０ －５）
３．６ ＝１１３ ８６２．３ Ｗ

Q３ ＝Q（１） ＋Q（２） ＝２５０ ６１９．６ ＋１１３ ８６２．３ ＝
３６４ ４８１．９ Ｗ

合 １ ３１２ １３４．９ ｋＪ／ｈ。
４）暖棚单位时间内的耗热量
Q ＝Q１ ＋Q２ ＋Q３ ＝７２１ ０６６．５ ＋６ ３６８ ９２２ ＋

１ ３１２ １３４．９ ＝８ ４０２ １２３．４ ｋＪ／ｈ。
１．２．２　一榀 ３０ ｍ渡槽养生蒸汽用量计算

根据枟建筑施工计算手册枠公式
W＝Q／（IH）

式中：I为在一定压力下蒸汽含热量，ｋＪ／ｋｇ，查表；H为
有效利用系数，一般为 ０．４ ～０．５。
根据制槽场台座及锅炉房布置，蒸汽输送距离为

１４０ ｍ以内，故拟采用蒸汽压力为 １．２５ ＭＰａ饱和蒸汽
（湿度 ９０％ ～９５％）以防渡槽混凝土产生裂纹。 故
Iw ＝２ ７８４ ｋＪ／ｋｇ；H取 ０．４５；则：

W＝Q／（IH） ＝８ ４０２ １２３．４／（２ ７８４ ×０．４５）
＝６ ７０６．７ ｋｇ／ｈ。

１．２．３　锅炉型号及数量选择
根据制槽场槽身生产、存储、供应计划，制槽场月

平均生产能力为 ８榀，每榀槽身浇注平均有 ３ ～４ ｄ间
隔时间。 每两榀槽不同时蒸养作业，故整个制槽场配
置 １台蒸汽蒸发量为 ６．５ ｔ／ｈ、蒸汽压力 １．２５ ＭＰａ的
低压锅炉即可。
１．２．４　蒸汽主管道管径计算

根据枟建筑施工计算手册枠公式：

d＝ ４Wμ
３６００πv

式中： d 为蒸汽管道内径， ｍ； W 为蒸汽用 （流）
量，ｋｇ／ｈ； μ 为 蒸 汽 的 比 容， ｍ３ ／ｋｇ， 取 μ ＝
０．１ ６６３ ｍ３ ／ｋｇ；v为蒸汽的速度查表，取 v＝４０ ｍ／ｓ。

则：

d＝ ４Wμ
３ ６００πv

＝ ４ ×６ ７０６．７ ×０．１６６ ３
３ ６００ ×３．１４ ×４０ ＝０．０９９ ｍ。

结合锅炉主管接口及厂家建议，取 １０８ ｍｍ
（ＤＮ１００）。
1．3　蒸汽管道布置
１．３．１　管道布置

主蒸汽管 ＤＮ１００，支蒸汽管 ＤＮ８０；制槽台座里通
入 ６条软式蒸汽胶皮管（内径Φ３２ ｍｍ）供汽，即槽身
内布置两条、槽身侧墙外 ２条、槽底 ２条。 供汽时先将
软质胶皮管与供汽支管上的分汽缸出汽嘴相连，对软
质胶皮放汽管，从进汽端开始按 １．２ ｍ ＋３ ｍ ＋４ ｍ＋
４ ｍ＋４ ｍ＋４ ｍ＋３．５ ｍ＋３ ｍ＋２ ｍ布置出气孔，孔眼
直径Φ３ ｍｍ，出汽端用铁丝扎口，以保证槽体蒸汽养
生温度的均匀性。
在主蒸汽管、支蒸汽管以及分汽缸出汽嘴处均设

置有调节阀门，调节蒸汽流量，保证现场热量需求；同
时也是安全考虑，当某 １根管道送汽过程出现问题时，
可及时关闭该分汽缸阀门，不至于影响到整个槽身送
汽养护。
１．３．２　管道保温

为减少热损失，安装在室外的地沟内的主、支管道
外表面均增设了保温层。 蒸汽管保温选用岩棉保温材
料和彩钢保护层结构。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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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蒸养棚
蒸养棚采用方钢与型钢焊接制造成整体屋架结

构，屋顶铺设厚 ５０ ｍｍ 夹心泡沫彩钢板，屋顶以下部
分选择密封性好、导热系数小、耐高温、不易吸水的材
料做成棚罩。 成型后的蒸养棚尺寸为 ３２ ｍ（长） ×
１０．０ ｍ（宽） ×９．０ ｍ（高）。 考虑到蒸养棚尺寸大，安
装时提升高度大，采用两台门机 ４ 个大钩平吊就位。
根据槽场生产能力及周转频次，加工 ２套蒸养棚。

２　施工注意事项
１）锅炉安装经自检合格，须报当地质量监督检验

检疫机构检查批准，方可点火运行。
２）锅炉作为特种设备，应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和要

求进行使用和管理，保证运行安全。
３）蒸汽养护的关键是温度和湿度控制，对恒温时

段的控制应以同条件养生的混凝土试块强度达到设计

强度的 ８０％为限，过程中要有专人负责监控并做好记
录，保证蒸汽养护质量［４ －５］ 。

４）蒸养棚整体吊装过程中受风的影响大，要确保
吊装安全，同时棚布易受外部铁件挂扯，若有破损应及
时修补。

５）蒸汽养护作为一道工序，应严格执行相关要
求，作好技术交底工作，且人员应相对固定，出现问题

及时处理。

３　结　语
孟楼渡槽工程作为鄂北调水工程控制性工程之

一，工期紧、任务重，质量要求高，槽身采用自然养护，
存在混凝土强度增长慢、施工周期长、养护质量不易保
障等问题，采用整体预制施工及蒸汽养护工艺，对相关
数据进行了认真设计、充分论证和详细计算。 上述槽
身蒸养施工方案通过了工程实际施工的检验和验证，
表明该蒸汽养护施工方案能够满足槽身施工工序及工

艺要求，槽体各项指标达到设计或规范标准，质量得到
保障，且槽体未发现裂缝质量问题，为我国大型调水工
程渡槽整体预制蒸养施工提供了案例。
参考文献：
［１］江正荣．建筑施工计算手册［Ｍ］．２版．北京： 中国建筑工
业出版社， ２００７

［２］ＪＧＪ／Ｔ １０４ －２０１１， 建筑工程冬季施工规程［Ｓ］
［３］张克伟．客运专线 ３２ｍ整孔箱梁冬季蒸气养护温度控制研
究［Ｊ］．铁道工程学报， ２００９， ２６（１１）： ２３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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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　语
本文考虑了影响弃渣场边坡稳定性的岩土参数随

机性，确定各力学参数的分布类型，采用随机模糊理论
统计岩土参数的特征值，通过耦合 Ｍｏｎｔｅ －Ｃａｒｌｏ 法和
简化 Ｂｉｓｈｏｐ法建立弃渣场边坡风险分析模型，结合某
水电站的大型弃渣场实例，对弃渣场边坡的失稳风险
进行分析。 该模型对大型弃渣场边坡稳定进行了安全
系数与风险率双维度分析，更合理全面地反映了大型
弃渣场边坡的长期稳定性。
全面描述弃渣场边坡稳定风险还需进一步考虑渗

流等其他随机因素，风险分析模型尚待在工程实践中
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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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坪河水电站砂石骨料加工系统优化改造

刘　勇
（湖北能源集团溇水水电有限公司，湖北 恩施　４４５５００）

摘要：在江坪河水电站建设中砂石骨料加工系统遇到的问题，为此对砂石骨料生产系统进行了优化改造，基于老系统，
选择可调整性更强、能够更好的适应不同砂石骨料需求强度要求的设备，同时增加电子脉冲除尘、水洗等工艺，解决了生
产能力不足、超逊径指标不稳定、石粉含量波动大等问题，并针对生产质量加强管控措施，从而保证了质量稳定可靠。 优
化改造工作达到了预期效果。

关键词：砂石骨料加工系统；优化改造；江坪河水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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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ization and Renovation of the Sand and
Rock Aggregate Processing System in Jiangpinghe Hydropower Station

ＬＩＵ Ｙｏ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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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ｎｄ ａｎｄ ｒｏｃｋ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ｐｉｎｇｈｅ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ｓ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Ｄｅｖｉｃｅｓ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ｅｒ ａｄｊｕ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ｕ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ｅｍａｎｄ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ａｒｅ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ｐｕｌｓｅ ｄｅｄｕｓ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ｗａｓｈｉｎｇ
ｄｅｖｉｃｅｓ ａｒｅ ａｌｓｏ ａｄｄｅｄ．Ｔｈｕ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ｕｎｓｔａｂｌｅ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ｓｉｚｅ ａｎｄ ｉｎ-
ｆｅｒｉｏｒ-ｓｉｚｅ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 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ｏｎｅ ｐｏｗｄｅ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ｒｅ ｓｏｌｖｅｄ．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ｔｈｅ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ｓ ｅｎｓｕｒｅ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ｗｏｒｋ ｉｓ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ｆｕｌ．
Key words： ｓａｎｄ ａｎｄ ｒｏｃｋ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Ｊｉａｎｇｐｉｎｇｈｅ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Ｓｔａｔｉｏｎ

　　江坪河水电站位于湖北省恩施州鹤峰县走马镇溇
水河上游河段，是溇水干流规划建设 ５ 个梯级电站中
的龙头电站。 电站总装机容量 ４５０ ＭＷ，电站水库大
坝高 ２１９ ｍ，总库容 １３．６６ 亿 ｍ３ 。 江坪河水电站于
２００５年初开始施工准备，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截流，２０１１ 年
汛前大坝填筑到拦洪高程后至 ２０１５年 ５月，主体工程
施工基本处于停滞状态，２０１５ 年 ８ 月在项目新业主的
接管下电站全面恢复施工。 江坪河水电站工程建设用
混凝土骨料由人工砂石加工系统生产，生产的骨料品
种规格分别为中粗砂（０ ～５ ｍｍ）、米石（５ ～１０ ｍｍ）、
米石（５ ～１５ ｍｍ）、小石 （５ ～２０ ｍｍ）、中石 （２０ ～
４０ ｍｍ）、大石 （ ４０ ～８０ ｍｍ ）、大坝垫层料 （ ０ ～
４０ ｍｍ）、大坝垫层料（０ ～８０ ｍｍ），砂石加工系统距离

石料场 ８．５ ｋｍ，生产的原料为厚层灰岩夹白云质灰
岩。 根据地质勘探资料，在料场中下部有大的岩溶洞
穴发育，由于料场分布位置较高，虽有岩溶洞穴发育，
但其中充填物很少，通过岩石物理力学性质试验、岩石
骨料碱活性试验，料场骨料可作为混凝土骨料。

１　砂石加工系统改造前

1．1　总体工艺方案

砂石加工所选用的原料为厚层灰岩夹白云质灰

岩，干抗压强度分布范围 ６１．７ ～８５．６ ＭＰａ，工程混凝
土多为二级配，要求系统能够满足灵活调整，以适应不
同品种规格的需求。 受场地限制，砂石加工系统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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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段破碎工艺、干法制砂”的工艺，系统加工工艺流 程如图 １所示。

图 1　砂石加工系统优化改造前工艺流程图

1．2　工艺流程与设备配置
１）毛料经受料坑后进入振动喂料机，粗碎选用颚

式破碎机，粗破完成后的物料进入中碎，中碎选用 ２ 台
复摆式破碎机，中碎完成以后的物料进入振动筛进行
分级筛选，经过筛选的物料细碎选用反击式破碎机和
冲击式破碎机，制砂选用立式复合制砂机。 粗碎、中碎
采用开路生产，细碎采用闭路循环的破碎工艺，经振动
筛筛选的成品骨料由胶带机运送至各成品料仓。

２）毛料（≤５００ ｍｍ）在通过受料坑进入振动喂料
机前，通过加装钢格栅、胶带机和振动筛将毛料中的一
部分细料直接进行筛分，形成成品骨料。

３）制砂由立轴复合制砂机制备，通过多次闭路循
环破碎以满足设计指标要求，在筛分的过程中通过选
用 ３ ｍｍ筛控制调节。

２　优化改造原因及目的
江坪河水电站 ２０１５ 年 ８月复工后，经对混凝土施

工情况统计分析，后续剩余混凝土约 ５０．１１ 万 ｍ３，需
生产成品砂石料约 １１０．２４ 万 ｔ（其中粗骨料 ６６．１４
万 ｔ，细骨料 ４４．１０ 万 ｔ）。 大坝垫层料总量 １２．６７
万 ｍ３ ，需生产成品垫层料 ２７．８７ 万 ｔ。 两者合计共需
成品砂石料 １３８．１１ 万 ｔ （其中砂 ５５．２４ 万 ｔ，碎石

８２．８７万 ｔ）。 根据施工总进度安排，混凝土浇筑、垫层
料填筑的综合高峰强度出现在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１ 月，
在此期间，混凝土平均月浇筑强度为 ２．８６ 万 ｍ３ ／月，
考虑施工过程中的不均衡性，混凝土浇筑强度为 ３．５７
万 ｍ３ ／月，坝体垫层料填筑强度为 １．５９ 万 ｍ３ ／月，按
每日 ２班制（制砂车间 ３ 班制）、每月 ２５ 日生产，确定
砂石加工系统处理能力为 ４００ ｔ／ｈ，生产能力为
３２０ ｔ／ｈ，实际现有砂石生产规模处理能力为 ２５０ ｔ／ｈ、
生产能力 ２００ ｔ／ｈ，不能满足高峰时段成品骨料的供应
强度要求。
根据复工后的施工安排，泄洪建筑物工程将开始

洞室抗冲耐磨高标号混凝土施工，引水发电工程将进
行洞室衬砌混凝土、厂房板梁柱等重要部位施工，为验
证改造前的砂石加工系统生产的成品骨料技术指标，
对各级配成品砂石进行了试验，重点对成品砂的细度
模数、颗粒级配和石粉含量进行试验，通过试验检测发
现成品砂的细度模数变化范围大、Ⅱ类砂＜０．０７５ ｍｍ
含量达 １２％（设计要求＜５％），小石中径、中石中径、
中石逊径含量超标，骨料存在裹粉，综合试验结果反映
原砂石加工系统成品骨料质量不稳定。
基于上述原因，江坪河砂石骨料加工系统提出优

化改造的主要目的：①基于原有砂石骨料加工系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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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局部改造和扩容，增加系统成品骨料生产能力，满足
新的骨料生产需求，同时还需保证改造期间骨料的正
常供应；②解决成品砂＜０．０７５ ｍｍ 含量超标的问题，
以提高混凝土的生产质量；③完善和增加系统的制砂
能力，并改善成品砂的雨季含水率偏高的问题；④解决
骨料超逊径指标不稳定、裹粉等问题。

３　优化改造措施
原砂石加工系统运行时间较长，且受到场地布置

以及粗碎设备处理能力的限制，要满足优化改造提出
的要求必须对工艺流程进行大的改动，短时间内将停
止生产，影响临建工程砂石骨料的供应，费用和工期投
入较大。 经现场多个方案的比选，最终确定在原砂石
加工系统靠近毛料堆场附近建设一套新的砂石加工系

统。 粗碎设备选型时对常用破碎机类型、特点进行比
较，并考虑现场石料的可碎性，选用破碎比较小的颚式
破碎机。 鄂式破碎机具有结构简单，工作可靠，自重较
轻，外形尺寸小，进料口尺寸大，排料口开度容易调整

等特点，选用与原系统相同型号的颚式破碎机采取开
路生产。 中碎设备综合比较后选用反击式破碎机采取
闭路生产。 反击式破碎机具有产品细，粒形好，产量
高，能耗低，结构简单等特点。 为提高制砂产能，增设
干式棒磨机、立轴制砂机采取闭路生产，其中立轴制砂
机原料分别来自新老加工系统，经过振动筛筛分后胶
带机运送至投料口。 为解决成品砂＜０．０７５ ｍｍ 含量
超标的问题，在新加工系统中增加电子脉冲除尘机，新
老加工系统筛分后产出的砂进入螺旋洗砂机及直线脱

水筛送入成品骨料仓前，对新加工系统筛分后产出的
砂增加电子脉冲除尘工艺，除去成品砂中多余的石粉，
使成品砂的石粉含量控制在设计指标范围内。 针对成
品骨料裹粉的问题，对冲洗筛分后的骨料增加水洗工
艺，通过控制洗石机水流流量达到除去裹粉的目的。
为控制砂的含水率，对成品料仓增设雨棚及排水等措
施，通过 ３ ～５ ｄ堆存自然脱水，可控制砂的含水率≤
６％，改造后的系统加工工艺流程如图 ２所示。

图 2　砂石加工系统优化改造后工艺流程图

４　生产质量管控［１ －５］

砂石加工系统优化改造后，经过试生产调试，成品

骨料各项指标均能满足要求，在实际生产中主要从毛
料质量，超逊径质量，砂的细度模数、石粉含量等几个
方面进行管控，采取的主要措施如下。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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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毛料质量控制

对应砂石加工系统粗碎设备特点及处理能力，采
石场毛料供应要求控制粒径≤５００ ｍｍ，毛料中不得含
有泥块、杂物，含泥量≤０．５％。 毛料经采石场预筛选
后，运送至砂石加工系统，在过磅称重前由质检员进行
质量检测，对含泥及夹泥量超标的毛料不予接收，由毛
料供应单位自行处理，合格料运送至毛料堆场存放。
在砂石生产时，砂石骨料加工单位二次装运过程中，对
超粒径毛料进行剔除，集中堆放，由毛料供应单位使用
液压破碎锤二次破碎，以满足砂石加工系统控制粒径
要求。

4．2　超逊径质量控制

按照枟普通混凝土用砂、石质量及检验方法标准枠
（ＪＧＪ５２ －２００６），超径和逊径骨料的百分率（按重量
计）是筛分作业的质量控制指标，要求超径石≤５％，
逊径石≤１０％。 通过分析总结，造成粗骨料在生产中
产生超逊径的主要原因有：①给料过多，筛分机筛分效
率低；②筛分机倾角偏大或筛网孔尺寸选取不合理等
因素。 为了在生产中控制超逊径的含量，采取的主要
措施有：①根据筛分机的倾角和筛网材料选取合理的
筛孔尺寸；②加强筛网的维护监护，发现问题及时处
理；③通过对给料机的改进，控制给料量，从而调节骨
料的筛分效率。

4．3　砂的细度模数控制

指标要求砂的细度模数应控制范围在 ２．６ ±０．２，
当细度模数不满足控制范围时，主要采取措施：①当砂
的细度模数偏小时，利用部分粗骨料制粗砂进行调整；
②当砂的细度模数偏大时，调整砂筛的筛孔尺寸，筛出
部分粗砂进棒磨机制成细砂和石粉，调整其细度模数；
③在制砂工艺中，通过调整棒磨机的装棒量，适当优化
细度模数；④通过对洗砂机水量的调节，进而对砂中石
粉含量进行控制，起到细度模数调节的作用；⑤通过在
洗砂沉淀池中增加离心泵，将砂中小于 ２．５ ｍｍ 的细
颗粒进行回收，与砂进行掺配，增加级配的连续性。

4．4　石粉含量控制

砂中的石粉含量（d＝０．１６ ｍｍ 的颗粒）控制范围
在 ６％～１８％，在生产过程中主要采取控制措施：①当
砂的石粉含量偏少时，采取利用多余的粗骨料和粗砂
破碎成细砂及石粉以补充石粉含量，或则增加棒磨机
的装棒量，使其达到质量要求；②当砂的石粉含量偏大
时，通过控制电子脉冲除尘机吸走多余的石粉，使砂的

石粉含量满足控制范围要求。

５　运行实践

砂石加工系统历经 ６ 个月，在工程混凝土施工高
峰期前完成优化改造，在优化改造过程中，原加工系统
依然正常运行，通过加大成品料仓储量及合理调配，保
证了各品种骨料的有序供应。 在新的加工系统投运
后，在弥补原加工系统生产能力不足的同时，有效解决
了粗骨料裹粉、砂的石粉含量波动区间大的问题，使成
品骨料的加工质量得到了控制。 新老生产线部分配件
共用，极大的方便了设备的检修维护工作，为设备的可
靠运行提供了保障。 与此同时，在新老生产线的联合
运行中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主要表现：①受优化改造
工期限制，在新加工系统设备选用上多考虑为实际运
用成熟的设备，比如粗碎设备选用与老系统一致，破碎
比范围较小，对系统整体加工能力提升不大；②新加工
系统增加细碎流程后，对操作人员自身专业技术水平
和质量意识提出更高的要求，需要一定时间对技术工
艺进行熟悉，提升现场质量控制的技能；③砂石加工系
统产能的增加，要求及时跟进对成品骨料的质量检测，
特别要应对毛料供应出现质量波动的情况，要求设备
的调整更具灵活性。

６　结　语

江坪河水电站砂石骨料生产系统经过优化改造，
解决了砂石生产处理能力不足的问题，同时通过增加
电子脉冲除尘、水洗等工艺，使砂石骨料生产质量更加
稳定可靠。 本次改造基于老系统，选择已运用成熟的
设备，设备可调整性更强，能够更好的适应不同砂石骨
料需求强度的要求，具有投资小、工期短、灵活性强等
特点，优化改造工作达到了预期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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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世界， ２０１６（１２）： ９５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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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材， ２０１６， ４２（３）： ４２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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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鹤滩水电站导流洞柱状节理玄武岩变形特性分析

上官瑾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北京　１０００３８）

摘要：在白鹤滩导流洞柱状节理玄武岩已开挖施工的洞段，出现多处局部岩体松弛破裂和垮塌现象。 经深入研究玄武
岩柱状节理变形特性，根据对开挖、支护阶段围岩变形、锚杆应力、松弛深度检测的成果，对比分析开挖阶段围岩变形差
异，提出了支护方式与时机选择，为导流洞的开挖与支护提供了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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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ormation Characteristic Analysis of the Basalt Rock with Columnar Joints
in the Diversion Tunnel of Baihetan Hydropower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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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ｕｓ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ｉｎ ｄｅｔａｉｌ．Ｔｈｅ ｒｏｃｋ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ｃｈｏｒ ｓｔ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ｒｏｃｋ ｒｅｌａｘａｔｉｏｎ ｄｅｐｔｈ ｉｎ ｔｈｅ ｅｘｃａ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ｓ ａｒｅ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Ｔｈｅ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ｓｃｈｅｍｅ ａｎｄ ｔｉｍｉｎｇ ａｒ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Ｉｔ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ｕｓｅｆｕｌ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ｘｃａ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ｏｎ ｔｕｎｎｅｌ．
Key words： ｃｏｌｕｍｎａｒ ｊｏｉｎｔｓ； ｔｕｎｎｅｌ； ｒｏｃｋ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ｃｈｏｒ ｓｔｒｅｓｓ； ｒｅｌａｘａｔｉｏｎ ｄｅｐｔｈ

　　柱状节理是火山熔岩中呈规则柱状形态的原生张
性破裂构造，其内部节理裂隙异常发育，自稳能力差，
各向异性和时效松弛特征显著［１］ 。 其特殊岩体结构
性主要体现在节理面极为发育，主要包括柱间节理面、
柱内竖直隐节理面和柱内水平节理面等多组节理

面［２ －３］ 。 由于内部节理裂隙的异常发育，在白鹤滩导
流洞柱状节理玄武岩已开挖施工洞段，现场出现多处
局部岩体松弛破裂和垮塌现象［４ －５］如图 １ 所示，对施
工人员安全和工程进度均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石安池
等［６］采用岩体质量分类、弹性波测试、现场变形试验
等常规试验手段，对白鹤滩水电站坝址区柱状节理玄
武岩变形特性进行了研究，认为柱状节理具有解除围
压后易松弛的特点。 针对柱状节理玄武岩开挖卸荷后
易松弛的特点，支护紧跟掌子面［７］ ，尽量减少开挖卸
荷后暴露的时间，有效控制松弛的范围和深度。

图 1　白鹤滩导流洞柱状节理玄武岩松弛开裂

１　工程概况
白鹤滩水电站位于金沙江下游，坝址左岸属四川

省宁南县跑马乡，右岸属云南省巧家县大寨镇，距上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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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家县城 ４５ ｋｍ，距上游乌东德水电站坝址 １８２ ｋｍ，距
离下游溪洛渡水电站 １９５ ｋｍ，控制流域面积 ４３．０３
万 ｋｍ２ ，占金沙江流域面积的 ９１．０％。 白鹤滩水电站
的开发任务以发电为主，兼顾防洪，并有拦沙、改善下
游航运条件和发展库区通航等综合利用效益，是西电
东送骨干电源点之一。 电站装机容量 １６ ０００ ＭＷ，采
用全地下厂房布置，左右岸各布置 ８ 台 １ ０００ ＭＷ 立
式水轮发电机。 白鹤滩水电站工程施工导流采用断流
围堰、隧洞导流方式，导流方案采用 ５ 条导流隧洞，左、
右岸分别布置 ３ 条、２ 条，由左向右依次编号 １ 号、２
号、３号、４号、５号。

２　导流洞地质情况

左岸导流洞垂直埋深 ３０ ～３９７ ｍ，最大水平埋深
分别达 ５１０、４５０ ｍ 和 ３９０ ｍ。 洞身岩性为 Ｐ２β２３ ～
Ｐ２β４２层隐晶质玄武岩、角砾熔岩、杏仁状玄武岩及柱

状节理玄武岩，以无卸荷、微新岩体为主。 主要发育
Ｆ１７、Ｆ１３ 等断层、Ｃ２、Ｃ３ 两条层间错动带及 ＬＳ３２１、
ＬＳ４１１等层内错动带。 洞室围岩Ⅱ类约占 １７％，Ⅲ类
约占 ７５％，Ⅳ类约占 ８％。 深埋段第 １ 主应力值大小
为 １４．２ ～２２．４ ＭＰａ，方向为 １３６°，近水平。 右岸导流
洞垂直埋深 １４ ～５１８ ｍ，最大水平埋深分别为 ２９０ ｍ
和 ３６０ ｍ，洞身岩性为 Ｐ２β２２ ～Ｐ２β５ 层隐（微）晶玄武
岩、杏仁状玄武岩、斜斑玄武岩，角砾熔岩及柱状节理
玄武岩。 洞室围岩以Ⅲ１类为主，Ⅱ类次之，局部强卸
荷及构造发育部分为Ⅳ类围岩。 主要发育 Ｃ２、Ｃ３、Ｃ４
层间错动带及 ＲＳ３３４、ＲＳ３３１ 等规模较大的层内错动
带，发育 Ｆ１１、Ｆ１６、Ｆ１７、Ｆ２０ 等断层。 深埋段第 １ 主应
力值大小为 １８．４ ～２８．０ ＭＰａ，方向为 １６６°～１９４°，近
水平。 左右岸 ５ 条导流洞均发育长 ４００ ～５００ ｍ 的Ⅲ
Ⅱ类柱状节理玄武岩，见图 ２。

图 2　3号导流洞柱状节理玄武岩出露分布图

３　监测布置

白鹤滩水电站左右岸导流洞出露较大范围的

Ｐ２β３３层第一类柱状节理和 Ｐ２β３２ 第一类柱状节理
岩体，为了解柱状节理玄武岩开挖后的松弛深度及时

间效应，确定支护时机和评价支护效果，为隧洞动态优

化设计和以后大规模洞室的开挖和支护提供基础依据

和积累经验，左右岸导流洞 ３ 号 ０ ＋４３０．００、４ 号 １ ＋

０７５．００、４ 号 １ ＋１７２．００、５ 号 １ ＋１４５．００ 和 ５ 号 １ ＋

１７５．００等柱状节理玄武岩段监测断面，布置了单点式

锚杆应力计 １０套、三点式锚杆应力计 ４套和多点变位

计 １２ 套，声波监测断面布置 １０ 个断面。 柱状节理玄

武岩段监测仪器完成，现阶段已进入正常观测阶段。

具体见表 １、图 ３。

表 1　导流洞柱状节理玄武岩段监测仪埋统计表

序号 监测断面
仪器类型

锚杆应力计 多点变位计

１ 圹３号 ０ ＋４３０ 摀．００ 单点式 ３套 三点式 ３套

２ 圹４号 １ ＋０７５ 摀．００ 单点式 ７套 三点式 ５套

３ 圹４号 １ ＋１７２ 摀．００ － 三点式 ２套

４ 圹５号 １ ＋１４５ 摀．００ 三点式 ２套 三点式 １套

５ 圹５号 １ ＋１７５ 摀．００ 三点式 ２套 三点式 １套

４　监测成果分析
锚杆应力计主要用于围岩应力监测，了解和掌握

洞室各部位围岩受力特性和变化规律；多点变位计主
要用于围岩变形监测，了解和掌握洞室各部位围岩变
形特性和变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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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典型断面监测仪器布置示意图

4．1　锚杆应力计监测成果

左岸导流洞 ３ 号 ０ ＋４３０．００ 断面顶拱围岩受压，
拱肩受拉，当前测值在－１．６５ ～４９．３０ ＭＰａ 之间。 土
建施工 ２０１３年 １月中旬洞室上层开挖支护完成，锚杆
应力计随锚杆系统支护完成安装，５ 月下旬洞室中层
爆破开挖。 在 ２０１３年 １月～５ 月期间，洞室上层围岩
松弛所产生的应力与系统锚杆支护所产生的应力处于

动态调整状态，其断面应力分布主要受地应力、柱状节
理、爆破开挖和支护参数等影响。 左岸导流洞中下层
未开挖前，柱状节理玄武岩洞段最大锚杆应力增加近
５０ ＭＰａ，中下层支护完成以后顶拱锚杆应力整体减
小，说明系统锚杆和喷护发挥了较好的支护作用；边墙
锚杆应力较大（见图 ４），主要在第二、三层开挖期间，
随着开挖支护结束，锚杆应力整体区域稳定。

图 4　左导 0 ＋430 边墙、顶拱锚杆应力时序曲线

　　右岸导流洞 ５ 号 １ ＋１７５．００ 断面顶拱围岩受拉，
拱肩受压， 边墙受拉， 当前测值在 －１８．１５ ～
３６２．１８ ＭＰａ之间。 土建施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下旬上层
洞室完成洞室开挖支护，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上旬开始中层
洞室爆破开挖，１２ 月下旬完成中层洞室系统支护，
２０１３年 １ 月中旬开始下层洞室爆破开挖，２ 月上旬完
成下层洞室系统支护。 洞室爆破开挖作业改变了洞室

围岩应力平衡，锚杆应力突变发生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上

旬和 ２０１３年 １月中旬，与洞室中下层爆破开挖密切相

关。 洞室中、下层系统支护完成后，洞室围岩达到新的

应力动态平衡，特别是下层支护完成后，锚杆应力变化

较小，最大锚杆应力增加近 １０ ＭＰａ，说明系统锚杆和
喷护发挥了较好的支护作用（见图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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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右导 4号 1 ＋175边墙锚杆应力时序曲线
　　右岸导流洞 ５ 号 １ ＋１４５ 和 ４ 号 １ ＋０７５ 断面边墙
围岩受拉，当前测值在 －６．５３ ～２１８．９３ ＭＰａ 之间。 土
建施工 ２０１３年 ２月下旬完成 １２ ｍ 预应力锚杆支护作
业。 洞室中层支护完成后，受围岩支护完成后柱状节理
玄武岩围岩松弛影响，锚杆应力计测值有所增加，但增
幅较小，最大锚杆应力增加 ５２ ＭＰａ，说明系统锚杆和喷
护发挥了较好的支护作用。

4．2　多点位移计监测成果
左岸导流洞 ３号０ ＋４３０．００（布置见图 ３）断面柱状

节理玄武岩围岩变形与锚杆应力变化较为一致，当前变
形量较小，测值在－０．１８ ～０．４０ ｍｍ之间。 在柱状节理
玄武岩中下层未开挖前，围岩松弛变形较小，支护完成
后的上层围岩最大变形约 ０．４ ｍｍ。 右岸导流洞 ４ 号
１ ＋０７５．００断面柱状节理玄武岩围岩变形与锚杆应力

变化较为一致，围岩顶拱和边墙拉伸较大，拱肩拉伸较
小，当前测值在－２．９１ ～４０．６１ ｍｍ 之间。 围岩支护完
成后，围岩变形较小，最大变形约 １．５ ｍｍ。 顶拱围岩变
形从围岩表面到深部呈先增加再减小而后又增加趋势，
主要受柱状节理结构和层内错动带等影响。 右岸导流
洞 ４号 １ ＋１７２．００ 断面柱状节理玄武岩边墙围岩拉伸
较大，当前测值在 １．５７ ～４２．０９ ｍｍ之间（见图 ６）。 围
岩变形影响深度在 ２ ～９ ｍ范围之内，围岩支护完成后，
围岩变形较小，最大变形约 ２ ｍｍ。 围岩变形右边墙比
左边墙大，主要受爆破开挖顺序、支护和地应力等影响。
右岸导流洞 ５号 １ ＋１４５．００（１ ＋１７５．００）断面柱状节理
玄武岩围岩松弛变形与锚杆应力变化较为一致，当前测
值在－０．０３ ～２．１３ ｍｍ 之间。 监测仪器在围岩支护完
成后埋设，围岩变形较小，最大变形拉伸约 ２ ｍｍ。

图 6　右导 4号 1 ＋172边墙围岩位移时序曲线

4．3　岩体松弛深度检测
声波检测发现，左岸 １ 号导流洞柱状节理开挖卸

荷后的围岩松弛深度 ２．０ ～３．３ ｍ，而 ２ 号和 ３ 号导流
洞最大边墙松弛深度一般为 ３ ～４．５ ｍ，顶拱松弛深度
１．６ ｍ。 右岸 ４号导流洞柱状节理岩体段开挖后右边
墙松弛深度最大可达 ６ ～７ ｍ，左边墙松弛深度最大可
达 ４ ～５ ｍ，顶拱松弛深度最大可达 ３ ～４ ｍ。 右岸柱状

节理岩体松弛深度普遍较大，且多处出现左侧拱喷层
剥落问题，其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其地应力比左岸高，
同时柱状节理岩体的产状（即柱体轴线与洞室边墙的
关系）对其开挖卸荷后的破坏程度也有一定的影响。
柱状节理围岩松弛的时间关系也非常明显，洞室开挖
完成后 １ ～２ ｄ围岩将出现快速松弛，其松弛深度增幅
占比达 ６０％ ～８０％。 已支护和未支护条件下开挖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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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松弛深度的变化存在差异，在中上层已支护条件下
开挖，其松弛深度显著小于未支护条件下的开挖情况。
右岸导流洞 ４号 １ ＋０４０测试区域，下层开挖时中层已
完成喷射混凝土和锚杆支护，右岸导流洞 ４ 号 １ ＋０４４
断面右边墙的钻孔松弛范围从 ５．２ ｍ增大到 ６．３ ｍ见
（图 ７），增加了 １．１ ｍ。

图 7　4号 1 ＋044断面监测孔声波分布

右岸导流洞 ４ 号 １ ＋１６９ ～１ ＋１７９ 试验段内，下层
开挖时距中层距底板０ ～５ ｍ范围内没有支护，在下层
开挖过程中左边墙监测钻孔 Ｔ４ －Ｈ３ 松弛深度从
１．３ ｍ左右突增到 ５．５ ｍ，而右边墙 Ｔ４ －Ｈ８ 监测钻孔
松弛深度从 ２．９ ｍ增大到 ６．１ ｍ见（图 ８），围岩松弛
在开挖卸荷后短时间内迅速发展，可见及时有效的支
护是控制柱状节理岩体卸荷松弛的重要保障。

图 8　4号 1 ＋169断面监测孔声波分布

５　结　语

１）柱状节理玄武岩柱状节理、地应力、爆破开挖
和支护参数等因素为围岩变形的主要影响因素。

２）柱状节理玄武岩洞室爆破开挖前后，围岩变形
和结构应力变化较显著，柱状节理玄武岩自稳能力较

差，卸荷速度较快。 及时进行初喷和锚杆支护对限制
柱状节理松弛发展很有帮助，下层开挖期间上层锚杆
应力增长较快且围岩变形增长较小，说明锚杆支护效
果明显。

３）柱状节理玄武岩段岩体变形明显大于周边岩
体，且深度较深。 在非柱状节理玄武岩段，边墙岩体变
形明显大于顶拱变形，这与其他工程的一般规律基本
相同；但在柱状节理玄武岩段的规律则不一样，有时顶
拱变形会大于边墙。

４）柱状节理围岩松弛的时间关系非常明显，洞室
开挖完成后 １ ～２ ｄ围岩将出现快速松弛，其松弛深度
增幅占比达 ６０％～８０％。

５）柱状节理玄武岩洞室围岩部分监测仪器当前
测值较大（超量程），建议在以后大规模洞室监测断面
多点位移计量程优化至 １００ ｍｍ，锚杆应力计量程优化
至 ４００ ＭＰａ。

６）为使监测成果更好地服务工程施工，建议今后
大规模洞室开挖前，通过交通洞、施工支洞等部位，预
先安装埋设部分多点变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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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鹤滩水电站大坝骨料运输
专用公路路基施工方案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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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三峡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４１）

摘要：根据白鹤滩水电站大坝砂石骨料运输专用公路的地理环境和施工难点，以及前期施工中因爆破引起阻工等问题，
通过对控制爆破＋临时避让＋炮损赔偿等三种方案的经济与技术比选，采用了在居民集聚区使用机械破碎石方开挖的
方案，既有效地保障了工期，又取得了较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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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工程概况

1．1　项目实施背景
金沙江白鹤滩水电站位于四川省宁南县和云南省

巧家县境内，是“西电东送”的骨干电源点之一。 白鹤
滩水电站装机容量 １６ ０００ ＭＷ，多年平均发电量
６２５．２１亿 ｋＷ· ｈ，建成后将成为继三峡电站后装机容
量世界第二大水电站。
白鹤滩水电站工程混凝土总量约 １ ９８９．２ 万 ｍ３ ，

计及加工、运输、堆存等损耗后，需要骨料约 ２ ０８８．７
万 ｍ３ 。 设计院在枟白鹤滩水电站大坝混凝土骨料料源
选择深化研究报告枠中确定“全灰岩方案”为电站大坝

混凝土骨料推荐方案。 根据枟金沙江白鹤滩水电站大
坝砂石加工系统规划专题报告枠，成品骨料运输采用
全程汽车运输方案，需新修建一条骨料运输专用公
路———旱谷地料场对外交通专用公路， 全程长
１２．８ ｋｍ。
1．2　公路技术标准

本项目公路等级采用水电工程Ⅲ级专用公路。 公
路分为 Ａ、Ｂ两段，Ａ段 ＡＫ０ ＋０００ ～ＡＫ２ ＋５５２．５，兼备
后期电站复建道路功能，设计时速 ４０ ｋｍ／ｈ，路基宽度
取 １１．５ ｍ，行车道宽 ３．７５ ｍ，两侧设 １．５ ｍ宽硬路肩
作为行人及非机动车通道，土路肩宽度为 ０．５ ｍ。 Ｂ
段 ＢＫ０ ＋０００ ～ＢＫ１０ ＋３２５，为骨料运输专用道路，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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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公路。 路基宽度 ８．５ ｍ，行车道宽 ３．７５ ｍ，两侧设
０．５ ｍ土路肩，设计速度 ３０ ｋｍ／ｈ。
1．3　沿线地质特征及建筑物
１．３．１　沿线地质

工程区处于金沙江下游河段，沿线山体雄厚，有玄
武岩、灰岩分布。 Ａ段位于平缓的金沙江岸坡，主要为
第四系覆盖层残坡积及崩坡积碎块石土及冲洪积层和

含砾粉质粘土。 Ｂ 段为二叠系下统栖霞 －茅口组
（Ｐ１ｑ＋ｍ）：浅灰－深灰色厚层－巨厚层灰岩、生物碎
屑灰岩，分布于公路 Ｂ段。
１．３．２　沿线建筑物

旱谷地料场对外交通专用公路工程位于云南省昭

通市巧家县境内，公路起点与复建金沙江葫芦口大桥

相接，终点位于旱谷地料场中梁子村，途经盐潭沟、规
划野鸭移民安置点、邱家沟、新村二社、水碾河沟、黎明
村、倒马坎村、大坪村、箐门口沟、旱谷地村、小红岩沟。
公路沿线建筑物主要有居民房屋、烈士陵园、地方炸药
库和巧家县殡仪馆等。 本项目通行车辆主要为运输骨
料的大型货车，以重车下行为主，设计路线布置时，Ｂ
线采取线路尽量避开沿线村庄、房屋，减少拆迁工程
量，采取“近村不进村”原则，既减少了移民搬迁的压
力，又兼顾了当地群众的出行。 根据审定的公路可行
性研究报告，要求“项目的组织、设计及实施要符合国
家政策及国家和地区的长远规划，本着“以人为本”的
原则进行”。 公路沿线地形地貌特征如图 １。

图 1　公路沿线地形地貌特征

２　专用公路功能、工期要求及形势分析

2．1　道路功能及工期要求
公路为白鹤滩水电站大坝混凝土骨料运输专用公

路，项目施工进度直接影响大坝混凝土浇筑时间，道路
必须在大坝混凝土浇筑前通车，并尽量预留一定的时
间作混凝土生产试运行，以免影响大坝施工进度。 因
此，本项目必须在大坝混凝土浇筑之前尽早完工或具
备骨料运输车辆通车条件。 根据电站施工总进度安
排，大坝混凝土计划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０月至 ２０２２ 年 ８月浇
筑，大坝砂石加工系统计划于 ２０１６年 ８月底具备试运
行条件，专用公路应与大坝砂石加工系统同期完成，即
建成通车时间为 ２０１６ 年 ８月底。
本项目于 ２０１４年 ６月完成招标及合同签订工作，

项目招标文件要求合同工期 ５３３ 日历天，由于公路征
地及移民拆迁工作影响，公路用地提供滞后，实际提供
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项目开工日期为 ２０１５ －０６ －０１

日。 按照合同工期，应于 ２０１６ －１１ －１４ 日前完工，无
法满足大坝混凝土浇筑要求。 为保证大坝浇筑，经多
方研究确定，提出了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公路路基通车目标，
以保证骨料运输车辆通行。

2．2　形势分析
根据旱谷地料场专用公路路基开挖设计图，全线

需挖方约 ６０万 ｍ３ ，挖土方约 ３９．０４ 万 ｍ３，石方约 ２２
万 ｍ３ ，根据沿线地质地形特征，公路 Ａ 段（葫芦口大
桥至水碾河沟右岸）以冲洪积松散堆积物、泥石流堆
积为主，以土方开挖为主。 Ｂ线（水碾河沟左岸至旱谷
地料场）在巧家县城后山，山体雄厚，有玄武岩、灰岩
分布，Ｂ线路基开挖中需完成石方开挖约 ２１ 万 ｍ３ 。

２０１５年 ６ 月，公路施工单位在 Ｂ线近村庄处开展
了路基石方开挖爆破作业。 施工单位依据设计方案仅
爆破 ２次后，村民反应激烈，附近 １６ 户百姓以爆破震
动影响房屋安全、造成房屋及建筑物开裂为由，频繁阻
工，并大范围要求索赔，严重影响公路施工进度。 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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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认为传统的爆破施工工艺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
强烈反对公路路基石方开挖施工进行爆破作业，公路
路基施工受阻，道路通车节点目标面临严峻挑战。

2．3　实物指标调查
为切实有效解决石方开挖面临的困难，真实可靠

地反映现场实际情况，现场对 Ｂ 线全线路基石方分部
情况进行了调查和统计，并对石方开挖沿线村民房屋
进行了实物调查，统计结果分别如表 １、表 ２。

本工程 Ｂ 线石方开挖总量约 ２２ 万 ｍ３，主要集中
在 ＢＫ０ ＋８８０ ～ＢＫ１ ＋８９２、ＢＫ２ ＋３０５ ～ＢＫ３ ＋６８０、
ＢＫ４ ＋１０５ ～ＢＫ５ ＋２００、ＢＫ６ ＋５０５ ～ＢＫ９ ＋０３８、ＢＫ９ ＋
０９８ ～ＢＫ９ ＋２６５、ＢＫ９ ＋６４５ ～ＢＫ１０ ＋２２７ 段；石方开挖
路段临近房屋、殡仪馆、烈士墓园，部分线路段穿过坟
墓集中区域，具体段落石方开挖形式及临近设施分布
情况见表 １和表 ２。

表 1　公路沿线石方分部汇总表

序号 桩号范围 石方量／万 ｍ３ 滗段落特征及临近设施情况

１ �ＢＫ０ ＋４００ YＢＫ１ ＋２５０ 滗３ 哪．３ 线路临近巧家烈士陵园、殡仪馆、房屋

２ �ＢＫ１ ＋２５０ YＢＫ２ ＋５１０ 滗１ 哪．６ 临近巧家烈士陵园，道路旁边大面积临近坟墓

３ �ＢＫ２ ＋５１０ YＢＫ３ ＋４５５ 滗０ �．５２
石方断面积较小，ＢＫ３ ＋１３０右侧房屋距离线路 ４０ ｍ，
ＢＫ３ ＋２４０右侧房屋距离线路 ７０ ｍ，其余段落经过桑田

４ �ＢＫ３ ＋４５５ YＢＫ３ ＋７４０ 滗１ �．７０ 线路左侧房屋密集，距离线路 ３５ ～９０ ｍ
５ �ＢＫ３ ＋７４０ YＢＫ４ ＋３８０ 滗４ �．６５

６ �ＢＫ４ ＋３８０ YＢＫ６ ＋４９７ 滗３ �．２４

下边坡陡峭，且下方房屋约 １０处距离线路约
７０ ～１００ ｍ，ＢＫ５ ＋２６０右侧 １００ ｍ为炸药库

７ �ＢＫ６ ＋４９７ YＢＫ７ ＋４００ 滗１ �．５６ 地方道路上下穿插，且交通流较大

８ �ＢＫ８ ＋２００ YＢＫ９ ＋０５０ 滗２ �．６６ 山坡，无房屋及结构物

９ �ＢＫ９ ＋１３０ YＢＫ９ ＋５８０ 滗２ 哪．５ 旱谷村中梁一组房屋分部

合计 ２１ 照．７３万 ｍ３

表 2　公路附近民房、结构物分部表

编号 房屋位置
房屋与

正线关系

房屋离正线距离

／ｍ 所在村组
涉及房屋

栋数

涉及房屋估算面积

／ｍ２ 铑

１ �ＢＫ０ ＋４５０ ～ＢＫ１ ＋４４０ 3线左、线右 ７０ ～１３５ è黎明村 ２  １ ０６５  
２ �ＢＫ２ ＋５１０ ～ＢＫ３ ＋４５５ 3线右 ４４ ～１５０ è大坪村 ４  ２ ０４５  
３ �ＢＫ３ ＋４５５ ～ＢＫ４ ＋３８０ 3线左 ４５ ～８０ 憫大坪村 １６  ８ ０００  
４ �ＢＫ４ ＋３８０ ～ＢＫ６ ＋４９７ 3线左、线右 ４０ ～１２０ è大坪村 ９１  ４５ ５００ *
５ �ＢＫ９ ＋１３０ ～ＢＫ９ ＋５８０ 3线左、线右 １３ 枛．７ ～１６０ 旱谷地村 １２  ６ ０００  
合计 １２５ 4６２ ６１０ *

注：根据国家安全规程规定的爆破最小安全距离为 ２００ ｍ进行统计，沿线房屋以砖混、砖木、土木、空心砖房、框混结构为主，１２５ 栋
房屋共涉及 ６００名村民。

３　旱谷地道路石方开挖方式技术经济
综合比选

　　为既不因爆破震动损伤沿线百姓房屋和重要结构
物，又不引发频繁阻工影响工程进度，保证路基 ２０１６
年 ９月通车的节点目标，满足白鹤滩大坝骨料运输需
求，经综合分析、考虑，旱谷地公路沿线需采取切实可

行的开挖方式开展路基石方开挖施工。 结合常用路基
石方开挖技术和现场实际情况，对控制爆破施工、控制
爆破＋临时避让＋炮损赔偿、控制爆破＋房屋拆迁、机
械破碎开挖等不同方案进行了技术经济综合比选。

3．1　控制爆破开挖＋临时避让＋炮损赔偿

１）施工流程。 施工测量→标定炮孔位置→
钻孔→炮孔检查→爆破器材准备→装药→联结爆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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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布设安全岗哨→炮孔堵塞→爆破覆盖→起爆信
号→起爆→消除瞎炮、处理危石→解除警戒→装运。

２）施工方法。 控制爆破地震波、飞石对房屋、人
员的安全距离，该距离均不得小于国家安全规程规定
的最小 ２００ ｍ安全距离，爆破后先人工破解大块岩石
后，采用挖掘机＋运输车装运。

３）经济分析。 控制爆破开挖施工方案为施工单
位投标方案，价格按施工单位投标单价 ３０ 元／ｍ３ 计

算，石方开挖直接投资 ２１．７３ ×３０ ＝６５１．９万元。
考虑前期在 ＢＫ３ ＋７００ 附近进行了 ２ 次起爆，遭

遇 １６户村民强烈反应和炮损索赔，仅两次爆破影响，
施工方已赔偿炮损费用 １９．１３ 万元，并阻工 １ 个月。
如采取爆破施工，必须对沿线村民采取临时避让措施，
在道路开挖完成后再统计炮损情况和开展赔偿工作，
以白鹤滩水电站施工区临时避让费用标准计算 １年临
时避让期避让费为 ８６１．７ 万元，详见表 ３。 若采取控
制爆破开挖施工方案，因道路施工爆破次数较多，参照
白鹤滩水电站施工区类似工程爆破影响房屋补偿标准

（约 ３．６ 万／户）估算，因施工需炮损赔偿 ３．６ 万／户×
１２５户＝４５０万元。

表 3　临时避让费用汇总表

户数
人口

信息

实物

指标

房屋

面积

／ｍ２ E

补助费用

住房补助

原住房

面积补助

／（元· 年）

基本住

房补助

／（元· 年）

搬迁补助

（一次性支付）

原住房

搬迁补助

／（元· 年）

避灾搬

迁补助

／（元· 年）

综合补助

按正房

面积核算

／（元· 年）

人口

补助

／（元· 年）

搬迁保险费

搬迁

意外险

／（元· 年）

新农合

／（元· 年）

搬迁奖励

５ ０００ 元／户

合计

／元

总费用

／元

１２５ X６００ N６２ ６１０ y３ ００５ ２８０  １ ４４０ ０００ �７５１ ３２０ C１２０ ０００ 葺１ ５０２ ６４０ 抖７２０ ０００ .３６０ ０００ 邋３０ ０００ k６２５ ０００ `８ ６１６ ８５０ v

注：①合同款中每户 ５ ０００元奖励由政府根据搬迁进度，由政府奖励给农户；②搬迁保险 ６００ 元／人由政府集中购买；③政府的协调
配合费单列。

3．2　控制爆破开挖＋房屋拆迁

为减少阻工干扰对工期的影响，避免后期炮损赔
偿金额过大而失控，若采取按房屋拆迁＋控制爆破施

工方案，按道路电站永久搬迁房屋费用标准进行计算，
共需拆迁金额 ６ ２８３万元（偏保守估计）。 详见表 ４。

表 4　房屋拆迁费用汇总表

类别 数量 临控单价／元 金额／元 备注

一、房屋／ｍ２ 侣６２ ６１０ 媼．００ ５３ ９９４ ８６４ 蝌
正房／ｍ２ }５０ ０８８ 媼．００ ９８５ z４９ ３３６ ６８０ 蝌
砖杂房／ｍ２ ǐ１２ ５２２ 媼．００ ３７２ z４ ６５８ １８４ 圹
二、附属设施 ２ １２８ ７４０ 圹

房屋内墙装修三级装修／ｍ２ 耨６２ ６１０ 舷３４ d２ １２８ ７４０ 圹简易装修

三、基础设施恢复费／元 ６ ７０８ ０６４ 圹
合计／元 ６２ ８３１ ６６８ 蝌

3．3　机械破碎石方开挖
机械破碎石方开挖即采用液压岩石破碎机开挖石

方的非爆破开挖方式。 施工中用自上而下分层开挖的
方式进行，首先将岩层采用液压岩石破碎机分层破碎，
挖掘机配合清除岩块，按照设计边坡坡度、台阶及路基
标高进行破碎。 在过民房及重要结构物部位采取机械
破碎开挖可避免石方开挖对房屋带来的安全隐患，避
免炮损、索赔及阻工等问题。

３．３．１　施工工艺

１）根据测量精确放样出的路基边坡开挖轮廓线，
采用挖机进行清除表土，将所要破碎的石方露出，由于
开挖破碎的方式为自上而下分层开挖，因此首先根据
实际地形修出第一级施工平台，以方便破碎锤及挖机
摆放。

２）现场安排施工人员根据实际地形采用红油漆
进行画圈布点，布点间距为 ３０ ｃｍ，破碎锤根据布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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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红油漆点进行钻孔破碎，液压岩石破碎锤破碎施工
时，将液压岩石破碎锤的钎杆压在岩石上，并保持一定
压力后开动破碎锤，利用破碎锤的冲击力，将岩石
破碎。

３）破碎锤破碎岩体时必须严格按照坡比进行破
碎，不允许出现亏坡或坡比过大的情况出现，第一级施
工平台上的岩层破到位并采用挖机将坡面修正平整

后，然后进行下一施工平台岩体的破碎施工。
４）破碎锤破碎时挖机配合，清除破碎岩体，并将

已破碎的岩体装车，运输车辆采用自卸车，运至指定地
点，直至该段路基坡面成型并且路基标高达到设计
要求。
３．３．２　经济分析

因合同工程量清单中无适用或类似子目的单价，

且部颁公路工程预算定额（２００７）无机械破碎石方开
挖子目，考虑 枟２００２ 水利工程概预算补充定额 枠
ＹＢ４００５ 子目为液压岩石破碎机拆除混凝土［１］ ，与本
项目类似，工作内容有破碎、撬移、解小、翻渣、清面等
也与本项目相同。 在比较附近类似机械破碎石方开挖
项目后，按 ０２水利定额组价，拟定机械破碎石方开挖
单价按 ８３ 元／ｍ３ 。 根据路基石方分部统计表 １，其中
除 ＢＫ８ ＋２００ ～ＢＫ９ ＋０５０段 ２．６６万石方爆破施工外，
其余 １９．０７万方采取机械破碎，机械破碎石方开挖增
加投资金额：１９．０７ ×（８３ －３０） ＝１ ０１０万元。

3．4　综合经济技术方案比选
１）经济比较见表 ５。

表 5　经济比选

开挖方式 费用 开挖费用
炮损赔偿

费用
避让费用 拆迁费用

合计费用

／万元
备注

原方案控制爆破开挖 ６５１ ǐ．９ ４５０ *０ N０  １ １０１  ．９
不含因阻工造成的工期延误

和人员、机械窝工损失

控制爆破开挖＋临时避让＋炮损赔偿 ６５１ ǐ．９ ４５０ *８６１ M．７ ０  １ ９６３  ．６

控制爆破开挖＋房屋拆迁 ６５１ ǐ．９ ０ }０ N６ ２８３ r６ ９３４  ．９

机械破碎石方开挖 １ ６６１ 蜒．８ ０ }０ N０  １ ６６１  ．８

　　２）技术比较见表 ６。
表 6　技术比选

开挖方式 技术可行性 存在的问题

控制爆破开挖
原方案施工，但穿越居民区，控制爆破施
工难度大，安全隐患大，存在不可控性

村民频繁阻工，地方政府反对，安全隐患大，易引发
群体事件，巨额炮损索赔不可控，施工进度失控

控制爆破开挖＋
临时避让＋炮损赔偿

爆破施工及临时避让技术上可行

村民临时避让后，同样存在炮损索赔问题，索赔金
额不可控，当炮损索赔未达成一致意见时，存在通
车后村民阻路情况，影响骨料运输

控制爆破开挖＋房屋拆迁 永久拆迁方案技术上可行，可以一劳永逸
拆迁工作量大，拆迁费用巨大，拆迁后移民安置
困难

机械破碎石方开挖 方案简单易行，可操作性强
机械破碎功效降低，但增加资源能够按期完成节点
目标，与原方案比投资增加

４　结　语
１）通过经济比选，直接施工成本最低的开挖方式

为控制爆破施工方案，挖掘机带液压破碎头开挖其次，
直接施工成本最高的为“控制爆破开挖＋房屋拆迁”，
最安全、一劳永逸的方案为“控制爆破开挖 ＋房屋拆

迁”，但拆迁费用巨大，居民维稳压力大，所需工期较
长，不具备可行性。

２）旱谷地料场专用公路途径黎明村、大坪村、旱
谷村，公路沿线民房众多，同时巧家县殡仪馆、烈士墓
园、地方炸药库等重要结构物分布在公路附近。如采

（下转第 ４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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寨蒿河河道治理工程防洪堤设计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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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寨蒿河及榕江县朗洞镇城市防洪体系中，宰牙河段和下半溪河段河堤防洪标准偏低、河道狭窄行洪受阻、洪
水漫滩淹没村寨农田等问题，依据寨蒿河封闭防洪体系和美丽乡村建设整体规划，按 １０年一遇洪水设防，优选两岸修建
防洪堤和全段清淤疏浚的综合治理方案。 防洪堤的稳定性分析与洪水论证分析表明：经综合治理，河段上下游均衔接稳
定性较好的岸坡，形成相对封闭防洪体系，能给当地提供更为安全的防洪保障与更为和谐的人水环境。

关键词：河道治理；防洪体系；防洪堤；稳定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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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ｒｉｖ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ｆｌｏｏ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ｌｏｏ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ｅｍｂａｎｋｍｅｎｔ；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寨蒿河为珠江流域柳江水系柳江一级支流，发源
于剑河县，河源高程 １ ５９５．８ ｍ，流经上半溪村和宰牙
河段，最后向南汇入柳江。 治理河段位于榕江县朗洞
镇，由于居民建房挤占河岸，导致河道狭窄，行洪断面
小，防洪能力低。 加上山体滑坡，泥沙碎石大量淤积，
严重影响河道行洪安全，若遇洪水会对两岸居民房屋
及农田造成严重威胁。 根据宰牙河段和下半溪河段地
形地貌、现状防洪设施及寨蒿河水系分布情况，治理工
程以保护两岸居民及农田、改善人居环境为主，兼顾美
丽乡村建设。 按 １０ 年一遇标准洪水设计防洪堤，在设

计洪水频率（P ＝１０％）下，通过修建防洪堤及河道疏
淤整治，提高河道防洪和行洪能力，确保河段居民生命
财产不受洪水威胁。 治理工程保护人口 ３ ５４９ 人，保
护面积 ０．６１２ ｋｍ２ 。

１　河段防洪现状及治理措施
寨蒿河治理河段两岸平缓，地形开阔，河道较浅，

伴有严重泥沙淤积，对河道行洪造成严重影响［１］ 。 部
分河道虽建有砌石堤、土堤，但堤防较矮，防洪标准偏
低。 河道挤占，泥沙淤积严重和堤防标准低，防洪抗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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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薄弱，使得治理河段不堪洪水重负，洪水时常淹没
两岸村庄及农田［２］ 。 治理河段现存洪水淹没、防洪堤

冲毁、冲积沙滩等问题，如图 １所示。

图 1　治理河段防洪现状
　　结合原河流走向和保护村寨及农田分布，在满足
防洪功能的前提下，兼顾村寨整体美观，山洪沟治理工
程采取利用原河道行洪、沿河道边线建堤设防的总体
布置方案［３］ 。 寨蒿河治理工程范围为下半溪河段与
宰牙河段，治理措施主要采用河段两岸修建防洪堤和
全段清淤疏浚，其中：下半溪河段新建防洪堤长
３５３ ｍ，清淤段全长 ２８６ ｍ，河道清淤量为 ４４３ ｍ３ ；宰牙
河段新建防洪堤 １ ９１７ ｍ，清淤段全长１ ５２４ ｍ，河道清
淤量为 ３６ ５７７ ｍ３ 。 按河道现状糙率，参照洪水比降，
根据曼宁公式计算得出个各防洪控制断面水位流量关

系［４］ ，计算得防洪控制断面水位流量关系及安全高
程。 治理河段典型断面现状行洪能力，如表 １所示。

表 1　典型断面现状行洪能力表

断面编号
安全高程

／ｍ
安全泄量

／（ｍ３ · ｓ －１）
防洪能力

Ｃ５ 殮５５４ 敂．０２ １６１ c约 １０年一遇

Ｃ７ ～Ｃ１８  ５５２ 揶．１９ ～５４３．１０ １１５ ～１６０ 照约 ３年、５年一遇

Ｂ４ 殮５５４ 敂．００ ５７  ．１ 约 ５年一遇

Ｂ２ 殮５５６ 敂．８２ ８５ M约 １０年一遇

Ａ１ ～Ａ４ ６４９ 揶．２０ ～６４６．６２ ３７ 枛．５ ～４０．３ 约 ５年一遇

Ａ８ 湝６４６ 敂．５５ ９６  ．３ 约 １０年一遇

　　从表 １ 可知，现状条件下，治理河段全程堤防除
Ｃ５、Ｂ２和 Ａ８ 断面满足 １０ 年一遇行洪安全外，其余均
不满足防洪要求。 结合现场踏勘和城市防洪规划［５］ ，
寨蒿河河道治理工程分为下半溪河段与宰牙河段。 治
理起点上游已建堤防，满足洪水标准；治理终点往下两
岸为山体，天然堤防高程满足洪水且无保护对象。 因
此，通过新建重力式防洪堤和全河段河道清淤，实现上
下游均衔接稳定性较好的岸坡，提高河道防洪能力到
１０年一遇防洪标准。

２　防洪堤设计计算

2．1　堤型设计
坑探揭露情况，治理河段河床覆盖层厚 ５ ～６ ｍ，

根据其结构特征可分为：整个河床及岸边台阶均为第
四系冲洪积层 （Ｑａｌ ＋ｐｌ ），两岸为第四系残坡积层
（Ｑｅｌ ＋ｄｌ）及人工堆积（Ｑｍｌ）。 治理河段基岩为 Ｐｔｂｎｂｑ３ａ

板岩，沿堤线零星出露，强风化厚 ６ ～７ ｍ。 根据现场
勘察及河床覆盖层详细分层，河床堤基宜开挖至河床
以下 １．５ ～２．０ ｍ，即开挖至河床中下部稍密实砂卵石
层。 局部地段岸坡基岩出露区，宜清除表层第四系残
坡积层即可作为堤基基础。 采用重力式防洪堤与生态
式防洪堤相结合，既可保护河道两岸居民与农田，也能
美化村寨居住环境。

１）堤型一：重力式浆砌石＋混凝土防洪堤。 下半
溪河段均采用重力式浆砌石防洪堤；宰牙河段除左岸
桩号中 ０ ＋４５３．１９ ～中 ０ ＋８０９．５８ 与右岸桩号中 ０ ＋
６８５．４１ ～中 ０ ＋８３３．６２ 段为生态式防洪堤外，其余河
段均为重力式防洪堤。 重力式防洪堤标准横断面，如
图 ２所示。
堤型采用重力式防洪堤，行洪断面采用矩形断面。

为防止冲刷，堤底采用 Ｃ１５混凝土埋深 ０．８ ｍ，其余采
用 Ｍ７．５ 浆砌石填筑，堤高 ２．８ ～４ ｍ，堤顶宽度为
０．８ ｍ，堤底宽 １．９ ～２．２６ ｍ，背水面坡度为 １∶０．３，迎
水面垂直。

２）堤型二：生态式浆砌石＋混凝土防洪堤。 宰牙
河段左岸桩号中 ０ ＋４５３．１９ ～中 ０ ＋８０９．５８ 与右岸桩
号中 ０ ＋６８５．４１ ～中 ０ ＋８３３．６２ 段，采用生态式防洪
堤。 生态式防洪堤标准横断面，如图 ３所示。
堤型采用生态式防洪堤，行洪断面采用梯形断面。

为防止冲刷，正常水位以下结构采用 Ｃ１５ 钢筋混凝土
栅格及 Ｍ７．５ 浆砌石填筑；堤高 ３．１ ｍ，堤底净宽
０．８ ｍ，堤顶净宽 １．２ 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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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重力式防洪堤标准横断面

图 3　生态式防洪堤标准横剖面图

2．2　堤顶超高计算
寨蒿河河道治理工程防洪标准按 １０ 年一遇洪水

标准设防，工程等别为Ⅴ等，防洪堤为 ５ 级建筑物，汛
期多年平均最大风速为 １４ ｍ／ｓ，平均水深 ２．７８ ｍ，平
均波浪高为 ０．０８ ｍ。 根据 枟堤防工程设计规范枠
（ＧＢ５０２８６ －２０１３）［６］ ，经计算波浪爬高为 ０．１３ ｍ，安
全加高 A为 ０．３ ｍ，堤顶超高 Y＝R＋e ＋A为 ０．４３ ｍ，
堤顶超高取 ０．５０ ｍ。
2．3　防洪堤基础冲刷深度计算

由于下半溪段河道河床较为平缓，各断面间深泓
点变化较为规则，故将治理河段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抗
冲刷深度计算［７］ 。 最大设计洪水流量为 ８３．６ ｍ３ ／ｓ，
河床设计宽度 ５ ～１０ ｍ，平均水深 ２．７８ ｍ，河床平均流

速 ３．０ ｍ／ｓ。 河床主要以砂砾石，漂石，粉质土构成，
其面上允许不冲流速 ０．８ ｍ／ｓ，则局部冲刷深度计算
值为 ０．６５ ｍ，即堤基最大冲刷深度为河床面最低处以
下 ０．３５ ｍ。 浆砌石护脚埋置深度到河床面以下
０．８ ｍ，满足规范对堤基埋置深度的要求。

2．4　防洪堤稳定性分析

选择最不利荷载组合和最不利断面进行防洪堤稳

定性分析。 计算工况工况 １：堤前水位 １．８４ ｍ，堤后填
土为被动土压力。 计算工况工况 ２：堤前无水，堤后填
土为主动土压力。 堤型断面尺寸为：堤身高 ３．３ ｍ，堤
顶宽 ０．８ ｍ，堤底宽 ２．０５ ｍ，堤趾宽 ０．５ ｍ、高 ０．８ ｍ，
迎水面竖直，背水面坡比 １∶０．３。 Ｍ７．５ 浆砌石容重
２２ ｋＮ／ｍ３ ；内摩擦角Φ ＝１８°～２０°。 根据枟提防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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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规范枠（ＧＢ５０２８６ －２０１３）计算得基底应力和抗滑
稳定分析成果，如表 ２ 和表 ３所示。

表 2　基底应力计算成果表 ｋＰａ　　

工况 σｍｉｎ σｍａｘ

工况 １ �６８ e．２ ８１ M．４

工况 ２ �６２ e．８ ９０ M．７

　　由表 ２可知，基底最大应力为 ９０．７ ｋＰａ，小于地基
允许承载力 ２００ ～４００ ｋＰａ，且最大应力与最小应力的
比值为 １．４４，满足规范限值［１．５ ～２．５］的技术指标。

表 3　防洪堤抗滑稳定计算成果表

分析内容 工况 １ B工况 ２ *
基底抗滑稳定 KC １ #．４６ ＞１．２ １ 趑．１７ ＞１．０５

防洪堤抗倾稳定 K０ ２ #．５５ ＞１．４ １  ．８５ ＞１．３

　　由表 ３可知，各工况防洪墙基底抗滑和抗倾稳定
安全系数均大于规范要求指标，防洪堤安全稳定性较
高且具有一定富裕。

３　结　语
寨蒿河下半溪与宰牙河段河道纵向坡较缓，河道

较浅，绝大部分河段虽建有堤防，但多为砌石堤、土堤，
堤防较矮，防洪标准低。 加上两岸居民生产和建房挤
占河道，行洪断面逐步缩小，防洪能力远低于标准要
求。 两岸堤防冲刷垮塌，碎石泥土淤积，河道两岸未能
形成封闭防洪体系。 每遇洪水，大量洪水涌入村寨及
农田形成严重洪涝灾害。 为与寨蒿河和朗洞镇城市封

闭防洪体系和美丽乡村建设相匹配，通过河段两岸修
建防洪堤和全段清淤疏浚相结合的综合治理方案，确
保上下游均衔接稳定性较好的岸坡，以形成相对封闭
的防洪系统，提高河道行洪能力和防洪标准。

１）治理河段包括下半溪河段和宰牙河段两部分，
治理河段总长度 １．８１ ｋｍ，新建河堤长度 ２ ２８５ ｍ，河
堤护脚加固 １７５ ｍ，河道全段清淤量 ３６ ５７７ ｍ３ 。

２）按 １０ 年一遇洪水标准设防，堤线和堤型根据
河段现有地形进行布置，优选矩形断面重力式与梯形
断面生态式防洪堤，在保护两岸居民与农田的同时，美
化乡村改善居住环境。

３）对防洪堤的堤顶安全超高和整体稳定性进行
分析，结果表明：在最不利荷载组合和最不利断面条件
下，防洪堤整体结构和安全系数均满足规范要求，安全
稳定性较高。
参考文献：
［１］杨长春， 谭剑波．湄江河湄潭县政府新区河段防洪堤设计

［Ｊ］．水利科技与经济，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０）： ４９ －５１
［２］方海霞．东河滩防洪堤设计与施工浅析［ Ｊ］．水利建设与
管理， ２０１７， ３７（４）： ２５ －２８

［３］黄丽， 王建峰．白沙河治理河段防洪堤除险加固优化设计

［Ｊ］．小水电， ２０１７（３）： ３４ －３６
［４］蔡方昕， 王建峰．婺源县城区防洪治理工程设计［Ｊ］．浙江
水利水电学院学报， ２０１６， ２８（４）： ４４ －４７， ５７

［５］李福春．党河敦煌段河道防洪治理工程设计［ Ｊ］．甘肃水
利水电技术， ２０１６， ５２（４）： ２９ －３２

［６］ＧＢ５０２８６ －２０１３， 堤防工程设计规范［Ｓ］
［７］陆莉莉．浅谈乐里河田林城区段防洪整治工程设计［ Ｊ］．
广西水利水电， ２０１２（３）： ２９ －３１， ３９

（上接第 ４０页）
取控制爆破，临近房屋等都是爆破所产生的结构安全
风险考虑范围，影响面大，施工过程必须采取避让措
施，赔偿金额不可控。 前期爆破施工已造成老乡水窖、
化粪池、民房开裂，前期炮损已赔偿 １９万多元，故此爆
破开挖方案不可控。

３）经综合比选，为防止爆破施工对公路沿线房屋
及结构物造成安全隐患、以及可能引发的巨额索赔和
现场阻工等群体事件、避免拆迁带来的巨大投入；又能
确保及时提供大坝骨料运输通道，保证电站准点发电，
及时带来发电效益。 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及客观环境，

机械液压破碎开挖方案是切实可行的方案。
根据综合比选后选择的非爆破施工方案，２０１５ 年

６月至 ２０１６年 ８月路基开挖过程中，道路在穿越民房
区域采取了机械破碎石方开挖，为保证施工效率，对于
石方开挖断面大的集中区域增加破碎设备投入，２０１６
年 ８月底，公路石方开挖全部完成，路基成型，保证了
大坝骨料运输车辆通行，保障了白鹤滩水电站大坝混
凝土浇筑。
参考文献：
［１］水利部．水利工程概预算补充定额［Ｍ］．郑州： 黄河水利
出版社， 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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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电枢纽船闸人字门振动原型测试及数值研究

何文娟，王朝晖，宋一乐，曾又林
（武汉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

摘要：以某工程为例，对船闸人字门振动问题进行了研究。 在对人字门振动响应和自振特性进行测试的基础上，分析确
定主要振源是闸室内水体的脉动压力，通过三维有限元计算提出了技术改造方案，经重调背拉杆预应力和门体合拢度，
人字门有感振动已消除，检修后运行良好。

关键词：船闸人字门；振动；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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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itu Test and Numerical Study on the Vibration of
the Shiplock Miter Gate in a Navigation-Power Junction

ＨＥ Ｗｅｎｊｕａｎ， ＷＡＮＧ Ｚｈａｏｈｕｉ， ＳＯＮＧ Ｙｉｌｅ， ＺＥＮＧ Ｙｏｕｌｉ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Ｃｉｖｉ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Ｗｕｈ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Ｗｕｈａｎ ４３００７２， Ｃｈｉｎａ）

Abstract： Ｔｈｅ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ｈｉｐｌｏｃｋ ｍｉｔｅｒ ｇａｔｅ ｉｎ ａ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ｐｏｗｅｒ ｊ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ｓ ｓｔｕｄｉｅｄ．Ｉｎ-ｓｉｔｕ ｔｅｓｔｓ ａｒｅ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ｔｏ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ｔｅｒ ｇａｔｅ ｉｓ ｃａｕｓｅｄ ｍａｉｎｌｙ ｂｙ ｔｈｅ ｐｕｌｓａｔｉｎｇ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ｓｈｉｐｌｏｃｋ ｃｈａｍｂｅｒ．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
ｓｉｏｎａｌ ｆｉｎｉｔ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ｒｅ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ｓｃｈｅｍｅ ｉｓ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ｔｒｅｓｓ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ｂａｃｋ
ｒｏｄ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ｌｏｓｉｎｇ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ｔｈｅ ｇａｔｅｓ ａｒｅ ｒｅ-ａｄｊｕｓｔｅｄ．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ｅｌｉｍｉｎａ-
ｔ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ａｔｅ ｏｐｅｒａｔｅｓ ｗｅｌｌ．
Key words： ｓｈｉｐｌｏｃｋ ｍｉｔｅｒ ｇａｔｅ；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

　　某航电枢纽千吨级船闸，是该枢纽所在流域改造
的关键工程之一，也是该枢纽的主体设施之一。 船闸
工程级别为Ⅲ级，共设有 ４ 扇钢质人字门。 这里仅介
绍振动较严重的下闸首人字门的有关资料。 下闸首人
字门单扇门叶尺寸为 １８．２０ ｍ ×１３．４２ ｍ ×１．７５ ｍ
（高×宽×厚），门重约１ ６８０ ｋＮ，总水压力１３ ０１８ ｋＮ。
船闸工程于 １９９８ 年底建成通航。 由于船闸地处湘江
黄金水道，人字门启闭频繁，船闸运行 ２ 年以后，常发
现人字门发生振动现象，并曾于 ２００１、２００３ 年检修时
对人字门重新进行了背拉杆预应力调试。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上下闸首人字门出现了较严重的振动现象，受委托
对该工程人字门进行了全面的振动测试和技术改造方

案研究。 人字门结构简图见图 １。 图 1　人字门结构及测点示意图（单位：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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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振动测试内容、方法
１）测试主要内容。 人字门门体振动加速度检测；

人字门背拉杆及门体自振频率检测；人字门背拉杆预
应力调试。

２）测试方法和测点布置。 人字门振动检测量用
电测法，闸室内水体的脉动压力激振，加速度采用
８９１ －４振动传感器拾取振动信号。 背拉杆预应力调
试采用旋转螺母法进行，并采用测量背拉杆应变的方
法，转换得到背拉杆的预应力，门形检测釆用經纬仪。

加速度及应力测点布置见图 １。

２　振动测试及技术改造方案

2．1　人字门动力响应测试结果
动力响应测量参数主要为人字门振动加速度。 根

据现场调研后确定的研究方案，需对下闸首人字门背
拉杆重新调试前、后，对闸室充泄水時进行加速度检
测；对左、右两扇人字门合拢度调整前后加速度的变化
情况进行检测。 图 ２、图 ３及表 １、表 ２为检测结果。

图 2　闸室充水时典型的加速度时程曲线

图 3　闸室泄水时典型的加速度时程曲线

６４



何文娟，等：航电枢纽船闸人字门振动原型测试及数值研究 ２０１８年 ５月

表 1　右人字门背拉杆预应力重调前后加速度值 ｇ　
工况 测点

主梁 ３
（水平）

主梁 ６
（水平）

主梁 ７
（水平）

主梁 ８
（水平）

主梁 ７
（垂直）

主梁 ８
（垂直）

背拉杆

重新调前

充水
均方根值 １ :．０６４ １ h．０４７ ０ 枛．９９８ ０ 哪．９０４ １ 蝌．０５３ ０  ．５２２

最大值 ５ :．７００ ５ h．９１３ ５ 枛．５３９ ４ 哪．８７８ ６ 蝌．１２４ ２  ．４８４

泄水
均方根值 ０ :．８５３ ０ h．８３１ ０ 枛．７８２ ０ 哪．６９３ ０ 蝌．７８２ ０  ．３４２

最大值 ４ :．２９１ ４ h．５７３ ４ 枛．７３１ ４ 哪．０８９ ４ 蝌．７９１ １  ．６４９

背拉杆

重新调后

充水
均方根值 ０ :．０１３ ０ h．０１７ ０ 枛．０１６ ０ 哪．０１３ ０ 蝌．０２２ ０  ．０１１

最大值 ０ :．１７８ ０ h．１４７ ０ 枛．１６２ ０ 哪．１１８ ０ 蝌．２１１ ０  ．１０７

泄水
均方根值 ０ :．６３３ ０ h．５９６ ０ 枛．５９１ ０ 哪．４７８ ０ 蝌．５６４ ０  ．４４７

最大值 ３ :．０８０ ３ h．０２９ ３ 枛．０１１ ２ 哪．６８０ ３ 蝌．３７８ １  ．２４６

表 2　下闸首人字门体合拢情况调整前后加速度值 ｇ　
工况 测点

主梁 ３
（水平）

主梁 ６
（水平）

主梁 ７
（水平）

主梁 ８
（水平）

主梁 ７
（垂直）

主梁 ８
（垂直）

合拢不良

（５０％）
泄水

均方根值 ２ :．２８０ ２ h．１９３ ２ 枛．１７１ ２ 哪．０１３ １ 蝌．０９１ １  ．６６０

最大值 １１ g．１１ １１ 晻．１１ １１ 妹．１１ １０ 耨．６３ ７ 蝌．０４０ ８  ．５２２

合拢良好

（１００％）
泄水

均方根值 ０ :．６３８ ０ h．３３３ ０ 枛．３３３ ０ 哪．３０４ ０ 蝌．１９１ ０  ．２６４

最大值 ３ :．２９３ ３ h．１２４ ３ 枛．１１１ ２ 哪．９１６ ２ 蝌．５８２ ２  ．３６９

　　１）背拉杆预应力重新调试前人字门振动时程曲
线。 图 ２和图 ３是闸室充水和泄水过程中，人字门某
一测点典型的加速度时程曲线，曲线表明了人字门振
动在时间上的特征，即船闸人字门在关门挡水工况充
水时，约到 ５０ ｓ 左右人字门发生较强振动，持续时间
约 ３０ ｓ（见图 ２）；在泄水时，约到 ３５０ ｓ左右人字门发
生较强振动，持续时间约 ３０ ｓ（见图 ３）。 即从闸室充
水和泄水的运行过程看，人字门振动具有明显的时段
性，充水时，人字门振动主要发生在充水初期；泄水时，
人字门振动主要发生在泄水末期。 这表明人字门振动
仅发生在闸室充水和泄水的局部过程。

２）背拉杆预应力重新调试前后振动加速度值。
由表 １ 可见，下闸首人字门闸室充水工况：水平加速度
均方根值一般为 １ ｇ 左右，垂直加速度均方根值为
０．５ ～１ ｇ，最大加速度值大多接近 ６ ｇ。 闸室泄水工
况：水平加速度均方根值一般为 ０．８ ｇ左右，垂直加速
度均方根值为 ０．３ ～０．８ ｇ，最大加速度值接近 ５ ｇ。
表 １还给出了下闸首人字门背拉杆重新调试预应

力后的加速度值，结果表明，人字门重新施加预应力
后，振动加速度明显降低：充水工况，均方根值为
０．０１ ～０．０２ ｇ，最大值为 ０．１ ～０．２ ｇ。 泄水工况，其均
方根值一般在 ０．６ ｇ以下，最大值在 ３ ｇ 以下，而且不
同构件上的测点，加速度值不同。 关于闸门振动加速
度的标准，目前还没有明确规定［１］ ，该船闸人字门背

拉杆预应力重新调试前，其检测的加速度值与国内类
似工程闸门的原型观测值和模型试验值的统计资料相

比是很大的，而重新调试后，加速度均方根值和国内类
似工程正常运行的加速度检测值处于同一水平，通过
目前船闸人字门运行情况表明，可以满足人字门正常
运行的要求。

３）人字门合拢情况调整前后振动加速度值。 对
下闸首人字门背拉杆预应力重新调试后，用液压启闭
机行程开关调整了两扇门斜接柱支垫接触情况并进行

了门体合拢情况对门体振动加速度影响的试验。 试验
结果表明，在排除背拉杆预应力松弛引发人字门振动
即在背拉杆重新施加预应力后，如果斜接柱支垫接触
良好，即两扇门处于正常门位时，人字门基本上己无有
感振动；而在斜接柱支垫部分接触、特别是半接触时，
人字门振动依然较大。 由表 ３ 可见，当人字门合拢不
良、如支垫仅接触 ５０％左右时，门体振动明显，此时加
速度均方根值为 ２ ｇ 左右、最大值接近 １１ ｇ。 支垫完
全接触时，即两扇门正确对中，人字门振动加速度明显
降低，均方根值降至 ０．６ ｇ 左右，而最大值也降至 ３ ｇ
左右。

2．2　人字门动力特性测试结果
表 ３为下闸首人字门在背拉杆预应力重调前后的

频率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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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３可见：上下闸首人字门的自振频率在关门
挡水工况下，自振频率高，而在门体靠闸墙自由悬挂工
况下自振频率低，因为此工况下门体约束减少，门体刚
度降低了。 另外，背拉杆预应力重新调试前自振频率
低，重新调试后因门体刚度提高自振频率也相应的提
高了。 另外，由表 ３ 可见，门体靠墙和门体挡水時第一
阶频率在 １．５ ～１３．５ Ｈｚ左右，这些频率均在水流脉动
压力主频率 １ ～２０ Ｈｚ［１］范围之内，因此该工程人字门
发生较大振动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
　表 3　下闸首人字门背拉杆预应力重调前后自振频率 Ｈｚ　

工况
自振频率

第一阶 第二阶 第三阶

下闸

首门

门体

挡水

重调前 １２ g．９８１ ２１ 8．９６８ ３４  ．９４８

重调后 １３ g．４８７ ２４ 8．９７６ ３５  ．９６５

门体

靠墙

重调前 １ P．４９８ ３ !．９９４ ６ 蝌．０１１

重调后 ２ P．８２１ ４ !．６８９ ７ 蝌．５２１

2．3　某工程（3）人字门技术改造方案
一般用人字门斜拉杆下角点在门体自重作用下的

变形值大小表示门体抗扭刚度。 变形大则抗扭刚度
小，变形小则抗扭刚度大。 本文研究所依托的某工程
（３）背拉杆预应力容易松弛，和该人字门本身抗扭刚
度小有关。 表 ４中列出了 ３个规模相类似的人字门在
自重作用下斜接柱下角点的变形值。 从表 ３ 中可见。
某工程（３）顺水流向的变形和下垂变形为类似工程
（１）、（２）人字门的 ２ ～３ 倍，也就是说某工程（３）的抗
扭刚度小很多。 建议将下闸首人字门改造为两层背拉
杆，这就降低了背拉杆的细长比，增大了门体的抗扭刚
度。 经三维有限元计算分析，技术改造后的下闸首人
字门，斜接柱下角点顺水流方向的变形由 ２３．３ ｍｍ减
少到 ７．０ ｍｍ，下垂变形也由 －３．９ ｍｍ 下降为 －１．８
ｍｍ，门体抗扭刚度提高了 ２ ～３倍。

表 4　3 个船闸人字门规模及扭转变形量（电算值）

工程名称
门体尺寸／ｍ
（高×宽×厚）

背拉杆

层数

自重作用的变形

／ｍｍ
△y △z

某工程（１） ２２ &．８６ ×１３．７１ ×１．７ 双层 １１ 痧．４ －２ |．２

某工程（２） １７ &．９５ ×１３．７５ ×１．５ 双层 ８ 谮．７ －２ |．２

某工程（３）
改造前

１８  ．２０ ×１３．４２ ×１．２５ 单层 ２３ 痧．３ －３ |．９

某工程（３）
改造后

１８  ．２０ ×１３．４２ ×１．２５ 双层 ７ 谮．０ －１ |．８

注：▽ y为顺水流方向变形；▽ z为门体下垂直变形。

３　人字门振动综合分析
根据对己建成的几个航电枢纽人字门现场调研和

原型观测结果，人字门在不同工况下运行，振动主要原
因不同。

3．1　人字门闸室充泄水工况
船闸频繁的输送船只要求人字门在较短的时间内

关闭、开启，因此闸室要不断反复的充水和泄水。 闸室
充、泄水过程中人字门在闸室内受变化的水流脉动压
力交替作用，虽然一般水流脉动压力均小于作用水头
的 １／１０［１］ ，航电枢纽水头并不高，但也可能引起人字
门振动。 根据某工程（３）人字门检测获得的加速度时
程曲线可知，闸室充、泄水人字门产生了较大的振动，
振动有明显的时间性，即发生在充水初期和泄水末期，
门体振动强烈时闸室内水位高于下游水位 １ ｍ左右。
分析认为此时门体或门体上某些主要构件的自振频率
和水流脉动压力的某一频率相接近，产生了共振。 这
也说明关门挡水時闸室充、泄水工况下人字门振动的
振源为闸室内水体的脉动压力。 该工况下振动的强弱
主要和以下构件有关。

１）背拉杆预应力松弛。 某工程（３）背拉杆预应力
松弛后其基频为 １．５ Ｈｚ左右，在水流脉动压力频率范
围 １ ～２０ Ｈｚ之内，所以在水流脉动作用下，背拉杆很
容易产生振动，背拉杆的振动反过来拍击人字门门体
有時发出较大的声响，并增强门体振动，一般振动持续
時间长，甚至危及人字门安全。

２）斜接柱支垫接触情况。 两扇人字门合拢后关
门挡水时，斜接柱支垫接触情况也是影响人字门振动
及振动强弱的原因之一。 斜接柱支垫完全接触时，人
字门约束良好，门体刚度大，门体不振动或振动较小。
斜接柱支垫部分接触，由于约束减少、门体刚度下降，
振动增大。 某工程（３）调整斜接柱支垫接触情况后，
人字门振动加速度明显降低，基本上己无有感振动。

３）侧上水底止水工作状态。 人字门运行一段時
间后，侧上水、底止水容易损坏，应预防止水漏水形成
射流冲击门体引起人字门振动。 航电枢纽人字门己有
多个实例，一般在检修時处理。

3．2　人字门开关门运行工况
该工况下人字门在水中在启闭力及运行雍水压力

作用下以门轴柱为中心旋转运行，该工况下人字门的
振动和门轴柱支枕垫接触情况有关。 一般门轴柱支枕
垫接触不良、摩擦大，特别是出现卡阻，会引发人字门
关门到位時和开门瞬時产生短時间的振动，门体旋转
到中部后振动现象会自行减小、消失。

（下转第 ５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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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河岩电厂机组功率异常波动的分析与处理

吴　凡
（湖北清江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湖北 宜昌　４４３０００）

摘要：根据水轮发电机组并网发电状态下的功率异常波动现象，系统分析了机组功率调节的全过程，包括梯调远方 ＡＧＣ
功率分配、调度专用数据网遥调指令、监控系统 ＬＣＵ脉冲闭环调节以及调速器 ＰＬＣ功率模式闭环调节等，准确判定调速
器功率变送器缺陷，及时申请停机并进行有针对性的快速处理，保障了设备安全稳定运行，并进一步提出了防止类似故
障和完善应对措施的软硬件改进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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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and Treatment of Abnormal Unit Power Fluctuations
in Geheyan Hydropower Pl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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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ｄａｔａ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ｏｒ ＰＬＣ ｐｏｗｅｒ ｍｏｄｅ ｃｌｏｓｅｄ-ｌｏｏｐ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Ｉｔ ｉｓ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ｉｓ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ｄｅ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ｏｒ ｐｏｗｅｒ 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ｅｒ．Ｔｈｅｎ， ａ ｕｎｉｔ ｓｈｕｔｄｏｗｎ ｉｓ ｐｒｏｍｐｔｌｙ ｃａｌｌｅｄ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ａｒｅ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ｑｕｉｃｋｌｙ ａｎｄ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ｌｙ ｔｏ ｅｎｓｕｒｅ ｔｈｅ ｓａｆｅ ａｎｄ ｓｔａｂｌ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ｈａｒｄｗａｒｅ ａｎｄ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ｒｅ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ｓｃｈｅｍｅｓ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ａｒ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ｔｏ ｐｒｅｖｅｎｔ ｔｈ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ｆａｕｌｔｓ．
Key words： ｐｏｗｅｒ 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 ｐｏｗｅｒ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ＧＣ； ｒｅｍｏｔｅ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ｅｒ

　　隔河岩电厂原调速器为 ＤＴＬ５２５ 型微机电液调节
系统，由加拿大 ＤＢＳ 公司生产，于 １９９３ 年投入运行。
根据设备运行状态，电厂于 ２０１０年底启动调速系统电
气控制部分改造，分别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完成 ４ 号机改
造，２０１１年 １２月完成 ３ 号机改造，２０１２ 年 ４ 月完成 ２
号机改造，２０１２年 １０月完成 １ 号机改造，改造时均保
留了原调速系统的机械液压部分。 改造后的调速器电
气控制部分采用奥地利 ＡＮＤＲＩＴＺ 公司的 ＴＣ １７０３ 系
统，分别配置 ３套接力器位置传感器、２ 套主配位移反
馈装置、４ 个齿盘测速探头，并增加了残压测频装置，
具备完善的冗余设计和较高的系统可靠性。

１　问题研究
２０１８ －０３ －１９ 日凌晨，隔河岩电厂 ３ 号机组并网

运行，调节方式为清江梯调远方 ＡＧＣ 集控，清江梯调
ＡＧＣ分配 ３号机组有功设值 １：０５：００ 由 １９９．９６５ ＭＷ
调整为 ２４６．７４９ ＭＷ，１：０６：５５ 由 ２４６．７４９ ＭＷ调整为
１９０ ＭＷ，１：０７：４５ 由 １９０ ＭＷ 调整为 １９５．４６４ ＭＷ，
６：０５：４ ０由 １９５．４６４ ＭＷ调整为 ２８２．８１ ＭＷ，６：０７：００
由 ２８２．８１ ＭＷ调整为 ２９９．９６４ ＭＷ，期间 ３ 号机组实
发有功功率出现异常波动，持续近 ５ ｈ，其中实发有功
大于功率设定值偏差最大时刻出现在 １：２５：１０，梯调
有功设定值 １９５．４６４ ＭＷ，实发有功 １９９．５０７ ＭＷ，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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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偏差 ４．０４３ ＭＷ，实发有功小于功率设定值偏差最
大时刻出现在 ５：２８：０５，梯调有功设定值 １９５．４６４ＭＷ，
实发有功 １５５．８９９ ＭＷ，负向偏差 ３９．５６５ ＭＷ，过程曲
线如图 １所示，图 ２ 为有功功率异常波动的起始阶段，

开始阶段为实发有功向上偏离功率设定值，但幅度较
小，然后为实发有功向下偏离功率设定值，出现接近
４０ ＭＷ的较大幅度。

图 1　3 号机组有功功率异常波动过程曲线

图 2　3 号机组有功功率异常波动起始阶段曲线
　　隔河岩电厂发电机组的有功功率调节主要涉及到
梯调侧功率设定值，电厂侧调速器功率设定值和机组
实发有功值。 梯调 ＡＧＣ 分配的机组功率设定值通过
清江专用调度数据网下发至隔河岩电厂计算机监控系

统，计算机监控系统 ＬＣＵ流程通过脉冲方式闭环控制
将该值下发至调速器电气控制系统，调速器电气控制
系统再根据调速器功率设定值通过功率方式闭环控制

调速器机械液压系统，调节导叶开度，完成有功功率调
节［１ －５］ ，逻辑关系如图 ３。
根据有功功率异常的故障记录，３ 号机组监控系

统有功功率设值与梯调 ＡＧＣ有功功率设值一致，说明
清江调度数据网遥调通道正常，另外 ３ 号机组调速器
有功功率设值与监控系统有功功率设值一致，说明监
控系统 ＬＣＵ脉冲闭环调节通道正常。 经查阅历史数
据记录，清葛线出线交流采样装置测得的 ３ 号机组和
４号机组共用出线在同一时刻的总有功功率，减去 ４
号机组监控系统功率变送器测得的 ４ 号机组同一时刻
有功功率实发值，正好与 ３ 号机组监控系统功率变送
器测得的 ３号机组有功功率实发值一致，基于上述实
发有功功率测值来源于不同的测量装置，且采集的是

图 3　隔河岩电厂机组有功功率调节逻辑框图
不同的电压电流互感器源，所以确定 ３ 号机组监控系
统功率变送器测得的 ３号机组有功功率实发值准确可
靠，至此基本锁定调速器功率闭环调节环节出现故障，
即调速器电气控制部分的有功功率测值出现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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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号机组监控系统功率变送器和调速器功率变送
器的测量源为电压互感器 ２ＰＴ、３ＰＴ 和电流互感器
５ＣＴ、６ＣＴ，清葛线出线交流采样装置的测量源为电压

互感器 ３１ＰＴ 和电流互感器 ３３ＣＴ，相关电压电流互感
器在 ３号机组一次主接线图的分布如图 ４。

图 4　功率变送器测量源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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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处理过程
隔河岩电厂机组调速器有功功率测量包括 ＳＩＮＥ-

ＡＸ Ｐ５３０ 功率变送器本体、功率变送器对电压电流互
感器采集回路以及调速器 ＴＣ １７０３ 控制器 ＡＩ ６３００ 模
拟量通道三个环节。
对 ３号机组调速器 ＡＩ ６３００ 模拟量通道进行加量

测试，结果表明模拟量通道采集 ４ ～２０ ｍＡ 直流电流
量正常，测试稳定可靠。 ３ 号机组调速器功率变送器
电压电流采集回路接线展开图如图 ５，由图 ５ 可知调
速系统与励磁系统的电压电流互感器测量源共用，因
励磁系统各测值均正常，故可排除电压互感器 ２ＰＴ和

电流互感器 ５ＣＴ本体故障的可能性，另外测量各采集
回路内外测电阻，均未发现异常，至此基本可以锁定 ３
号机组调速器 ＳＩＮＥＡＸ Ｐ５３０ 功率变送器本体出现
故障。
隔河岩电厂 ＴＣ １７０３型调速器控制调节框图如图

６所示，功率异常波动故障发生时，３ 号机组调速器工
作在自动调节器功率方式。 由图 ６ 可知，Ｐ５３０ 功率变
送器测值异常使得功率反馈失准，引起调速器电液转
换器、主配压阀以及接力器等执行机构进行相应调节，
导叶开度随之变化，最终导致 ３ 号机组实发有功功率
发生异常波动。

图 5　调速器功率变送器测量源展开图

图 6　隔河岩电厂调速器调节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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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三相电表校准装置 ＸＢＹ －３３２Ａ 对 ＳＩＮＥＡＸ
Ｐ５３０功率变送器进行校验，发现功率变送器误差超限
且输出不稳定，尤其是电流量 Ｃ 相采集通道阻值异
常，具体校验测值如表 １ 所示。 更换同型号调速器功
率变送器后，校验正常，申请开机并网试验，３ 号机组
有功功率实发值与梯调 ＡＧＣ有功功率设值一致，功率
异常波动现象消失，问题得以解决。

表 1　故障功率变送器校验值与标准值对比

电压输入量

／Ｖ
电流输入量

／Ａ
输出标准值

／ｍＡ
实际输出值

／ｍＡ
１００  ０  ４ e０ 痧
１００  ０ 圹．２ ７ 7．２ ４ 晻．８０３

１００  ０ 圹．４ １０ N．４ ５ 晻．６１３

１００  ０ 圹．６ １３ N．６ ６ 晻．４２２

１００  ０ 圹．８ １６ N．８ ７ 晻．２３２

１００  １  ２０ {８ 晻．０４５

３　结论和展望
本文由一起水轮发电机组并网发电状态下的有功

功率异常波动展开，由于异常发生时机组运行方式所
限，现场不具备一一测量及试验验证条件，为精确锁定
故障设备，及时排除运行设备缺陷，文中在离线状态下
系统分析了机组功率调节的全过程，逐个排除梯调
ＡＧＣ功率分配、调度专用数据网遥调、监控系统 ＬＣＵ
脉冲调节等环节、最终将异常原因锁定为调速器功率
调节环节，并进一步根据调速器电气原理，判定调速器
功率变送器本体出现故障，及时申请停机并进行有针

对性的快速处理，节约了时间，保障了设备安全稳定运
行。 为防止类似故障，完善应对措施，建议对现有软硬
件做如下技术改进。

１）若机组并网发电状态下出现调速器功率反馈
故障，可临时将调速器切至自动调节器开度控制方式，
避开调速器功率变送器的采集及反馈环节，保证调速
器正常发电运行，待停机后再行处理即可。

２）可在调速器电气控制柜内冗余配置一套同型
号功率变送器，通过修改调速器 ＰＬＣ 程序以同时采集
两套功率变送器的测值，通过实时比较判断功率变送
器是否工作正常，若测量偏差达到一定限值则判定功
率变送器故障，自动切调速器为开度控制方式，防止调
速器出现振动区运行、过负荷运行甚至逆功率运行的
情况。

３）完善监控系统 ＬＣＵ程序，增加机组有功功率实
发值、梯调 ＡＧＣ有功功率设值以及调速器有功功率设
值的比较判断逻辑，若三个典型值的差值超过一定限
值则及时报警，方便运行人员及时发现并采取应对
措施。
参考文献：
［１］谭华．金沙江流域溪洛渡 －向家坝电站梯级 ＡＧＣ 功能设
计与实施［Ｊ］．水电站机电技术， ２０１６， ３９（８）： １０ －１３， ３０

［２］么鲁宁， 朱秋平．集中监控遥控遥调常见故障分析［Ｊ］．电
子测试， ２０１７（２３）： １０８ －１０９

［３］王恒， 郭凌旭， 武瑞龙．基于电力调度数据网的广域消息
总线设计与实现［ Ｊ］．电力系统自动化， ２０１７， ４１（１５）：
１００ －１０６

［４］王燕， 孙名妤， 王元元．复杂大电网下电力调度数据网的
安全管理模式［Ｊ］．自动化应用， ２０１７（９）： ８８ －８９， １０４

［５］郑孟霞．功率变送器示值误差测量结果的不确定度评定
［Ｊ］．中国计量， ２００９（８）： ８７ －８８

（上接第 ４８页）

４　结论及建议
１）人字门振动的振源主要是闸室内水体的脉动

压力，但是否发生强烈振动与门体结构设计、背拉杆预
应力是否松弛、船闸人字门合拢度是否良好及止水漏
水、上下游水头差、气温等均有关系，这些问题要针对
不同的工程进行分析研究及时处理。

２）对某工程（３）重调背拉杆预应力和门体合拢度
后人字门有感振动已消除，检修后运行良好。 其技术

改造方案可提高门体抗扭刚度 ２ ～３ 倍，建议适时
进行。

３）船闸人字门安装完成后应严格按背拉杆优化

设计预应力值施加预应力，运行期间如发现人字门振

动要分析原因及时处理，以免因长期振动引起门体材

料特别是应力集中处及焊缝发生疲劳破坏。

参考文献：
［１］水电站机电设计手册编写组．水电站机电设计手册［Ｍ］．

北京： 水利电力出版社， １９８８

３５



２０１８ 年第 ５ 期
２０１８ Ｎｕｍｂｅｒ ５ 水 电 与 新 能 源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ＮＥＷ ＥＮＥＲＧＹ 第 ３２ 卷Ｖｏｌ．３２

ＤＯＩ： １０．１３６２２／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２ －１８００／ｔｖ．１６７１ －３３５４．２０１８．０５．０１３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 －０４ －０７
作者简介：谢　斐，男，工程师，从事水电站机组检修方面的工作。

水轮机水导油循环系统优化

谢　斐，郭　勇，姚文俊，李　权
（湖北清江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湖北 宜昌　４４３０００）

摘要：为了解决柳树坪电站 １Ｆ机组自投产以来一直存在运行中水导瓦温过高的问题，通过计算大轴与水导轴承摩擦的
发热量和水导瓦油循环带走的热量，发现导致瓦温过高的根本原因是水导瓦油循环带走的热量远远小于水导瓦运行产
生的热量；为此采取了提高进油速度，增加上油量提高换热效率，增加瓦面进油量的处理办法，彻底解决了水导瓦温过高
的难题，提高了设备安全稳定运行的可靠性。

关键词：水轮发电机组；水导油循环系统；瓦温；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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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ization of the Oil Circulation System for
Water Guide Bearing in Hydro-turbine Generator 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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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树坪水电站是清江水布垭电站的保安自备电
站，其水轮机由哈尔滨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制造。 水轮
机的型号为 ＨＬＡ７９１Ａ－ＬＪ －１４６，发电机型号为 ＳＦ －
１０／３１００，为混流式立轴悬吊型机组，单机额定功率
２０．６２ ＭＷ，最大工作水头 ２０３ ｍ，设计工作水头
１７０ ｍ，最小工作水头１４７ ｍ，机组额定转速６００ ｒ／ｍｉｎ。
其旋转方向为俯视顺时针。
自 ２００６年柳树坪机组投运以来，水导瓦就存在瓦

温过高情况。 在机组带额定负荷 ７２ ｈ 连续试运行中
水导瓦温为 ６１℃，油温为 ４９℃。 而机组设定的报警瓦
温为 ６５℃，停机瓦温为 ７０℃。 经过多次处理，始终未
能彻底解决。 而近年瓦温有升高趋势［１ －５］ 。

１　水导轴承结构分析
柳树坪机组水导轴承采用两瓣组合的筒式瓦，稀

油润滑，润滑油采用内循环水冷却的方式。 轴承油箱
采用上下油箱结构。 水导轴承采用螺旋升角强制润滑
方式，机组在运行时，下油箱随主轴一起旋转，转动油
盆内的透平油因离心力的作用在内壁形成高压区后通

过轴瓦底部径向布置的 ４个进油孔向瓦面对应的螺旋
槽注油。 冷油在大轴与螺旋槽相对运动所形成的螺旋
泵的作用下向上油槽方向运动，向上运动的过程中通
过螺旋槽边缘开设的进油边使得冷油进入瓦面建立油

膜实现冷却润滑作用。 润滑油完成本段瓦面润滑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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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入上挡油圈，经过导油板，流向冷却器。 降温后通过 溢流孔流至下油箱，不断循环（见图 １）。

图 1　水导轴承油循环图

２　数据分析与计算
清江柳树坪水电厂采用 ４６ 号汽轮机油作为水导

轴承的润滑油。 查阅图纸可知，水导轴承的轴领直径
D＝４１５ ｍｍ，机组水导轴承在轴上研瓦的间隙应控制
在 ０．２８ ～０．３２ ｍｍ之间（以下计算都以 δ ＝０．３０ ｍｍ
为基准），水导轴承高 L ＝３４４ ｍｍ，挡油圈高 H ＝
２５８ ｍｍ，转速 N＝６００ ｒ／ｍｉｎ，油冷却器冷却铜管直径
矱１９ ｍｍ分 ３排 １８根均匀布置在直径为 D１ ＝６６８ ｍｍ
两侧。

2．1　水导瓦摩擦功发热量计算
根据公式

W＝K ０．６１６ηuL
φ ，u＝πND６０ ，φ＝δ

D （１）［２］

式中：δ为轴瓦间隙；K 为间隙比沙麦尔德系数。 K 经
计算查表取 １．５；u为圆周速度；L 为轴承高度；δ为计
算间隙 ０．３０ ｍｍ；D 为水导轴直径；η为运动粘度系
数；Ｌ－ＴＳＡ４６ 汽轮机油为 ６０℃时摩擦运行粘度系数
为 ０．００２ １８６ ｋｇ· ｓ／ｍ２，将以上数据带入公式进行计

算可得发热量功率为

u＝３．１４１ ５９２ ６ ×６００ ×０．４１５６０ ＝１３．０３７

φ＝０．３ ×１０ －３

０．４１５ ＝０．７２２ ８９ ×１０ －３

W ＝１．５ ×０．６１６ ×０．００２ １８６ ×１３．０３７ ×０．３４４
０．７２２ ８９ ×１０ －３ ＝

１２．５３１ ｋＷ
摩擦功发热量为 １２．５３１ ｋＷ。

2．2　冷却器冷却铜管计算
根据经验统计公式：水轮机稀油筒式轴承管内流

速为 １．２ ～１．５ ｍ／ｓ，冷却铜管 矱１９ ｍｍ 每 ｋＷ 功取
１ ～２ ｍ。 当取 ２ ｍ进行计算可得 L２ ＝２W ＝２５．０６２ ｍ
（其中 W为摩擦发热功），当取 １ ｍ计算可得 L２ ＝W＝
１２．５３１ ｍ。 油冷却器冷却铜管取 L３ ＝１８πD１ ＝１８ ×
３．１４１ ５９ ×０．６６８ ＝３７．７７ ｍ。 油冷却器冷却容量也是
满足要求的。

2．3　上油量计算
１）设计进油孔直径为矱１２ ｍｍ，实际现场尺寸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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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径为矱１２ ｍｍ，原设计上油升角为５０°。 根据公式计
算上油量为

Q＝Q１ ＋Q２ ＋Q３

式中：Q１ 为由轴承两端压差引起的沿轴承间隙的流

量；Q２ 为由轴承两端压差引起的沿润滑油槽的流量；
Q３ 为由旋转的主轴表面和润滑油槽作用而造成的沿

油槽的流量。
而 Q３ 远远大于 Q１ 和 Q２，所以，可以忽略 Q１ 和

Q２ 。 那么，Q＝Q３ 。

Q＝ πDNacZｃｏｓβ
２（１ ＋a

c ）［１ ＋（４ a
c ＋１） Sa ］

×１０３ （２）

式中：D为水导轴承的轴领直径；N为机组额定转速；a
为螺旋槽槽口深度；c 为螺旋槽槽口宽度；β为设计上
油升角；S为设计瓦单边间隙。
根据图纸可以查得：a ＝４．５ ｍｍ，c ＝８ ｍｍ，Z ＝４，

S＝０．１５ ｍｍ，D＝４１５ ｍｍ。 根据以上数据可以计算出
Q４ ＝２０ Ｌ／ｍｉｎ。
根据换热公式：

Φ＝qmtC（ t２ －t１ ） （３）
式中：qmt为流量，ｋｇ／ｓ，K１ ＝８８２ ｋｇ／ｍ３ ，qmt ＝０．３３ ×
１０ －３ ×８８２ ＝０．２９１ ｋｇ／ｍ３ ；C 为比热容，ｋＪ／ｋｇ· ℃，４６
号 ４０℃透平油的比热容为 １．９２２ ｋＪ／ｋｇ· ℃；t２ 为进口
温度，℃，透平油进口温度 ４０℃；t１ 为出口温度，℃，假
设透平油出口温度 ５０℃。
那么可以计算出 ４ 根螺旋槽带出的热量为 Φ１ ＝

５．５９ ｋＷ，而瓦产生的热量为 W＝１２．５３１ ｋＷ。 说明螺
旋槽带走的热量远远不能满足瓦产生的热量。

2．4　水导轴承直径和高度比
按经验公式选取，一般为 １．２ ～１．５，柳树坪电厂

水导轴承直径和高度比为（３４４ ＋２５８）／４１５ ＝１．４５０ ６，
可见设计值取值较大。

2．5　进油量计算
根据经验公式可以计算进油口压强为

H＝０．５６an２ （R２ －r２ ） ×１０ －５ （４）
式中：H为油柱高度，ｃｍ；R 为轴承进油孔外端到轴中
心，ｃｍ；a为系数，根据旋转油盆进油口的线速度 v进 ＝
２３．９ ｍ／ｓ查表可得 a ＝０．２０；n 为机组额定转速；r 为
转动油箱中油的自由表面，被通过个进油孔的平面所
截成的面的半径，ｃｍ；根据正常油位等容积法计算得
出。 正常油位半径 r１ ＝４００ ｍｍ，高度 h１ ＝１５５ ｍｍ，其
中下油箱高度为 h２ ＝２９４ ｍｍ，轴瓦外边缘直径 R１ ＝

６１５ ｍｍ。 那么 πr１ ２ ×h１ －π（
R１

２ ）２ ×h１ ＝πr１ ２ ×h２ －

πr２ ×h２ ，可以计算出 r＝３５４ ｍｍ。
那么根据公式（４）可以计算出 H＝７６．９４ ｃｍ。

Q＝μA ２P／ρ （５）
式中：μ为流量系数，取值为 ０．６；P 为压强，根据公式
P＝ρgH＝８７１ ×９．８ ×０．７６９ ４ ＝６ ５６７．４ Ｐａ；A 为进油
口截面积。
根据公式（５）可以计算得出单根进油管的流量为
Q ＝２６３．８３ ×１０ －６ ｍ３ ／ｓ ＝０．２６３ ８３ Ｌ／ｓ ＝

１５．８４ Ｌ／ｍｉｎ
那么 ４根进油管的流量为 Q总 ＝６３．３６ Ｌ／ｍｉｎ。 而

轴承上油量为 Q１ ＝２０ Ｌ／ｍｉｎ。 满足上油量的要求。

３　检查处理及效果

3．1　检查方案
通过对柳树坪机组安装及最近几次检修情况瓦温

升高的情况，在结合常见水导瓦温升高原因的分析基
础上，对水导轴承进行整体的检查，具体的检查部件
如下。
３．１．１　轴线检查

在 ２０１６年 ５月中对柳树坪电站机组进行 Ｂ修，其
中进行了多次盘车，第一次盘车检查轴线状况，盘车分
析结果下导轴领、水导轴领处的最大摆度值超标，不符
合 ＧＢ／Ｔ８５６４ －２００３ 表 ３３ 的规范要求。 通过多次在
推力头与镜板加铜垫调整下导、水导摆度值，使之符合
ＧＢ／Ｔ８５６４ －２００３表 ３３ 的规范要求，即发电机轴相对
摆度小于 ０．０２ ｍｍ／ｍ，水轮机轴相对摆度小于
０．０３ ｍｍ／ｍ（但绝对摆度值不超过 ０．２０ ｍｍ）。 盘车
结果如表 １。

表 1　2016年盘车分析结论

部位
最大摆度值

／０ 珑．０１ ｍｍ
方位

／（°）
规程要求

／０ �．０１ ｍｍ
上导 ０ "．４３ １７０ 谮．２６ ２ 8．５４

下导 ６ "．７４ ３３０ 谮．３１ ９ 8．３４

水导 １８ 8．５４ ６７ 妹．５０ ２０ 拻
注：１号点对＋Ｙ。
经过 Ａ修轴线调整进一步优化水导的摆度以改

善水导的瓦温。
３．１．２　水导瓦圆度及间隙检查

将水导瓦拆除后测量其内径，水导瓦在靠近 Ｙ方
向分半，在 Ｘ方向存在瓦间隙过小，处理方式是在分
半处加了 ０．１５ ｍｍ 铜垫进行处理。 后期在推轴过程
中发现 Ｙ方向总间隙偏小，通过多次进行修刮控制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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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径为 Φ ４１５ ＋０．２８
＋０．３２ ｍｍ。 同时复测轴颈尺寸为 Φ４１５ －０．０２

＋０．０２ ｍｍ（见图 ２）。

图 2　水导轴承间隙检查图

3．2　改进措施
１）根据公式（２）计算的上油量为 Q４ ＝２０ Ｌ／ｍｉｎ，

热交换热量为 ５．５９ ｋＷ。 而轴瓦产生的热量为
１２．５３１ ｋＷ。 如果将螺旋槽宽加大为 １４ ｍｍ，根据公
式（２）计算上油量为 Q２ ＝４４．３７ Ｌ／ｍｉｎ，再根据公式
（３）可以计算出 Φ２ ＝１２．５３６ ｋＷ，轴瓦产生的热量一
部分被油带走，还有一部分进行了热传递至油、轴等部
件。 所以将螺旋槽宽度进行加大，同时将原瓦面的进
油边长度为 １２ ｍｍ，增加至 ２０ ｍｍ。 以增加瓦面形成
楔形油膜并增加瓦面的进油量。 具体如图 ３。

图 3　螺旋槽处理图
２）下油箱随主轴一起旋转，转动油盆内的透平油

因离心力的作用在内壁形成高压区后通过轴瓦底部径

向布置的 ４个进油孔向瓦面对应的螺旋槽注油。 依据
公式（５）理论计算进油量是满足要求的。 同理算出溢
油孔的回油量也是满足要求。 根据机组旋转方向，把
进油孔的直孔一侧沿切向开槽，从进油口外侧深度
５ ｍｍ，高度 １２ ｍｍ。 这样在油盆的旋转过程中，使透
平油能更顺畅的进入进油孔（见图 ４），以增加水导瓦
的进油量。

图 4　导油孔改造图

3．3　效果
开机空转 ２ ｈ后，瓦温稳定在 ５３℃，相比检修前的

６８℃降低了 １５℃。 机组满负荷时水导瓦温 ５１℃，水导
瓦温达到正常水平。

（下转第 ６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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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坝洲电厂受油器密封选择计算

张晋境，江　旭，傅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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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高坝洲电厂轴流转浆式机组受油器密封设计进行了探讨，按国家标准中 Ｏ型密封圈沟槽尺寸设计要求，采用
相关公式对高坝洲电厂受油器密封的尺寸大小进行了计算分析，证明了高坝洲电厂是由于密封尺寸选择不合适而产生
了受油器漏油问题。

关键词：轴流转浆式机组；高坝洲电厂；受油器；密封选择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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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轴流转浆式水轮发电机组一般有受油器，受油器
的主要作用是将调速器系统的压力油自固定油管引入

转动着的操作油管内，并将其传送至桨叶接力器，及
时、有效的调整桨叶开度，从而使水轮发电机组始终处
在协联工况下稳定运行［１］ 。 受油器漏油事件在多个
电厂发生，文献［２ －４］分别介绍各个电厂受油器漏油
现象及其原因，并对受油器密封进行改造，最终解决漏
油问题。 在高坝洲电厂，由于受油器密封尺寸选择没
有明确的方法，也没有相关的计算，曾经发生过受油器
漏油现象。 为了从理论上确定密封选择的方法，本文
针对高坝洲受油器密封结构，采用理论计算的方式来
确定受油器密封的选择。

１　高坝洲电厂受油器介绍
高坝洲电厂安装有 ３ 台立式水轮发电机组，为轴

流转浆式机组，水轮机型号为 ＺＺＤ２３１ －ＬＨ －５８０，额
定水头 ３２．５ ｍ。 发电机型号为 ＳＦ８４ －４８／９５００，额定
功率 ８４ ＭＷ，额定电压 １３ ８００ Ｖ，额定转速 １２５ ｒ／ｍｉｎ。

发电机采用具有一个上导轴承的半伞式结构，推力轴
承置于下机架上。
高坝洲电厂受油器采用断面无压的浮动环密封，

能方便的自动调整，使密封间隙均匀、安装方便、磨损
小、密封性能好。 高坝洲电厂受油器的结构分为固定
部分和旋转部分，固定部分包括受油器体、上下浮动瓦
和上下端盖（见图 １），旋转部分包括内操作油管和外
操作油管，在机组运行时进行上下往复运动和旋转运
动。 其中，上浮动瓦与内操作油管配合形成通路，下浮
动瓦与外操作油管配合形成通路。 浮动瓦一方面是对
操作油管的运行起密封作用，防止高压油大量外泄；另
一方面是对操作油管的开、关腔压力油进行隔离密封，
防止两腔高压油与低压油互窜。 浮动瓦的上下端面开
设矩形密封沟槽，受油器体与上下端盖也设有三角形
密封沟槽，从而在受油器体、浮动瓦、端盖三者之间形
成密封腔，使压力油不会外泄，仅仅有少量压力油从浮
动瓦和大轴之间的间隙外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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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高坝洲电厂受油器结构

２　受油器密封选择分析计算

2．1　浮动瓦密封选择计算

浮动瓦的密封槽是矩形密封槽，一般在运行中操
作油管存在一定摆度，为了使浮动瓦与操作油管紧密
配合，因此端盖与浮动瓦之间存在有间隙。 在不安装
密封圈的情况下，将浮动瓦放入受油器体，将测量铅块
放在浮动瓦上端面，并将端盖压紧，使用塞尺测量压紧
后的端盖间隙，保证间隙小于 ０．０５ ｍｍ，然后将端盖拆
除，使用外径千分尺测量铅块压缩后的厚度，厚度为
０．８ ｍｍ。 由于浮动瓦上下端面都有密封沟槽，因此间
隙值 h２ ＝０．４ ｍｍ。 使用游标卡尺和深度尺分别测量
浮动瓦实际沟槽宽度和深度值，画出浮动瓦上的密封
槽尺寸（如图 ２），沟槽宽度 b＝９．７ ｍｍ，沟槽高度 h１ ＝
５．７ ｍｍ。 因此：

h ＝h１ ＋h２ ＝６．１
式中：h为浮动瓦的沟槽深度值；h１ 为实际沟槽深度

值；h２ 为间隙。

图 2　矩形沟槽尺寸示意图

根据 ＧＢ／Ｔ ３４５２．３ －２００５枟液压气动用 Ｏ 形橡胶
密封圈沟槽尺寸枠的规定，轴向密封中 Ｏ 型密封圈的
压缩量为 １５％～２１％，压缩量计算公式为

w＝
d２ －h
d

式中：w为 Ｏ形圈压缩率；d２ 为 Ｏ形圈截面直径；h 为
浮动瓦的沟槽深度值。

因此，

d２ ＝
h

１ －w
经计算得出：７．１８≤h≤７．７２。
根据 ＧＢ／Ｔ ３４５２．３ －２００５枟液压气动用 Ｏ形橡胶

密封圈沟槽尺寸枠的规定，矩形沟槽尺寸的体积比 Ｏ
形圈的体积大 １５％：

V１≥１．１５V
即

bhd３≥１．１５πd３d２ ／４
式中：V１ 为矩形沟槽的体积；V为 Ｏ形圈体积；b 为沟
槽宽度；h为沟槽高度；d３ 为 Ｏ 形圈公称直径；d 为 Ｏ
形圈截面直径。
因此

d２≤ １．１bh
经计算得出：d２≤８．０２５。
综合上述两个约束条件，选择 Ｏ 形圈密封直径为

７．５ ｍｍ。
2．2　端盖密封选择计算

受油器体上端面的斜面与端盖的两个直角边形成

一个三角沟槽（如图 ３），从三个方向挤压 Ｏ形圈，Ｏ形
圈的压缩永久变形较大。 使用游标卡尺测量三角形密
封的斜边长度为 １２ ｍｍ，使用角度尺测量斜边与端面
的角度为 ４５°，因此直角边长度 G＝８．５ ｍｍ。

图 3　三角沟槽尺寸示意图

在 ＧＢ／Ｔ ３４５２．３ －２００５枟液压气动用 Ｏ 形橡胶密
封圈沟槽尺寸枠中，并没有涉及三角沟槽，但是根据一
般经验，可以按照三角沟槽直角边是 Ｏ形圈截面直径
的 １．３ ～１．４倍来选取 Ｏ形圈尺寸，即

G ＝（１．３ ～１．４）d２

式中：G 为三角沟槽直角边长度；d２ 为 Ｏ 形圈截面
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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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d２ ＝ G
１．３（１．４）

经计算得出：d２ ＝６．０７或者 d２ ＝６．５４。
为了让三角形密封有较大的压缩量，选择 Ｏ形密

封圈的直径为 ６．５ ｍｍ。
将截面直径为 ６．５ ｍｍ的 Ｏ形圈放入三角形沟槽

中进行计算（如图 ４），由图 ４ 中看出，在两个直角边都
相切时，Ｏ形圈高出斜边距离为 １．８４ ｍｍ，由压缩量计
算公式：

w＝
d２ －h
d

得：w＝１．８４／６．５ ＝０．２８３ ＝２８．３％。
满足 ＧＢ／Ｔ ３４５２．３ －２００５枟液压气动用 Ｏ 形橡胶

密封圈沟槽尺寸枠的规定，静密封一般压缩量为
１０％～３０％。

图 4　三角沟槽压缩量计算示意图

３　结论及建议
以 ＧＢ／Ｔ ３４５２．３ －２００５枟液压气动用 Ｏ 形橡胶密

封圈沟槽尺寸枠为主要依据，从理论上分析计算出高
坝洲电厂受油器密封尺寸，确定了受油器密封选择的
方法，准确计算出受油器浮动瓦密封尺寸和端盖密封
尺寸的大小。 按照计算选择高坝洲电厂受油器密封尺
寸，运行至目前未再次出现漏油现象，证明此密封选择
计算方法可行。
本次计算选取高坝洲电厂其中 １台机组的受油器

密封沟槽尺寸作为计算依据，可能其他 ２ 台机的尺寸
有细微差别，但是计算方法相同。 一般 Ｏ形圈密封尺
寸选型以压缩量为主要计算依据，无论是矩形沟槽还
是三角形沟槽。 建议一般在设计加工沟槽时，按照国
标要求加工标准沟槽，这样选择 Ｏ形圈时可以直接对
照国标尺寸，无需进行计算，但往往会遇到一些非标准
沟槽，这样就需要根据实际沟槽尺寸进行压缩率计算，
作为选择 Ｏ形圈的依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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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　语
通过对柳树坪电站 １Ｆ 机组水导瓦油循环系统结

构的分析与热交换计算。 通过将进油孔的直孔封堵沿
切向 ４５°开直径 １２ ｍｍ进油孔，进油口外侧沿逆时针
切向开深度 ５ ｍｍ高度 １２ ｍｍ的挖油槽，提高进油速
度，将原螺旋槽宽度由由原来的 ８ ｍｍ增加到 １４ ｍｍ，
以增加上油量提高换热效率，将瓦面进油边宽度由
１２ ｍｍ增加到 ２０ ｍｍ，对水导瓦瓦面进行刮瓦挑花处
理，以增加瓦面进油量，这一系列合理的水导瓦油循环
系统的改造措施，解决了柳树坪电站１Ｆ机组长期存在

的瓦温过高的问题，保证了机组的安全稳定的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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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何凯希．改进的稀油润滑筒式导轴承的结构计算方法［ Ｊ］．
大电机技术， １９９７（２）： ４７ －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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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生桥一级水电站面板局部破损处理措施建议

许　鑫，苏仁庚，勾仕禧
（广东粤电集团天生桥一级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水力发电厂，贵州 兴义　５６２４００）

摘要：天生桥一级水电站面板堆石坝已运行 １７年，大坝运行情况良好，安全可靠。 但也存在混凝土面板局部挤压破损
问题，虽经多次修复处理，但效果不佳。 针对大坝面板局部挤压破坏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通过基于多体接触的软接缝
模型试验所得的结果表明，对部分垂直缝进行切缝处理，将部分硬拼垂直缝改造为能适应一定变形的半硬性缝，可有效
缓解切缝范围面板的水平向高压应力及高压应变受力状态，同时能减小后续坝体变形引起的面板压应变增加值，降低面
板垂直缝再次发生挤压破损的几率，且不对下部面板应力应变、接缝等产生大的不利影响。

关键词：天生桥一级水电站；面板堆石坝；面板挤压破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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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生桥一级水电站大坝为钢筋混凝土面板堆石
坝。 大坝长 １ １０４ ｍ，坝顶宽 １２ ｍ，坝顶高程 ７９１．０ ｍ，
最大坝高 １７８ ｍ。 大坝填筑总方量约 １ ８００ 万 ｍ３ ，大
坝上游坝坡 １∶１．４，下游平均坝坡 １∶１．４。 大坝堆石坝
填筑体从上游到下游依次分ⅡＡ料垫层区、ⅢＡ 料过
渡区、ⅢＢ料主堆石区、ⅢＣ 料堆石区，ⅢＤ料堆石区，
上游辅助防渗的面板铺盖（粘土料ⅠＡ 和任意料ⅠＢ
区）下游截水墙（ⅡＢ 过度料和粘土料Ⅳ区），任意料
ⅠＢ区等八个填筑体。 大坝主要结构见图 １ 所示。 坝
体采用压坡式分区填筑的方式分 ８ 期完成，坝体填筑
分期图见图 ２ 所示。 混凝土面板共有 ６９ 块，每块宽

１６ ｍ，压性垂直缝采用平接硬缝，缝底部设有止水铜
片，混凝土标号为 Ｃ２５。 面板分三期浇筑，第一期由底
部至 ６８０．０ ｍ高程，第二期为 ６８０．０ ～７４６．０ ｍ 高程，
第三期为 ７４６．０ ～７８７．３ ｍ 高程。 在 ６８０．０ ｍ高程至
７４６．０ ｍ高程处分别设有水平施工缝，面板厚度由底
部 ０．９ ｍ渐变至顶部 ０．３ ｍ，趾板全长 １ ２６２．４３ ｍ，分
Ａ．Ｂ．Ｃ三种形式，趾板地基设有固结和帷幕灌浆，趾
板与面板之间设有三道止水的周边缝。
天生桥一级水电站面板堆石坝目前已运行近 １７

年，大坝运行整体情况良好，大坝渗漏量、变形、应力等
观测结果表明，大坝整体是安全可靠的。 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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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３ ～２００５、２００８、２００９、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发生了混凝土面
板的局部挤压破损，主要集中在面板中部偏左岸侧的
Ｌ３／Ｌ４及 Ｌ８／Ｌ９面板处。 发生面板挤压破损后，对面
板进行过多次修复处理，但由于多种原因导致处理效
果不佳。 本文对近年来大坝面板局部挤压破坏的原因
进行总结，对今后面板接缝处理部位的选择、挤压破损
处理措施的选择提出建议［１ －３］ 。

１　面板局部挤压破坏原因总结
天生桥一级大坝混凝土面板挤压破损的主要原因

如下。
１）面板下游堆石坝体在面板浇筑之后进一步沉

降变形，因河床部位和左岸偏河床部位坝体沉降增量
大于两岸，在堆石体变形调整过程中，沉降较小的两岸
坡堆石坝体向沉降较大的中部坝段位移，而面板在自
重及水压力作用下贴于坝体垫层料上，在垫层料随坝
体堆石向河床位移过程中，两岸坡面板也有向河床位
移的趋势，而面板混凝土的压缩模量远大于堆石，故变
形较坝体堆石小，两者变形不相协调，从而在面板底部
与垫层料接触界面上产生相应的摩擦力，该力使河床
部位面板混凝土内产生相应的压应力。 这是河床面板
水平向产生压应力的直接原因。

２）因河床坝体沉降及向下游位移较两岸坡大，面
板整体呈凸向下游的锅底状，由于面板在坝轴线方向
为分块结构，在库水压力等荷载的作用之下，面板随坝
体位移过程中会发生转动，河谷左侧面板的法向向右
转，河谷右侧面板的法向向左转，由于各面板转动方向
和大小的不同，会使得面板在纵缝处不再处于全断面
均匀接触的状态。 在河谷中央部位，发生转动后的面
板仅在纵缝的表面处发生接触；而在两岸坡部位，面板
转动后其纵缝的表面部位会处于张开的状态。 面板转
动后，受压区接缝处面板表面受力状态严重恶化，在纵
缝两侧表面产生挤压应力集中区，面板纵缝处的上述
接触转动挤压效应应是面板发生挤压破坏的主要

原因。
３）混凝土具有热胀冷缩的性质，夏季低水位高温

季节致使面板表面温度升高增加的温度应力是面板挤

压破坏的诱因。 观测资料显示，水上部位面板内部温
度年内日平均变幅值约 ２５℃，在夏季阳光照射下，混
凝土表面温度将比日平均温度高得多，据实测资料估
计年内面板极值温差将达到 ５０℃左右，该温度变化在
周边约束较强的河床段面板混凝土内引起的温度应力

也是极大的。 天生桥面板混凝土线膨胀系数约为
７ ×１０ －６℃，１５℃的温差引起的温度应力为 ４．５ ＭＰａ。

根据 ２００４年 ７ 月在河床部位面板表面增设的温
度计及垂直缝面上的压应力计测量结果，水位以下时
面板缝面应力与温度变化的相关性不大，水位以上面
板应力与温度变化关系紧密，面板温度在 ２９℃左右时
（相当于仪器埋设时温度），垂直缝面呈现微小的拉应
力，而面板温度在 ３５ ～５０℃时，缝面压应力增幅达到
４ ～６．５ ＭＰａ；２００６年实测面板最高温度为 ６２℃时，缝
面压应力增幅达 １２．６ ＭＰａ。

４）面板混凝土的应力状态与挤压破坏有一定关
系。 混凝土在不同应力状态下抗压性能有所不同：三
向受压时，一向的抗压强度随另二向压应力增加而增
加；双向受压一向受拉时，一向抗压强度随另一向压力
的增加而增加，随受拉向拉应力增加而降低；一拉一压
时，抗压强度随另一向拉应力增加而降低。 根据实测
及计算分析表明，天生桥一期面板以为三向受压状态，
其抗压性能较好，虽然实测顺坡向钢筋压应力、混凝土
压应变均较大，目前未发现挤压破坏情况；二期面板在
低水位时受力情况从低高程的三向受压状态向高高程

二向受力状态过渡，二期面板中上部抗压性能逐渐减
弱；三期面板低水位时由低高程双向受压向高高程一
向受拉一向受压的应力状态过渡，水平向为压应力，顺
坡向底高程为压应力，高高程为拉应力，抗压能力较
低。 河床中部二期面板顶部及三期面板水平向压应力
较大，而顺坡向压应力较小，甚至出现拉应力，低水位
时因表面水压力较小或无水压力，受力状态对抵抗水
平向压应力不利，故面板破损多发生在 ７３０ ｍ 高程
以上。

２　接缝处理部位选择
根据大坝 Ｌ４视准线纵向位移观测成果，左岸坝体

堆石向河床位移的最大值在 ０ ＋９７８ ｍ桩号，右岸坝体
堆石向河床位移的最大值在 ０ ＋５３４ ｍ桩号，说明面板
主要受压区域在 ０ ＋５００ ｍ～０ ＋９８０ ｍ桩号之间。
据 ７７８ ｍ高程面板内水平向混凝土应变计测值情

况，面板水平向以受压为主，从根据钢筋应力计测值
看，０ ＋５０１ ｍ～１ ＋０２９ ｍ桩号靠坝顶部位的面板均受
压，从水平向混凝土应变计测值和钢筋应力计测值量
值大小看，而 ０ ＋６００ ｍ～８００ ｍ桩号的二、三期面板压
应力较大，为主要的承压区。 而从 ２０１７年水平向混凝
土应变测值和钢筋应力测值分布与 ２００３年对比图看，
压应力和压应变峰值及量值较大的区域均有所减小。

２００３、２００４ 年发生面板垂直缝混凝土挤压破损
后，２００４年对垂直缝 Ｌ３／Ｌ４、Ｌ１／Ｌ２、Ｌ５／Ｌ６ 接缝 ７４６ ｍ
高程以上进行了半硬性缝改造处理，２００５ 年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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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１／Ｒ２（０ ＋６２２ ｍ）、Ｌ８／Ｌ９（０ ＋７６６ ｍ）垂直缝 ７３１ ｍ
高程以上垂直缝切缝改造处理后再次出现混凝土破损

情况如下。
１）２００８年再次发现大坝 Ｌ８／Ｌ９ 面板分缝混凝土

Ｌ８侧 ７４５．２ ～７３６．１０ ｍ高程破损（最大深度 ３０ ｃｍ，一
般破损深度在 ４ ～６ ｃｍ）；Ｌ３／Ｌ４ 面板分缝混凝土 Ｌ３
侧 ７２７．９ ～７４５．２７ ｍ高程破损（最大深度 ２１ ｃｍ，一般
为 １０ ｃｍ），Ｌ４侧面板在 ７３３．８８ ～７４５．２７ ｍ 高程破损
（最大深度为 ２９ ｃｍ）。

２）２００９ 年在 Ｌ２／Ｌ３ 面板垂直缝的 Ｌ３ 面板侧
７２１．８８ ～７２６．３８ ｍ 出现靠近垂直缝边缘混凝土裂缝
或小块混凝土起翘（最大深度为 ３．５ ｃｍ）；Ｌ３／Ｌ４ 面板
垂直缝在 Ｌ４ 面板侧 ７２０．７２ ～７２３．４２ ｍ（最大深度
１３ ｃｍ）、７４０．８ ～７４１．８ ｍ（最大深度 ３３ ｃｍ）、７８２．６０ ～
７８５．１０ ｍ （最大深度 １９ ｃｍ）出现破损；Ｌ３ 侧面板
７４７．０ ～７４９．２６ ｍ（深度 ２２ ｃｍ）、７５８．００ ～７６０．６０ ｍ
（最大深度 ４２ ｃｍ，可见止水铜片）出现破损。

３） ２０１１ 年 Ｌ３／Ｌ４ 面板垂直缝在 Ｌ４ 侧面板
７３５．３ ～７３８．９７ ｍ（深度 ０．２５ ｍ）、７４１ ～７４８．３５ ｍ（深
度为 ０．２５ ｍ）、７５３ ～７５４ ｍ（深度 ０．１５ ｍ）、７６４．５５ ～
７６５．５０ ｍ （深 ０．１２ ｍ）、 ７６５．５０ ～７７２．０５ ｍ （深
０．２０ ｍ）破损； Ｌ３ 侧面板 ７４８．３ ～７５３．３ ｍ （深度
１５ ｃｍ）破损。

４） ２０１２ 年在 Ｌ３／Ｌ４ 接缝 Ｌ３ 面板侧 ７１６．１６ ～
７０６．５６ ｍ高程、Ｌ４面板侧 ７０７．７６ ～７０６．７６ ｍ 高程局
部破损，破损部位有渗漏现象；Ｌ８／Ｌ９ 接缝处在 Ｌ８ 面
板侧 ７３１．２６ ～７２６．２６ ｍ高程局部破损，破损部位有渗
漏现象； Ｌ７／Ｌ８ 大坝面板伸缩缝在 Ｌ７ 面板侧
７２３．５４ ～７２４．０４ ｍ轻微破损。

２００５年后续发生的挤压破损主要采取清除破损
混凝土，水上浇筑 Ｃ２５ 混凝土、水下浇筑环氧混凝土，
然后铺贴 ＳＲ盖片的处理方式。 从后续破坏发展情况
看，破损部位高程有向下延伸的趋势，２０１２ 年面板破
损 Ｌ３／Ｌ４分缝面板最低至 ７０６．５６ ｍ高程，Ｌ８／Ｌ９面板
破损范围超过切缝末端 ７３１ ｍ向下延至 ７２６ ｍ。
结合面板实测应力应变分析成果以及后续发生的

垂直缝挤压破坏情况看，面板垂直缝处理范围以包括
０ ＋６００ ｍ ～０ ＋８００ ｍ 桩号、７００ ｍ 高程以上垂直缝
为宜。

３　后期挤压破损处理措施选择
清华大学岩土工程研究所基于非线性接触理论，

开发了基于多体接触的软接缝模型。 根据其模型试验
所得的结果，半硬性结构缝可明显减小因坝体堆石纵

向变形造成的面板水平向挤压应力。 对上软下硬的组
合压性垂直缝结构而言，由于上部软缝材料可吸收相
应的挤压位移，从而使面板的挤压应力显著降低，但
是，在超过了软缝材料可吸收的挤压变形极限后，面板
后续的挤压应力仍可增长；同时，采用上软下硬缝结构
形式对两岸张拉缝张开量影响也较小，而对面板周边
缝的变形基本没有影响。
从面板钢筋计和混凝土应变计监测数据看，河床

面板中上部在 ２００３年或 ２００４年面板挤压破损及后续
的切缝处理后，面板混凝土内高压应变能量有所释放，
实测水平向钢筋压应力和混凝土应变值减小，后期增
量较小，而几次面板垂直缝破损及垂直缝改造对低高
程面板位移、应力应变、接缝开度等影响不明显。
综上所述，对部分垂直缝进行切缝处理，并将部分

硬拼垂直缝改造为能适应一定变形的半硬性缝，可有
效缓解切缝范围面板的水平向高压应力及高压应变受

力状态，同时能减小后续坝体变形引起的面板压应变
增加值，降低面板垂直缝再次发生挤压破损的几率，且
切缝处理不至于对下部面板应力应变、接缝等产生大
的不利影响。 故下一步将部分硬拼垂直缝改造为能适
应一定变形的半硬性缝仍然是防止面板挤压破损的有

效处理措施。 同时，由于前期多次发生破损的 Ｌ３／Ｌ４、
Ｌ８／Ｌ９接缝有向低高程的下延趋势，该部位接缝则宜
恢复为硬拼缝。
天生桥一级水库死水位 ７３１ ｍ，而近几年的运行

最低水位在为 ７３５ ～７４０ ｍ 之间，如通过水库运行调
度，库水位可以降至死水位附近，则最低的 ７００ ｍ高程
需要水下处理，最大水深可能达 ４０ ｍ，有一定的施工
难度，为此水上和水下可采取不同的处理措施，水下部
分以防渗处理为原则，水上部分以垂直缝改造释放面
板压应力、改善接缝面受压条件、减小挤压破坏向低高
程发展可能，水上水下分界高程暂定 ７３１ ｍ。 具体接
缝处理方式见表 １。
新增处理措施①。 主要针对多次破损的 Ｌ３／Ｌ４、

Ｌ８／Ｌ９两条接缝水上（７３１ ｍ 以上）垂直缝进行，由于
接缝附近混凝土多次破损，存在局部渗漏现象，说明止
水周边混凝土已存在损坏，且破损有向低高程发展的
趋势，故此部位接缝建议按硬拼垂直缝恢复。 具体为：
垂直缝两侧 １ ｍ范围面板混凝土全部凿除（凿除后若
发现垫层料有脱空现象，则用同级配石料填充），恢复
止水、增设抗挤压钢筋，重新浇筑 Ｃ２５ 混凝土，原接缝
部位按无宽结构缝处理，垂直缝顶设置 ＳＲ 填料，然后
对面板表面进行清理、清洁、干燥处理后，再在表面涂
刷带有胎基布的厚度不小于 ４ ｍｍ 的聚脲防渗涂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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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处理措施示意图见图 １。
表 1　0 ＋600 m～0 ＋800 m垂直缝破损及处理措施表

编号 桩号 破损情况 已有处理措施 新增措施

Ｒ２／Ｒ１  ０ ＋６２２ 摀７３１ ｍ 高程以上进行了半硬性缝改造处理，缝顶
铺贴 ＳＲ盖片

Ｒ１／Ｌ１  ０ ＋６３８ 摀②

Ｌ１／Ｌ２  ０ ＋６５４ 摀７４６ ｍ 高程以上进行了半硬性缝改造处理，缝顶
铺贴 ＳＲ盖片

Ｌ２／Ｌ３  ０ ＋６７０ 摀２００９年 Ｌ３ 面板侧 ７２１ �．８８ ～７２６．３８ ｍ 轻微
破损

③

Ｌ３／Ｌ４  ０ ＋６８６ 摀２００３、２００４、２００８、２００９、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年多次破
损，最底高程 ７０６ ｍ，存在渗水现象

７４６ ｍ 高程以上进行了半硬性缝改造处理；清除
破损混凝土，水上浇筑 Ｃ２５ 混凝土，水下浇筑环
氧混凝土；缝顶铺贴 ＳＲ盖片

①③

Ｌ４／Ｌ５  ０ ＋７０２ 摀②

Ｌ５／Ｌ６  ０ ＋７１８ 摀７４６ ｍ 高程以上进行了半硬性缝改造处理，缝顶
铺贴 ＳＲ盖片

Ｌ７／Ｌ８  ０ ＋７５０ 摀２０１２年 Ｌ７面板侧 ７２３ k．５４ ～７２４．０４ ｍ 轻微
破损

②③

Ｌ８／Ｌ９  ０ ＋７６６ 摀２００４、２００８、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年多次破损，最底高
程 ７２６ ｍ，存在局部渗水现象

７３１ ｍ 高程以上进行了半硬性缝改造处理；清除
破损混凝土，水上浇筑 Ｃ２５ 混凝土，水下浇筑环
氧混凝土；缝顶铺贴 ＳＲ盖片

①③

Ｌ９／Ｌ１０ %０ ＋７８２ 摀②

图 1　新增处理措施①示意图

　　新增处理措施②。 针对压应力较大的区域且前期
未进行过处理的 Ｒ１／Ｌ１、Ｌ４／Ｌ５、Ｌ７／Ｌ８、Ｌ９／Ｌ１０共 ４条
垂直缝水上（７３１ ｍ 以上）按半硬性缝改造处理，以释
放该区域混凝土承受的高压应力，缓解因面板转动造
成的接缝浅表层应力集中问题。 具体为：选择缝表面

性态较差（存在轻微破损或沿缝向裂缝）的面板，沿接
缝切缝宽 ５ ～８ ｃｍ的“Ｕ”型槽，为避免损伤下部止水，
切缝深度按面板设计厚度减 １０ ｃｍ 进行控制，切缝槽
内清理干净后嵌填 １２ ｍｍ橡胶板，用 Ｍ３０的预缩砂浆
灌满切缝，并在垂直缝顶设置 ＳＲ 填料，然后对面板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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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进行清理、清洁、干燥处理后，再在表面涂刷带有胎 基布的厚度不小于 ４ ｍｍ的聚脲防渗涂层。 详见图 ２。

图 2　新增处理措施②示意图

　　新增处理措施③。 针对存在挤压破损的垂直缝水
下（７３１ ｍ以下）进行处理。 具体为：水下清除破损混
凝土后浇筑聚合物水下混凝土，表面铺设土工膜，土工
膜在破损混凝土边缘向两侧各外延 １ ｍ，并采用不锈
钢膨胀螺栓和压条固定，见图 ３。

图 3　新增处理措施③示意图

４　破损修补材料
修补所用材料要求如下。
１）砂浆和混凝土等修补材料强度指标不低于原

底层 Ｃ２５ 混凝土，修补前宜涂刷界面剂，保证与底层
混凝土粘结强度大于 ２．５ ＭＰａ。

２）聚脲材料可选用单组分涂刷聚脲，聚脲涂刷范
围为破损边缘向外侧 ５０ ｃｍ。 涂刷聚脲材料前，预先
涂刷界面剂材料。 聚脲、胎基布及界面剂材料性能指
标需满足相关技术规程要求（可参照枟水电水利工程
聚脲涂层施工技术规程枠（报批稿）执行）。 聚脲涂层
要求拉伸强度大于 １５ ＭＰａ，断裂伸长率大于 ２００％，与
混凝土（砂浆）的粘结强度大于 ２．５ ＭＰａ。

３）土工膜。 厚度不小于 ２．０ ｍｍ，拉伸强度≥
１４ ＭＰａ，断裂伸长率（纵／横）≥４００％。

４）嵌缝橡胶板的厚度为 １２ ｍｍ，要求橡胶板材料
的邵尔硬度大于 ６５°，拉伸强度不低于 １０ ＭＰａ，压缩永
久变形率小于 ２５％。

５　结　语
天生桥一级面板堆石坝的坝体堆石及面板的变形

和应力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发展和调整，根据坝体变形、
面板应力变形、接缝位移、坝基渗压及大坝渗流量等的
安全监测资料分析看，坝体总体发展趋势均有所减慢，
内部变形已趋于稳定，坝顶变形虽未收敛，但增速逐渐
趋缓；周边缝及垂直缝位移除个别点外，测值平稳无异
常，虽然大坝面板接缝多次出现过局部破损，但坝基内
渗压测值无异常反应，表明大坝帷幕、周边缝附近面板
及接缝止水等防渗系统良好。 面板挤压破损处理可依
据坝体变形未来的发展趋势择机进行，建议借鉴其他
工程经验，按坝顶变形最大测点的年变形量小于
１０ ｍｍ且面板的破损宽度和长度的最大值不再显著增
加作为面板破损处理时机选择的依据。
参考文献：
［１］邢林生， 朱锦杰， 赵晓宇．天生桥一级大坝面板挤压破损
分析［Ｊ］．水力发电学报， ２００８， ２７（５）： ５９ －６３

［２］周墨臻， 张丙印， 张宗亮， 等．超高面板堆石坝面板挤压
破坏机理及数值模拟方法研究［Ｊ］．岩土工程学报， ２０１５，
３７（８）： １４２６ －１４３２

［３］郝巨涛， 杜振坤．高混凝土面板堆石坝面板接缝挤压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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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布垭电厂主变压器低压侧套管
升高座法兰螺栓温度过热分析及处理

胡　昊，吴淞潾，魏兴波
（湖北清江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湖北 宜昌　４４３０００）

摘要：通过对水布垭电厂主变压器低压侧套管升高座法兰连接螺栓温度过热问题进行分析，提出在机组满发不停电状
况下的临时处理方法及后续处理措施。 先将法兰连接螺栓松动一部分，用大电流接地线将母线外壳与地短接。 在原用
的 Ｍ１２螺栓上穿套内径 １４ ｍｍ的黄腊管，采用制作的环氧绝缘垫片替换原有的金属垫片，将其中 １ 颗螺栓连接上接地
线，将升高座法兰与封闭母线外壳短接接地，从而消除悬浮电位，螺栓再未出现过热现象。 待机组检修期间，将之前的临
时措施拆除并恢复原设计方式，实践证明效果良好。

关键词：母线；升高座法兰；温度过热；接地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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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and Treatment of the Overheating of Flange Bolts
in the Bushing Elevating Seat at Low Voltage Side of

the Main Transformer in Shuibuya Hydropower Station
ＨＵ Ｈａｏ， ＷＵ Ｓｏｎｇｌｉｎ， ＷＥＩ Ｘｉｎｇｂ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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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Ｔｈｅ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 ｏｖｅｒｈｅａｔｉｎｇ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ｆｌａｎｇｅ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ｎｇ ｂｏｌ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ｂｕｓｈｉｎｇ ｅｌｅｖａｔｉｎｇ ｓｅａｔ ａｔ ｔｈｅ ｌｏｗ ｖｏｌｔａｇｅ
ｓｉｄ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 ｉｎ Ｓｈｕｉｂｕｙａ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ｆｏｒ ｕｎｉｔ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ｆｕｌｌ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ｕｂｓｅｑｕ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ａｒ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Ｆｉｒｓｔｌｙ， ｐａｒｔｌｙ ｌｏｏｓ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ｌａｎｇｅ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ｎｇ ｂｏｌｔｓ ａｎｄ ｇｒｏｕ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ｕｓｂａｒ ｃａｓｅ ｗｉｔｈ ｌａｒｇ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ｇｒｏｕｎｄｉｎｇ ｗｉｒｅｓ．Ｔｈｅｎ， ｗｅａｒｉｎｇ ＰＶＣ ｓｉｌｉｃｏｎｅ ｆｉｂｅｒ-
ｇｌａｓｓ ｓｌｅｅｖｉｎｇｓ ｗｉｔｈ １４ ｍｍ ｉｎｎｅｒ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ｏｎ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Ｍ１２ ｂｏｌｔｓ．Ｒｅｐｌａ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ｍｅｔａｌ ｓｐａｃｅｒ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ｒｏ-
ｄｕｃｅｄ ｅｐｏｘｙ ｉｎｓ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ｐａｃｅｒｓ．Ｇｒｏｕ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ｕｓｈｉｎｇ ｅｌｅｖａｔｉｎｇ ｓｅａｔ ｆｌ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ｌｏｓｅｄ ｂｕｓｂａｒ ｃａｓｅ ｂｙ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ｎｇ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ｂｏｌｔｓ ｔｏ ｔｈｅ ｇｒｏｕｎｄｉｎｇ ｗｉｒｅｓ．Ｔｈｕｓ， ｔｈｅ ｓｕｓｐｅｎｓｉｏｎ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ｓ ａｒｅ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ｈｅａｔｉｎｇ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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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布垭水力发电厂有 ４ 台三相组合式变压器，容
量为 １７０ ＭＷ，电压：５５０ ±２ ×２．５％ｋＶ／２０ ｋＶ，于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投入运行，均采用单元接线，其中 ０２Ｂ 及 ０３Ｂ
主变配有发电机出口开关，０１Ｂ 及 ０４Ｂ 主变与发电机
出口直连。
变压器低压侧封闭母线外壳为铝制材料。 外壳上

端有两处金属桥接片与低压侧可拆断口处母线筒相

连。 母线筒设计方式为：悬挂式双半圆环套筒结构，上

下端均有绝缘密封垫分别与封闭母线外壳、升高座法
兰相连。 升高座法兰由一圈 １６ 颗 Ｍ１２ 螺栓固定在变
压器升高座，与变压器本体外壳相导通。

１　故障情况
２０１７年夏季，水布垭电厂 ４ 台机组长期满负荷运

行。 在 ７月巡检期间通过红外测温装置，发现 ０３Ｂ主
变低压侧套管升高座法兰部分螺栓温度过热，在红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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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像仪图像上表现为与主变其余部分有较大色差（见
图 １）。 其中最高的 １ 颗螺栓温度高达 ４８８．１℃，其他
发热的平均温度为 １２０℃。

图 1　连接螺栓过热的红外成像
经过一段时间对低压侧升高座法兰连接螺栓持续

测温并与长期巡检记录对比，记录如表 １。
表 1　连接螺栓过热情况 ℃　

试验部位 最高温度 正常温度

０３Ｂ－Ｂ－ｂ ９７ 7．２ ５０ ┅
０４Ｂ－Ｃ－ｚ ７３ 7．３ ４３ |．１

０２Ｂ－Ｂ－ｂ １９４ M．９ ５９ |．２

０２Ｂ－Ｂ－ｙ １０５ M．８ ５５ |．５

０３Ｂ－Ｃ－ｃ ４８８ M．１ ６３ |．６

０３Ｂ－Ｃ－ｚ １２５ M．４ ５６ |．７

２　原因分析
为查找螺栓过热原因，针对０３主变 Ｂ相低压侧小

ｃ套管进行如图 ２试验。

图 2　03B C－c套管

１）将过热螺栓上端（图 ２Ａ１点）用临时地线接地。
测得接地线通过电流最高达 ３６ Ａ，稳定后约 １４ Ａ。 螺
栓温度未见明显下降。

２）将过热螺栓下端（图 ２Ａ２点）用临时地线接地。
测得接地线通过电流为 ０．９ Ａ。 螺栓温度未见明显
下降。

３）将过热螺栓上下（图 ２Ａ１、Ａ２ 两点）短接并用
临时地线接地。 测得短接线通过电流为 １３．８２ Ａ。 螺
栓温度有所下降。

４）在第 ３）步试验的基础上，去除过热螺栓上下端
的短接线及临时接地线。 螺栓温度未见上升。

５）将封闭母线可拆断口悬挂式双半圆环套筒连
接螺栓（图 ２ Ｂ 点）用临时地线接地。 测得接地电流
最大值为 ９７ Ａ。 螺栓温度有所下降。
考虑变压器升高座连接螺栓均为不锈钢材质，排

除漏磁通导致螺栓过热的可能，初步判定是由于接地
电流流经螺栓产生的焦耳热导致螺栓过热。

２０１７ －０７ －２６ 日在 ４ 台变压器中选择了过热严
重和未出现过热现象的升高座法兰进行试验，分别测
量其母线筒与升高座法兰之间的电位差（见表 ２）。

表 2　母线筒与升高座法兰的试验数据

试验部位 过热情况 电位差／ｍＶ
０１Ｂ－Ｂ－ｂ 温度正常 １ ０５０ r
０１Ｂ－Ｂ－ｙ 温度正常 １ １００ r
０１Ｂ－Ｃ－ｃ 温度正常 １ １００ r
０１Ｂ－Ｃ－ｚ 温度正常 １ １００ r
０２Ｂ－Ｂ－ｂ 过热 ２００ L
０２Ｂ－Ｂ－ｙ 过热 ３５０ L
０３Ｂ－Ｃ－ｃ 过热 ２４０ L
０３Ｂ－Ｃ－ｚ 过热 ３３０ L

　　对比发现有过热现象的螺栓其升高座电位差均在
位于 ２００ ～４００ ｍＶ区间，而没有过热的升高座电位差
大于 １ ０００ ｍＶ。 随后对变压器母线筒与升高座法兰
连接情况进行检查（见表 ３）。
经发现 ４台变压器原用的橡胶密封垫已经碎裂、

老化，部分处有断裂的情况，０２Ｂ与 ０３Ｂ部分密封垫已
更换成 Ｏ型密封圈。 密封垫破损及 Ｏ 型圈接触面积
小使得断口处母线筒与升高座法兰间直接接触，造成
了升高座法兰在与母线筒短接形成电流通路，接地电
流流经升高座法兰至变压器外壳，在螺栓处产生焦耳
热使螺栓温度升高［１］ 。

（下转第 ７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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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坝州水电站机组在开机、停机状态下多次出现冷却水流量越限报警，且报警频繁，经过对流量计的工作性能与
工作状况等进行深入分析研判发现，流量计测量管对外来振动非常敏感，且安装区振动源的振动频率会影响流量计测量
管的振动频率，引起流量计的异常振动和零点漂移，造成计量误差。 高坝洲电站的水导冷却水流量计安装在水轮机顶盖
上方，机组开机时会产生很大的振动，尤其是开、停机过程中，振动更大。 此外，管道内壁及探头附着物、尾水波动也是造
成高坝洲电厂流量计出现问题的原因。 经过采取相应措施，冷却水流量越限频繁报警情况明显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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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坝洲电站是清江梯级电站的最下一级，是隔河
岩电站的反调节电站。 电站安装 ３ 台 ９０ ＭＷ的机组，
总装机容量为 ２７０ ＭＷ， 设计年发电量 ８．９８
亿 ｋＷ· ｈ。

３台机组技术供水设备配置均相同，供水水源主
要采用坝前取水和蜗壳取水。 为除去水中杂质，技术
干管上设有 ２台转动式滤水器。 在滤水器出口并联管
后设有 ４个自动切换阀门，机组用水方式采用正（反）
向两路供水，机组技术供水系统主要是提供发电机空
气冷却器、上导轴承、推力轴承、水导轴承冷却器冷却

水和作为主轴密封用水备用水源。

１　３台机组技术供水冷却水流量越限报
警存在的问题

　　近期机组多次出现水导冷却水模拟量抖动、开关
量中断等问题（开、停机状态下都出现过类似问题），
在开机过程中出现冷却水流量越限报警并且未复归、
冷却水开关量中断，会导致开机不成功。 在开机并网
后出现冷却水流量越限报警并且未复归、冷却水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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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中断，超过规定时间后会自动停机。
查阅记录及监控系统发现，３ 台机组均出现过因

技术供水问题而开机不成功的情况，３ 台机组在开停
机状态下均出现过技术供水各冷却水开关量中断、模
拟量频繁越限报警。 目前，处理该类问题、故障的方法
就是更换流量计或者调整流量计，但是该问题多次发
生，在夜间也多次报警，流量越限频繁报警时也会刷
屏，给运行人员监屏带来一定困扰（见表 １）。
表 1　三台机组水导冷却水流量变送器等相关故障统计

序号 名称 次数

１ �上导轴承冷却水 ４４ 5
２ �空冷冷却水 ８  
３ �推力轴承冷却水 ３９ 5
４ �水导轴承冷却水 ６１ 5

注：３台机组各部冷却水流量变送器故障及问题（统计时间为 ３
个月）。

２　高坝洲电站使用的流量计的相关
情况

　　高坝洲电站使用的是德国图尔克 ＴＵＲＣＫ 流量
计。 ＴＵＲＣＫ流量计是基于热导式原理设计的，其内部
采用了 ２ 个热敏电阻（与 ＲＴＤ 相似，但不是标准的
ＲＴＤ）组成 １个慧斯通电桥，其中 １个电阻受被测流体
介质温度影响，另 １ 个连接到加热元件上。
当设备上电后，加热元件将电能转化为热能。 如

果管道内没有介质流动，２ 个热敏电阻反应的阻值偏
差是一个定值。 当管道内有介质流动时，加热线圈产
生的热量被带走一部分（取决于介质流速、温度），从
而使加热装置的温度相对降低，同时使 ２ 个热敏电阻
的偏差值改变，最终结果使得电桥输出的电压值改变。
通过测量、比较电桥输出的电压值，就可以掌握管道内
介质流动的状态。
热导式流量计工作原理。 热导式流量计是利用探

测头温度变化的原理设计。 在探头内置发热传感器及
感热传感器，并与介质接触。 测量时，发热传感器发出
恒定的热量，当管道内没有介质流动，感热传感器接收
到的热量是一个恒定值，当有介质流动时，感热传感器
所接收到的热量将随介质的流速变化而变化，感热传
感器将这温差信号转化成电信号，再经过电路转换为
对应的接点信号或模拟量信号。
热导式流量计应用范围。 可对管道中的液体流动

情况进行实时监控，提供数字信号或模拟信号输出，并
采用 ＬＥＤ实时显示流体流速状态，实现下列监控功

能：介质流动，降低、提高流速；介质存在、不存在；介质
流动、静止； 可用于监控管道内流体流速大小、断流监
测。 广泛应用于各行业需要对管道内流体流速监控或
在液体流量故障时保护重要设备的场合。
热导式流量计的优点：①抗污能力强；②适用于多

种介质；③耐压高；④防护等级（ ＩＰ）高；⑤安装简单。
热导式流量计的不足：响应时间稍长。

３　水导冷却水流量计安装地点、工作
环境

　　经查询记录可知，水导冷却水流量出现报警次数
多于其他部位，故对该部位进行分析。 ３ 台机组水导
冷却水流量计均安装在水车室内，安装位置为水车室
接力器控制环下，位于两个拐臂之间。 ３ 台机组水车
室位于同一平面内，外部环境相同（温度、湿度大致相
同，１号机组湿度稍大于 ２ 号、３ 号机组水车室湿度）。
由于水车室环境较差，所以流量计工作环境较差，机组
开机时振动较大、水车室做防腐处理时油漆覆盖在其
表面等，工作环境比其他部位流量计相比较差，出现相
关问题也多于上导冷却水和推力冷却水流量计。

４　影响流量计运行的因素［１ －３］

4．1　环境温度、冷却水温度的影响

３台机组水导轴承冷却水流量计安装水车室内，
技术供水层内温度相对恒定，夏季与冬季温度相差不
大，且流量计在每个季节都出现过问题，故水车室环境
温度对流量计在管道外部设备的影响不是导致流量计

频繁故障的原因。
上导冷却水、空冷冷却水、推力冷却水、水导冷却

水流量计安装位置不同，上导冷却水、空冷冷却水、推
力冷却水流量计安装处环境温度高于水导冷却水流量

计安装位置，但通过统计可以看出只有空冷冷却水流
量计出现问题较少，其他流量计出现的问题相差不大。
因此，环境温度对流量计的影响较小。
技术供水取水口在水面以下 ３０ ｍ左右，在水面以

下 ３０ ｍ左右的温度趋于恒定、冬夏季温度相差较小。
经过查询冷却水进水口温度 ＲＴＤ发现，冷却水常年温
度变化在 ５℃以内，温度对水的密度、粘度的影响较
小，而且热导式流量计是利用探测头温度变化的原理
设计的（ＴＵＲＣＫ流量计安装要求水温变化小于 ４℃），
故水温对流量计的影响较小。

4．2　介质黏度对流量计的影响
现代工业发展要求流量计的测量精度非常高，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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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黏度变化影响也成为影响流量计测量精度的一个重

要因素。 流量计的测量探头的灵敏度会随着介质雷诺
系数（测量管内流体流量时往往必须了解其流动状
态、流速分布等。 流体流动时的惯性力 Fg 和粘性力
（内摩擦力）Fm之比称为雷诺系数。 用符号 Re表示，
Re是一个无因次量。）的大小发生变化。 雷诺系数的
大小与管径和流速大小成正比，与介质的黏度大小成
反比，所以黏度对流量计的影响主要发生在小管径、低
流速和高黏度的介质流体情况下。
高坝洲电站使用的是热导式流量计，对介质流体

的黏度要求较小，而且水的黏度的较小，水导冷却水流
速也相对较大，故黏度对流量计不会产生影响。

4．3　正反向技术供水对流量变送器的影响
技术供水每次检修时会进行正反向倒换，正反向

供水水流的方向不同（即原来的冷却水进水口变为出
水口，冷却水出水口变为进水口），但技术供水进水
口、出水口位置不变，技术供水正反向供水对冷却水的
流速、流量不产生影响。
热导式流量计是检测 ２ 个探头的温度差，从而转

化成模拟量来显示流量的，只要是介质（即冷却水）的
流速、流量未发生变化，对该类型的流量计的使用是不
会产生影响的。 故技术供水正反向倒换对流量计的正
常运行没有影响。

4．4　流量计安装在管道拐弯附近处的影响
３台机组的水导冷却水流量计安装在水车室内的

水轮机顶盖、两个拐臂之间，位于管道拐弯处，由于水
导冷却水流量较小，故该管道直径也较小。
流体力学中，管道拐弯处产生的紊流会影响到管

道拐弯后方一部分管道内的水流状态，产生的紊流的
影响力取决于介质流速等原因，但是流量计安装处与
管道拐弯处有一定的距离（该距离大于管径 ４ 倍以
上），产生的影响也相对较小。
查看 ＴＵＲＣＫ 流量计的安装说明发现，安装时要

特别注意：流量计安装处与管道拐弯处或者管道交叉
处的距离要大于 ４ 倍管径。 高坝洲电厂的流量计安装
位置符合上述要求，故水导冷却水流量计安装在管道
拐弯处不会产生相关的影响。

4．5　振动对流量变送器的影响
振动会对一部分流量计测量的准确度产生影响。

流量计正常工作时，测量管处于振动状态，对外来振动
非常敏感，如果在流量计安装区域存在其他振动源，振
动源的振动频率会影响流量计测量管的振动频率，引
起流量计的异常振动和零点漂移，造成计量误差。

高坝洲电站的水导冷却水流量计安装在水轮机顶

盖上方，机组开机时会产生很大的振动，尤其是开、停
机过程中，振动会加大。 冷却水中断多次出现在开机
过程中（在开机状态下很少出现），冷却水流量越限在
机组各种状态下均有发生，由此发现冷却水中断与机
组振动有很大关系。 热导式流量计的测量原理是温度
差，但是振动会影响测量管道的振动频率，从而导致流
量计的测量准确度。 故振动对水导冷却水流量计会产
生一定的影响。
较大的振动对流量计探头以外的设备产生影响，

外部设备的端子接线也会随着振动而松动。 因此，振
动对流量计的使用存在一定的影响。

4．6　冷却水实际流量对流量变送器的影响
高坝洲电站技术供水各用水部位实际流量相差很

大，以空冷冷却水流量最大，其次是推力轴承冷却水，
主轴密封用水量最小。 从统计资料上发现，空冷冷却
水流量计出现相关问题的次数最少，其他部位相差不
大。 但是，主轴密封处流量计出现相关问题的次数也
非常少。
热导式流量计是利用探测头温度变化的原理设计

的，有流体流动，就会在探头上产生温度差，对流体流
量没有特殊要求。 但是空冷冷却水流量计在实际运行
中发生的问题的次数明显少于其他部位，故实际流体
流量大小可能会对流量计产生影响。

4．7　冷却水流速对流量计的影响
由热导式流量计的设计原理可知，流速对流量计

的使用不产生较大影响（流体流速较小，造成感温探
头不明显，会造成测量精度较差）。 高坝洲电站技术
供水流速满足流量计的使用要求，且流速对超声波流
量计的使用有很大影响，对其他种类的流量计的使用
影响较小。

4．8　电磁干扰对流量变送器的影响
由于电磁对传感器的使用会造成很大影响，如果

流量计工作区域附近有较大的磁场干扰，会对流量计
测量结果产生影响。
综合统计分析，各流量计安装处均受到一定的电

磁干扰，但是有的流量计的使用相对正常，故该因素也
不是造成流量计长期出现故障的原因。 电磁干扰对电
磁流量计的影响较大，对其他类型流量计会产生影响，
但是影响效果相对较小。

4．9　安装应力对流量计的影响
在流量计安装过程中，如果流量计的传感器与管

道的中心轴，管道所产生的应力会作用到流量计的测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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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管上，引起检测探头的不对称或者变形，从而导致零
点漂移，造成计量误差。
高坝洲电站使用的热导式流量计，安装说明中有

明确的安装要求，在流量计安装时会按照标准进行安
装，不会产生安装错误。 故安装应力不是导致流量计
故障的原因。

4．10　管道压力对流量计的影响
当压力升高时，测量管的材料会变得越来越坚硬，

使流量管的振动减弱。 在介质流速不变的条件下，单
方面的增加压力，可使流量管的偏移变小，造成流量计
的显示值比真实的流速要低，反之压力降低时，造成流
量计的显示值比真实的流速要高。
高坝洲电站技术供水各阀门都在常开状态（ＹＭ１、

ＹＭ２在开机时全开），且技术供水取水口在水面以下，
在技术供水设备正常运行时，压力是不变的，故管道压
力对流量计的运行不产生影响。

4．11　测量管损坏或腐蚀对流量计的影响
由于流体的腐蚀、杂质进入等，会对测量管直接造

成损坏或者腐蚀，影响测量管的性能，导致测量不
准确。
高坝洲电站的技术供水管道内只有锰矿污染物的

附着，未发现较为明显的管道腐蚀处。 故该因素不影
响流量计的运行。

4．12　管道内壁附着物对流量计的影响
如果被测量流体含较多杂质，在管道内壁上容易

产生附着物或者沉淀，如果附着物质的电导率高于流
体或者附着物有较好的传热性等因素，都会对流量计
的测量结果产生影响。 如果流体内杂质长期附着在流
量计探头上，会影响流量计的正常使用。
高坝洲电站技术供水较为清洁，不足之处就是上

游锰矿排放的废水内含有杂质，检修时发现有水流过
的管道或者设备上都附着有一层较厚的黑色的物质，
以滤水器和冷却器的环管较为严重。 由此可知，流量
计安装管道内壁肯定有此附着物，流量计的探头也可
能附着此物质。 如果附着物较多，会对流量计的正常
使用产生影响。
但是高坝洲电站除主轴密封主用水源取自清洁用

水之外，其他均取自坝前取水，水源是一样的。 但是目
前由于高坝洲库区内锰矿污染严重，在管道内壁及其
他部位都会有较多的污染物质附着，会对流量计的探
头产生很大影响。

4．13　流体混入气泡或者流体未能占满流过的管道
当流体混入均匀的气泡时，不会对流量计产生较

大的影响，但是，气泡不均匀时，会对流量计的测量结
果产生影响。 水导冷却水流量计安装在管道拐弯附
近，水流经此处会产生一些气泡，但是对流量计的影响
不大。 技术供水管道上装有复合排气阀，所以管道内
部不会有较大的气泡。
流体未能占满流过的管道会对流量计测量结果产

生很大影响。 高坝洲电厂机组开、停机状态下，技术供
水管道内都是充满水的，所以不会产生该类影响。

4．14　尾水波动对流量计的影响

流量计出现在停机状态下的问题就是流量越限，
且频繁报警。 该问题发生在每个月份，且每台机组都
会出现该问题。 该问题在停机状态下不影响机组备
用，但是会造成监控系统刷屏，影响运行人员的监屏。
高坝洲电站技术供水排水阀在常开状态，停机时

ＹＭ１、ＹＭ２阀会全关，ＹＭ７／９、ＹＭ８／１０ ２个阀门可能会
全开，可能会 １个在开 １个在关，也可能 ２个阀门都在
全关，且 １个阀门在开 １ 个阀门在关的状态下会出现
在关的那个阀门未全关。 此时，尾水的波动会造成技
术供水管道内的水的流动，热导式流量计的设计原理
就是利用流体的流动来产生探头上的温度差，故尾水
波动会对流量计的使用产生影响。

５　结　语
针对以上原因分析，采取以下措施：
１）关于振动的影响，应定期检查流量计信号处理

器及探头的安装是否稳定，端子是否紧固等；
２）关于附着物问题，因无法及时处理管道内壁附

着物，故应及时检查、处理探头上的附着物；
３）关于尾水波动问题，产生尾水波动是无法避免

的，该因素影响流量计多发生在停机状态下，不影响机
组的正常运行，在停机时将技术供水阀门 ＹＭ７／９、
ＹＭ８／１０全关。
经过采取上述措施，在发电机运行期间进行严密

观察，冷却水流量越限频繁报警情况明显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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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ｆａｉｒｎｅｓｓ，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Ｔｈｅ ｗｉｎｎｉｎｇ ｂｉｄｄｅｒ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ｔｈｅ ｏｎｅ ｗｈｏｓｅ
ｑｕａ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ｍｅｅｔｓ ｔｈｅ ｂｉｄｄｉｎｇ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ｓｕｐｅｒｉｏｒ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ｅｓｉｇｎ ｓｃｈｅｍｅｓ， ｏｆ ｒｅａ-
ｓｏｎａｂｌｅ ｑｕｏｔａｔｉｏｎ ｐｒｉｃｅ， ａｎｄ ｏｆ ｆｅａｓｉｂｌｅ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 ａｎｄ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ｏｒｙ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ｔｉｍｅ．
Key words：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ｂｉ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ｓｔ ｒｅｖｉｅｗｅｄ ｔｅｎｄｅｒ ｐｒｉｃ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ｅｖａｌ-
ｕ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近年来，随着我国水电建设的迅猛发展，水电工程
招投标活动也在不断发展和完善。 为了公平、公正、合
理地选择出资质合格、信誉良好、报价合理且技术性能
优良的水电工程货物，招标采购过程中评标办法的制
定就显得至关重要［１ －５］ 。 以下就水电工程中常用的经
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和综合评估法两种评标办法结合

工程实例做一探讨。

１　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
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是指符合招标文件规定的

技术标准，满足招标文件实质性要求的投标，对投标报
价以及相关商务部分偏差做必要的价格调整后，确定

出最低评标价或最佳的投标。 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的
投标应当推荐为中标候选人。
水电工程货物招标项目中，对于技术要求明确，工

程量清单项目特征描述清晰，技术性能和制作工艺要
求统一时，一般采用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 如通用
阀门、水泵、滤水器和电缆等设备。

1．1　初步评审

初步评审一般审查招标文件较明显的和重要的内

容，如投标人资格条件、投标文件的完整性及响应性、
是否存在雷同或抄袭、投标文件的签署、技术方案的可
行性、对招标文件规定的关键条款的响应性及重大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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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等内容，并对报价算术性错误进行修正，确保投标文
件实质性响应招标文件要求。
具体的初步评审因素分为形式评审、资格评审和

响应性评审。
水电工程货物招标项目初步评审过程中，任何一

项评审不合格的应做否决投标处理。

1．2　详细评审
详细评审是评标委员会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评标

方法、因素和标准，对通过初步评审的投标文件做进一
步的评审。
首先根据招标文件中规定的评标价格计算因素和

方法，对投标文件的价格要素做必要的调整，计算所有
通过初步评审的投标人的评标价，以便使所有投标文
件的价格要素在统一的平台进行比较。 评标价格计算
因素包括评标总价计算依据，报价扣除暂列金额，报价
修正和折扣计算，评标货币，投标报价数量短缺和缺漏
项增加，报价调整范围以及付款条件和交货期偏差折
价等。

２　综合评估法
综合评估法是指投标文件满足招标文件全部实质

性要求且综合衡量价格、商务、技术等各项因素对招标
文件的满足程度，按照统一的标准量化后进行比较的
评标方法。
综合评估法适用于大型或成套设备技术含量高、

工艺或技术方案复杂的水电工程项目。 如水电工程设
计类项目或水轮发电机组、主变压器、调速器、励磁及
液压启闭机等设备。 此评标办法的价格权重不得低于
３０％，技术权重不得高于 ６０％。

评标委员会各成员应当独立对每个初步评审（初
步评审办法同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合格的投标文
件的评标因素（包括价格、商务和技术因素）在规定分
值内进行评价打分，然后按照相应的比重或者权值计
算每个投标人每项评分因素的得分。

2．1　评审因素
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各项综合

评价因素，同时按照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评审得分最
高的投标被确定为最优投标。

１）价格因素。 价格因素一般是水电工程货物招
标评标时考虑的重要因素。 在价格评审中需要把不同
投标人的投标价调整为统一的平台，调整后的价格称
为评标价格。 计算评标价格需要考虑报价范围、包含
费用和付款进度等因素的一致性。

２）商务因素。 商务因素一般包括投标人投标文
件的符合性、资质、业绩、管理水平、信誉、报价构成、基
础价格、取费合理性、财务状况和资金动员能力、对合
同条款的响应、服务承诺等内容。 商务因素评审合格
后还需进行评分。

３）技术因素。 技术因素一般包括水电设备的材
料采购、产品质量性能、制造工艺和加工能力、技术经
济指标、进度保障措施、配套性和兼容性、生产组织计
划、使用寿命、分包及外购、运输方案及制造工艺标准、
检验、质量保证与安全、售后服务、营运的节能和环保
指标等。 技术因素评审合格后还需进行评分。

2．2　投标人评分及排序
评标委员会成员对投标人的投标文件独立打分，

计算各投标人的商务、技术、服务及其他评价内容的分
项得分和综合评分，并根据综合评分对各投标人进行
排名，综合排名第一的投标人为推荐中标人。

３　两种评标办法实例

3．1　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评标实例
１）某水电工程招标采购暖通设备，采用经评审的

最低投标价法评标。 有 ５ 个投标人参加投标，经初步
审查，其中 Ａ、Ｂ、Ｃ ３个投标人符合招标文件实质性要
求，进入详细评审。 招标文件规定的价格调整因素为：
①交货地点为天津，交货地方不是天津的，按距离天津
每公里 １００元计算运费；②投标报价中包含暂列金额
安装配合费 ５万元，评标时予以扣除；③供货范围中备
品备件缺项的，按其他投标人该项的最高价进行加价；
④提前交货的在投标价格基础上减价 １．５％（每周），
延迟交货的在投标价格基础上加价 １．５％（每周）；⑤
提前或延迟付款的，提前或延迟付款部分按周利率 ０．
２％计算与正常付款进度的现值差作为加价或减价。

投标人 Ａ、Ｂ和 Ｃ的投标情况见表 １。
问题：计算各投标人的评标价，并推荐排名第一的

中标候选人。
２）各投标人评标价计算过程。
①投标人 Ａ的评标价
１０％货款的现值为：P ＝F ×（１ ＋i） －n ＝３００ ×

１０％×（１ ＋０．２％） －２８ ＝２８．３７（万元）
现值差为：３０ －２８．３７ ＝１．６３（万元）
扣除报价中的暂列金额后，投标人 Ａ 的评标价：

３００ ＋１．６３ －５ ＝２９６．６３（万元）
②投标人 Ｂ的评标价
交货期偏差价格调整为：３５０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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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投标人 A、B和 C的投标情况

项目 招标文件要求 投标人 Ａ 投标人 Ｂ 投标人 Ｃ
投标价格 ３００万元 ３５０万元 ２８０万元

交货地点 天津 天津 天津 上海，距天津 １ １００ ｋｍ
暂列金额 风管安装配合费 ５万元 风管安装配合费 ５万元 风管安装配合费 ５万元 未含风管安装配合费

供货范围
应含备品备件及

专用工具

包含备品备件和

专用工具 ０ 圹．８万元
包含备品备件和

专用工具 １ 7．５万元
无备品备件

和专用工具

交货期 ２８周 ２８周 ２４周 ３２周

付款条件

合同签订后预付 １０％，提
供图纸并投料后付 ３０％，
交货后付 ５０％， ２年质保
期后付 １０％

合同签订后预付 ２０％，提
供图纸并投料后付 ３０％，
交货后付 ４０％，２ 年质保
期后付 １０％

合同签订后预付 １０％，提
供图纸并投料后付 ３０％，
交货后付 ５０％，２ 年质保
期后付 １０％

合同签订后预付 １０％，提
供图纸并投料后付 ３０％，
交货后付 ５０％，２ 年质保
期后付 １０％

（２４ －２８） ＝－２１（万元）
投标人 Ｂ的评标价格：３５０ －２１ －５ ＝３２４（万元）
③评标人 Ｃ的评标价
交货地点偏差价格调整为：１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１（万元）
交货期偏差价格调整为：２８０ ×１．５％×

（３２ －２８） ＝１６．８（万元）
漏报备品备件和专用工具价格调整为：１．５万元
投标人 Ｃ 的评标价格：２８０ ＋１１ ＋１６．８ ＋１．５ ＝

３０９．３（万元）
３）中标候选人推荐。 由以上计算可知，投标人 Ａ、

Ｂ、Ｃ的评标价分别为：２９６．６３ 万元、３２４ 万元和 ３０９．３
万元，投标人 Ａ 的评标价最低。 因此，评标委员会推
荐投标人 Ａ为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

3．2　综合评估法评标实例
某水电项目招标采购液压启闭机设备，采用综合

评标法进行评标。 有 ５ 个投标人参加投标，经初步评
审，其中 Ａ、Ｂ、Ｃ、Ｄ ４个投标人符合招标文件实质性要
求，进入详细评审。 ４ 家投标人报价分别为 １ ２７０ 万
元、１ ７３０万元、２ ３００万元和 １ ３５０万元人民币。 评标
将以投标人提供的投标文件及澄清答复文件为依据，
从资信、商务、技术和生产组织管理上进行定性评价和
定量评分综合比较，定量评分权重分为资信 ８％（技术
资信％，商务资信 ３％），商务 ５０％（其中总报价占
４０％，财务保障、报价构成等占 １０％），技术 ３６％，生产
组织管理 ６％。

１）评标价格的计算。 在对投标人的总报价（评标
价）进行评分时，按以下规则进行算分（百分制）。
评标标底价 B的确定方法：以进入详细评审投标

人中的最低评标价 Pｍｉｎ１和次低评标价 Pｍｉｎ２作为基准

计算 B值。
当 Pｍｉｎ２ ／Pｍｉｎ１ ＞１１０％时：B＝Pｍｉｎ１ ×１．０５
否则：B＝（Pｍｉｎ１ ＋Pｍｉｎ２ ） ／２
将各投标人的评标价记作 Pi，其总报价（评标价）

得分记作 Ci。
投标报价的偏差率计算方法：
偏差率＝（Pi －B）／B×１００％
Ⅰ．当偏差率≥２０％时，Ci ＝６０
Ⅱ．当 ２０％ ＞偏差率≥０ 时，Ci ＝１００ ×［１ －２ ×

（Pi ／B －１）］
Ⅲ．当偏差率＜０时，Ci ＝１００ ×Pi ／B
２）按招标文件规定的资信、商务、技术和生产组

织管理等具体评审因素分别进行打分。
３）评分结果。 经详细评审，４ 家投标人评分结果

如表 ２。
表 2　4 家投标人评分结果

序号 项目 Ａ Ｂ Ｃ Ｄ
１ 圹资信 ７ Q．１２９ ７ 排．４２１ ６ 9．７８９ ７ �．５０２

２ 圹商务 ８ Q．１７８ ８ 排．８８２ ７ 9．９２１ ９ �．１１８

３ 圹技术 ３０ g．８９２ ３０ 圹．７８３ ３０ O．９０５ ３２ 妹．６８８

４ 圹生产组织管理 ５ Q．１２１ ５ 排．００５ ４ 9．９２６ ５ �．４４７

５ 圹价格得分 ３８ g．０９５ ２４ 圹．０００ ２４ O．０００ ３９ 妹．０１０

６ 圹综合得分 ８９ g．４１５ ７６ 圹．０９１ ７４ O．５４１ ９３ 妹．７６５

７ 圹排名 ２ ǐ３  ４ 摀１  
　　由以上计算可得，投标人 Ｄ的综合得分最高。 因
此，评标委员会推荐 Ｄ为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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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　语
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虽然可以促进竞争、遏制

腐败、防止围标，同时有利于建立风险管理意识，但是，
低价中标往往难以带来货物及其服务的高质量保证。
综合评估法是对投标人综合实力的评价，可有效防止
低价不正当竞标，同时可根据工程实际来设置招标文
件中的基准标价以及商务和技术分值权重，但评标专
家的主观性较大。
无论是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还是综合评估法，

评标活动都是从水电项目的实际和特点出发，遵循公
平、公正、科学、择优的原则，从资质、商务、技术及报价
四大部分全面评审，慎重选出资质响应招标文件要求、
技术性能和设计方案优越、报价合理、运输方案可行且

设备交货期满足要求的投标人作为中标候选人，从而

达到评选出最有利于实现水电项目建设的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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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 ２０１４（８）： １０９ －１１０

（上接第 ６７页）
在试验时发现，将螺栓的上端或者下端接地时，接

地电流依然流经螺栓；当用接地线将法兰与母线筒外
壳直接短接或者将母线筒外壳直接接地时，连接螺栓
未通过电流，螺栓温度明显下降。 同时，当螺栓与法兰
接触越好，接触电阻越小，此时通过螺栓的接地电流就
越大，产生的焦耳热越多，温度就越高［２］ 。

表 3　4台变压器断口处母线筒与
升高座法兰连接处密封情况

检查部位 密封材质 密封外观 发热现象

０１Ｂ－Ｃ－ｃ 橡胶垫 良好 温度正常

０１Ｂ－Ｃ－ｚ Ｏ型圈 良好 温度正常

０２Ｂ－Ｂ－ｂ 橡胶垫 破损 过热

０２Ｂ－Ｂ－ｙ Ｏ型圈 良好 过热

０３Ｂ－Ｃ－ｃ Ｏ型圈 变形 过热

０３Ｂ－Ｃ－ｚ 橡胶垫 碎裂 严重过热

０４Ｂ－Ｂ－ｂ 橡胶垫 碎裂 温度正常

０４Ｂ－Ｃ－ｚ 橡胶垫 良好 温度正常

３　处理措施
在机组大发期间，为保证机组继续运行，先采取不

停电临时处理。
在不能停电的情况下，可先将法兰连接螺栓松动

一部分，用大电流接地线将母线外壳与地短接。 在原
用的 Ｍ１２螺栓上穿套内径 １４ ｍｍ的黄腊管，采用制作

的环氧绝缘垫片替换原有的金属垫片，将其中 １ 颗螺
栓连接上接地线，将升高座法兰与封闭母线外壳短接
接地，从而消除悬浮电位。 临时处理后，变压器持续运
行过程中，螺栓未出现过热现象。
在 ２０１７年 １０月机组检修期间，将之前的临时措

施拆除并恢复原设计方式，将主变压器低压侧升高座
法兰与母线筒之间的绝缘垫更换为耐高温、抗老化的
硅橡胶材料。 在后续观察中，未发现连接螺栓过热的
情况［３］ 。

４　结　语
当交变的电流流经母线时产生交变的磁场，为抵

消磁场的变化依据楞次定理会在母线外壳产生与母线

电流大小相近方向相反的感应电流。 该电流通过母线
外壳接地点流入大地。 由于断口处的绝缘垫破损，导
致升高座法兰在与母线筒存在搭接现象，部分接地电
流通过升高座连接螺栓流经变压器本体流入大地，导
致升高座法兰连接螺栓过热［４］ 。
为保证变压器正常稳定运行，必须保证封闭母线

外壳与变压器外壳之间的完全绝缘，避免因接地电流
分流造成连接部位螺栓过热。
参考文献：
［１］赵峰．大容量变压器局部过热问题分析 ［ Ｊ］．变压器，

２００９， ４６（７）： ７４ －７５
［２］ＮＢ／Ｔ ２５０３６ －２０１４， 发电厂离相封闭母线技术要求［Ｓ］
［３］ＤＬ／Ｔ ５７３ －２０１０， 电力变压器检修导则［Ｓ］
［４］吴励坚．大电流母线的理论基础与设计［Ｍ］．北京： 水利
电力出版社， １９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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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风力发电机组齿轮箱运行环境恶劣，大多数国产风力发电机组齿轮箱油清洁度不佳这一问题，通过加装离线
式过滤器，可以提高油品的清洁度，降低齿轮箱故障率，延长油品的寿命，减少润滑油使用量，减少停机时间，节约齿轮箱
维修维护费用，达到企业降本增效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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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全球经济的飞速发展，能源和环境问题已成
为人类生存可持续发展无法回避的重大命题。 因此，
清洁新能源的开发和应用已经刻不容缓。 在可再生能
源发电领域中，风能以其清洁环保、成本低、可持续利
用等优势使其成为最具备产业前景的行业之一。 风能
的开发和利用前景十分广阔，全球风能资源总储量达
到了全球可开发利用水资源总量的 １０倍以上，且其应
用技术也已经相对成熟。
齿轮箱是风力发电机组的重要机械部件，其主要

作用是将风轮在风力作用下所产生的动能传递给发电
机并使其得到相应的转速［１］ 。 近年来，许多投运风电
场的齿轮箱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故障，给风电企业和社
会生产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 由于齿轮箱经常处于
交变载荷，如果齿轮油清洁度状况不佳，将直接导致齿
轮箱的轴承和齿轮磨损加剧，增加了齿轮箱的故障率，
缩短其正常寿命。 此外，风力发电机组多处于相对偏
远的地区，维修不便，给风电企业和社会生产造成了不

同程度的困扰，由此可见对风力发电机组齿轮箱的研
究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针对风力发电机组齿轮箱常见的水污染、氧

化污染以及过滤精度不够等问题，结合国内某风电场
技改实际情况，分析离线过滤器对风力发电机组齿轮
箱的影响，实践证明加装离线过滤器可以提高风力发
电机组齿轮箱油的清洁度，为提升齿轮箱的健康状态
提供了一种可靠途径。

１　影响齿轮箱油品质的主要因素
由于风力发电机多安装在高山、荒野、海滩、海岛

等多风地区，增速齿轮箱经常在极端温差和高湿度的
环境工作，加上复杂的气流畸变、变载荷的风力作用以
及强阵风的冲击，工况极不稳定，因此齿轮箱往往受到
水污染、氧化物污染以及微小颗粒物污染等多重潜在
威胁。

１）水污染。 由于沿海、高海拔地区空气湿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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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内蒙等地昼夜温差大易凝露等原因，使处于该地
区的风力发电机组容易出现齿轮油水含量超标的问
题。 水含量过高可导致轴承寿命急剧下降，油品氧化
加速，添加剂损耗等后果。

２）氧化污染。 在齿轮箱的日常运行维护过程中，
齿轮箱油会接触到空气，继而在油品中形成氧化物，从
而影响其本身的润滑性能，同时加速油品的氧化和变质。

３）微小颗粒污染。 风电场多处于昼夜温差、四季
温差大的地区，多变的温度对齿轮箱的正常运行产生
了极其不利的影响。 温度过低时金属材料变得脆弱，
在交变负载的状态下很容易发生机械损伤。 当环境温
度过高时，齿轮箱部件接触面之间的油膜变得很稀薄，
部件接触越紧密，越会加速齿轮表面的裂纹扩大，伴随
着部件表面的微小金属颗粒的剥落。 此外，由于齿轮
箱制造安装过程中存在缺陷，加之严重的振动和冲击
载荷，齿轮易出现铁屑等微小颗粒物。 若不重视，则容
易出现点蚀甚至断齿的故障。

２　在线过滤与离线过滤的比较
风力发电机组齿轮箱，在高载荷和恶劣环境下运

行，其轴承和齿轮的关键部件必须得到有效的润滑和
保护，其润滑油液必须配备高效的过滤系统，才能保证
齿轮箱和风机的正常运行。
目前，国内已投产运行的大部分风电场的双馈型

风力发电机组齿轮箱都只装设一个在线过滤系统，结
构简图如图 １所示［２］ 。

图 1　在线过滤系统
在线过滤系统油循环电机一直处于工作状态，一

般采取强制飞溅润滑齿轮，齿轮油使用量较大，所以无
法在在线系统中使用高精度过滤器，且一般过滤器均
为表面性过滤，无法去除水分、氧化物和微小颗粒。 这
种只安装在线过滤系统的风力发电机组，在实际的运
行过程中清洁度往往只达到 ＩＳＯ ２０／１８／１５（ＩＳＯ ４００６）

甚至更高，无法达到我国国家标准 ＧＢ／Ｔ１９０７３ －２００８
的标准要求，则齿轮箱在运行过程中会产生过度磨损，
影响其使用寿命。
当齿轮箱长时间运行后，箱体内部润滑油会逐渐

污染，底部沉淀颗粒状污染物。 为提高润滑系统清洁
度，延长过滤器使用寿命，在工程实际应用中可以对在
线过滤系统油路循环进行改造，加装离线过滤器成为
离线过滤系统，结构简图如图 ２所示。 其中，离线循环
只在风力机启动并网后油循环电机才开始工作。 由于
离线过滤系统对油的流量没有严格的要求，所以可以
使用精度更高、纳污能力更强、功能更全的精滤器，以
解决油品的清洁度不达标的问题，用以保证油系统的
清洁度维持在理想的水平，延长油品和机械设备的
寿命［３］ 。

图 2　离线过滤系统

３　经济性分析
加装离线式精滤器，对风电企业而言不仅费用低

廉，而且可以节约齿轮箱运行维护成本；同时减少停机
时间，增加生产时间，可以提高企业经济效益。

3．1　降低齿轮箱运维成本
如表 １所示，以 １台 １．５ ＭＷ风力发电机组为例，

通过提高油品清洁度，仅按照整个风机生命周期内减
少一次更换或维修齿轮箱计算，节约成本和增收可达
２０．５万元至 １１５．５万元。

3．2　延长齿轮箱油品寿命
风力发电机组齿轮箱油品的更换周期为 ３ 年左

右，根据经验加装离线过滤器后油品至少可以延长至
５年。 以 １台 １．５ ＭＷ机型风机 ２０ 年的寿命为例，若
每台齿轮箱所需油量为 ３２０ Ｌ、油成本为 ２．６ 万元，则
每台风机运行期间可节约成本约 ８万元。

表 1　齿轮箱维修更换成本

机组
预估齿轮

箱价格

预估维修一次

齿轮箱费用

预估维修或更换

一次齿轮箱相关杂费

维修停机损失发电量

（按每次停机 ７天计算）
一次停机损失发电收入

（按 ０ 亮．６元／度计算）

１ 殚．５ ＭＷ风机 １００万 １０万 ５万 １７５ ０００ ｋＷ １０５ ００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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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小结
加装 １台齿轮箱离线过滤器成本约 ５ 万元，而加

装离线过滤器后，仅节约齿轮箱油一项就会给风电企
业带来不错的收益，如果考虑到降低齿轮箱故障率所
节约的齿轮箱维修更换成本，那么给企业带来的回报
将会更加丰厚。

４　案例分析
国内某风电场风力发电机组输入工作额定转速

１７．４ ｒ／ｍｉｎ，额定输出转速为 １ ７５０ ｒ／ｍｉｎ，额定功率
１ ５００ ｋＷ；几何结构参数：叶片数为 ３，叶轮直径为
８６ ｍ，齿轮箱制造商为南高齿，齿轮传动比率为
１∶１００．４８，齿轮箱结构为两级行星齿轮一级平行轴圆
柱齿轮传动组成。 某日，对该风电场某风机进行齿轮
箱过滤系统技改，在原来仅有在线过滤系统的基础上
加上离线过滤器。 并在技改前、技改完成风机正常运
行 ２０ ｄ后分别对该风机齿轮箱油进行采样检测，结果
如表 ２所示。

表 2　技改前后风机齿轮箱油样检测结果

样品名称：美孚 ３２０
客户样品识别号：倡倡倡倡倡
设备名称：倡倡风电场倡倡风机

项目名称
检测结果

技改前 技改后 ２０ ｄ 试验方法

水分／（ｍｇ· ｋｇ －１） ７７ e５１  ＡＳＴＭ Ｄ６３４０ －１６ｅ１  
污染度 ＩＳＯ ４４０６：１９９９ 膊
ＩＳＯ等级 ２１／１９／１６ 眄１９／１７／１２ 弿

＞４ μｍ（颗粒数／ｍＬ） １３ ８１３ 父４ ２７０ C
＞６ μｍ（颗粒数／ｍＬ） ４ １９５ 　８２５  
＞１４ μｍ（颗粒数／ｍＬ） ４００ {３３  

污染度 ＮＡＳ １０３８：２０１１ 亮
ＮＡＳ等级 １１ e８ 痧

＞５ ～１５ μｍ（颗粒数／ｍＬ） ２５８ ５４７ 挝４５ ６０７ Z
＞１５ ～２５ μｍ（颗粒数／ｍＬ） ３１ ４６７ 父２ ４２７ C
＞２５ ～５０ μｍ（颗粒数／ｍＬ） ９ ６８０ 　９０７  
＞５０ ～１００ μｍ（颗粒数／ｍＬ） ９３３ {１２０  
＞１００ μｍ（颗粒数／ｍＬ） １３ e２０  

　　对比两次检测报告不难看出，风力发电机组齿轮
箱在加装离线过滤器后，油品中水污染占比降低，ＩＳＯ
等级、ＮＡＳ等级降低，齿轮箱油各项清洁度指标向好，
油品质明显提升，尤其是油品中微颗粒数大幅减少，对
齿轮箱后期的健康运行将产生积极作用。

５　结　语
齿轮箱是风力发电机组中最主要，同时也是故障

率较高、故障损失较大的核心部件之一。 颗粒物、水分
和氧化产物等污染物，对油品以及设备本身都有较大
的危害。 一旦齿轮箱因载荷疲劳等因素导致过度磨
损，进而需要维修或更换部件，高昂的维护和备件费
用，再加上大型设备租用以及长时间的机组停运造成
的发电量损失，整个经济损失将会不言而喻。 因此，提

前发现齿轮箱缺陷，发现原因并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
对避免发生重大设备故障、提升齿轮箱利用率、减少风
机运维成本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从上述应用可以看出，通过加装离线式精滤器，可

以提高油品的清洁度，降低齿轮箱故障率，延长油品的
寿命，减少润滑油使用量，达到后期节约齿轮箱维修维
护费用的目的。 同时降低停机时间，提高生产时间，可
以达到企业降本增效的目的。
参考文献：
［１］宫靖远．风电场工程技术手册［Ｍ］．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
社， ２００４

［２］谢若初．直接驱动式永磁风力发电机设计研究［Ｄ］．辽宁：
沈阳工业大学， ２００５

［３］谢春普， 陈宏伟， 张树庆， 等．大功率风电增速箱设计
［Ｊ］．重型机械， ２０１２（１）： ５９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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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新能源开发资料选登

本刊编辑部

●枟水电与新能源枠２０１８年专家审读会召开

２０１８年 ５月 １３日上午，一年一度的枟水电与新能
源枠期刊专家审读会在湖北省水力发电工程学会会议
室召开。 由专家组报告对 ２０１７年期刊的审读结果。

枟水电与新能源枠编委会主任郭际康教授、水力发
电工程学会秘书长赵英林教授出席了会议并讲话，中
国三峡出版传媒有限公司田宗伟参加会议。 会议由
枟水电与新能源枠期刊主编王绍良教授主持。
王主编首先通报了期刊的发展现状及和有关主办

单位合作事宜，在即将进行的学会换届后，编辑部也将
有所调整和充实。 感谢各位专家多年来对本刊的关注
与帮助。
接下来，专家组成员柳建乔编审首先发言，他以

２０１７年期刊的各项指标为基础，从统计学角度客观地
给予评价。 肯定了期刊处于整体上升的通道，影响因
子、总被引频次、即年指标等 ３ 项指标都在逐年增长，
发文量稳定，论文质量明显提升。 希望期刊在此基础
上注意开辟高质稿源，保持可持续发展。
专家组成员郑楼先编审重点审阅 ２０１７ 年双期的

编校质量。 他认为总体编校质量稳定，装帧印刷质量
较高，差错率极低。 对编辑中六个方面的问题一一列
举，并提出改进意见。
专家组成员张光辉编审审阅了 ２０１７年单期期刊，

就编辑上问题提出意见。
专家组成员陈银洲编审提交了 ２０１７ 年各期英文

摘要和题名的审读报告。 在肯定的基础上提出了 ９ 个
方面需改进和提高的地方。
在以上专家组成员报告完审读结果后，专家组组

长汪少敏局长进行了总结，他认为专家组对枟水电与
新能源枠期刊的审读工作已连续 ８ 年了，对这份期刊
是有感情的。 近年来期刊进步较快，随着国家机构大
的调整与变动，期刊也要适时调整方向，跟进国家大政
策的变化。
编委会主任郭际康教授谈了两点看法：一是感受，

专家组的工作起到监督和明镜的作用，要充分吸收。

二是感谢各位专家长期以来对期刊的关注和帮助。
最后，王主编表示要认真吸取专家们的宝贵意见，

找准不足，对专家意见条条有落实，要作出反馈，作出
回应，健全完善期刊编辑出版全过程的运行机制，进一
步细化编辑加工流程，力争将本刊的质量再上新台阶。
（来源，枟水电与新能源枠编辑部于华东，２０１８ －０５ －１８）

●我国核电产业面临重要机遇期

近年来，我国在运核电机组数量不断增长，第三代
核电技术也具备了较强的自主研发能力。 专家认为，
未来核电发展要统筹利用国内外市场，带动全产业链
“走出去”，从而促进国内装备制造业的发展
在日前举办的 ２０１８中国核能可持续发展论坛上，

中国核能行业协会发布的 枟中国核能发展报告
（２０１８）枠蓝皮书显示，截至 ２０１７ 年年底，我国在运核
电机组达到 ３７台，装机规模 ３ ５８１万 ｋＷ，位列全球第
四；发电量 ２ ４７４．６９ 亿 ｋＷ· ｈ，占全国总发电量的
３．９４％，位列全球第三。 机组运行安全稳定，总体运行
业绩指标优良。
报告显示，我国在建核电规模全球领先，工程项目

有序推进。 截至 ２０１７ 年年底，中国在建核电机组共
２０台，总装机容量 ２ ２８７ 万 ｋＷ，在建规模继续保持世
界第一。 其中，有 １／２ 采用的是三代核电技术。 报告
认为，以华龙一号、ＣＡＰ１４００为代表的三代核电技术具
有较强的自主研发能力。 以华龙一号为例，其燃料组
件、蒸汽发生器、ＤＣＳ仪控系统等关键设备均实现了国
内自主设计与制造，设备国产化率达到 ８７％以上；同
时，ＣＡＰ１４００在超大型锻件、核级锆材、核级电缆、安全
壳钢板等一批关键材料研制上取得成功，打破了国外
技术垄断。 此外，高温气冷堆示范工程正在稳步推进，
小型反应堆研发和示范工程准备工作也正在积极推进

之中。
“但也要看到，历史上三哩岛、切尔诺贝利、福岛

三大核事故给全球核能事业带来的影响依旧存在。”
中国核能行业协会专家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张华祝表

示，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核电产业，未来发展依旧面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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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安全性、经济性、放射性废物管理、公众接受度等诸
多挑战。
针对安全性问题，报告指出，必须统筹好核电安全

与发展的关系，在枟核安全法枠的基础上，继续推进其
他核能相关立法工作，进一步完善核电法规标准体系，
加强核安全监管，优化改进核电建设全过程安全管理
与质量保证，提升核事故应急准备与响应水平。 同时，
要不断提高核安全基础科研能力，发展先进的放射性
废物处理处置技术，提高核废物的安全管理水平，特别
是要攻克高放废物分离、固化、深地处置技术，确保环
境安全。
报告认为，核电是一个长生命周期行业，前期投资

大，工程建设、运营成本高的问题制约其发展，同时在
电力改革的影响下，降负荷运行也使得核发电量损失
较大。 对此，报告建议，要通过改进优化设计、建安一
体化、模块化制造、标准化与批量化建设等手段，降低
三代核电项目工程造价；把发展先进的核电站运维、检
修技术作为提高核电站运营管理水平的有效手段，降
低运维成本；积极参与电力市场竞争，增强核电站运行
灵活性，以适应电力体制改革的需要。

“核电行业作为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的
重要选择，将在我国低碳能源体系中扮演更加关键的
角色。”在枟中国核能发展报告（２０１８）枠蓝皮书编委会
主编张廷克看来，未来 ３０ 年是中国核电发展的重要历
史机遇期，也是建设核电强国的关键阶段。
报告显示，核电发电量已占全球发电量的１０．６％，

我国对化石能源依赖过大，核电发电量仅为总发电量
的 ３．９４％。 枟电力发展“十三五规划”枠提出，到 ２０２０
年我国核电运行和在建装机将达 ８ ８００ 万 ｋＷ。 从目
前国内情况看，要想实现规划目标，未来几年我国每年
将新增建设 ６台至 ８ 台百万千瓦核电机组。

“我国核电产业发展要有新作为，全力推动核电
安全高效可持续发展，努力建成核电强国。”张廷克介
绍说，我国采取“压水堆―快堆―聚变堆”三步走战
略，在 ２０３５ 年前，自主三代压水堆技术将是国内新建
核电的主力堆形，华龙一号、ＣＡＰ１０００／１４００ 将在国内
规模化发展。 到 ２０３５ 年后，我国核能的生产方式将向
压水堆与包括快堆在内的先进核能系统匹配发展方向

转变。
当前，全球核电产业虽然受到诸多因素冲击，但报

告对未来核电发展前景依然看好，并建议要抓住“一
带一路”机遇，统筹利用好两个市场，以核电为龙头，
带动全产业链“走出去”，促进国内装备制造业发展。

（来源，中国经济网，２０１８ －０４ －２８）

●农村清洁取暖哪种方式更合适？

清洁取暖有利于减少污染物排放，改善能源结构，
并且保护生活环境。 不过，在农村推行清洁供暖并不
容易，如何衡量利弊，优选方案，实现各方效益的统一
是关键。
一直以来，农村供暖的污染物排放问题就颇受关

注。 传统散煤燃烧、柴薪燃烧、木炭燃烧等取暖方式都
是秋冬季节不可忽视的污染物排放源头，“贡献”了大
量 ＰＭ２．５以及含碳、含硫废气。
这种污染环境，并且大多不足以保证室温舒适度

的取暖方式正是“清洁取暖”所要改变的对象，以优化
农村环境为宗旨，全面改善秋冬雾霾形势。 实际上，农
村清洁取暖能够选择的方式还是比较多的，只是推广
起来并没有那么容易。
研究显示，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烧散煤的不在少数，

与城镇不同，农村清洁取暖推广情况更复杂一些。 例
如，洁净煤球推广，质量参差不齐，用户使用性不高；洁
净煤炉推广，仍须搭配洁净煤球使用，限制性强；“煤
改电”、“煤改气”价格偏高，推广受成本制约等。
经济性、现实性、习惯性、适用性等都是农村清洁

取暖工作需要多角度考虑的问题，全面衡量，因地制宜
采取有效措施还须细细摸索，真知实干。 也就是业界
常会提到的，“要让老百姓用得起，用得好，用得惯”。
有鉴于此，“宜电则电、宜气则气”的原则被多次

提及。 面对农村清洁取暖这项复杂且系统化的工程，
是能够发展地热能取暖，还是进行建筑保温节能改造，
或者更适合生物能供暖，都应充分考虑各方诉求，科学
统筹，做好选择题。
当然，“因地制宜”表象下的另一面也意味着，要

促进农村清洁供暖方式的多元化。 优化电、热、燃气构
成的能源系统是其一，发展清洁能源多样化供暖是其
二。 就热电转换技术而言，目前我国的热电联产、地源
热泵、生物质、空气源热泵等都较为成熟。
如果说能源变革下的农村清洁取暖，还可以从能

源利用上着手，追求节能、供暖、清洁的一步到位。
“太阳能光热 ＋壁挂炉”、“太阳能光热 ＋空气源热
泵”、“建筑节能改造＋清洁取暖”、“生物质能＋专用
炉具”、“醇基燃料＋清洁煤”等，组合越多代表适用范
围越广。
业内专家也同时指出，目前来看，农村清洁取暖对

于炉具的接受度普遍较高，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或可由
此找到突破口。 大量实践也证明，在尚不具备改造条
件的地区，清洁炉具和清洁煤组合的推广是更具现实
意义和经济效益的。

（来源，太阳能产业资讯，２０１８ －０４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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