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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１８ －０６ －０１
作者简介：秦健飞，男，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工程爆破施工、管理和爆破施工技术研究工作。

水介质换能爆破技术的工程应用

秦健飞，秦如霞
（中国水利水电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０４）

摘要：自水介质换能爆破技术 ２０１６ 年问世至今短短的 ２年时间里，其节省施工成本、减小各种爆破危害、突显节能环保
等优越性已经在各种工程爆破领域得到有力验证，同时也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一项发明专利和两项实用新型专利。

关键词：水介质换能爆破；爆炸热力学系统；化学键；节能环保

中图分类号：ＴＢ４１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 －３３５４（２０１８）０７ －０００１ －０４

Engineering Application of
the Water Medium Energy Exchange Blasting Technology

ＱＩＮ Ｊｉａｎｆｅｉ， ＱＩＮ Ｒｕｘｉａ
（Ｓｉｎｏｈｙｄｒｏ Ｂｕｒｅａｕ ８ Ｃｏ．， Ｌｔｄ．， Ｃｈａｎｇｓｈａ ４１０００４， Ｃｈｉｎａ）

Abstract： Ｔｈ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 ｍｅｄｉｕｍ ｅｎｅｒｇｙ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ｂｌａｓｔ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ｉｎ ２０１６ ｉｓ ｉｎ-
ｔｒｏｄｕｃｅｄ．Ｗｉｔｈ ｏｎｅ 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ｐａ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ｗｏ ｕｔｉｌｉｔｙ ｍｏｄｅｌ ｐａｔｅｎｔｓ ａｕｔｈｏｒｉｚｅｄ ， ｔｈ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 ｓｕｃｈ ａｓ
ｌｏｗ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ｃｏｓｔ， ｌｅｓｓ ｂｌａｓｔｉｎｇ ｄａｍａｇｅｓ，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 ａｒｅ ｗｅｌｌ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ｄ．
Key words： ｗａｔｅｒ ｍｅｄｉｕｍ ｅｎｅｒｇｙ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ｂｌａｓｔｉｎｇ ； ｅｘｐｌｏｓｉｖｅ ｔｈｅｒｍｏｄｙｎａｍ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ｂｏｎｄｓ；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ｎｓｅｒ-
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在长期从事爆破工程实践工作中观察发现，地下
水位比较高的有水炮孔爆破时都普遍存在“其爆破噪

声、爆破扬尘、爆破振动、爆破飞石都比较小”的现象。
经过长期潜心研究发现，在“爆炸热力学系统”中，加
入水介质可以有效提高炸药的能量利用率并能有效降

低炸药的爆炸危害作用。
根据这一现象研发了“水介质换能爆破技术”并

在工程爆破应用中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水介质换能爆破技术”发明人向国家知识产权局
申报了专利。 ２０１７年 １０月已获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
发明专利一项（ＺＬ２０１６１０１２１１９４．Ｘ），２０１６ 年 ７ 月和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分别获得实用新型专利两项， 即
（ＺＬ２０１６２０１６３２８５．５）和（ＺＬ２０１７２０８１１８８３．３）。
目前“水介质换能爆破技术”在国内外的水利水

电、交通、市政建设、矿山开始扩大推广应用并取得了
很好的效果，不失为当今环保节能爆破的最新技术。

１　一种崭新的爆破机理

1．1　爆炸热力学系统
为了从热力学、化学的角度来研究“水介质换能

爆破技术”的机理，作者引入“爆炸热力学系统”这个
新概念。
所谓“爆炸热力学系统”是指爆破作业中需要使

用炸药对岩石、混凝土等介质进行破碎时在介质中人
为造成一定的装药腔后埋设炸药及起爆系统并堵塞封

闭的整个爆炸系统。
研究表明“爆炸热力学系统”由于在炸药爆炸的

瞬间来不及发生热传导，其热传导可以忽略不计，因此
“爆炸热力学系统”可以作为绝热系统看待［１ －２］ 。

1．2　水介质换能爆破机理
１．２．１　炮孔爆炸微观过程

炸药爆炸是一种瞬时发生的化学反应，这一化学
反应生成新的物质并在极短时间内释放大量的热能。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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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把炸药爆炸瞬时发生的化学反应分解成首尾

衔接的 ３个微观过程。 第一微观过程为炮孔内炸药引
爆至爆轰结束，第二微观过程为爆轰结束至炮孔壁即
将破裂的准静态阶段，第三微观过程为炮孔壁开始破
裂至炮孔周围介质逐步产生破碎、鼓包、飞散抛掷的运
动状态阶段。 三个阶段首尾衔接，逐步演变，最终完成
爆破全过程。
长江科学院、中国矿业大学、西安矿业学院等研究

院所和高等院校采用 Ｘ 射线高速摄影技术或电测实
验对爆破过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实验研究［３ －４］ 。 研究
表明，露天深孔爆破一个自由面时，岩石开始破裂时间
最小为 ６ ｍｓ，最大的 ５８ ｍｓ；当有两个自由面时，最小
为 ３ ｍｓ，最大为 ２７ ｍｓ。 即炸药爆炸后，经过一定延时
的“准静态阶段”才发生破裂、破碎、鼓包、飞散抛掷等
运动过程。 钻孔爆破从被爆介质破裂、破碎到鼓包、飞
散抛掷的运动全过程由于抵抗性、装药量的差异一般
在炸药爆炸后 ３ ～２ ０００ ｍｓ范围之内完成。
１．２．２　水介质换能爆破的热力学机理

从热力学角度分析可知，如果在“爆炸热力学系
统”中加入“一定量”的水，按照热力学定律和物质不
灭定律（质量守恒定律），炸药爆炸所释放的能在绝热
的“爆炸热力学系统”中将转换为水的内能，众所周知
水是最容易吸收或释放能量的物质。 在常压状态下当
温度达到 ２ ０００ Ｋ（１７２６．８５℃）时开始分解为氢和氧，
积蓄了炸药爆炸能的水和炸药共生的爆生气态物质在

炸药爆炸的 ３ ０００℃的高温 １０ ×１０４ ＭＰａ 的高压条件
下将进一步发生化学反应生成 Ｈ２、Ｏ２ 、ＣＯ２ 、ＮＯ２ 等新

的物质。
计算表明，这些高温高压爆生气态物质其体积在

标准状况下比原来增加了 １ １００ 多倍，由于这些气态
物质受到高度压缩，因此积蓄了巨大的势能，它将遵循
瞬时爆轰论的“爆轰产物的飞散遵循等距离面组规
律” ［５］ ，主要以急剧膨胀做功的方式挤压被爆介质使
被爆介质破碎，完成爆破作业。
１．２．３　水介质换能爆破的化学机理

从物质化学结构观点看，化学键的断裂和形成是
物质在化学变化中系统发生能量变化的主要原因。 一
个化学反应过程，本质上就是旧化学键断裂和新化学
键形成的过程。 在“爆炸热力学系统”中由于水介质
的加入，使水和炸药共同参与化学反应，即水的化学键
发生一个断裂后再形成的过程。 这一能量变化（能量
转换）的化学反应过程也就相对延缓了“爆炸热力学
系统”瞬时爆轰的时程。 换句话说，有水参与炸药爆

炸就能够“较为缓慢地”释放炸药的爆炸能，这就是炸
药爆炸所产生空气冲击波、地震波、光和声的效应、爆
炸飞散物等危害作用变小的根本原因，就像核电站将
核反应速度变缓，能相对较慢地释放原子能会消除核
爆炸的危害作用一样。 这就是水介质换能爆破技术水
介质参与炸药爆炸的机理，也是水介质换能爆破技术
与炸药单独爆炸机理的区别所在。

２　水介质换能爆破的效果

2．1　降低炸药单耗提高炸药能量利用率

在近 ２年的工程爆破实践中，无一爆破实例不降
低炸药单耗的。 工程爆破炸药单耗降低意味着炸药爆
炸能量利用率的有效提高，我们从众多水介质换能爆
破工程实例总结了几个典型工程项目的水介质换能爆

破单耗降低率见表 １。
表 1　典型工程水介质换能爆破单耗降低率表

工程名称

原普通爆破

炸药单耗

／（ｋｇ· ｍ －３）

采用水介质

换能爆破单耗

／（ｋｇ· ｍ －３）

炸药单耗

降低率

／％

广东梅州抽水蓄能

小断面洞挖
２ g．８５ ２ ï．１０ ２６ ´．３２

江苏江阴民丰

采石场明挖
０ g．４４ ０ ï．３１ ２９ ´．５５

广西崇左市政

道路明挖
０ g．４６ ０ ï．３６ ２１ ´．７４

老挝南欧江三级

水电站二期基坑明挖
０ g．４７ ０ ï．３６ ２３ ´．４０

湖南双峰海螺

水泥矿山明挖
０ g．５５ ０ ï．４１ ２５ ´．４５

老挝南欧江七级

水电站采石场明挖
０ g．３５ ０ ï．２５ ２８ ´．５７

2．2　减小爆破振动

２０１８ －０３ －２４ ～２５ 日、２０１８ －０４ －２４ 日分别在老
挝南欧江三级和七级水电站做相同药量情况下，装水
袋与不装水袋爆破振速对比试验，采用成都泰测科技
有限公司的 Ｂｌａｓｔ －ＵＭ型爆破测振仪进行爆破振速监
测，测振仪软件可自动回归萨道夫斯基振速计算公式
的 k、α系数。 爆破振速监测表明水介质换能爆破振速
明显减小，监测成果见表 ２、表 ３。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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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老挝南欧江三级相同药量距爆心距离相等水介质换能爆破振速降低率

系数 K 系数α
单响药量 Q

／ｋｇ
爆心距 R

／ｍ
爆破最大振速 V
／（ｃｍ· ｓ －１ ）

实测爆破振速比 ＧＢ６７２２ －
２０１４ 经验值降低率／％

同比降低率

／％
水袋设置

情况

５８ �．６２ １ :．６０ ５ ~．６ ２０ １ ¨．２２

２５０ ⁄１ P．８ ５ ~．６ ２０ M３ ¨．２０

９０ ñ．９ １ :．７１ ５ ~．６ ２０ １ ¨．９７

２５０ ⁄１ P．８ ５ ~．６ ２０ M３ ¨．２０

６１ ™．９

３８ ™．０

３８ Ô．５

有水袋

爆破

无水袋

爆破

注：加下划线数值为实测值。
表 3　老挝南欧江七级相同药量距爆心距离相等水介质换能爆破振速降低率

系数 K 系数α
单响药量 Q

／ｋｇ
爆心距 R

／ｍ
爆破最大振速 V
／（ｃｍ· ｓ －１ ）

实测爆破振速比 ＧＢ６７２２ －
２０１４ 经验值降低率／％

同比降低率

／％
水袋设置

情况

９０ ñ．９ １ :．７１ １２ ï．５ ４０ ０ ¨．７０

３００ ⁄１ P．９ １２ ï．５ ４０ M１ ¨．３４

１０１ １ :．６１ １２ ï．５ ４０ １ ¨．０３

３００ ⁄１ P．９ １２ ï．５ ４０ M１ ¨．３４

４７ ™．９

２３ ™．０

３２ ¬．３８３

有水袋

爆破

无水袋

爆破

注：加下划线数值为实测值。

　　一般情况下爆破振速按照萨道夫斯基振速计算公
式，即：

V＝K（Q
１
３

R ） a

炸药量 Q 每减小 １％，爆破振速 V 降低 ０．５ ～
０．６％。 由于采用水介质换能爆破技术比普通爆破技
术药量减小 ２０％以上，由此可见：

１）由于爆破药量减小 ２０％以上，爆破质点振速将
减小 １０％以上；

２）水介质换能爆破自身的减振作用＞３２％。
因此，采用水介质换能爆破技术与采用普通爆破

技术相比，总体爆破振动的质点振速将降低 ４２％以
上，这已经为众多工程项目所证实。

2．3　爆破飞石可控
２０１８ －０３ －２０ 日老挝南欧江三级水电站基坑保

护层开挖中在抵抗线方向的不同距离范围布置了 ４ 块
５ ｍ２ 彩条布监测爆破飞石距离情况，彩条布布置见
图 １。
监测结果表明，第一块彩条布被炮渣掩盖。 第二

块彩条布收集到 ４ 粒最大粒径 ４０ ｍｍ ×１．８ ｍｍ ×
４ ｍｍ的片状小飞石，见图 ２。 第三、四块彩条布未收
集到任何小飞石。
广西崇左市政道路爆破开挖、南欧江七级水电站

图 1　监测水介质换能爆破飞石情况布置图

图 2　第二块约 5 m2 彩条布布置在离爆块 18．61 m处
采石场爆破开挖均安排了类似监测项目。 监测数据表
明，水介质换能爆破的爆破飞石可以控制在 ２０ ～３０ ｍ
范围内。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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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爆破烟尘大量减小
由水介质换能爆破的破岩机理可知，在有水介质

存在的“爆炸热力学系统”中，炸药爆炸过程水的化学
键发生一个断裂后再形成的过程，即水介质在“爆炸
热力学系统”中参与炸药爆炸的化学反应，发生“水的
化学键吸收炸药爆炸能键能升高而断裂生成 Ｈ２ 和

Ｏ２，而后高温高压气态物质急剧膨胀挤压、破碎被爆
介质做功键能降低，因此 Ｈ２ 和 Ｏ２ 化学键重新合成雾

态水”的过程。
由于爆破过程的第三微观阶段即被爆介质装药腔

壁开始破裂至周围被爆介质逐步产生破碎、鼓包、飞散
抛掷的运动状态阶段有大量雾态水的存在，因此，显而
易见大量的水雾随其过程就能够极大减小爆破烟尘的

产生。 根据地质条件以及岩石的结构构造的不同，烟
尘降低量为 ４０％～９０％。 地下洞室开挖爆破，由于爆
破烟尘量的降低可以大大缩短通风排烟时间一半左

右，并且进洞施工人员不再有以前普通爆破炮烟刺鼻、
刺眼的不良感觉，净化了施工环境。 图 ３、图 ４ 展示了
老挝南欧江七级水电站采用不同爆破技术的烟尘

对比。

图 3　老挝南欧江七级水电站
2018－04－20 日水介质换能爆破烟尘

图 4　老挝南欧江七级水电站
2018－04－26 日普通爆破烟尘

2．5　爆破成本降低综合效益提高

水介质换能爆破技术不仅减小了各种爆破危害，

而且降低了炸药单耗，更重要的是由于在水介质换能

爆破的第二微观阶段爆炸生成的高温高压气态物质充

盈整个炮孔并产生急剧膨胀均匀挤压被爆介质。 因

此，爆渣粒度较为均匀，便于挖、装、运输作业，有效提

高了施工作业效率，综合经济效益得到较好的提升，施

工成本可以节省 ２０％～２５％，既环保节能又能高效率

施工。

３　结　语

我们从事物的表观现象出发，透过现象发现本质，

通过长期科学研究建立“爆炸热力学系统”，从爆炸热

力学、化学角度来研发“水介质换能爆破”的思路是正

确的，否则“水介质换能爆破”不会取得如此令人满意

的效果。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短短的 ２年来在各

种爆破领域、各种不同地质条件、各种不同爆破环境下

的爆破实践有力证明，“水介质换能爆破”的爆破效果

充分认证了“水介质换能爆破”的破岩机理诠释的正

确性。

作者愿与爆破企业合作，进一步完善有待改进的

施工工艺，为提高我国爆破科技水平而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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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催化材料及其在大坝混凝土中的应用展望

刘绍彦，曾　力
（武汉大学水资源与水电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

摘要：光催化技术已成为当前环保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ＴｉＯ２ 作为目前最有前景的光催化材料，已经广泛运用于城市建
筑领域，但在水工行业尚无应用。 对 ＴｉＯ２ 光催化氧化和光致超亲水性机理，及其在空气污染物净化、除菌、自清洁和防
雾材料等方面的研究与应用做了综述。 并结合光催化技术对大坝混凝土表面耐污性耐候性问题的解决做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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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Ｔｈｅ ｐｈｏｔｏ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
Ａｓ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ｐｒｏｍｉｓｉｎｇ ｐｈｏｔｏ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 ＴｉＯ２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ｗｉｄｅｌｙ ｕｓｅｄ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 ｂｕｔ ｙｅｔ ｉｎ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ｅｎ-
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ｔｈｅ ＴｉＯ２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ｉｓ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ｈｏｔｏ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 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ｈｏｔｏ-ｉｎ-
ｄｕｃｅｄ ｓｕｐｅｒ-ｈｙｄｒｏｐｈｉｌｉｃｉｔｙ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ａｉｒ 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 ｐｕ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ｓｔｅｒ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ｅｌｆ-ｃｌｅａ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ｎｔｉ-ｆｏｇｇｉｎｇ．Ａｌｓｏ，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ｈｏｔｏ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ｄａｍ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ｕｒｆｉｃｉａｌ ｓｔａｉｎ ｒｅｓｉｓｔ -
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ｗｅａｔｈ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ｓ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Key words： ｐｈｏｔｏｃａｔａｌｙｓｉｓ； ｔｉｔａｎｉｕｍ ｄｉｏｘｉｄｅ； ｄａｍ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光催化技术是一项绿色高效的环保技术，现已成
为环保材料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 １９７２ 年日本科学
家 Ｆｕｊｉｓｈｉｍａ 等［１］ 第一次在研究中发现，二氧化钛
（ＴｉＯ２ ）在紫外线作用下可将水分解成氢气和氧气。
自此之后，许多科学家投身于光催化材料的开发与应
用，并且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 当前常用的光催化
剂有 Ｔｉ０２、ＣｄＳ、ＺｎＯ、ＷＯ３ 、Ｆｅ２Ｏ３ 、ＳｎＯ２ 等

［２］ ，其中 ＴｉＯ２

由于其催化性能好，且无毒无污染，被认为是当今最有
前景的光催化剂。 目前利用 ＴｉＯ２ 光催化作用制成的

材料已大量应用于涂料、玻璃、建筑外墙、造纸、化纤、
橡胶、化妆品，以及耐火材料、耐高温实验器皿的制造
等多个领域［３ －４］ ，但在水工混凝土建筑物上的应用还
处于尝试阶段，仍有很多问题亟待探索与研究。
大坝混凝土常年受到日光照射、空气侵蚀、气温变

化和雨水冲刷，随着运行年限的增加，其表面耐候性问

题日渐突出。 同时，又因为大坝混凝土有着多孔、湿润
的特点，汛期泄洪时雾化还会使其湿度进一步加大，这
种环境适合于苔藓等植物或微生物在其表面产生繁

殖。 该类生物以库水中的天然有机质为养分，其生长
和死亡导致坝体表面发黄、发黑，极大影响了坝体美
观。 当前对大坝混凝土表面防护技术的研究中，虽然
在解决耐久性问题上已初具成效，并使其表面有一定
自清洁效果，但就其长期效果而言，仍不能明显提高混
凝土表面的耐沾污性能、缩短大坝清洁周期、解决其长
期清洁问题。 由于光催化材料有隔离紫外线并实现光
催化自清洁的功能，如果能将光催化材料运用到大坝
混凝土表面防护上，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大坝表面耐
候性及清洁美观问题。 本文对 ＴｉＯ２ 光催化原理、特性
及应用做了论述，同时试图对 ＴｉＯ２ 光催化材料的光催

化基本原理运用于大坝混凝土表面防护的应用前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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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设想和展望。

１　自清洁机理

1．1　光催化氧化还原反应

ＴｉＯ２ 为半导体氧化物，能级满足半导体能带结

构。 半导体的能带一般由一个充满电子的低能价带
（ＶＢ）和一个空的或半满的高能导带（ＣＢ）组成。 与金
属的连续能级不同，半导体的价带和导带之间存在空
隙，称为带隙宽度或带隙能（Eg）。 通常情况下，ＴｉＯ２

有锐钛型和金红石型，其中锐钛型的带隙能为 ３．２ ｅｖ，
金红石型为 ３．０ ｅｖ。 当入射光能 E大于带隙能 Eg 时，

即 E＝hcλ≥Eg 时，或者说当入射光波长λ小于光吸收

波长阈值 λg 时，即 λ≥λg ＝１ ２４０
Eg 时，价带上的电子

（ｅ －）会跃迁到导带上，同时在价带上形成一个带正电

的空穴（ｈ ＋），即 ＳｉＯ２→
hv ｅ － ＋ｈ ＋。 该反应为初级反应，

随后光生电子和空穴会发生一系列次级反应，主要反
应［５ －６］如下。

１）光生电子和空穴发生复合反应，使能量以热能
形式释放：

ｈ ＋ ＋ｅ －→V
２）空穴具有强氧化性，与附着在表面的水分解生

成的 ＯＨ －反应生成羟基自由基：
ｈ ＋ ＋Ｈ２Ｏ→· ＯＨ＋Ｈ ＋

ｈ ＋ ＋ＯＨ→· ＯＨ
３）电子具有还原性，与氧气（Ｏ２ ）发生还原反应，

生成超氧阴离子自由基。 超氧阴离子自由基又会发生
进一步反应：

ｅ － ＋Ｏ２→· Ｏ２
－

Ｈ ＋ ＋Ｏ２
－→ＯＨ２

空穴（ｈ ＋）及生成的羟基自由基（· ＯＨ），羟基自
由基有极强的氧化能力，其氧化电势高于大多数常用
氧化物，从而使附着在表面的有机污染物被氧化。 羟
基自由基（· ＯＨ）具有的反应能高于 Ｃ－Ｃ，Ｃ－Ｎ，Ｃ－
Ｈ，Ｎ－Ｈ等化学键的键能，使化学键破坏。 最终有机
污染物被降解成无二次污染的二氧化碳（ＣＯ２ ）、水
（Ｈ２Ｏ）和无机酸。

1．2　超亲水性

紫外线光照条件下，ＴｉＯ２ 薄膜表面的水滴接触角

迅速变小，水滴迅速分散平铺在薄膜表面，使表面最终

湿润。 ＴｉＯ２ 的超亲水性是由 Ｒ．Ｗａｎｇ 等［７］首次发现

的。 他们通过试验发现：在未经光照时，ＴｉＯ２ 薄膜与

水的接触角约为 ７２°，经过紫外线照射后，其接触角迅
速变小，甚至接近于 ０°。 对于油状有机液体，也有相
同的性质，即 ＴｉＯ２ 具有水油超双亲效应。 因此，当
ＴｉＯ２ 薄膜表面被污染时，由于其水油双亲性，污染物
不易附着，会随外部风力、雨水冲刷的作用而脱落
下来。
目前对 ＴｉＯ２ 的超亲水性机理尚无统一的解释。

常见的观点有以下两种［８ －１０］ ：
１）ＴｉＯ２ 的超亲水性是由于其表面附着的有机物

的光催化分解反应。 ＴｉＯ２ 表面本身的化学吸附水（即
羟基）是亲水性的，吸附了空气中有机物后变为疏水
性。 经过紫外光照射后，表面有机物经光催化反应分
解重新变为亲水性。 停止光照后，有机物再次附着到
其表面，表面恢复到疏水状态。

２）ＴｉＯ２ 的超亲水性是由于其表面结构的变化。
在紫外光照下，ＴｉＯ２ 表面产生了空穴和电子。 空穴和

电子分别与氧离子和 Ｔｉ４ ＋反应，形成氧空位和 Ｔｉ３ ＋。
此时空气中的水解离子吸附在氧空位中，成为化学吸
附水（羟基）。 化学吸附水进一步吸附水形成物理吸
附层，在宏观上就表现为超亲水性。
对于以上观点，目前还未最终定论，仍需要进一步

研究。

２　光催化应用

2．1　降解空气污染物

汽车尾气排放的氮氧化合物以及燃煤排放的硫化

物是城市大气污染的重要污染物，通过光催化反应可
将其有效降解为二氧化碳（ＣＯ２ ）、水（Ｈ２Ｏ）、无机酸
等，随雨水冲走，从而达到净化空气的目的。 目前国内
外已有许多学者对 ＴｉＯ２ 的光催化空气净化功能做了

探究。 Ｈüｓｋｅｎ Ｇ等［１１］人对欧洲的几种代表性光催化

材料的 ＮＯｘ 的光催化效果进行了测评。 试验结果显
示：这些光催化产品的平静降解率约为 ４０％，入射光
波长范围、相对湿度、污染物浓度和流速、光催化材料
表面粗糙程度、ＴｉＯ２ 粉末分布情况等因素都对光催化

效果有一定影响。 并且进一步指出应建立适当的反应
模型作为研究影响因素和进行室外测试的基础。 宋瑞
金［１２］等在采用纳米级 ＴｉＯ２ 光催化涂料对空气污染物

净化的试验中显示，在紫外灯照射３０ ｍｉｎ后，ＳＯ２ 的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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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衰减率达 ９７％；在紫外灯照射 １４ ｍｉｎ 后，ＮＯ２ 的浓

度衰减率为 ９０％。 同时，该光催化涂料还可有效去除
空气中的甲醛（ＨＣＨＯ），其去除率达到 ６９％。 李慧
芳［１３］采用溶胶－凝胶法制备掺杂二氧化钛光催化剂，
并研究了其对 ＨＣＨＯ的降解性能。 试验结果显示，在
０．４６３，０．５８１，０．８８２ 和 １．０２８ ｍｇ／ｍ３ ４ 种不同初始浓
度下，ＨＣＨＯ的降解率均在 ８０％左右。 王军［１４］等在对

纳米 ＴｉＯ２ 改性内墙涂料的试验中显示当涂料中 ＴｉＯ２

的含量为 ２％时，其 ＨＣＨＯ降解效率最高。
张洋［１５］以高铝酸盐为载体，以自制的纳米 ＴｉＯ２

为主体，将二者以 ８∶２ 比例制成光催化复合材料，进行
光催化性能试验。 结果显示，该复合材料对氨气
（ＮＨ３ ）和 ＨＣＨＯ 都有很好的吸附降解性能。 钱春
香［１６］等采用硬化混凝土外部渗透方法，通过在混凝土
养护过程中向其表面喷洒纳米 ＴｉＯ２ 水性溶液的方式

制成光催化混凝土。 试验结果显示：ＮＯ２ 气体的光催

化效率随湿度增加而急剧下降；当 ＴｉＯ２ 浓度≤
０．５ ｍｇ／ｍ３ 时，光辐射强度对光催化效率影响不大，当
ＮＯ２ 浓度≥２．０ ｍｇ／ｍ３ 时，光催化效率随光照强度的
增加而增加；且在自然光或室内较弱紫外光照下都具
有良好的光催化性能；温度在 ０℃ ～２５℃时，光催化效
率随温度升高而升高，温度达到 ２５℃ ～６０℃时随温度
变化不明显。 关强［１７］等优化了纳米 ＴｉＯ２ 光催化混凝

土的配比方案，并进行了模拟道路路面 ＴｉＯ２ 材料对

ＮＯ２ 净化效果的分析。 该试验通过在混凝土表面喷涂
纳米 ＴｉＯ２ 的方法制成光催化混凝土。 结果显示：在自
然状态下，纳米 ＴｉＯ２ 的最佳添加量为５％，十二烷基苯
磺酸钠表面活性剂的最佳用量为 ３％；当表面打磨
２ ｍｍ厚度后，仍有光催化效果。

2．2　除菌

除菌作用一方面是指抑制细菌生长的抑菌作用，
另一方面是指杀死微生物营养体和繁殖体的杀菌作

用。 ＴｉＯ２ 光催化剂对大肠杆菌、金色葡萄球菌、绿脓
杆菌、沙门氏菌等有抑制和灭杀的作用。 当细菌吸附
在涂有 ＴｉＯ２ 光催化剂的材料表面时，ＴｉＯ２ 受光催化激

发产生的空穴和电子进一步反应生成了超氧离子自由

基和羟基自由基，并穿透细菌的细胞壁、破坏细胞膜
质、进入菌体内部，进一步阻止成膜物质的传输、阻断
呼吸系统的运行和电子传输系统正常运行，因而有效
地消灭细菌，同时抑制了细菌分解产生的臭味物质，如
硫化氢（Ｈ２Ｓ）、氨气（ＮＨ３ ）、硫醇等。 且当光照结束后
一段时间内，光催化除菌作用依然有效。 １９８５ 年

Ｍａｔｓｕｎａｇａ等［１８］首次将 ＴｉＯ２ 光催化作用运用于对细菌

灭杀方面。 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进行了 ＴｉＯ２ 光催化

剂在除菌方面应用的研究，包括细菌、真菌、病毒、藻
类、原生动物等。

Ｓｕｎａｄａ［１９］等人观察到，ＴｉＯ２ 表面的光催化作用不

仅可以杀死细菌，还可以分解细菌的有毒成分。 如果
紫外线光照持续时间足够长，那么这些细菌就会被完
全分解成二氧化碳（ＣＯ２ ）、水（Ｈ２Ｏ）和其他矿物物质。
曾炽涛［２０］等人研究了 ＴｉＯ２ 光催化剂对大肠杆菌的杀

菌作用。 试验用紫外灯照射涂有 ＴｉＯ２ 光催化剂的弹

簧状玻璃载体上。 结果显示，当光照时间＜１５ ｍｉｎ时，
光催化灭菌速度较慢，与纯紫外灯杀菌速度相近；当光
照时间≥１５ ｍｉｎ时，光催化杀菌速度明显加快，直至大
肠杆菌全部被杀死。 肖刚［２１］设计制备了壳聚糖／ＴｉＯ２

生物亲和复合光催化抗菌介质，然后分别进行 Ｆｅ３ ＋渗

杂和纳米银改性，并由此获得了壳聚糖／Ｆｅ －ＴｉＯ２ 抗

菌涂层和壳聚糖／ＴｉＯ２ ／ＡｇＮＰｓ生物亲和复合介质两种
可见光响应生物亲和复合光催化抗菌介质。 在可见光
作用下，两种材料对细菌、真菌、霉菌均有良好的抗菌
效果。

2．3　防雾和自清洁

ＴｉＯ２ 的光致超亲水性有着十分广泛的应用，最典

型的例子是光催化防护材料和自清洁建筑材料。 一方
面，由于 ＴｉＯ２ 薄膜的超亲水性，当水附着在其表面时，
不再是以水滴的形态，而是在其表面形成一层水膜。
与水滴不同，水膜不会造成光的散射，从而有效起到了
防雾的作用［２２］ 。 ＴｉＯ２ 的防雾性能被广泛应用于防雾

镜和防雾玻璃的制作。 另一方面，相比于其他物质，
ＴｉＯ２ 薄膜与水的亲和性最好，因此当包括油脂在内的
其他物质附着在其表面时，很容易用水冲洗去除。 因
此，该特性常常被应用于建筑外墙和自清洁玻璃的制
作。 特别是对于临近道路的建筑，由于汽车尾气中含
有油性成分，其外墙及玻璃幕墙很容易粘附油性物质
而难以清洗。 而 ＴｉＯ２ 自清洁材料正好可有效地解决

这一问题。
国内外已有许多专家学者对 ＴｉＯ２ 材料防雾性和

自清洁性进行了研究，并且在许多国家已经实现了产
业化。 Ｅｕｖａｎａｎｏｎｔ ［２３］等人采用将溶胶－凝胶前驱体沉
积在玻璃表面的方法制成光催化玻璃，由于 ＴｉＯ２ 的光

致亲水性和光催化氧化效应，玻璃具有良好的自清洁
功能。 马铭［２４］等人采用喷雾热解法制备 ＴｉＯ２ 薄膜，
试验中大部分样品呈现很好的亲水性。 当前驱体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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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５ ｍＬ／ｍｉｎ、气压为 ０．２０ ＭＰａ、基板温度为 ５５０℃、保
温 １０ ｍｉｎ条件下超亲水性能最佳。 孙喜莲［２５］采用溶

胶－凝胶法制备了聚乙二醇（ＰＥＧ２０００）改性 ＴｉＯ２ 薄

膜，且随着 ＰＥＧ２０００ 添加量的增加，薄膜孔径和孔隙
率都增大，薄膜的透射率增大，光催化活性和亲水性能
均得以提高。 Ｙａｎｆｅｎｇ Ｃｈｅｎ ［２６］等通过溶胶凝胶法在透

明玻璃板表面制备了相分离的多孔 ＺｎＯ／ＴｉＯ２ 复合薄

膜。 试验结果显示，ＺｎＯ的添加增强了 ＴｉＯ２ 薄膜的超

亲水性。 日本率先将光催化自清洁玻璃投入生产，现
已得到充分发展。 如日本 ＴＯＴＯ公司［２７］于 １９９４ 年生
产出具有光催化性能的涂料，将其喷涂于玻璃表面，制
成了光催化玻璃具有自清洁功能。 英国皮尔金顿玻璃
公司成功创建了光催化自清洁玻璃品牌“Ｐｉｌｋｉｎｇｔｏｎ
Ａｃｔｉｖ”，并将其推广到欧美市场。 随后，法国、美国也
相继推出了自清洁玻璃品牌。

３　大坝混凝土的特点
相比于城市清水混凝土，大坝混凝土在外观、材

料、工作条件方面都有较大的差别。
１）就大坝混凝土材料本身而言，由于大坝体积巨

大，为了减小温度应力和方便施工，常在不同部位使用
不同种类、等级、配合比、龄期的混凝土。 因此大坝各
部位混凝土不同，不同时期浇筑的混凝土质量也不尽
相同。 同时在施工过程中，模板表面不平整、模板拼接
处有缝隙等问题，使得大坝混凝土表面远不如城市清
水混凝土平整精致。 且由于大坝外表面积大，高差达
上百米，保护施工和清洗维护工作难以进行。

２）就大坝所处环境而言：一方面由于水利工程的
特殊性，大坝选址一般在偏远山区河谷，外部环境较城
市要恶劣得多，大坝长期受阳光照射、雨雪及风浪冲
刷，外部环境严酷；另一方面，大坝建成后长期挡水，由
于混凝土为非均质多孔结构，在上下游水头差的作用
下，其内部存在运动相对稳定的渗流场，湿度较大。 再
加上阳光照射、温度变化、汛期泄洪等使河道水分蒸发
雾化，进一步增加大了大坝湿度。 潮湿的环境给了一
些低等生物尤其是苔藓植物良好的生长环境。 苔藓植
物在大坝表面繁殖、生长、死亡会使得其表面发黄发
黑，大大影响了大坝表面的耐候性和美观性。
当今越来越重视人与自然和谐问题，大坝也不再

局限于满足兴利除害、蓄能发电即可。 大坝越来越多
的与自然景色相结合，形成大坝风景区，这对大坝的美
观性有了更多的要求。 对大坝混凝土保护材料的现有

研究虽然已涉及了开裂、碳化、耐久性、耐候性等问题，
并取得一定成果，但对于大坝混凝土表面的防污美观
问题，还没有合适的解决方法。

４　光催化材料应用于大坝混凝土防护
的展望

　　考虑到 ＴｉＯ２ 光催化材料的光催化氧化性和光致

亲水性，如果将光催化涂料应用到大坝表面混凝土的
防护上，可解决面临的问题。 一方面，利用 ＴｉＯ２ 的光

催化氧化性，可使大坝表面混凝土具有除菌、降解水中
有机物的功能，从而减少大坝表面苔藓等低等生物的
生长；另一方面，利用其超亲水性，可达到自清洁的效
果，从而减少大坝清洗周期，降低维护费用。 同时光催
化材料还能隔离紫外线，有效防止混凝土材料老化，提
高其耐候性。 光催化材料已大量运用于城市建材中，
而在水利行业仍处于试验阶段。 目前，国内已经开展
了相关试验，并取得一定的成果。 国家大坝安全技术
研究中心［２８］就光催化材料在大坝表面混凝土保护上

的应用作了研究，并在湖北陆山水库 ３ 号混凝土大坝
进行了现场试验。 试验中先对混凝土表面预处理，并
在其表面涂覆密封固化剂使其封闭，最后涂覆改良后
的光催化 ＴｉＯ２ 涂料，形成了配套施工工艺。 试验结果
表明：大坝混凝土光催化自洁净保护材料具有施工简
单、自洁净效果持久、效果明显等优点。 介于大坝混凝
土的特殊性，若将光催化材料运用到大坝混凝土防护
上，以下问题仍需进一步探究。

１）涂料的涂覆工艺问题。 大坝表面远比城市清
水混凝土粗糙，且在上下游水位差作用下，大坝内部存
在渗流场，下游坝面会有水渗漏，这都给光催化剂的涂
覆施工增加难度，同时极大降低光催化的效果。 因此
对混凝土的预处理方法，光催化剂的涂覆方式、涂覆量
等方面还要做进一步的探究，从而形成配套的施工工
艺和施工规范。

２）涂料耐久性问题。 现有的光催化涂料主要应
用于城市建筑外墙、内墙、镜子、玻璃、灯罩等方面，这
些事物处于城市街道旁或是室内等比较温和的外界环

境中，对涂料耐候性要求不高。 相比之下大坝所处环
境十分恶劣，其表面材料长期受到水流冲刷、干湿循
环、温度变化等作用，若直接将现有的光催化材料应用
在大坝混凝土的表面，那么随时间推移必然会存在老
化剥离的问题。 因此，如何提高涂料耐候性，使其适应
户外恶劣环境，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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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涂料改性问题。 光催化反应可利用光源为紫
外光，若直接在可见光环境下使用，其光催化性能不能
得到充分利用。 另外，由于大坝体积大，大坝不同部位
受光照时长也不同，需要对现有光催化涂料进行改性，
提高其光敏程度和持续作用时间。 现已有学者对
ＴｉＯ２ 可见光催化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一定成果。 王
泽岩［２９］等首次将卤化银材料应用于光催化领域，利用
离子交换和光还原法制备出等离子体光催化材料。 该
材料在整个可见光区域表现出强烈的光吸收性能，和
光催化性能，极大提高了光催化效率。 但由于大坝混
凝土的特殊性和施工的局限性，现有的可见光催化剂
是否适用于大坝混凝土、充分发挥光催化效果仍需要
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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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花江干流梯级航电枢纽工程建设的必要性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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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松花江是我国七大江河之一，其干流是我国高等级航道网和流域内综合运输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 加快规划、建

设松干梯级航电枢纽工程，将全面渠化河道，充分开发利用水资源，使其航运、发电、防洪、农田灌溉、旅游、生态等综合效

益大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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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ｓｃａｄｅ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ｊ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ｃｏｕｌ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ｎｇｈｕａ Ｒｉｖ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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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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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工程项目背景
松花江干流（以下简称“松干”）自第二松花江与

嫩江交汇处（三岔河）至其与黑龙江交汇口（同江市）
河段，共 ９２８ｋｍ。 “松干”航道属于我国高等级航道网
重要组成部分，从黑龙江省省会哈尔滨市运送货物可
直达下游佳木斯市以及俄罗斯远东最大城市哈巴罗夫

斯克。 交通部发布的枟全国内河航道与港口布局规
划枠中明确“黑龙江和松辽水系高等级航道布局为‘二
线’，即黑龙江和松花江”。

长期以来，松花江对于货物运输、重大装备水路运
输、边境贸易等发挥重大作用。 由于松花江流域丰富
的物产和发达的工农业生产，历史上的松花江航运业
务十分繁忙，民国时期就已成为东北地区主要水运干
线。 货运量曾一度占居黑龙江水系的 ９０％以上。 运
输的主要物资包括木材、粮食、煤炭、石油等大宗物资。
近 １０ 年来，随着松花江上游嫩江（北源）尼尔基

水利枢纽及第二松花江（南源）哈达山水利枢纽的建
成，“松干”来水量日益减少，使其航道航运条件逐渐
恶化，通航水运效率下降，同时也造成沿江城市居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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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用水和农业灌溉用水以及生态环境用水紧张。 松花
江“水系航道绝大部分处于自然状态，经整治达标的
航道仅２９３ ｋｍ，占 ３．８％”。 为了综合开发和利用水资
源，１９９７ 年开始规划和建设“松干”大顶子山航电枢纽
工程（坐落在哈尔滨市区下游 ７０ ｋｍ处），２００６ 年建成
并投入使用。 大顶子山航电枢纽既改善了大顶子山河
段的航运条件，又使得哈尔滨市内河段的水生态环境
以及发电、渔业等其他综合效益得到发挥。 但由于大
顶子山航电枢纽以下河段的航运条件没有改善，上游
拦截水量，下游河道出现枯水年份水量减少，甚至出现
河道水生态萎缩现象。 因此，建议加快“松干”大顶子
山航电枢纽上游涝洲，下游洪太、通河、依兰、民主、康
家围子、悦来等 ７ 个梯级枢纽工程的建设，加强“松
干”全河段的跨年度调节水资源的能力；同时“全面渠
化松花江干流河道，科学合理地综合利用水资源，推进
航运、交通、电力、防洪、渔业、农业水生态保护、旅游、
贸易等发展，同时，对促进“一带一路”中蒙俄经济走
廊及龙江陆海丝绸之路的建设起到了不可代替的作用

（松花江干流规划的八个枢纽梯级分布见图 １）。

图 1　松花江干流航道发展建设规划图

２　必要性分析

根据枟黑龙江、松辽水系航运规划报告枠 （交计发
［１９９６］９８９ 号）和枟松花江流域综合规划（２０１２ －２０３０
年）枠（国函［２０１３］３８ 号），松花江干流拟采取局部河
段梯级与航道渠化相结合方案，规划建设“涝洲、大顶
子山、洪太、通河、依兰、民主、康家围子、悦来等航电枢
纽工程梯级，渠化航道里程约 ５９７ ｋｍ”。 从 １９９６ 年
枟黑龙江、松辽水系航运规划报告枠出台至今，已经历
２０ 多年，只建成一座“大顶子山航电枢纽”，完成规划
数量的 １２．５％，使得整个“松干”河段的综合效益并没
有得到充分发挥。 因此，应加快上游涝洲和下游洪太、
依兰等其他 ７ 个航电枢纽梯级（以下简称“松干梯

级”）的建设，尽早发挥松花江干流的水资源综合利用
的效益和规模效益。 其必要性如下。

１）“松干梯级”是龙江陆海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
的关键环节。 国家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以来，黑龙江
省力推“中蒙俄经济走廊”和“龙江陆海丝绸之路经济
带”实施建设发展规划，明确提出了加快“松干梯级”
的建设，尽早构建多层次对外交通运输通道，增强水运
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支撑。 “以哈尔滨港和佳木
斯港为枢纽，⋯⋯建设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等重
要水路运输通道及江海联运通道”。 同时，黑龙江省
为了贯彻十八大、十九大以来的会议精神，提出以生态
文明为核心理念的“两大平原” （松嫩平原和三江平
原）现代农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项目的实施和推进，
对松花江水资源综合开发提出了新的要求，也为“松
干”航电梯级枢纽工程建设和综合开发带来了新的发
展机遇。

２）“松干梯级”建设是合理开发利用松花江水资
源的重要保证措施。 １９９４ 年国务院［１９９４］８２ 号文件
批准的枟松花江、辽河流域水资源综合开发利用规
划枠，核心是优化配置、统筹安排流域水资源。 根据流
域规划方案，一期工程建成嫩江尼尔基水库后，哈尔滨
断面通航流量有所下降，需要实施航道连续渠化方案，
依次建成包括大顶子山航电枢纽及其上游和下游七处

枢纽工程在内的全部航运梯级。 经有关部门测算，如
果松花江干流实现局部渠化或连续渠化后，将可节省
６６ ×１０８ ～１００ ×１０８ ｍ３ 水量。 可见，“松干”航电梯级
枢纽工程是充分利用水资源和建设黄金水道的关键性

工程，也是实现全流域水资源能够科学合理开发的重
要保证措施。

３）“松干梯级”是实现松花江流域航运可持续发
展的标志性工程。 松花江是联接黑龙江、乌苏里江、第
二松花江和嫩江航运的中心纽带，通过实施梯级开发，
结合局部航道治理措施，可解决 ２９ 处浅滩碍航问题，
实现 ９２８ ｋｍ航道全部达到三级航道（千吨级船舶）通
航标准的目标。 将明显提升松花江沿岸的哈尔滨、木
兰、通河、依兰、佳木斯、绥滨、富锦、同江等沿岸十几处
港口和码头的吞吐量和运输能力。 尤其是能够承担煤
炭、木材、粮食、建材等大宗货物运输任务。 “松干梯
级”相继建成后，各个梯级所形成的水面末端将与前
面“梯级”相衔接，区间河段的河道得到渠化，“松干梯
级”也将成为松花江流域航运可持续发展的标志性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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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届时松花江将形成一条干支相连、通江达海的黄
金水道，通航保证率将由现状的 ７０％提高到 ９５％
以上。

４）“松干梯级”是保障沿江城市和工农业供水及
改善水生态环境的需要。 “松干梯级”建成后可抬高
沿江水位，从根本上改变两岸肇东、双城、巴彦、木兰、
宾县、方正、通河、依兰、汤原、佳木斯等市县及区段内
的用水条件，增加枯水期和枯水年份的城市供水和灌
溉用水量，节省取水费用，提高供水保证率，保证工农
业供水安全，满足城市和工农业供水需要。 同时枢纽
工程建成蓄水后，形成 ８ 个库区，沿江蓄水面积大大增
加，对改善流域水环境、调节区域气候、保护植被、涵养
水土、防止水土流失等起到不可替代的效应；同时对
“松干”防洪及跨年度水量调节作用显著；同时也是实
现松花江流域生态修复的最佳途径。

５）“松干梯级”对旅游业的发展将产生极大的促
进作用。 松花江流域自然风光优美，黑土文化厚重，自
然和人文旅游资源都十分丰富；加之物产富饶，旅游特
色鲜明。 松干梯级的建成必将带动旅游业提档升级并
作为国民经济重要支柱产业。 ２００８ 年大顶子山枢纽
建成运行后，哈尔滨河段形成了“一岛三湖”和金河湾
湿地、呼兰河口湿地、白鱼泡湿地和大顶子山湿地等 ８
个湿地旅游景点，松花江河口湿地以及沿江风光带旅
游应运而生，有力地促进了流域内旅游业的发展。 随
着 ７ 个松干梯级的逐渐完成，借助两岸山、水、林、田等
自然风光，将形成“人在水中、水在景中、景在画中”的
湖上风景线。 同时，沿江土地资源价值将大幅提升，寸
土寸金，对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将产生积极的促进
作用。

６）“松干梯级”建成可增加清洁能源供应进而改
善全流域的能源结构。 “松干梯级”全面建成后，可使
得松花江流域清洁能源供应得到有力提升，能源结构
得到改善和优化。 以拟建的木兰（洪太）梯级为例，水
电站装机设计容量为 ７０ ＭＷ，到 ２０２５ 年水平年多年
平均发电量 ２．９６ ×１０８ ｋＷ· ｈ。 假设 ８ 个航电枢纽梯
级多年平均发电量平均都达到这个水平，整个“松干
梯级”可达到多年平均发电量 ２３．６８ ×１０８ ｋＷ· ｈ，其
发电效益可观，可以增加清洁能源供应，对保障能源安
全、改善环境和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起到积极

作用。 同时，还可实现“航电结合、以电促航”，使“松
干”水运状况得到改善和全面提升。

７）“松干梯级”为流域内粮食增产增加后劲。 以
“松干梯级”的洪太梯级为例，工程建成后将形成
４．２２ ×１０８ ｍ３ 库容，能为库区沿岸优质高效农业发展
提供有力支撑，既可增加灌溉面积，同时可将沿江部分
旱田改为水田耕种，改善农产品种植结构，提高农业产
值，促进优质高效农业又好又快发展。 如果 ７ 个梯级
全面建成，假设每个梯级枢纽形成库容都与洪太梯级
相同，总计水容量可相当于建设 ３０个大型水库。

３　结论与建议

综上所述，松花江干流梯级航电枢纽工程是黑龙
江省建设“龙江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环节；是松花
江流域水资源综合开发、合理利用、优化配置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从根本上解决松花江干流顺畅通航和实现
水运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性工程；是实现“航电结合、以
电促航”［１］ ，改善电力系统结构，发展绿色能源，构建
和谐自然社会的有力工程；同时也是改善沿江城镇供
水和灌区取水条件、改善自然和生态环境的民心工程。
目前大顶子山梯级航电枢纽工程已建成并投入运行，
航电、生态、旅游、水产养殖、农田灌溉等综合效益逐步
显现。 未来其他 ７个梯级也应按照规划先后开发的顺
序，建设涝洲、洪太、通河等梯级航电枢纽工程，通过多
种融资模式解决资金问题，尽早发挥其社会经济效益。
同时，全面渠化松花江干流，也是交通部批准的枟松花
江和辽河水系航运规划枠要实现的主要目标。 结合松
辽运河沟通松辽两大水系，形成纵贯东北四省区南北，
“将营口、鞍山、沈阳、铁岭、郑家屯、哈尔滨、佳木斯等
众多县镇，以及俄罗斯的伯力、共青城等连在一起。 南
可经营口出海，北可经俄罗斯境内的黑龙江下游出海，
形成连接日本、韩国、朝鲜、蒙古的环形东北亚国际水
道”。 对繁荣沿岸及东北地区经济，促进沿线贫困地
区脱贫，加强沿边地区与内地联系，增进民族团结将起
到重大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１］刘常春．松花江干流航道建设思路探讨［ Ｊ］．水利科技与
经济， ２０１０， １６（１０）： １ １００ －１ 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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溧阳抽水蓄能电站地下厂房结构动力响应分析

郭冬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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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溧阳抽水蓄能电站地下厂房为原型，运用大型有限元计算程序 ＡＮＳＹＳ建立三维有限元模型，采用模态分析方
法分析厂房结构的自振特性，基于谐响应法分别分析地下厂房结构在机组动荷载和水轮机流道脉动压力荷载作用下的
动力响应。 计算结果表明，各种振源对厂房整体结构的影响不大，在机组振动荷载及脉动压力分别作用下，结构的振幅、
振动速度和加速度等均在允许范围内，厂房结构设计合理。

关键词：地下厂房；自振特性；动力响应；溧阳抽水蓄能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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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ic Response Analysis of the Underground Powerhouse
in Liyang Pumped Storage Power Station

ＧＵＯ Ｄｏｎｇｙｕｎ１ ， ＨＵ Ｌｉｎｊｉａｎｇ１ ， Ｗｕ Ｈｅｇａｏ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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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ｕｎｄ ｐｏｗｅｒｈｏｕｓｅ ｉｎ Ｌｉｙａｎｇ Ｐｕｍｐｅｄ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Ｐｏｗｅｒ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
Ａ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ｆｉｎｉｔ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 ｉ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ｉｎ ＡＮＳＹＳ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ｈｏｕｓ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ｓ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ｍｏｄ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ｅｔｈｏｄ．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ｈｏｕｓｅ 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ｅ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ｌｏａ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ｕｌｓａｔｉｎｇ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ｌｏａｄ ｏｆ ｔｈｅ ｔｕｒｂｉｎｅ ｐａｓｓａｇｅｗａｙ ａｒｅ ｓｔｕｄｉ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ｈａｒｍｏｎｉｃ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ｅｔｈｏｄ．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ｒｅ ｏｆ ｉｎ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ｐｏｗ -
ｅｒｈｏｕｓ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ｓ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 ｓｐｅｅｄ ａｎｄ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ａｌｌ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ａｌｌｏｗａｂｌｅ ｒａｎｇｅｓ．Ｔｈ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ｕｎｄ ｐｏｗｅｒｈｏｕｓ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ｓ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Key words： 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ｕｎｄ ｐｏｗｅｒｈｏｕｓｅ ；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Ｌｉｙａｎｇ Ｐｕｍｐｅｄ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Ｐｏｗｅｒ Ｓｔａｔｉｏｎ

　　溧阳抽水蓄能电站位于江苏省溧阳市境内。 工程
为一等大（１）型工程。 电站枢纽建筑物主要由上水
库、输水系统、发电厂房及下水库等 ４ 部分组成。 地下
厂房内安装 ６台单机容量为 ２５０ ＭＷ的可逆式水泵水
轮机组，总装机 １ ５００ ＭＷ。 机组额定转速 ３００ ｒ／ｍｉｎ，
飞逸转速 ４６０ ｒ／ｍｉｎ，水轮机工况额定水头 ２５９ ｍ。
本文利用大型有限元计算程序 ＡＮＳＹＳ，以中间标

准段机组为对象建立三维模型，沿厂房纵轴线方向总
长为 ２６．５ ｍ，沿厂房上下游方向宽度为 ２３．５ ｍ，高度
２９．３５ ｍ。 计算模型采用笛卡尔直角坐标系，其 X 轴

为水平方向，沿厂房纵轴指向左端为正（面向下游），Y
轴为铅垂方向，向上为正；Z 轴为水平方向，指向下游
为正。 在计算范围内，对水轮机蜗壳、座环及外围混凝
土均按实际尺寸进行模拟。 混凝土和基岩网格见
图 １。

１　地下厂房结构自振特性与共振校核

1．1　计算方案
为了研究围岩各方向约束与强弱对厂房结构自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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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混凝土和基岩网格
特性的影响，共进行 ７ 种边界条件的比较分析，详见
表 １。

表 1　计算方案

计算方案
围岩单位弹性抗力系数

／（ＭＰａ· ｃｍ －１）
上下游墙

边界条件

方案一 自由边界

方案二 １２ ⁄．５ 法向弹簧

方案三 １２ ⁄．５ 水平两向弹簧

方案四 １２ ⁄．５ 三向弹簧

方案五 １２ ⁄．５ 三向刚性约束

方案六 ２５ �水平两向弹簧

方案七 ４０ �水平两向弹簧

1．2　地下厂房结构自振特性
各方案厂房结构前 １０ 阶自振频率见表 ２，前 １０

阶模态不详细列出。
由计算结果可以看出，增加法向弹性约束后，整体

水流向振动频率明显提高，法向弹性约束对纵轴线方
向振动频率影响较小。 当采用弹性约束时，厂房整体
结构前 １０阶自振频率范围基本一致，弹性约束方向的
增加除了影响厂房结构前几阶的整体振动模态和频率

外，并不能显著提高厂房局部结构（如楼板、风罩、机
墩等）的自振频率。 当采用三向刚性约束时，各阶自
振频率相对弹性约束均有明显提高，厂房整体振动模
态消失。 当围岩单位弹性抗力系数由 １２．５ ＭＰａ／ｃｍ
增大至 ２５ ＭＰａ／ｃｍ时，厂房结构前两阶自振频率明显
增大，主要原因在于方案三前两阶模态为厂房整体振

表 2　厂房整体结构自振特性分析 Ｈｚ　
阶

次

自振频率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三 方案四 方案五 方案六 方案七

１ ï９ Q．９２ １１ ．０９ １６ Ú．９７ １７ 8．７０ ２３ }．９４ １９ Ã．７９ ２２ �．１２

２ ï１１ g．６０ １７ ．０１ １７ Ú．１６ １８ 8．１０ ３０ }．１６ ２０ Ã．６４ ２４ �．０７

３ ï１５ g．００ １８ ．７１ ２２ Ú．６８ ２３ 8．１７ ３２ }．４７ ２２ Ã．８８ ２４ �．４４

４ ï２２ g．５６ ２２ ．４８ ２５ Ú．２０ ２５ 8．５８ ３３ }．５２ ２５ Ã．８３ ２６ �．６８

５ ï２４ g．２９ ２５ ．３４ ２５ Ú．７４ ２８ 8．２２ ３４ }．３３ ２７ Ã．７２ ２８ �．６９

６ ï２５ g．１３ ２６ ．６５ ２７ Ú．３５ ２８ 8．７７ ３６ }．４１ ２８ Ã．７１ ２９ �．５０

７ ï２６ g．４４ ２７ ．３５ ２８ Ú．１１ ２８ 8．８６ ３８ }．００ ２９ Ã．９８ ３０ �．５８

８ ï２６ g．９９ ２８ ．４８ ２８ Ú．７１ ２９ 8．７９ ３９ }．３２ ３０ Ã．１６ ３１ �．４７

９ ï２８ g．７８ ２９ ．５２ ２９ Ú．７７ ３０ 8．７９ ４３ }．８１ ３１ Ã．１９ ３２ �．８８

１０ ¨２９ g．６８ ３０ ．０５ ３０ Ú．７８ ３２ 8．９１ ４４ }．５５ ３２ Ã．４１ ３４ �．８６

动，围岩弹性抗力系数的提高直接限制了厂房整体振
动的强度，同时也说明围岩弹性抗力系数对后续厂房
局部结构的自振频率影响不大。 当围岩单位弹性抗力
系数进一步增大至 ４０ ＭＰａ／ｃｍ时，厂房整体振动第 １、
２阶模态消失，第 １ 阶模态即为发电机层楼板和母线
层楼板右侧竖向振动，后续 ８ 阶局部结构自振频率与
方案三相比较最大增幅为 ７．５７％。

1．3　强迫振动振源与激振频率

水电站地下厂房内部引起结构振动的原因复杂，
其机理至今尚未完全清楚，引起机组振动的原因主要
有机械、电磁和水力三个方面。 根据溧阳抽水蓄能电
站实际情况，列出了 １５种振源及频率，见表 ３。

1．4　厂房整体结构共振校核

根据引起厂房结构振动的各种干扰力激振频率及

厂房结构自振频率，按照 ＳＬ２６６ －２００１枟水电站厂房设
计规范枠中有关结构共振校核的规定，对厂房结构是
否发生共振进行校核。 校核标准为：结构自振频率与
强迫振动频率之差与自振频率之比值应大于

２０％～３０％。 共振校核时厂房整体自振特性选用 １．２
节中方案三的计算结果。 共振校核结果见表 ４。
由计算结果可以看出，尾水管内涡带、机组额定转

频以及飞逸转频与厂房整体结构和局部结构前 ２０ 阶
自振频率具有足够的错开度，这对溧阳地下厂房结构
抗振非常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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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厂房结构振源和频率预测

序号 振动原因 振动频率／Ｈｚ
机械原因

１ O主轴偏心 ５，７ Ÿ．６７

２ O转动和固定部位碰撞 ５，７ Ÿ．６７

３ O轴承间隙过大，主轴过细 ５，７ Ÿ．６７

４ O主轴法兰推力轴承安装不良、轴曲 ５，７ Ÿ．６７

电磁原因

５ O定子极频振动 ５０，１００ a
６ O推力轴承制造不良 ６０ �
７ O发电机定子与转子气隙不对称 ５，７ Ÿ．６７

８ O不均匀磁拉力 ５、１０、１５、２０ º
９ O发电机线圈短路 ５ ð
１０ e发电机定子铁芯机座合缝不严 ５０，７５，１００ •

水力原因

１１ e尾水管内的涡带摆动引起的振动 １ ¨．２５

１２ e蜗壳中水流不均匀引起的振动 ３５ �
１３ e卡门涡引起的振动 ８０，１１５，１５０ ª
１４ e水轮机转轮叶片汽蚀引起的振动 １００，２００，３００ “
１５ e转轮叶片－导叶水力冲击引起的振动 ７００ �

　　厂房整体结构第 １ ～７ 阶自振频率与机组额定转
频的 ３ 倍及 ４倍频率没有足够错开度，但激振频率的
倍频引起结构共振的概率较小，危险性一般较低；此外
转轮叶片数频率（３５ Ｈｚ）与厂房整体结构第 ６ ～１０ 阶
自振频率无足够错开度，６ ～１０ 阶主要为厂房右侧楼
板的振动，应该重点关注转轮叶片数频率对该区域楼

板振动的影响。
表 4　厂房整体结构共振校核表

阶次
自振频率

fz／Ｈｚ
不同激振频率 fj／Ｈｚ时的共振校核值

１５ e２０ ì３５ ¡
１ ¤１６ !．９７ １２％ １８％

２ ¤１７ !．１６ １３％ １７％

３ ¤２２ !．６８ １２％

４ ¤２５ !．２０ ２１％

５ ¤２５ !．７４ ２２％

６ ¤２７ !．３５ ２７％ ２８％

７ ¤２８ !．１１ ２９％ ２４％

８ ¤２８ !．７１ ２２％

９ ¤２９ !．７７ １８％

１０ Ò３０ !．７８ １４％

２　机组振动荷载作用下厂房结构动力
响应分析

2．1　计算工况

本节研究重点是机墩、风罩及楼板等结构在机组
振动荷载作用下的动力响应。 机组振动荷载是通过定
子基础、下机架基础和上机架传递的轴向力、径向力和
切向力。 假定各振动荷载均是简谐荷载，荷载频率取
机组额定转速时的频率 ５ Ｈｚ，各振动荷载相位相同，
即各振动荷载同时达到幅值，这也是最不利的荷载组
合。 各工况下荷载幅值见表 ５。

表 5　机组设备荷载标准值 ｋＮ　

计算工况
定子基础

轴向 径向 切向

下机架基础

轴向 径向 切向

上机架基础

径向 切向

额定运行 ３８０ �１５０ Ÿ２１３ ™１ ０７９ [１１３ �５６ ¿１４ K２ �
满载短路 ３８０ �４４７ Ÿ５２９ ™１ ０７９ [１１３ �５６ ¿１４ K２ �
半数磁极短路 ３８０ �８８１ Ÿ８０９ ™１ ０７９ [６２４ �３１２ ×２８４ b４７ �
误同期 ３８０ �１ ４６３ ˇ１ ５６０ –１ ０７９ [１１３ �５６ ¿１４ K２ �

2．2　振动控制标准

除相关规范对机墩强迫振动的振幅有所规定外，
大连理工大学马震岳教授等对国内外相关的建筑物、
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和人体保健等方面的振动控制标
准进行了详细论证，并提出了厂房振动控制标准建议

值，见表 ６。

2．3　结果分析

根据计算结果，整理了各工况下机架基础截面、定
子基础截面、风罩、发电机层楼板及母线层楼板等部位
各方向最大位移、速度及加速度分别见表 ７、表 ８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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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９。
表 6　水电站主厂房振动控制标准建议值

结构构件
振动位移

／ｍｍ
振动速度／（ｍｍ· ｓ －１）

竖向 水平

加速度／（ｍ· ｓ －２）

竖向 水平

楼板

作为建筑结构 ０ 
．２ ５ ～１０ 5１ ～１０ �

人体健康评价 ０ 
．２ ３ ï．２ ６ Ã．４
０ `．２５（１．００） ０ H．７１（２．８６）

０ `．４２（１．６８） １ H．１３（４．４４）

实体墙、风罩 ０ 
．２ １０ ð１ ～１０ �
机墩、蜗壳混凝土 ０ 
．２ ５ ～１０ 5１ ～１０ �

注：表中人体健康评价加速度标准中，上面的数字表示连续工作且持续受振 ８ ｈ，下面的数字表示连续工作且持续受振 ４ ｈ，括号外
为频率 ２０ Ｈｚ对应标准，括号内为 ８０ Ｈｚ对应标准。

表 7　典型部位动位移 ｍｍ　

结构位置 方向
工况

额定工况 满载短路 半数磁极短路 误同期

下机架基础
水平向 ０ Å．０１０ ０ 
．０１２ ０ O．０３２ ０ î．０２８

竖向 ０ Å．０７１ ０ 
．０６７ ０ O．０５４ ０ î．０５３

定子基础
水平向 ０ Å．０１４ ０ 
．０２１ ０ O．０４３ ０ î．０７０

竖向 ０ Å．０５０ ０ 
．０４６ ０ O．０４２ ０ î．０４２

风罩
水平向 ０ Å．００６ ０ 
．０１１ ０ O．０４３ ０ î．０２４

竖向 ０ Å．０３４ ０ 
．０３６ ０ O．０３６ ０ î．０４４

发电机层楼板

水流向 ０ Å．００７ ０ 
．０１３ ０ O．０３４ ０ î．０３１

纵轴向 ０ Å．００６ ０ 
．０１０ ０ O．０４１ ０ î．０２４

竖向 ０ Å．０３４ ０ 
．０３６ ０ O．０５９ ０ î．０４２

母线层楼板

水流向 ０ Å．０１１ ０ 
．０１７ ０ O．０２８ ０ î．０４０

纵轴向 ０ Å．０１０ ０ 
．０１２ ０ O．０２５ ０ î．０３７

竖向 ０ Å．０３５ ０ 
．０３７ ０ O．０４０ ０ î．０４３

　　由计算结果可以看出，各工况下机墩结构振幅均
能够满足规范要求，发电机层楼板和母线层楼板水平
振幅和竖向振幅也都能够满足表 ６ 的建议限值。 机墩
风罩结构最大振动速度和加速度均小于表 ６的建议限
制。 从厂房振动强度的角度评价，溧阳地下厂房设计
上是合理的，能够满足抗振要求。

３　脉动压力作用下厂房结构动力分析

3．1　计算工况

计算分三种工况进行：２２７ ｍ 水头水轮机部分负
荷运行（出力 ２００ ＭＷ）；２５９ ｍ 水头水轮机额定负荷
运行（出力 ２５０ ＭＷ）；２９０ ｍ 水头水轮机额定负荷运
行（出力 ２５０ ＭＷ），详见表 １０。

3．2　计算结果分析

本节对厂房混凝土结构的动位移（振幅）、速度、
加速度进行了整理。 各典型部位的动位移、速度、加速
度列于表 １１。
由计算结果可以看出，三个工况下结构的竖向振

幅大于水平振幅。 在低水头部分负荷运行情况下，由
于水轮机流道内水流脉动压力相对较大，引起的厂房
结构动位移、速度、加速度以及动应力均相对较大。 在
２２７ ｍ水头部分负荷运行工况下楼板振幅相对较大，
但仍远小于控制标准 ０．２ ｍｍ。 ２２７ ｍ 水头工况下楼
板竖向振动加速度超过了人体健康控制标准，需要引
起重视，其余两个工况能够满足要求。 脉动压力作用
下厂房整体动应力水平低，对混凝土强度未构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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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典型部位均方根速度 ｍｍ／ｓ　
结构位置 方向

工况

额定工况 满载短路 半数磁极短路 误同期

下机架基础
水平向 ０ Å．２２２ ０ 
．２６６ ０ O．７１０ ０ î．６２２

竖向 １ Å．５７６ １ 
．４８７ １ O．１９９ １ î．１７７

定子基础
水平向 ０ Å．３１１ ０ 
．４６６ ０ O．９５５ １ î．５５４

竖向 １ Å．１１０ １ 
．０２１ ０ O．９３２ ０ î．９３２

风罩
水平向 ０ Å．１３３ ０ 
．２４４ ０ O．９５５ ０ î．５３３

竖向 ０ Å．７５５ ０ 
．７９９ ０ O．７９９ ０ î．９７７

发电机层楼板

水流向 ０ Å．１５５ ０ 
．２８９ ０ O．７５５ ０ î．６８８

纵轴向 ０ Å．１３３ ０ 
．２２２ ０ O．９１０ ０ î．５３３

竖向 ０ Å．７５５ ０ 
．７９９ １ O．３１０ ０ î．９３２

母线层楼板

水流向 ０ Å．２４４ ０ 
．３７７ ０ O．６２２ ０ î．８８８

纵轴向 ０ Å．２２２ ０ 
．２６６ ０ O．５５５ ０ î．８２１

竖向 ０ Å．７７７ ０ 
．８２１ ０ O．８８８ ０ î．９５５

表 9　典型部位均方根加速度 ｍｍ／ｓ２　
结构位置 方向

工况

额定工况 满载短路 半数磁极短路 误同期

下机架基础
水平向 ６ Å．９７１ ８ 
．３６５ ２２ f．３０６ １９ ´．５１８

竖向 ４９ ‹．４９２ ４６ !．７０４ ３７ f．６４２ ３６ ´．９４５

定子基础
水平向 ９ Å．７５９ １４ !．６３９ ２９ f．９７４ ４８ ´．７９５

竖向 ３４ ‹．８５４ ３２ !．０６５ ２９ f．２７７ ２９ ´．２７７

风罩
水平向 ４ Å．１８２ ７ 
．６６８ ２９ f．９７４ １６ ´．７３０

竖向 ２３ ‹．７０１ ２５ !．０９５ ２５ f．０９５ ３０ ´．６７１

发电机层楼板

水流向 ４ Å．８８０ ９ 
．０６２ ２３ f．７０１ ２１ ´．６０９

纵轴向 ４ Å．１８２ ６ 
．９７１ ２８ f．５８０ １６ ´．７３０

竖向 ２３ ‹．７０１ ２５ !．０９５ ４１ f．１２７ ２９ ´．２７７

母线层楼板

水流向 ７ Å．６６８ １１ !．８５０ １９ f．５１８ ２７ ´．８８３

纵轴向 ６ Å．９７１ ８ 
．３６５ １７ f．４２７ ２５ ´．７９２

竖向 ２４ ‹．３９８ ２５ !．７９２ ２７ f．８８３ ２９ ´．９７４

表 10　各计算工况下荷载频率及幅值表

工况 水头 蜗壳
转轮导叶

之间＋Ｙ
转轮导叶

之间－Ｙ
０ ±．４Ｄ２锥
管上游

０ Ç．４Ｄ２锥
管下游

１ S．０Ｄ２锥
管上游

１ $．０Ｄ２锥
管下游

肘管

外侧

肘管

内侧

工况一 ２２７ ｍ 频率／Ｈｚ １０５ 6７０ ¬７０ ì３５ d３５ 5３５ �３５ ×３５ z３５ Ó
幅值／％ ４ 	１２ ¬４ O．５ ４ N２ �３ ð５ ¡５ c２ ×

工况二 ２５９ ｍ 频率／Ｈｚ ３５  ３５ ¬３５ ì３５ d３５ 5３５ �３５ ×３５ z３５ Ó
幅值／％ １ ‹．５ ２ ~．２ ２ O．２ １ N１ �１ ð１ ¡１ c１ ×

工况三 ２９０ ｍ 频率／Ｈｚ １０５ 6３５ ¬３５ ì３５ d３５ 5３５ �３５ ×３５ z３５ Ó
幅值／％ １ 	４ ~．５ ４ O．５ １ N１ �１ ð１ ¡１ c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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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厂房结构各部位最大响应

位置 方向

工况一

位移

／ｍｍ
加速度

／（ｍｍ· ｓ －２ ）

应力

／ＭＰａ

工况二

位移

／ｍｍ
加速度

／（ｍｍ· ｓ －２）

应力

／ＭＰａ

工况三

位移

／ｍｍ
加速度

／（ｍｍ· ｓ －２）

应力

／ＭＰａ

发电机

层楼板

水流向 ０ œ．００９ ６ ２ Æ．７３２ ０ ó．０８２ ０ B．００３ ４ １ 9．１４８ ０ 
．０３１ ０ µ．００２ ８ ０ ¨．８７７ ０ }．０２６

纵轴向 ０ œ．０１２ ７ ２ Æ．１００ ０ ó．１０２ ０ B．００３ ５ ０ 9．８１３ ０ 
．０３１ ０ µ．００３ ２ ０ ¨．６４１ ０ }．０２６

竖向 ０ œ．０１９ ４ ４ Æ．２４３ ０ ó．１０３ ０ B．００５ ３ １ 9．７５６ ０ 
．０４１ ０ µ．００４ ７ １ ¨．３８２ ０ }．０３３

母线层

楼板

水流向 ０ œ．００５ ８ １ Æ．７５０ ０ ó．０９４ ０ B．００２ ０ ０ 9．７３０ ０ 
．０４０ ０ µ．００１ ７ ０ ¨．５５４ ０ }．０３０

纵轴向 ０ œ．００８ ２ ３ Æ．２０４ ０ ó．０９４ ０ B．００３ ２ １ 9．３４６ ０ 
．０３８ ０ µ．００２ ６ １ ¨．０３０ ０ }．０３０

竖向 ０ œ．０１４ １ ４ Æ．８５４ ０ ó．１１２ ０ B．００５ １ ２ 9．０６９ ０ 
．０３８ ０ µ．００３ ９ １ ¨．５３３ ０ }．０３１

机墩
水平向 ０ œ．００４ ５ １ Æ．２９０ ０ ó．０４２ ０ B．００１ ５ ０ 9．５３５ ０ 
．０１８ ０ µ．００１ ３ ０ ¨．４０８ ０ }．０１４

竖向 ０ œ．００４ ７ １ Æ．４８９ ０ ó．０５６ ０ B．００１ ６ ０ 9．６０５ ０ 
．０２０ ０ µ．００１ ３ ０ ¨．４７２ ０ }．０１６

风罩
水平向 ０ œ．００９ ８ １ Æ．５３５ ０ ó．０７３ ０ B．００２ ６ ０ 9．５７８ ０ 
．０２０ ０ µ．００２ ４ ０ ¨．４６２ ０ }．０２０

竖向 ０ œ．０１３ ７ ３ Æ．９６９ ０ ó．１４０ ０ B．００４ ５ １ 9．６１９ ０ 
．０５５ ０ µ．００３ ７ １ ¨．２４６ ０ }．０４３

４　结　语
溧阳地下厂房上下游墙边界条件采用弹性约束是

合适的，且有必要考虑水平切向弹性约束对厂房结构
模态的影响。 尾水管内涡带、机组额定转频以及飞逸
转频与溧阳地下厂房整体结构和局部结构前 ２０ 阶自
振频率具有足够的错开度，这对溧阳地下厂房结构抗
振是非常有利的。 额定运行工况、满载短路工况、半数
磁极短路工况及误同期工况下，机墩结构振幅均能够
满足规范规定，各工况下厂房结构各典型部位振幅、速
度、加速度均能满足长期或短期组合控制标准。 半数
磁极短路和误同期工况机墩第一主应力较大，可能会
使机墩结构出现局部损伤，因此应该尽量避免机组进
入事故工况。 从厂房振动强度的角度评价，溧阳地下
厂房设计上较合理。 在 ２２７ ｍ 水头部分出力、２５９ ｍ
水头以及 ２９０ ｍ水头额定出力三个工况下，振动强度
能够满足建筑结构控制标准，仅 ２２７ ｍ 水头工况楼板
竖向振动速度和加速度超过了人体健康控制标准。 相
比较而言，在低水头部分负荷运行情况下，厂房结构动
位移、速度、加速度以及动应力均相对较大，而在高水

头额定负荷运行情况下，厂房结构动位移、速度、加速
度以及动应力均相对较小，对厂房结构抗振更为有利。
参考文献：
［１］陆佑楣， 潘家铮．抽水蓄能电站［Ｍ］．北京： 水利电力出

版社， １９９２

［２］ＧＢ ５００１０ －２００２，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Ｓ］
［３］马震岳， 董毓新．水轮发电机组动力学［Ｍ］．大连： 大连

理工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３

［４］ＳＬ２６６ －２００１， 水电站厂房设计规范［Ｓ］
［５］马震岳， 董毓新， 郭永刚， 等．三峡水电站厂房结构动力

分析与优化［Ｊ］．水电能源科学， ２０００， １８（３）： ２６ －２８， ５３

［６］韩芳， 蔡元奇， 朱以文．十三陵抽水蓄能电站地下厂房结

构动力分析［ Ｊ］．武汉大学学报： 工学版， ２００７， ４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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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陈婧， 马震岳， 戚海峰， 等．宜兴抽水蓄能电站地下厂房

结构振动响应分析［ Ｊ］．水电能源科学， ２００９， ２７ （３）：

８１ －８３， ９９

［８］张宏战， 相昆山， 马震岳．机组振动荷载作用下大型水电

站厂房振动反应分析［ Ｊ］．水利与建筑工程学报， 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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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ＡＮＳＹＳ 的悬挂励磁机转子结构可靠性分析
夏　黎，张金华

（中国长江动力集团有限公司，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２０５）

摘要：为保证悬挂式励磁机的可靠性，运用 ＡＮＳＹＳ对转子挠度、扭转强度、联轴螺栓的强度和槽楔应力分布进行仿真计
算，结果表明：静止状态下，套在发电机轴时励磁机转子铁芯挠度不影响励磁机气隙均匀分布；短路时，联轴螺栓的剪切
和转轴的局部应力集中情况良好；转子联轴螺栓在预紧力和重力下的最大应力和交变弯应力幅值合理；额定工况和超速

工况下，槽型的变形量和应力分布合理，转子槽楔强度能满足励磁机在额定及超速时安全要求。 励磁机转子设计满足励
磁机额定运行的机械强度要求。

关键词：悬挂式励磁机；仿真计算；强度；应力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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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iability Analysis of Suspended Exciter Rotor Structure with ANSYS
ＸＩＡ Ｌｉ， ＺＨＡＮＧ Ｊｉｎｈｕ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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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Ａ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ｓｐｅｎｄｅｄ ｅｘｃｉｔｅｒ ｒｏｔｏ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ｓ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ｗｉｔｈ ＡＮＳＹＳ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ｏｒｓ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ｔｏｒ ， ｔｈ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ｔｏｒ ｂｏｌ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ｒｅｓ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ｌｏｔ
ｗｅｄｇｅ．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ｃｉｔｅｒ ｒｏｔｏｒ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ｒａｔｅ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ｄｉ -
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ｓａｔｉｓｆｉｅｄ．Ｉｎ ｓｔａｔｉｃ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ｔｏｒ ｃｏｒｅ ｗｉｌｌ ｎｏｔ ａ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 ｅｖｅ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ｃｉｔｅｒ
ｃｌｅａｒａｎｃｅ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ｉｒｏｎ ｃｏｒｅ ｉｓ ｆｉｔｔ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ｓｈａｆｔ．Ｗｈｅｎ ｓｈｏｒｔ ｃｉｒｃｕｉｔｅｄ， ｔｈｅ ｓｈｅａｒ ｓｔｒ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ｔｏｒ ｂｏｌ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ｈａｆｔ ａｒｅ ｉｎ ｇｏｏｄ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ｓｔ ｓｔ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ｎｇ ｂｅｎｄｉｎｇ ｓｔｒ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ｔｏｒ
ｂｏｌｔ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ｐｒｅ-ｔｉｇｈｔｅｎ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ａｒｅ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ｒａｔｅ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ｖｅｒ-
ｓｐｅｅｄ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ｓ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ｌｏｔ ａｒｅ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ｓｌｏｔ ｗｅｄｇｅ
ｍｅｅｔｓ ｔｈｅ ｓａｆｅｔｙ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
Key words： ｓｕｓｐｅｎｄｅｄ ｅｘｃｉｔｅｒ；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ｓｔｒｅｓ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当汽轮发电机采用交流无刷励磁时，励磁机转轴

有三种结构形式：励磁机与发电机采用同一整锻轴；励

磁机转轴与发电机转轴通过联轴器联接，但不配励磁

机轴承支撑；励磁机转轴与发电机转轴通过联轴器联

接，配有励磁机轴承支撑。 这三种结构各有优缺点。

第二种的励磁机转子，由于没有轴承支承，悬挂发电机

的转轴上，其结构是否合理关系到电机是否能长时间

正常运行［１］ ，因此对电机转子结构进行可靠性分析显

得尤为重要。

１　励磁机转子结构及参数
本励磁机为悬挂转枢式结构，联轴器与转轴整体

锻造，励磁机转轴通过联轴螺栓与发电机转轴连接，同
轴旋转，整流环及转子铁心套装在励磁机的转轴上。
转子铁心由硅钢片迭压而成，冲片两面涂漆，转子线圈
为双层线圈，用槽楔固定在槽内，电枢绕组端部用无纬
玻璃丝带绑扎，电枢线圈 ３ 根交流引出线通过轴表面
的引线槽引至旋转整流环，其外部用无纬带绑扎。 旋
转整流环固定在励磁机转轴上，转子输出电流经旋转

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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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流环整流后，通过导电引线和励磁机导电杆向发电
机转子提供电流［２］ 。 励磁机转子外形如图 １，主要技
术参数见表 １。

图 1　励磁机转子外形图
表 1　主要技术参数

容量

／ｋＶＡ
额定转速

／（ｒ· ｍｉｎ －１）
转子外径

／ｍｍ
冲片内径

／ｍｍ
铁心长度

／ｍｍ
１３０ Ÿ３ ０００ ˛４２３ ÿ２１０ ©１５０ z

２　转轴结构可靠性分析

2．1　转子有限元模型的建立

将发电机转轴、转子线圈、槽楔、护环等看成一个
整体，求解出发电机本体的等效直径（即与开槽转子
具有相同弯曲刚度的整体钢轴的直径），同时将励磁
机转子铁芯，绕组，整流环等简化成圆柱铁棒后，建立
转子模型，如图 ２。

图 2　转子模型图
2．2　转子挠度计算

设计过程中，用 ８ 个联轴螺栓将励磁机转子固定
在发电机转子上，形成一个整体。 将发电机转子的支
撑简化为球形运动副，分析其在静态下的挠度，经 ＡＮ-
ＳＹＳ计算求解出变形量。
如图 ３，较大变形量为发电机转子汽端和励磁机

转轴外伸处，分别为０．３０４ ｍｍ和０．５１５ ｍｍ，励磁机转

子铁芯中心变形为 ０．２９３ ｍｍ，满足枟电力建设施工技
术规范枠 中的相关要求（≤１ ｍｍ）。

图 3　转子静态变形分析图

2．3　转子联轴螺栓的强度计算

１）短路工况下，联轴螺栓纯扭矩作用下的计算。
短路工况下联轴螺栓纯扭矩作用下的应力分布和变形

的计算结果如图 ４ ～图 ６所示。

图 4　短路时联接螺栓应力分布图

图 5　短路时励磁机转子变形量
图 ４ 表明，纵剖面上最大应力分布在把合处，为

１６．９５ ＭＰａ；图６表明，螺栓断面最大应力为７．８４ ＭＰａ，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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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短路时联接螺栓断面应力分布
远小于其许用应力。

２）短路工况下，联轴螺栓在预紧力和重力作用下
的计算。 螺栓在预紧力、重力作用下，假定螺栓与转轴
孔无摩擦和发电机转轴与励磁机转轴配合面有摩擦，
对联轴螺栓进行了计算，计算结果分别见表 ２，图 ７ 和
图 ８。

表 2　联接螺栓应力计算

ＡＮＳＹＳ计算法

最大等效

应力／ＭＰａ
最小等效

应力／ＭＰａ
平均等效

应力／ＭＰａ

经典算法

平均应力

／ＭＰａ

两种计算法

的平均应力

对比／％

４６６ î．８ ２９９ O．３２ ３９３  ．１３３８１  ．３５ ３ Ú．０９

图 7　重力作用下转子变形量
　　如果励磁机的转子与定子有偏心，存在单边磁拉
力，其值按下式计算：

F０ ＝２９．４DLg （
Bδ

７ ０００）
２ e０

式中：D 为转子外径，ｃｍ；L 为转子铁芯长度，ｃｍ；g 为
重力加速度，ｍ／ｓ２ ；Bδ 为气隙磁密，Ｇｓ；e０ 为偏心值。

图 8　重力作用下连接螺栓应力分布图
根据上述公式计算的单边磁拉力 F０ 为 ６０４．６ Ｎ，

远小于铁芯与线圈合计重力 ３ ８００ Ｎ，在计算中，可不
考虑单边磁拉力引起的挠度变化［３］ 。

３　转子槽楔强度计算

3．1　转子槽楔有限元模型建立

由于转子槽楔具有对称性，分析过程中采用周期
性对称分析，取一槽分析，建立模型如图 ９。

图 9　槽楔模型图
槽楔，铁芯，铜线，绝缘简化后并赋予不同材质，并

假定线圈与绝缘不发生相对运动，其他各接触均设为
摩擦接触，网格划分后的槽楔如图 １０所示。

3．2　转子槽楔计算分析

转子槽楔的应力分布和变形量的仿真计算结果如

图 １１ ～图 １４ 所示。 计算结果表明：在额定工况下，最
大应力位于齿头，２１．５ ＭＰａ，最大变形量位于槽楔上，
与上层线圈接触处，为 ０．１６７ ｍｍ；在超速工况下，最大
应力为处于齿头，３０．９ ＭＰａ，最大变形量位于槽楔上，
与上层线圈接触处，０．６７７ 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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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槽楔网格划分图

图 11　额定运行时槽楔应力分布图

图 12　额定运行时槽楔变形量图

４　结　语

本文利用 ＡＮＳＹＳ软件，对容量为 １３０ ｋＶＡ的某悬
挂式励磁机转子的挠度、扭转强度以及槽楔强度进行
了仿真计算分析，得出了如下结论。

图 13　超速时槽楔应力分布图

图 14　超速时槽楔变形量图
　　静止状态下，套在发电机轴时励磁机转子铁芯挠

度不影响励磁机气隙均匀分布；短路时，联轴螺栓的剪

切和转轴的局部应力集中情况良好；转子联轴螺栓在

预紧力和重力下的最大应力和交变弯应力幅值合理；

额定工况和超速工况下，槽型的变形量和应力分布合

理，转子槽楔强度能满足励磁机在额定及超速时安全

要求。 励磁机转子设计满足励磁机额定运行的机械强

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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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电站库岸边坡古滑坡体复活区稳定分析及涌浪预测

黄兴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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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新疆某水利枢纽坝址区左岸岩质边坡古滑坡体为研究对象，位于古滑坡体下游侧坡脚的导流洞进口引渠和施
工路开挖导致古滑坡部分复活，用极限平衡法分析研究古滑坡体在各种运行工况下的稳定性，采用普遍推荐的潘家峥院
士滑坡涌浪估算法对滑坡体滑坡涌浪进行分析计算，并对滑坡体后缘主滑地段削坡卸载和阻滑段压重加载及坡脚修建
重力式浆砌石挡墙改善受力平衡条件，工程竣工蓄水后古滑坡体经历水库运行期间水位骤降的考验仍然稳定，验证了工
程措施得当。

关键词：水库塌岸；古滑坡体；极限平衡法；潘家峥院士滑坡涌浪估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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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bility Analysis of the Resurrection Part of an Ancient Landslide Body in
a Reservoir Bank Slope and Prediction of Landslide Induced Su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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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Ｉｎ ａ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ｎｃｙ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ｉｎ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 ｔｈ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 ｂｏｄｙ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ｂａｎｋ ｓｌｏｐｅ ｉｓ ｒｅｓｕｒｒｅｃ-
ｔｅｄ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ｅｘｃａ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ｌｏｐｅ ｆｏｏ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ｏｎ ｔｕｎｎｅｌ ｉｎｌｅ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ｏａ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 ｂｏｄｙ ｕｎｄｅｒ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ｓｕｒｇｅ ｉｓ 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ａｎ Ｊｉａｚｈｅ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ａｒ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ｌｏｐｅ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ｓｌｉｄｉｎｇ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ｂａｃｋ ｅｄｇｅ ， ｔｈｅ ｂａｌｌａｓｔ ｗｅｉｇｈｔ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ａｎｔｉ-ｓｌｉｄｉｎｇ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ｔｙｐｅ ｍａｓｏｎｒｙ ｒｅｔａｉｎｉｎｇ ｗａｌｌ ｉｎ ｔｈｅ ｓｌｏｐｅ ｆｏｏｔ．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
ｍｅｎｔ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ａｒ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ａｓ ｔｈ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 ｂｏｄｙ ｒｅｍａｉｎｓ ｓｔａｂｌｅ ｅｖｅｎ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ｓｕｄｄｅｎ ｄｒａｗｄｏｗｎ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
Key words：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ｂａｎｋ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 ｂｏｄｙ； ｌｉｍｉｔ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ｍｅｔｈｏｄ； Ｐａｎ Ｊｉａｚｈｅ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ｓｕｒｇ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１　滑坡体地质条件
库区位于河流下游峡谷段，两岸山体为侵蚀构造

中低山地貌，海拔高程 ８００ ～１ ３００ ｍ，库区河谷段呈
“Ｖ”型，两岸谷坡较陡峻，河流方向与山脉走向基本垂
直，库区两岸基岩裸露，零星分布Ⅰ ～Ⅳ级阶地，阶地
面宽度不大，Ⅰ、Ⅱ级阶地高程分别为 ６２９ ～６３１ ｍ、
６３６ ～６４６ ｍ；Ⅲ、Ⅳ级阶地主要分布于左岸，阶地高程
分别为 ６６４、６９４ ｍ；现代河床宽 ４０ ～１８０ ｍ 左右，河床
纵坡坡降 ５．３３‰，正常蓄水位 ７５２ ｍ 高程处，谷宽
１６９ ～８２０ ｍ，迴水长度约 １８ ｋｍ。 库区出露的地层主

要有泥盆系、石炭系、第四系和华力西中期岩浆岩，地
下水主要为基岩裂隙水。 在河谷两岸的中小型冲沟内
分布有高于河水及库水位的泉水，以基岩裂隙水和泉
水的形式补给河水。 工程区 ５０ 年超越概率 １０％的动
峰值加速度为 ０．０５ g，相应地震基本烈度为Ⅵ度［１］ 。
库区 １８ ｋｍ迴水线两岸边坡，仅在近坝左岸导流

洞进口附近，分布有 １处古滑坡体，滑坡体的岩性为华
力西中期第三侵入次的花岗岩岩体：浅灰色和灰色、淡
绿色细粒斜长花岗岩（γｏ４２ｃ），岩体受到了强烈的变质
作用，被压碎、绢云母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钠长石和
石英的交代作用。 细粒斜长花岗岩（γｏ４２ｃ）与石炭系地

３２



水 电 与 新 能 源 ２０１８ 年第 ７期

层为侵入熔融接触。
该滑坡体涉及的构造有 Ｆ２０３ 、Ｆ２２４两条陡倾角断

层，ＮＮＷ、ＮＥ两组陡倾角裂隙和 ＮＮＷ组缓倾角裂隙。
Ｆ２０３呈舒缓波状，产状 ３２０°～３２７°ＮＥ∠７４°～８５°，破碎
带宽度 ４２ ～８０ ｃｍ，为绿色薄片（厚度 １ ～３ ｍｍ）状挤
压带，可组成古滑坡体后缘的拉裂面； Ｆ２２４ 产状

３４５°ＳＷ∠７３°，与 Ｆ２０３近于平行，位于 Ｆ２０３靠河床侧，相
距约 ２０ ｍ，Ｆ２２４破碎带宽度一般 ４０ ～６０ ｃｍ，为碎裂岩、
角砾岩和少数糜棱岩，可组成古滑坡体后缘的拉裂面
之一； ＮＮＷ 组陡倾角裂隙产状 ３３５°～３５５°ＮＥ
（或 ＳＷ）∠６０°～８５°，延伸较长，约 １０ ～２５ ｍ，部分具
有不连续的泥膜；ＮＥ组陡倾角裂隙产状 ５０°～７０°ＮＷ
（或 ＳＥ）∠８０°～９０°，延伸较短，一般长度 ３ ～５ ｍ，面
粗糙，无泥质，为硬性裂隙面；ＮＮＷ 顺坡向缓倾角裂
隙，总体产状 ３３０°～３５０°ＳＷ∠２５°～３２°（平均倾角为
２８°），一般长度 ２ ～５ ｍ，少数具有泥膜，据物探地震剖
面测试，在地表以下 ９ ～２０ ｍ 深度范围波速较低
（Vp＝８２０ ～２ ３００ ｍ／ｓ低速带），表明裂隙较发育，９ ～
２０ ｍ深度以下缓倾角裂隙不发育，岩石较新鲜、坚硬，
岩体完整，地震波纵波速度为 Vp＝３ ５００ ～５ ０００ ｍ／ｓ。
古滑坡体地段构造组合是由 ＮＮＷ向陡倾角断层

和裂隙构成滑坡体的背侧横向拉裂面，ＮＥ向陡倾角裂
隙构成侧向滑移切割面，由 ＮＮＷ 向陡倾角裂隙和缓
倾角裂隙组成的倾向坡外的台阶状底部滑移剪切面

（见图 １），再加上河谷（西侧）临空面，４个因素组合形
成了古滑坡切割岩体。 因这些构造控制了古滑坡岩石
块体的结构，同时又在滑坡块体内分布，加上底滑面不
整齐、也不完整，还呈台阶状态，因此，该滑坡体整体滑
动的可能性不大。

图 1　滑坡面裂隙示意图

工程开工后，在古滑坡体下游侧坡脚和坡下部，布
置导流洞进口及施工道路，由于导流洞进口引渠和施
工路开挖，开挖高程 ６４５ ～７２３ ｍ，最大开挖高度 ７８ ｍ，
顺河长度 １３０ ～１７０ ｍ，往坡内水平向开挖深度一般
３７ ～５０ ｍ，最深 ７０ ｍ，使原来 ２８°的自然坡变为 ６０°的
开挖坡、卸掉了自然坡脚的抵抗岩体，加上爆破开挖无
控制等因素，使坡脚应力集中蠕变，坡上部岩体向坡外
倾倒，沿 Ｆ２２４拉开，造成古滑坡体下游部分产生新的复
活，形成古滑坡复活体，平行岸坡拉裂长度 １２０ ｍ，裂
缝距离开挖坡顶的宽度 ７０ ｍ，分布高程约 ７１０ ～
７６０ ｍ，分布面积约 ６ ２８２．４７ ｍ２ ，总方量 １２．９ 万 ｍ３，
从影响施工角度把复活体分为 Ａ、Ｂ 两区，Ａ区处于施
工洞口上方，危及施工安全，卸载挖除了约 １．４ 万 ｍ３，
保证了施工安全；Ｂ 区位于洞口上游，不影响施工，
１１．５万 ｍ３ 未处理。 其平面图见图 ２，剖面图见图 ３。

从工程安全角度出发，滑坡体按最不利的极限条
件，按整个滑坡体全部整体下滑来考虑，设定天然状态
下稳定性处于临界或近于临界状态，用极限平衡法估
算下滑对工程的最大威胁［２］ 。

２　滑坡体抗滑稳定性边界条件及参数
选择

　　根据地质测绘调查、施工开挖面观察描述、物探剖
面测试，古滑坡体全部范围，后缘拉裂面为 Ｆ２０３ 断层，
出露长度约为 ４６０ ｍ，分布高程约 ８１０ ｍ；滑坡体底滑
面为地震波低速带的底部界面，底部高程约 ７００ ｍ，水
平宽度 １３４ ｍ，滑动面以上岩体平均厚度 １７．０ ｍ，低速
带岩体大多处于强风化层中，岩体以碎裂结构为主，岩
石密度为 ２．７ ｇ／ｃｍ３ ；低速带以下为弱风化岩石，岩石
密度 ２．７１ ｇ／ｃｍ３ 。 其余力学参数见表 １。

３　滑坡复活体极限平衡计算
根据水电水利 ＤＬＴ ５３３７ －２００６ 水电水利工程边

坡工程地质勘察技术规程附录 Ｅ，刚体的极限平衡理
论分析如下［３］ 。

3．1　天然工况下

稳定性安全系数（Fs）计算公式为

Fs ＝Wｃｏｓ β· ｔａｎ 矱＋cL
Wｓｉｎ β

滑坡体重力 W＝γhLｃｏｓ β
则 Fs ＝ｔｇ 矱／ｔｇ β＋cL／（γhLｃｏｓ β×ｓｉｎ β） ＝ｔｇ 矱／ｔｇ β＋
２c／γhｓｉｎ（２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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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库区滑坡分布地质平面图

图 3　滑坡复活体地质剖面图

式中：W为古滑坡体重力，ｋＮ；c 为滑面黏聚力（见表
１）；矱为滑面内摩擦角（天然状态取 ２８°，饱和状态取
２４°）；L为滑面长度，ｍ；β为结构面倾角（２８°）；γ为滑
坡体密度（２７ ｋＮ／ｍ３ ）；h为滑坡体的厚度（１７ ｍ）。
设计蓄水位 ７５２ ｍ时，古滑坡体大多被库水淹没，

稳定性计算时，水下部分不计凝聚力或考虑少量凝聚
力，分为天然与饱和两种状态分别计算。 经边坡抗滑
稳定计算分析，天然状态下 C 值考虑 ２０ ｋＰａ 时，Fs ＝
１．０４。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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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古滑坡体参数及稳定性计算表

岩体 含水状态 结构

参数

抗剪断强度

度／f＇ C／ｋＰａ
安全

系数

倾角β
／°

岩石密度

／（ｇ· ｃｍ －３）

强风化及

低速带岩体

天然状态

蓄水饱和

状态

碎裂结构为

主，块状结
构次之

２８°／０ �．５３ ２０ 5１ ¨．０４

２８°／０ �．５３ ０ �１ ¬．０

２６°／０ �．４９ １０ 5０ ¨．９７

２６°／０ �．４９ ０ �０ ¨．９２

２８ ×２ ð．７

3．2　水库蓄水工况下
水库蓄水时考虑结构面充水时

Fs ＝（Wｃｏｓ β－u－vｓｉｎ β） ｔａｎ 矱＋cL
Wｓｉｎ β＋vｃｏｓ β

式中：W ＝１／２ ×γwH２ ｛［１ ＋（Z／H）２ ］ ｃｔｇ β－ｃｔｇ α｝；
c为滑面黏聚力（见表 １）；矱为滑面内摩擦角（天然状
态取 ２８°， 饱和状态取 ２４°）； L 为滑面长度 ＝
（H－Z）／ｓｉｎ β，ｍ；β为结构面倾角（２８°）；γ为滑坡密
度（２７ ｋＮ／ｍ３ ）。
水的法向浮力 u＝１／２ ×γwZwL
水的水平力 v＝１／２ ×γwZw ２

α为坡面倾角（６０°－７０°）。
不考虑 C值时，Fs ＝１．０，表明天然状态下古滑坡

体稳定性处于临界或近于临界状态；水库蓄水和结构
面饱和状态时，C 值考虑 １０ ｋＰａ，Fs ＝０．９７，不考虑 C
值时，Fs ＝０．９２，表明古滑坡体为不稳定状态。 选用参
数符合设想的临界状态。
开挖后的古滑坡体复活 Ａ、Ｂ 区的地质剖面见

图 ３。

４　古滑坡体涌浪计算与分析评价
目前，对于水库库岸滑坡涌浪分析，主要采用经验

估算方法、模型试验方法和数值模拟方法，经验估算法
主要有美国土木工程学会（ＡＳＣＥ）推荐方法、潘家铮
方法和水科院经验公式法等，由于导流洞进口古滑坡
体，受裂隙、断层切割影响，岩体为不完整的块体；物探
测试，岩体低波速带底部界面呈高低起伏不平；因此古
滑坡低速带岩体如若产生滑动，应该不会整体下滑，而
是解体分块下滑。 考虑到滑动机理复杂，假设正常高
库水位运行中，出现最不利的古滑坡体整体高速下滑，
本文采用普遍推荐的、潘家峥院士的滑坡涌浪估算法
计算对古滑坡体滑坡激起的涌浪及其在水库中的传播

问题进行研究。
计算范围是 Ｆ２０３断层出露线以外整个古滑坡岩体

（总方量 ８２．３２万 ｍ３ ）产生的涌浪。
１）滑坡体滑速 V计算

V＝ ２gH（１ －fｃｔｇ θ）
式中：g为重力加速度（取 ９．８ ｍ／ｓ２ ）；H为滑坡水上部
分重心至水面的高度（正常高水位时）取 ３３ ｍ；θ为滑
坡倾角，取 ２９°；W为滑坡体总体积 ８２．３２ 万 ｍ３ ；f为滑
面摩擦系数，取残余强度值，大型滑坡此值降低很多，
当接近或超百万立方时， f 值用下式计算： ｌｇ f ＝
aｌｇ W＋b（ａ： －０．１５６ ６６，ｂ：０．６２４ １９）。 计算得出 f ＝
０．４９８ ２。

故 V＝ ２ ×９．８ ×３３（１ －０．４９８ ２ ×ｃｔｇ ２９°） ＝８．１ ｍ／ｓ
２）滑坡历时 T计算

T＝ ２s
a

式中：T为滑坡持续时间（设下滑过程为匀加速直线运
动过程）；s为滑坡体下滑位移量（取低速带斜坡长度
１１８．６ ｍ）；a 为滑动面上加速度，ｍ／ｓ２ ，a ＝gｓｉｎ θ ＝
９．８ ×ｓｉｎ ２９°＝４．７５ ｍ／ｓ２ 。
故 T＝ ２s

a ＝ ２ ×１１８
４．７５ ＝７．１ ｓ

水库库面宽度 B ＝４００ ｍ，滑坡体上下游的长度
L＝３６０ ｍ，半长 l ＝１８０ ｍ，X０ ＝４２０ ＋３６０ ＝７８０ ｍ（X０

为坝轴线到滑坡体上游边缘的水平距离），水深 d ＝
１１５ ｍ，滑坡体平均厚度 λ＝１７ ｍ，估算滑坡速度 v ＝
８．１ ｍ／ｓ。 滑动历时 T估算为 ７．１ ｓ。 岸坡变形基本上
属于垂直变形类型（见图 ４），试分析如下。
计算一些常数

gd＝ ９．８ ×１１５ ＝３３．５８

V／ gd＝８．１／３３．５８ ＝０．２４
由附图 ４中曲线可知
h０
λ＝０．３，h０ ＝０．３ ×１７ ＝５．１ ｍ

式中，h０ 为滑坡点击起的初始浪高。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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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速 C＝ gd· １ ＋１．５
h０
d ＋０．５

h０ ２

d２

９．８ ×１１５· １ ＋１．５ ６．５１１１５ ＋０．５（６．５１１１５ ）２ ＝３５ ｍ／ｓ

Δt＝B／C＝４００／３５ ＝１１．４ ｓ
Δt为滑坡涌浪从左岸传播到对岸的时间。
T／Δt＝７．１／１１．４ ＝０．６２

图 4　涌浪高度计算示意图
　　３）计算坝址（Ａ’）浪高

hA’ ＝

h０
π Σ

n

１，３，５⋯
（１ ＋kｃｏｓθn）kn －１ ｌｎ［

１ ＋（ nBx０ －L）
２ －１

x０
x０ －L｛ １ ＋（nBx０ ）

２ －１｝
］

式中：k为波的反射系数（为 ０．９ ～１，取 ０．９）；Σ为级
数之和；n 在级数的第一项取 n ＝１，第二项取 n ＝３，
⋯；为传到 A’点的第 n 次入射线与岸坡法线的交角，

级数应取的项数，取决于 T、Δt、及x０B 、
x０ －L
B 之值，其步

骤如下：先求出
x０ －L
B ，定出 a点，垂直向上与 ０波相交

得 a’点，再在 a’以上取 T／Δt 值，观察此时段内包括
几个负波数，即为级数的项数。
由此可见，计算坝址区浪高只需一项。

hA’ ＝５．１π［１ ＋０．９ ×ｃｏｓ（ ｔｇ －１６００
４００）］

ｌｎ［
１ ＋（４００４２０）

２ －１

７８０
４２０｛ １ ＋（４００７８０）

２ －１｝
］ ＝１．３ ｍ

由此可见，古滑坡出现最不利的整体高速下滑状
况，对坝前库水产生的涌浪高度为 １．３ ｍ。 另外，该计
算是指涌浪除岸坡外不受阻挡的坝前浪高，在涌浪行
进到坝面受阻挡时，浪高有一定增加，需在滑坡体变形
观测的基础上，有下滑预报的可能时，腾出库容高度，
防止涌浪满坝。

５　工程措施
针对该段因为场地狭小和成本考虑，采用了在滑

坡体后缘主滑地段削坡减重卸载，利用削坡方量岩块
在阻滑地段加载压脚，并且就地利用削坡和修路石块
在坡脚建立混凝土浆砌石重力式挡墙，改善了滑坡体
的受力和力学平衡条件。
电站蓄水以后，运行期间因为水库运行检修，经历

了放水水位骤降工况，而古滑坡体并未滑动。 说明古
滑坡体内部结构和结构面的抗剪参数远好于抗滑稳定

计算采用的条件，而且利用减重削坡和压脚的工程措
施改变了滑坡体的受力平衡条件，加大抗滑安全系数，
能保证工程运行期间的安全。

６　结　语
库岸滑坡是水库蓄水运行期间普遍存在的地质灾

害现象，举世瞩目的三峡水库建成后也备受库岸滑坡
问题的困扰。 要判断库岸滑坡涌浪的危害性，就必须
预测涌浪到达不同位置处的浪高，但这是一个极为复
杂的技术难题。 本文采用潘家铮方法进行了库岸滑坡
时的涌浪预测。 工程中通过在滑坡体后缘主滑地段削
坡减重卸载，并利用削坡方量岩块在阻滑地段加载压
脚，在坡脚建立浆砌石重力式挡墙，改善滑坡的受力和
力学平衡条件，经受住了工程运行阶段的考验。 说明
本文采用的滑坡刚体极限稳定分析和涌浪预测方法及

采取的工程措施是合理的，可为类似工程提供借鉴
经验。
参考文献：
［１］ＧＢ５０４８７ －２００８， 水利水电工程地质勘察规范［Ｓ］
［２］ＤＬ／Ｔ５３５３ －２００６， 水电水利工程边坡设计规范［Ｓ］
［３］潘家铮．建筑物的抗滑稳定和滑坡分析［Ｍ］．北京： 中国

水利出版社， １９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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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丈岩水电站拱坝坝肩抗滑稳定复核分析

王立军
（重庆渝能（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重庆　４０００２０）

摘要：千丈岩水电站坝址呈不对称“Ｖ”型地形，原设计推荐初步方案为重力坝。 通过对“双曲拱坝＋左岸重力墩”方案
的两岸坝肩存在的地质断层带及裂隙采取工程措施，坝肩及重力墩的抗滑稳定性均可满足规范要求。 对“双曲拱坝＋左
岸重力墩”与重力坝方案进行经济技术比较表明，拱坝经济效益显著。 双曲拱坝于 ２０１５ 年建成蓄水，安全监测数据表
明，大坝运行情况良好。

关键词：千丈岩水电站；拱坝坝肩；抗滑稳定复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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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Stability against Sliding for
Arch Dam Abutments in Qianzhangyan Hydropower Station

ＷＡＮＧ Ｌｉｊｕｎ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Ｙｕｎｅ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Ｃｏ．， Ｌｔｄ．，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４０００２０， Ｃｈｉｎａ）

Abstract： Ｔｈｅ ｄａｍ ｓｉ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Ｑｉａｎｚｈａｎｇｙａｎ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ａｎ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 Ｖ-ｓｈａｐｅｄ ｖａｌｌｅｙ．Ｔｈｅ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ｅｄ ｓｃｈｅｍｅ ｉｓ ａ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ｄａｍ，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ｎｅｗ ｄｅｓｉｇｎ ｓｃｈｅｍｅ ｉｓ ａ ｄｏｕｂｌｅ ｃｕｒｖａｔｕｒｅ ａｒｃｈ ｄａｍ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ｌｅｆｔ ｂａｎｋ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ａｂｕｔｍｅｎｔ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ｂｅｔｔｅ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Ｔｈｅ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ｃｈ ｄａｍ ａｂｕｔ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ａｂｕｔｍｅｎｔ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ｓｌｉｄｉｎｇ ａｒ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ｓａｔｉｓｆｉｅｄ ｗｉｔｈ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ａｕｌｔｓ ａｎｄ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ｂｕｔｍｅｎｔｓ．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ａｒｃｈ
ｄａｍ ｏｐｅｒａｔｅｓ ｗｅｌｌ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 ｉｍｐｏｕｎｄｍｅｎｔ ｉｎ ２０１５．
Key words： Ｑｉａｎｚｈａｎｇｙａｎ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Ｓｔａｔｉｏｎ ； ａｒｃｈ ｄａｍ ａｂｕｔｍ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ｓｌｉｄｉｎｇ

　　千丈岩梯级水电站位于重庆巫山和奉节交界处，
一库多级引用开发，是以发电为主具有综合效益的水
利水电工程，总库容 ４２４ 万 ｍ３ ，总装机 ３．６７ 万 ｋＷ，属
Ⅳ等小（１）型工程。
拦河坝布置方式采用“混凝土双曲拱坝＋左岸重

力墩”，最大坝高 ６５．５ ｍ，坝顶长 １７５．３９ ｍ，坝顶厚
３ ｍ，底厚 １６ ｍ，厚高比 ０．２４，属较薄拱坝，拱坝呈对称
布置；左岸重力墩长 ６０ ｍ，最大高度 ２１．５ ｍ；顶宽
９ ｍ，最大底宽 ２６．２ ｍ；采用坝顶 ＷＥＳ 堰溢洪和挑流
消能（见图 １）。

１　基本资料
１）按 枟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 枠

（ＳＬ２５２ －２０００）规定［１］ ，大坝为四级建筑物，结构安全

级别Ⅲ级。 大坝 ５０年洪水重现期，２００ 年洪水重现期
校核。

２）按枟水工建筑物抗震设计规范枠 ＳＬ２０３ －９７ 规
定［２］ ，大坝地震设计烈度Ⅵ度。

３）拱坝抗滑稳定抗剪安全系数：基本组合≥３．０，
特殊组合≥２．５。

４）水文气象。 工程区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坝
址多年平均流量 １．１ ｍ３ ／ｓ，多年平均径流总量 ３ ４６９
万 ｍ３ ，最高气温 ４２．８℃，最低气温－６．９℃；多年平均
降雨量 １ ０５３．５ ｍｍ；多年平均最大风速 ２２ ｍ／ｓ；多年
平均气温 １８．２℃。

５）地形地貌。 坝址河床底高程 １ ６７３ ｍ，为纵向
河谷。 左岸底部斜坡上部陡坡约 ３５°，右岸下部缓坡
上部陡坡约５３°，左右岸不对称，为不对称纵向“Ｖ”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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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千丈岩电站混凝土双曲拱坝＋左岸重力墩方案平面布置图

型河谷地形。
６）坝址地质。 地层岩性：坝址出露主要为各类薄

层灰岩（生物灰岩、泥质灰岩、页岩条带泥灰岩），岩层
产状 １１０°～１３５°∠２°～７°，岩层缓倾角偏向下游。 坝
区裂隙：坝区发育 ４ 组裂隙 （ Ｌ１ －Ｌ４ ）。 Ｌ１ ： ８５°～
１１４°∠６０°～８０°，宽 ４０ ～１０ ｃｍ，延伸 ２ ～５ ｍ，夹粘土，
间距约 ０．５ ｍ；Ｌ２ ：２４０°～２７５°∠６５°～８５°，宽约 １ ～
５ ｃｍ，夹泥，可见延伸 ４ ｍ；Ｌ３ ：３４０°～３５５°∠７５°～８５°，

宽约 ５ ～１５ ｃｍ，夹泥，延伸 ３ ｍ，间距 １．３ ｍ；Ｌ４ ：１００°～
１４０°∠５°～１５°，层面裂隙极发育。 Ｆ１ 断层：位于拱坝
左岸重力墩端头，断层带宽约 ３ ～５ ｍ，为角砾岩、泥灰
岩夹页岩碎裂结构，下盘产状 １２０°～１４０°∠１０°～１２°，
地表为条带状灰岩，垂直断距 ４０ ～５０ ｍ，为逆断层。
Ｆ２ 断层：位于拱坝右岸下游，断层带宽 １ ～１．５ ｍ，为直
立褶曲灰岩，岩层产状９５°～９８°∠１８°～２７°，为平移断层。

７）物理力学参数（见表 １ ～表 ４）。
表 1　岩石力学参数值表

地层
承载力

／ＭＰａ
抗剪断强度／ＭＰａ

摩擦系数 f′ 凝聚力 c′

抗剪强度／ＧＰａ
摩擦系数 f 凝聚力 c

变形模量／ＧＰａ
平行方向 垂直方向

Ⅳ１Ｂ ３ �．５ ０ ñ．８５ ０ ƒ．７０ ０ O．７５ ０ ¡７ �．０ ６ M．０

Ⅴ ０ �．３ ０ ñ．３５ ０ ƒ．１０ ０ O．３０

页岩条带 ０ ñ．３５ ０ ƒ．１６ ０ O．３０ ０ ¡
混凝土／Ⅳ１Ｂ ０ ñ．８５ ０ ƒ．７０ ０ O．７５

表 2　左岸坝肩参数表

结构面 f′ c′／ＭＰａ f 连通率／％

Ｌ１ Ù０ ñ．５５ ０ g．１０ ０ 8．４５ ４０ c
Ｌ２ Ù０ ñ．５５ ０ g．１５ ０ 8．５０ ４０ c
Ｌ３ Ù０ ñ．５５ ０ g．１０ ０ 8．４５ ５０ c
Ｌ４ Ù０ ñ．３５ ０ g．０５ ０ 8．３０

Ｆ１断层 ０ ñ．３５ ０ g．０５

表 3　左岸重力墩参数表

结构面 抗剪断摩擦系数 f′ 抗剪断凝聚力 c′／ｋＰａ
建基面（层面） ０ ~．３５ ５０ L

侧面 ０ ~．３５ ５０ L

表 4　右岸坝肩参数表

结构面 f′ c′／ＭＰａ f 连通率／％

Ｌ１ Ä０ "．５５ ０ Û．１０ ０ ƒ．４５ １０ Ô
Ｌ２ Ä０ "．５５ ０ Û．１５ ０ ƒ．５０ １０ Ô
Ｌ３ Ä０ "．５５ ０ Û．１０ ０ ƒ．４５ １０ Ô
Ｌ４ Ä０ "．３５ ０ Û．０５ ０ ƒ．３０

Ｆ２断层 ０ "．３５ ０ Û．１０

　　８）地质综述。 左岸 Ｆ１ 断层构成左岸纵向切割
面，倾山内，利于抗滑，左坝肩上游不存在横向切割面；
右岸 Ｆ２断层在高程 １ ６７５ ｍ以上，构成右岸纵向切割
面，下部有溶洞，构成可能切向不完整临空面，右岸下
游发育 ＮＷ的冲沟为横向切割面；河床坝基为薄层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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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每 ２０ ｃｍ 层间夹 １ ～３ ｍｍ 厚页岩条带，岩层缓倾
角约 ２°倾向下游，存在层间滑动可能。

２　抗滑稳定复核分析

2．1　左坝肩滑动模式
左坝肩滑动模式如图 ２，主要有以下 ３ 种。
１）Ｌ１ 陡倾裂隙为侧滑面，走向 Ｎ２５°Ｅ，滑动棱线

７０°；Ｌ４ 缓倾裂隙为底滑面走向 Ｎ３０°Ｅ，滑动棱线 １０°，
向岸坡临空面剪出。

２）Ｌ３ 为侧滑面，走向 Ｎ７５°Ｗ，滑动棱线 ８０°；Ｌ４ 缓

倾裂隙为底滑面，走向 Ｎ３０°Ｅ，滑动棱线 １０°，向岸坡
临空面剪出。

３）Ｆ１ 断层为纵向（侧向）切割面，走向 Ｎ４０°Ｅ，滑
动棱线 ８０°，底滑面 Ｌ４ 缓倾裂隙，走向 Ｎ３０°Ｅ，滑动棱
线 １０°，沿缓倾下游岩层拉裂上游横向组合滑动块体。

图 2　左坝肩滑动失稳模式

2．2　右坝肩滑动模式
右坝肩滑动模式如图 ３，主要有以下 ３ 种。
１）Ｆ２ 断层为侧滑面，走向 Ｎ１５°Ｗ，滑动棱线 ６７°；

Ｌ４ 缓倾裂隙为底滑面，走向 Ｎ３０°Ｅ，滑动棱线 １０°；向
岸坡临空面剪出；

２）Ｌ１ 陡倾裂隙为侧滑面，走向 Ｎ２５°Ｅ，滑动棱线
７０°；Ｌ４ 缓倾裂隙为底滑面，走向 Ｎ３０°Ｅ，滑动棱线
１０°，向岸坡临空剪出；

３）Ｌ３ 陡倾裂隙为侧滑面，走向 Ｎ７５°Ｗ，滑动棱线
８０°；Ｌ４ 缓倾裂隙为底滑面，走向 Ｎ３０°Ｅ，滑动棱线
１０°，向岸坡临空剪出。

2．3　左岸重力墩滑动模式
靠近拱端 ３号坝段主要承担拱坝推力、上游静水

压力，底、侧滑面渗透压力；远离拱端的 ２ 个坝段承担
上游静水压力，底、侧滑面渗透压力。

2．4　采用刚体极限平衡法复核抗滑稳定成果
采用刚体极限平衡法复核抗滑稳定成果见表 ５ ～

表 １１。

图 3　右坝肩滑动模式
表 5　左坝肩成果表

底滑面计算

高程／ｍ
侧裂面：陡倾裂隙 Ｌ１；底滑面：Ｌ４ 层面

工况① 工况② 工况③ 工况④

１ ７０１ ¹５ "．８１ ５ Û．８５ ５ ƒ．６３ ５ ï．６０

１ ６９６ ¹５ "．２５ ５ Û．３９ ５ ƒ．２２ ５ ï．１９

１ ６９０ ¹４ "．７７ ４ Û．９７ ４ ƒ．８３ ４ ï．８０

１ ６７９ ¹４ "．１３ ４ Û．３６ ４ ƒ．２４ ４ ï．２３

１ ６６８ ¹３ "．８７ ４ Û．０９ ３ ƒ．９６ ３ ï．９５

表 6　左坝肩成果表

底滑面计算

高程／ｍ
侧裂面：陡倾裂隙 Ｌ３；底滑面：Ｌ４ 层面

工况① 工况② 工况③ 工况④

１ ７０１ ¹４ "．２２ ４ Û．０３ ３ ƒ．７４ ３ ï．７０

１ ６９６ ¹４ "．０１ ４ Û．０２ ３ ƒ．７４ ３ ï．７０

１ ６９０ ¹３ "．８３ ４ Û．０１ ３ ƒ．７３ ３ ï．７０

１ ６７９ ¹３ "．１８ ３ Û．４９ ３ ƒ．２９ ３ ï．２７

１ ６６８ ¹３ "．０７ ３ Û．１２ ３ ƒ．０４ ３ ï．０１

表 7　左坝肩成果表

底滑面计算

高程／ｍ
侧裂面：断层 Ｆ１ ；底滑面：Ｌ４ 层面

工况① 工况② 工况③ 工况④

１ ７０１ ¹６ "．０７ ６ Û．４７ ６ ƒ．５６ ６ ï．５８

１ ６９６ ¹５ "．６３ ５ Û．９８ ６ ƒ．０７ ６ ï．０８

１ ６９０ ¹５ "．３９ ５ Û．６９ ５ ƒ．７８ ５ ï．７９

１ ６７９ ¹５ "．１９ ５ Û．４３ ５ ƒ．５１ ５ ï．５２

１ ６６８ ¹５ "．０８ ５ Û．２５ ５ ƒ．３５ ５ ï．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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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右坝肩成果表

底滑面计算

高程／ｍ
侧裂面：陡倾裂隙 Ｆ２ ；底滑面：Ｌ４ 层面

工况① 工况② 工况③ 工况④

１ ７２３ -５ ñ．１６ ３ g．６１ ３ 8．６４ ４ 	．０５

１ ７１２ -４ ñ．０３ ３ g．２２ ３ 8．１２ ３ 	．３８

１ ７０１ -３ ñ．８３ ３ g．２９ ３ 8．１９ ３ 	．４３

１ ６９０ -３ ñ．８０ ３ g．３６ ３ 8．２７ ３ 	．４９

１ ６７９ -３ ñ．７３ ３ g．４０ ３ 8．３１ ３ 	．５２

１ ６６８ -３ ñ．７４ ３ g．４８ ３ 8．４２ ３ 	．６３

表 9　右坝肩成果表

底滑面计算

高程／ｍ
侧裂面：陡倾裂隙 Ｌ１ ；底滑面：Ｌ４ 层面

工况① 工况② 工况③ 工况④

１ ７２３ -４ ñ．０６ ３ g．５７ ３ 8．４１ ３ 	．３８

１ ７１２ -３ ñ．９８ ３ g．７４ ３ 8．４７ ３ 	．４４

１ ７０１ -３ ñ．６２ ４ g．０２ ３ 8．７３ ３ 	．７０

１ ６９０ -３ ñ．２３ ４ g．０８ ３ 8．８０ ３ 	．７６

１ ６７９ -３ ñ．３８ ３ g．７２ ３ 8．４７ ３ 	．４３

１ ６６８ -３ ñ．７５ ３ g．３５ ３ 8．１０ ３ 	．０７

表 10　右坝肩成果表

底滑面计算

高程／ｍ
侧裂面：陡倾裂隙 Ｌ３ ；底滑面：Ｌ４ 层面

工况① 工况② 工况③ 工况④

１ ７２３ -４ ñ．６７ ４ g．２６ ４ 8．２１ ４ 	．１９

１ ７１２ -４ ñ．３３ ３ g．９９ ３ 8．８５ ３ 	．８４

１ ７０１ -４ ñ．１１ ３ g．９５ ３ 8．８３ ３ 	．８１

１ ６９０ -３ ñ．７５ ３ g．８７ ３ 8．７６ ３ 	．７５

１ ６７９ -３ ñ．６７ ３ g．７４ ３ 8．６４ ３ 	．６３

１ ６６８ -３ ñ．４９ ３ g．７４ ３ 8．６５ ３ 	．６４

表 11　左岸重力墩成果

序号 坝段 工况① 工况② 工况③ 工况④

１ ‹３号坝段（１ ７１２） ２ �．８８ ３ P．９１ ３ ñ．７９ ５ ¤．０７

２ ‹２号坝段（１ ７１８） ５ �．７６ ３ P．８２ ３ ñ．６４ ５ ¤．７６

３ ‹１号坝段（１ ７２５） ２１ !．７９ ８ P．５５ ７ ñ．７４ ２１ Ú．７９

2．5　复核成果综述

左坝肩山体相对雄厚，在 Ｆ１ 断层、Ｌ１ ／Ｌ３ 裂隙为

侧滑面、Ｌ４ 缓倾裂隙为底滑面，向岸坡临空面剪出的

滑动模式下，各工况抗滑稳定安全系数均满足规范

要求。

右坝肩山体相对单薄，在 Ｆ２ 断层、Ｌ１ ／Ｌ３ 为侧滑

面、Ｌ４ 缓倾裂隙为底滑面，向岸坡临空面剪出的滑动

模式下，抗滑稳定安全系数满足规范要求。

左岸重力墩 ３ 号坝段工况①不满足规范允许标

准，需要调整设计布置。

2．6　与原设计对比分析

本次复核与原设计初算方法相同，虽存在假定条

件差异和局限性，但成果均表明：拱坝两岸坝肩抗滑稳

定安全系数均满足规范，具备布置拱坝基本条件，但原

设计初算“左岸重力墩抗滑稳定不满足规范”，本次复

核也表明“左岸重力墩个别工况略低”，存在风险，需

调整设计方案，调整后各工况均满足规范要求且有一

定安全裕度，见表 １２。

设计最终调整方案（将重力墩靠河侧封闭，做成

丁坝，左岸重力墩帷幕线向水库上游调整）如图 ４。

表 12　左岸重力墩抗滑稳定复核成果表

序号 坝段 工况① 工况② 工况③ 说明

１ 左岸重力墩（原设计） ２ 
．９９ ２ 8．８８ ２ f．１８ 均不满足规范－注 １ )
２ 左岸重力墩（３号坝段） ２ 
．８８ ３ 8．９１ ３ f．７９ 本次复核工况①不满足

４ 左岸重力墩（调整方案） ３ 
．６６ ４ 8．０２ ３ }．８ 均满足规范－注 ２ ˙
５ 规范安全系数 ３ !．０ ３ O．０ ３ }．０ 基本组合

注：长沙飞宇公司，刘飞等著千丈岩拱坝应力及稳定复核计算报告（未发表）。

（下转第 ３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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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ＶＰＩ 定子线棒稳态热应力分析
张金华，夏　黎，彭　涵，陈永庚
（中国长江动力集团有限公司，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４）

摘要：以 ５ ＭＷ ＧＶＰＩ电机定子为研究对象，对定子线棒绝缘层的稳态热应力进行详细的数值仿真计算结果表明，网格
划分形式、绝缘材料杨氏模量和热膨胀系数对主绝缘的热应力有影响，稳态热应力的最大值出现在主绝缘出槽口处，同
时提出了稳态热应力最大值的经验计算公式，供定子线棒绝缘结构设计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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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ＴＭ３０５．２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 －３３５４（２０１８）０７ －００３２ －０６

Steady State Thermal Stress Analysis of the GVPI Stator Bar
ＺＨＡＮＧ Ｊｉｎｈｕａ， ＸＩＡ ｌｉ， ＰＥＮＧ Ｈａｎ， ＣＨＥＮ Ｙｏｎｇｇｅ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Ｃｈａｎｇ Ｊｉａｎｇ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 Ｗｕｈａｎ ４３００７４， Ｃｈｉｎａ）

Abstract：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ｔｏ ｓｔｕｄｙ ｔｈｅ ｓｔｅａｄｙ ｓｔａｔｅ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ｓｕｌａｔｉｏｎ ｌａｙ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ｏｒ
ｂａｒ ｉｎ ５ ＭＷ ＧＶＰＩ ｇｅｎｅｒａｔｏｒ．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ｉｎｓ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ｍｅｓｈｉｎｇ ，
ｔｈｅ Ｙｏｕｎｇ＇ｓ ｍｏｄｕｌｕ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ｓ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Ｔｈｅ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ｓｔｒｅｓｓ ｏｃｃｕｒｓ ａｔ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ｏｒ ｓｌｏｔ．Ａｌｓｏ，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ｆｏｒｍｕｌａ ｉ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ｔｏ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 ｔｈｅ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ｓｔｅａｄｙ ｓｔａｔｅ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 ｖａｌ -
ｕｅ， ｗｈｉｃｈ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ｕｓｅｆｕｌ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ｏｒ ｂａｒ ｉｎｓｕｌａｔｉｏｎ ．
Key words： ＧＶＰＩ； ｓｔａｔｏｒ ｂａｒ； ｉｎｓｕｌａｔｉｏｎ ｌａｙｅｒ；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

　　整浸（ＧＶＰＩ）是一种国际上先进的电机绝缘处理
工艺。 广泛应用在小型水轮发电机和中小型汽轮发电
机中，采用整浸技术能够提高电机绝缘的整体性、致密
性，可以有效减薄绝缘厚度，同时提高绝缘的电气性能
与散热性能。 然而，定子绕组中的铜导体，主绝缘和铁
芯材料的热膨胀系数均不同，当温度变化时，不同材料
之间膨胀、收缩量的差异会导致相互之间产生热应力，
严重的情况下会导致主绝缘材料的破坏，从而破坏整
个绝缘系统。
国外很早就展开了对绝缘层热应力的理论计算与

试验验证，并对绝缘层热应力的改善上提出了改进措
施［１ －２］ 。 国内对 ＧＶＰＩ 定子线棒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绝缘材料的选取和工艺参数的控制上［３ －４］ ，对绝缘层
热应力的研究相对较少。 实际运行情况表明，当电机
容量较大，定子铁芯较长时，绕组在出槽口位置的热应
力尤为明显，容易导致主绝缘材料的分层、脱落甚至最
终破坏。 本文将通过数值仿真，结合绝缘层材料的强

度，对绝缘层热应力作初步验证与探讨。

１　模型及参数
本文以 １ 台 ５ ＭＷ ＧＶＰＩ 电机定子为研究对象。

由于定子结构的对称性，选取 １／４槽为计算模型，对模
型中的相关对象进行简化，简化后的模型如图 １所示，
其中 ＸＹ平面和 ＹＺ平面为模型对称面。
简化过程及条件假设如下。
１）将定子线棒分为主绝缘层和铜导体两个对象，

只考虑其嵌入定子槽楔的部分。
２）定子经过 ＧＶＰＩ后，认为铁芯、线棒和槽楔相互

间无间隙。
模型对象材料的结构参数和热力学参数主要是通

过材料手册和经验公式计算得到。 取主绝缘层的杨氏
模量为 １．００Ｅ ＋０８ Ｐａ，热膨胀系数为 １．５０Ｅ －０６／℃。
铁芯采用各向异性材料［５］ ，以模拟有通风沟时的导
热，径向及周向导热系数为 １８ Ｗ／（ｍ℃），轴向导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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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简化模型
数为 ４．７１ Ｗ／（ｍ℃）。

２　仿真过程分析

2．1　温度边界条件设置及温度场分析
假定电机的工作环境温度为 ４０℃，设置铜导体的

温度为 ９８℃，以模拟电流产生的热效应；设置铁芯的
温度为 ７０℃，以模拟电磁产生的热效应。 将计算模型
的对称面（如图 １所示）设置为绝热层，各散热面的换
热系数是根据有关经验公式求得。 对模型进行温度场
求解，结果如图 ２，图 ３ 所示。

图 2　主绝缘层温度分布

从图 ２中可以看到主绝缘层外表面的温度由出槽
口分开，槽口内的温度接近 ７０℃。 观察图 ３ 可以看到
温度热区，主要集中在槽部，因为铁芯内圆面和外圆面
都设有通风，因此温度低于 ７０℃，而外圆面离槽部较
远，其表面温度会更低，接近于环境温度。 模型中的温
度分布与实际基本相符，也证明前述的温度设置合理，
为后续应力仿真做好铺垫。

2．2　结构约束边界条件设置及应力分析
忽略定子线棒的电磁作用力，模型中的约束如下。

图 3　铁芯温度分布
１）在定子中心点处，建立圆柱坐标系，设置定子

外圆面周向位移为 ０，确保定子外圆面只有径向和轴
向位移。

２）设置定子端面轴向位移为 ０，以模拟定子齿压
板的紧压作用。
依照上述条件进行仿真，结果如图 ４ ～图 ７。 图 ４

表明绝缘层在出槽口的地方出现了应力集中。 图 ５为
绝缘层侧面外表面中心处的轴向应力分布曲线，在出
槽口的地方，明显出现应力集中，其最大应力值也出现
在出槽口上。 数值仿真的结果与试验［２］是相符合的。
因此，只需要考察出槽口处主绝缘层的强度是否能满
足设计要求。

图 4　主绝缘层应力分布
图 ６和图 ７为出槽口边线上的应力分布图，曲线

的起始点为主绝缘层上表面、出槽口所在平面（定子
端面）、ＹＺ对称面三者的交点，如图 ６中点 １所示。 沿
着出槽口边线到终点 ２。 终点 ２ 为主绝缘层下表面、
出槽口所在平面（定子端面）、ＹＺ对称面三者的交点。
从曲线上可以看到，主绝缘层出槽口处不同表面所受
的应力是不一样的。 在上下两处的圆角过渡处，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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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主绝缘层侧面外表面中心轴向应力分布曲线
有明显的减小。 主绝缘层的最大应力值出现在上表面
的点 １处，为 １６．２６９ ＭＰａ。 出槽口侧面上的应力分布
较均匀，其最大值为 １５．６７１ ＭＰａ。 主绝缘层材料的强
度为 ２５ ＭＰａ，满足设计要求。

图 6　主绝缘层出槽口边线应力分布

图 7　主绝缘层出槽口边线应力分布曲线

３　主绝缘应力影响因素分析
主绝缘层的厚度与其他部件相差比较大，在仿真

过程中，如果网格划分不够细致，将会导致结果产生较
大误差。 一个材料的杨氏模量与应力密切相关，材料
的热膨胀系数也会对结果产生影响。 因此，有必要对
主绝缘层的网格划分、杨氏模量和膨胀系数做进一步
的研究。

3．1　网格划分对应力分析的影响
绝缘层端面划分尺寸不一样，厚度方面表现出来

的划分层数也不一样。 当划分尺寸取值合理时，得到
的是一致的分布层数，即从上到下正向观察厚度方向，
其划分层数都是一样的，如图 ８ 所示。 当划分尺寸取
值不理想时，得到的是相互交替的网格划分形式。 下
面将从绝缘层网格均布划分和绝缘层网格交替划分两

种情况分别分析，并对绝缘层厚度方向上的温度和应
力分布做详细探讨。

图 8　模型的网格划分
３．１．１　绝缘层网格均布划分

绝缘层端面的网格划分尺寸越小，其在厚度方向
上的划分层数越多。 以绝缘层端面划分大小为变量，
进行仿真，求得一系列的应力数值，如表 １ 和图 ９ 所
示。 表 １中各符号意义是：s 为绝缘层端面网格划分
尺，ｍｍ；n为绝缘层厚度方向上的划分层数；δu 为绝缘
层出槽口处上表面最大应力值，ＭＰａ；δs 为绝缘层出槽
口处侧面最大应力值，ＭＰａ。

表 1　绝缘层网格划分程度与应力的关系

s／ｍｍ １ !０ ƒ．９ ０ �．８５ ０ f．８ ０ 7．７ ０ Ú．５１ ０ ¨．４２５ ０ ™．４ ０ {．３

n ３ !３ Ú３ Ã３ î４ e５ 6６ �７ ÿ９ ©
δu／ＭＰａ １５ ›．２５２ １５ Æ．２５８ １５ �．２６０ １５ P．３７１ １５ !．６１４ １５ Ú．８９６ １６ Ã．１０４ １６ î．２６９ １６ e．３８２

δs／ＭＰａ １４ ›．６８５ １４ Æ．６８４ １４ �．６８３ １４ P．７７１ １５ !．０２３ １５ Ú．２９６ １５ Ã．４９６ １５ î．６７１ １５ e．８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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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绝缘层出槽口应力与网格划分程度关系

　　从表 １和图 ９ 中的结果可以看到，随着 n的增大，
δu 和 δs 也都呈增长趋势，但 δu 与 δs 的差值随着 n 的
增大基本上保持不变。 在绝缘层划分层数为 ３ 层时，
随着网格节点的增大，应力值基本保持不变，说明主绝
缘的应力对于粗网格划分是不敏感的。 δu（ s＝０．７）相
对于 δu（s＝０．８）应力增加了 １．６％，δu （ s ＝０．３）相对
于 δu（s＝０．４）应力增加了 ０．７％。 说明随着 n 的增
加，网格划分逐渐精细，应力值也在增加，其增加幅度
随着 n 的增加而逐渐减小。 δu （ s ＝０．３）与 δu （ s ＝
０．４２５）之间的误差为 １．７％，δu （ s ＝０．３）与 δu （ s ＝
０．５１）之间的误差为 ３．１％，δu（s＝０．３）与 δu（s＝０．７）
之间的误差为 ５％。 说明当 n 大于等于 ５ 层时，就可
以求得比较满意的结果精度。
３．１．２　绝缘层网格交替划分

当 s＝０．６３７ ５ ｍｍ时，其网格划分形式如图 １０ 所
示，绝缘层厚度方向上的网格是 ４ 层和 ５ 层交替出现
的。 仿真的结果如图 １１ 所示，可以看到其应力的数值
是波动的。 以绝缘层出槽口侧面为分析对象，其上有
１７ 个波峰，与网格划分时的交替次数是一致的。 此
时，出槽口侧面上的温度在数值上是保持不变的。 说
明网格的划分形式对应力的分布影响比较大，而对温
度没什么影响。 δu（s＝０．６３７ ５） ＝１５．２４１ ＭＰａ，δs（ s＝
０．７） ＜δs（s＝０．６３７ ５） ＜δs（ s＝０．５１），表明 δs 的数值
还是符合图 ９中规律的。
当 s取其他数值，比如 ０．６ ｍｍ时，在绝缘层出槽

口上表面或下表面的应力会出现震荡，如图 １２ 所示，
此时的 δu 会超出正常值很多。 可能是由于绝缘层的
宽度较窄，仿真结果的取样点较少造成的。 此时不能
将 δu 作为评估绝缘层强度是否合理的参考量。 因此，
应该尽量避免绝缘层交替网格的出现。
３．１．３　绝缘层厚度方向上的温度和应力分布

取绝缘层上下表面的对称中心面和出槽口平面的

图 10　s＝0．637 5 mm时的交替网格

图 11　s＝0．637 5 mm时的仿真结果

图 12　s＝0．6 mm时的仿真结果
交线 AB为研究对象，以分析在不同网格下绝缘层厚
度方向上的温度和应力情况。 其中 A 为绝缘层的外
表面上的点，B 为绝缘层内表面上的点。 为了便于观
察温度仿真结果，取 ４ 条曲线 Ｓ１ ，Ｓ２，Ｓ３ 和 Ｓ４，各条曲
线含义如下：

Ｓ１ 为 T（s＝０．８５）与 T（s＝１．０）的差值温度曲线；
Ｓ２ 为 T（s＝０．５１）与 T（s＝１．０）的差值温度曲线；
Ｓ３ 为 T（s＝０．３）与 T（s＝１．０）的差值温度曲线；
Ｓ４ 为 T（s＝０．３）与 T（s＝０．４）的差值温度曲线；
其中 T表示对应网格划分下的温度曲线。
图 １３ 所示为 Ｓ１，Ｓ２ ，Ｓ３，Ｓ４ 对应的曲线图，横坐标

中的 ０ 为起点 A，终点为 B。 Ｓ１ 几乎是一条数值为 ０
的直线，表明在粗网格划分下，温度分布的差异性非常
小。 Ｓ２ 和 Ｓ３ 都是数值为正的曲线，内表面和外表面上
的值都为 ０，但在 AB之间的差异性较大，并且网格越
精细，这种差异性越大。 Ｓ４ 也表明随着网格划分程度

５３



水 电 与 新 能 源 ２０１８ 年第 ７期

的增加，绝缘层厚度中的温度分布差异增大。

图 13　绝缘层厚度方向上的温度差异曲线
图 １４ 所示为 AB上的应力结果图。 取 AB上 ３５％

的地方为 C点，那么从图 １４ 上可以看到，应力的分布
在 CB上基本保持不变。 在 AC 上，网格划分越细，其
应力下降越快，表明应力向表面集中的程度越高。 根
据一维热应力计算公式，AB上的应力值应是和温度的
增量呈正比的，但是从图 １３ 和图 １４ 上并看不到这种
关系，说明 AB之间的应力变化并不是由 AB之间的温
度差异导致的。

图 14　不同网格划分程度下 AB上的应力分布曲线

综上，网格的划分形式和划分程度都会影响到绝
缘层外表面上的应力最大值。 在求解过程中，应尽量
避免绝缘层中出现交替网格，采用均匀一致的网格较
为合适。 网格的精细程度主要影响绝缘层厚度方向中
温度和应力的分布形式，对内外表面的温度、对内表面
的应力值均无影响，但会影响到外表面的应力值结果，
即最大应力值。 应力最大值随着网格划分程度的增加
而增加，最终收敛。 在仿真过程中，只需要绝缘层的划
分层数在 ５层时，就可以保证足够的求解精度，并且节
省大量的计算时间。

3．2　主绝缘杨氏模量、膨胀系数对应力的影响

主绝缘材料的杨氏模量以及热膨胀系数是根据材

料手册中的范围选定的，根据一维热应力计算公式，主

绝缘的杨氏模量、膨胀系数与自身的热应力密切相关。
主绝缘层的最大热应力与杨氏模量的关系如图 １５ 所
示。 杨氏模量为 ５ ×１０８ Ｐａ时主绝缘出槽口边线上的
应力分布如图 １６所示。

图 15　主绝缘层最大热应力与杨氏模量的关系

图 16　主绝缘层出槽口边线上的应力
从图 １５ 可以看到，杨氏模量以 １ ×１０８ Ｐａ 为分界

点，当超过这个值时，随着杨氏模量的增大，主绝缘的
最大热应力增大幅度加大，当小于这个数值时，热应力
增幅较小。 图 １６表明主绝缘出槽口边线上的最大应
力在绝缘层下表面上。 与图 ８ 相比，整个曲线形状发
生了轻微的变化，主要表现在绝缘层下表面上的应力
值增大了。
其他条件不变时，主绝缘层的热应力与热膨胀系

数的关系如图 １７ 所示。 图 １７ 表明，当主绝缘层的热
膨胀系数小于 １．５ ×１０ －５ ／℃时，热应力基本上保持不
变，当大于这个数值时，最大应力值才有所增大，其增
大幅度远远比不上杨氏模量对应力的增大幅度。 说明

影响主绝缘层应力大小的关键因素是杨氏模量。
综上所述，网格划分、杨氏模量、热膨胀系数都是

影响热应力的因素，并且网格划分、杨氏模量还影响着
绝缘层出槽口边上应力的曲线形式。 不论绝缘层热应
力最大值是出现在出槽口的上表面还是下表面，侧面
上的应力最大值始终是它们三者中最小的，其位置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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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主绝缘层最大热应力与热膨胀系数的关系
本上固定不变，并且 δu 与 δs 的差值基本上保持不变。
设最大稳态热应力为 δ，则其值可用以下公式表示：

δ＝δs ＋a
其中，a为常数，在本文中，其数值为０．６ ＭＰａ。 式中采
用 δs，相对于 δu 不仅可以忽略因网格划分形式的影响
而带来的错误结果，还不受杨氏模量的影响导致其位
置的变化。

４　结　语

本文针对 １台 ５ ＭＷ ＧＶＰＩ定子线棒，对主绝缘层
的热应力进行了仿真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１）主绝缘层的网格划分要尽量避免交替网格的
出现，划分层数在５层时，就可以保证足够的求解

精度。
２）主绝缘层的杨氏模量、热膨胀系数都会影响到

热应力值，其影响程度并非线性关系。 相比于热膨胀
系数，杨氏模量是影响结果的关键因素。

３）主绝缘层的热应力最大值出现在出槽口处，可
用一经验计算公式来表示。 网格划分形式、杨氏模量
影响主绝缘层出槽口边上应力最大值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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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左岸重力墩帷幕线布置图

３　工程措施建议

１）建议左岸重力墩帷幕线向水库上游调整，使库
水压力直接作用在帷幕上，不直接作用在滑动方向上，
有利于抗滑稳定。

２）建议左拱端与左岸重力墩连接处成槽２ｍ，左

拱端嵌入槽内，增加左拱端抗剪断厚度。
３）断层带和裂隙处理建议。 对左岸 Ｆ１ 断层采取

混凝土回填处理，防止蓄水渗漏对坝肩稳定产生不利
影响；左拱端 １ ７１２ ｍ高程采用长注浆锚筋束，将拱端
推力往山体里传递；对坝肩薄层灰岩缓倾裂隙处理，加
强坝基固结灌浆和插筋。

４　结　语
千丈岩水电站坝址不对称“Ｖ”型地形可布置重力

坝和拱坝，通过对坝肩和左岸重力墩基础采取工程措
施，其抗滑稳定分析复核可满足规范要求。 经过经济
技术比较表明，拱坝比重力坝经济效果显著，建议设计
调整布置方案，最终采用拱坝。 该拱坝 ２０１１ 年开工，
２０１５ 年建成蓄水，大坝安全监测数据表明，拱坝运行
安全稳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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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ＳＶＤ 的水电机组振动信号去噪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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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提高故障诊断的准确性，必须对水电机组振动信号进行有效去噪。 提出一种基于奇异值分解的水电机组振动

信号去噪方法，该方法对水电机组采集振动信号构造 Ｈａｎｋｅｌ矩阵，得出奇异值序列，利用二倍频率数法选取有效奇异值

阶次，最后利用所选奇异值进行矩阵重构，逆推实现信号恢复。 分别对构造的仿真信号与水电机组实际采集信号进行去

噪处理，与效果显著的 ＧＨＭ多小波相邻系数去噪法进行对比，实验结果表明：基于 ＳＶＤ的水电机组振动信号去噪法具
有较好的准确度，噪声去除更彻底，对有效特征能量保留更稳定，是一种稳定有效的去噪方法。

关键词：水电机组；振动信号；奇异值分解；Ｈａｎｋｅｌ 矩阵；去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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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Ｔｈｅ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ｓｉｇｎａｌ ｉｓ ｕｓｅｆｕ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ａｕｌｔ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ｏｒ ｕｎｉｔ ．Ｗｈｉｌｅ， ｄｅ-ｎｏｉｓ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ｓｉｇｎａｌｓ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ｕｌｔ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Ａ ｄｅ-ｎｏｉｓ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ｓｉｇｎａ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ｏｒ ｕｎｉｔ ｉｓ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ｓｉｎｇｕｌａｒ ｖａｌｕｅ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ＳＶＤ）．Ｔｈｅ Ｈａｎｋｅｌ ｍａｔｒｉｘ ｉｓ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ｓｉｇｎａｌｓ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ｕｎｉｔｓ ，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ｉｎｇｕｌａｒ ｖａｌｕｅ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ｉｓ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ｓｉｎｇｕｌａｒ ｖａｌｕｅ ｏｒｄｅｒ ｉｓ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ｏｕｂｌ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ｈｅ ｍａｔｒｉｘ ｉｓ ｔｈｅｎ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ｓｉｎｇｕｌａｒ ｖａｌｕ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ａｌｓ ａｒｅ ｉｎｖｅｒｓｅｌｙ ｒｅｃｏｖｅ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ｍａｔｒｉｘ．Ｔｅｓｔｓ ｏｎ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ｓｉｇｎａｌｓ ａｎｄ ａｃｔｕ-
ａｌ ｓｉｇｎａｌ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ＨＭ ｍｕｌｔｉ -ｗａｖｅｌｅｔ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ｉｎｇ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ｄｅ-ｎｏｉｓ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ｒｅ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ｄｅ-ｎｏｉｓ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ＶＤ ｉｓ ａ ｓｔ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ｓ ｉｔ ｉｓ ｏｆ ｈｉｇｈｅｒ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ｂｅｔｔｅｒ ｄｅ-ｎｏｉｓｉｎｇ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ｈｉｇｈｅｒ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ｅｎ-
ｅｒｇｙ 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Key words：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ｕｎｉｔ；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ｓｉｇｎａｌ； ｓｉｎｇｕｌａｒ ｖａｌｕｅ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 Ｈａｎｋｅｌ ｍａｔｒｉｘ； ｄｅ-ｎｏｉｓｉｎｇ

　　水电机组在保证电网稳定运行中担任重要任务，
保障水电机组安全稳定运行对于提高电力系统的稳定

性具有重要意义，对水电机组准确有效的状态监测与
故障诊断十分关键。 大量研究表明：８０％的水电机组
故障或事故可以在振动信号中反映［１］ 。传感器采集

的水电机组振动信号常有强烈的噪声背景，可导致难
以估计的消极影响。 为有效地提取状态特征，对水电
机组振动信号的去噪处理必不可少。
常用于分析信号的基本方法有，傅里叶变换、短时

傅里叶变换、小波变换等；近年来各类小波改进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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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模态分解、多小波等各类新兴方法也被众多研究
学者提出。 传统的傅里叶变换在分析局部特性显著的
信号体现较大局限性。 传统阈值函数的小波去噪方法
易导致较大的截断误差，改进阈值的函数存在不连续、
不稳定等问题［２］ 。 使用经验模态方法批量处理数据
时，ＩＭＦ分量个数不确定，易产生端点效应、模式混合
等问题［３］ 。 多小波方法应用实践的准确度与复杂度、
计算速度等问题仍亟待改进［４］ 。

ＳＶＤ（Ｓｉｎｇｕｌａｒ Ｖａｌｕｅ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方法作为一种
重要的矩阵分解，不同于傅里叶变换、小波变换中时频
域转换的思想，但具有类似分析信号的能力。 此方法
被众多研究工作者用于数字图像处理、统计分析等领
域。 Ｌｅｈｔｏｌａ［５］等人结合数学形态学与 ＳＶＤ，用于去除
心电信号的噪声，有助于提升心电图诊断的准确度。
赵学智［６］等人利用改进 ＳＶＤ 方法，结合差分谱选择
SV的有效个数，用于处理车削力信号，提高故障特征
提取的准确性。 Ｍｕｒｕｇａｎａｔｈａｍ ［７］等人提出了一种基于

ＳＶＤ的奇异谱分析法（ＳＳＡ），用于去除轴承振动信号
强烈的背景噪声。 各领域研究实践表明 ＳＶＤ 方法效
果突出，具有计算便捷快速、性质稳定等多个优点，但
ＳＶＤ 法在水电机组振动分析领域的研究与应用仍为
空白。 本文采用基于 Ｈａｎｋｅｌ 矩阵的 ＳＶＤ 去噪方法，
处理分析水电机组的轴向振动信号，并与基于多小波
相邻系数法进行了对比。 对比验证了 ＳＶＤ 去噪方法
的优越性。

１　奇异值去噪方法
奇异值去噪方法的实质是一种矩阵分解方法，其

分解原理为若设矩阵 A（A∈Cr m ×n），那么存在酉矩阵

U（U∈Cm ×m）以及酉矩阵 V（V∈Cn ×n） ，满足

A＝U
S O
O O

VH （１）

式（１）为 ＳＶＤ的定义式，即表明矩阵 A可以被分解为
三个矩阵的乘积，其中 S＝diag（σ１，σ２，⋯，σr）表示奇
异值（SV）向量，其中 σ１ ≥σ２ ≥⋯≥σr ＞０， r ＝rank
（A）。
信号进行 ＳＶＤ变换得到奇异值（SV）与原信号信

息量存在一定对应关系。 SV 数值偏大则代表信息量
大、能量高的信号分量，反之，SV 偏小则代表信息量
小、能量低的信号分量。 当有效信号分量为主要分量
能量偏高时，其对应 SV 偏大；而噪声信号分量通常能
量偏低并且均匀分布，所对应的 SV偏小，难以掩盖有

效信号主要分量。 根据一定原则适当选取数值偏大的
SV，舍弃数值偏小的 SV，用挑选所得 SV进行矩阵重构
以实现信号恢复，即可在一定允许范围内实现去除噪
声信号干扰，同时保证原信号有效信号真实度。

ＳＶＤ去噪法包括三个过程：矩阵构造，奇异值选
取，信号恢复。 本文使用 Ｈａｎｋｅｌ 矩阵构造法与二倍频
率数选取奇异值法对水电机组的振动信号进行分析。

1．1　Ｈａｎｋｅｌ 矩阵构造
对于已采集的水电机组一维振动信号 X ＝［ x

（１），x（２），⋯，x（N）］，构造一个 Ｈａｎｋｅｌ 矩阵，当矩阵
形式趋向方阵时，即列数 n 与行数 m 越相近时，ＳＶＤ
处理信号的效果越优良，因此所构造的 Ｈａｎｋｅｌ 矩阵应
为正方阵或接近方阵。 选取正整数 n 与 m 时，n≥２，
m≥２，n≥m，m ＋n －１ ＝N 且 n 接近于 m：若 N 为偶
数，取 m＝N／２，n＝N／２ ＋１；若 N为奇数，则设有 m＝
（N＋１）／２，n＝（N＋１）／２。
构造 Ｈａｎｋｅｌ 矩阵每行含 n个信号点数，设矩阵第

一行取 x（１），x（２），⋯，x（n），第二行取 x（２），x（３），
⋯，x（n＋１），依次递推连续取 m行，第 m行为 x（m），
x（m＋１），⋯，x（m ＋n －１），最终构造得 ＳＶＤ 输入矩
阵 A（A∈Cm ×n）有如下形式

x（１） x（２） ⋯ x（n）
x（２） x（３） ⋯ x（n＋１）
… … 筹 …
x（m） x（m＋１） ⋯ x（m＋n－１）

（２）

对于这里的 Ｈａｎｋｅｌ 矩阵 A，结合 ＳＶＤ 定义，将 A
分解成用 ui 和 vi 的形式如下

A＝u１σ１v１ H ＋u２σ２ v２ H ＋⋯＋uhσh vh H

（h＝ｍｉｎ（m，n）） （３）
Ai ＝uiσi vi H，可得出一组信号的分量 Ai，此时有 ui

∈C（N －n＋１） ×１、vi∈Cn ×１ （ i ＝１，２，⋯，m）。 将 Ai 的行向
量表示为 sij（sij∈C１ ×n，j ＝１，２，⋯，m），Ｈａｎｋｅｌ 式矩阵
中 Ai 的信号分量 si 由第一行行向量 si１与去除第一位
数的末列列向量 tin（ tin∈C（N －n ＋１） ×１）按首尾顺序连接，

如图 １所示，si１与 tin H 即可得出 si 分量为
si ＝（si１ ，tin H） （４）

由 si 分量的构成特点可知，利用计算机处理数据
时，仅计算各 Ai 的首行与末列，不必要计算得出所有
行与列。
结合式（２）可知，A可看作由行向量 Xj（Xj∈C１ ×n，

j＝１，２，⋯，m）构成，原信号 X 可由 A 的首个行向量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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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Ai 的信号分量 si 构成示意图
X１ ，以及其末位列向量去首项后得到 Tn （Tn ＝（x（n ＋
１），x（n＋２），⋯，x（m＋n－１）） H）转置后两者相连而
成，即有

X＝（X１，Tn H） （５）
又因为 A的行向量 Xj 可由各 Ai 的对应行向量 sij

叠加构成，结合式（５）可得
s１ ＋s２ ＋⋯＋sm

＝（s１１ ，t１n H） ＋（s２１ ，t２n H） ＋⋯＋（sm１ ，tmn H）
＝（s１１ ＋s２１ ＋⋯＋sm１ ，t１n H ＋t２n H ＋⋯＋tmn H）

＝（X１ ，Tn H） ＝X （６）
由此可见，Ｈａｎｋｅｌ 矩阵的分量 Ai 中的信号分量 si

与原信号 X之间满足式（６），这说明 Ｈａｎｋｅｌ 矩阵的信
号分量相对与原信号，存在简单的线性叠加关系。 由
Ｈａｎｋｅｌ 矩阵的构造方法知，针对构成成分是周期性的
Ｈａｎｋｅｌ 矩阵，其任意相邻的两行向量关系密切，从而
得出此矩阵的秩实质远远小于 h（h ＝ｍｉｎ（m，n））；如
若针对一列随机噪声信号，任意一数的差别均可致使
两行向量的不相关性，则可推知此时矩阵的秩为
h＝ｍｉｎ（m，n）；如若信号噪声完全随机，则对该信号进
行构造 Ｈａｎｋｅｌ矩阵后，进行 ＳＶＤ 处理所得 SV 相等同
时不为零［８ －１１］ 。 综合得出，如果一个信号构成成分既
含有周期性元素又含有随机性元素，对其构造 Ｈａｎｋｅｌ
矩阵再进行 ＳＶＤ处理，所得的 SV中排位靠前、数值较
大的一般代表周期性成分。

1．2　二倍频率数奇异值阶次选取

选取 SV的目标与原则是，重构矩阵得到的信号信
噪比越大且原信号周期性分量还原度越高。 因此，理
论上可根据信噪比大小选取 SV的数量，实际应用中，
难以获得原信号不含噪声的表达式，以信噪比作为选
取 SV数量的标准局限性较大，如何选取有效 SV 十分
关键。
钱征文［１２］等人又通过对大量主频数目不同的输

入信号展开实验，分析发现在一定条件下，原信号的主
频率成分数目与有效信号的 SV阶次之间存在一个恒
定规律：当重构矩阵所设置的行数大于主频率数目时，

代表有效信号的 SV个数与主频率成分个数成稳定不
变的二倍关系，即 k ＝２nf，其中 nf 表示经快速傅里叶
变换处理后，原输入信号所得主要频率的数目。 因此，
当得到主频率的数目 nf 后，即可得到重构矩阵所需非
零 SV的数目 k。
1．3　信号恢复

对选取得出 k个代表有效信号分量的 SV，构造一
个对角矩阵，使得 S倡 ＝diag（σ１，σ２，⋯，σr），结合式

（１）中经 ＳＶＤ变换处理所得酉矩阵 U（U∈Cm ×m）以及
V（V∈Cn ×n），进行 ＳＶＤ逆变换如式（７）所示。

U S
倡 O
O O

VH ＝A倡 （７）

求得矩阵 A倡即为重构矩阵，对重构矩阵根据原信
号不同的矩阵构造形式，进行相应的信号处理，以恢复
与原信号类似的一维形式。 结合 Ｈａｎｋｅｌ 矩阵的构造
思想逆推得以实现信号恢复。

２　水电机组仿真实验验证与分析
对于采集的水电机组振动信号，无法确定与区分

机组真实有效信号与噪声信号，也就无法判定去噪效
果。 基于此本文分别对所构造的仿真信号与水电机组
实际采集信号进行去噪处理，对比其去噪效果。
确定判断去噪效果的方法十分关键，本文对构造

的仿真信号对通用的两个参数作为定量评价指标，即
信噪比（SNR）与均方根误差（RMSE）。 分析去噪后信
号，若其 SNR 较高、RMSE 较低，则说明去噪效果较优
的同时，去噪后的重构信号与原信号更为贴近。
信噪比（SNR）的定义为

SNR＝１０ｌｇ ∑
N

i ＝１
｜f（ i）｜２

∑
N

i ＝１
｜f
＾

（ i） －f（ i）｜２
（８）

均方根误差（RMSE）的定义为

RMSE＝１
ｎ∑

N

i ＝１
｜f
＾

（i） －f（ i）｜２ （９）

式中：f（ i）为不含噪声的有效信号，f
＾

（ i）为去噪后的重
构信号，N为采样信号的长度。
为了进行有效对比，由已知文献与实验数据可知

多小波相邻系数去噪效果突出，这里引用卢娜［１３］的

ＧＨＭ多小波相邻系数去噪法与 ＳＶＤ 去噪法进行效果
对比，其中预处理采用过采样预处理法，阈值函数选用
软阈值函数。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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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仿真信号验证与分析

水电机组的振动频率与机组参数存在一定对应关

系，根据这些关系构建水导轴承处主轴径向振动仿真
信号［１４］ 。
s（ t） ＝f（ t） ＋z（ t） ＝０．３９ｓｉｎ（πt） ＋０．２１ｓｉｎ（４．２πt） ＋

０．１１ｓｉｎ（３３．４πt） ＋０．１１ｓｉｎ（５８．４πt） ＋
０．１３ｓｉｎ（１００πt） ＋０．０６ｓｉｎ（２００πt） ＋z（ t） （１０）

式中：f（ t）表示仿真信号中的有效信号成分；z（ t）表示
仿真噪声信号；s（t）表示仿真合成的噪声信号，设构造
仿真信号的信噪比（ SNR）定为 １２，采样频率定为
fs ＝１ ０２４ Ｈｚ。
用 Ｈａｎｋｅｌ式构造矩阵方法对 s（ t）进行处理，由仿

真 s（ t）定义式可知，此仿真信号主频率的数目 nf ＝６，
所以选取有效 SV数量为前 １２ 个。
为了进行有效说明，将 ＳＶＤ去噪法与采用过采样

预处理后的 ＧＨＭ 多小波相邻系数去噪法进行对比。
由文献［１３］可知，过采样预处理的 ＧＨＭ 多小波相邻
系数法与传统的小波软、硬阈值去噪法相比，处理水电
机组振动信号去噪具有突出的优越性，信号被处理后
更为平滑，且具有较高的信噪比与较低的均方根误差。
本文选择与去噪效果较突出的过采样 ＧＨＭ 多小波相
邻系数法进行对比，进一步阐述 ＳＶＤ去噪法的去噪效
果。 与其两项定量指标（SNR和 RMSE）对比结果如表
１所示，仿真信号去噪效果对比如图 ２ 所示。
表 1　多小波相邻系数法与 SVD去噪的 SNR和 RMSE对比

评价指标
信号处理方法

原加噪信号 多小波相邻系数法 ＳＶＤ去噪法
SNR １２ ¬１５ ˚．０５９ ９ ０ û．０１７ ０

RMSE ０ +．０８５ ７ ０ ‰．０６０ ３ ２６ ¥．０５９ １

　　从仿真信号构造的标准信号波形、加噪信号波形、
两种方法去噪前后波形图可以直观得出，ＳＶＤ 去噪法
处理波形相较于多小波相邻系数去噪处理更加平滑；
通过对 SNR和 RMSE两项指标定量对比分析可知，多
小波去噪法的效果已十分显著，而奇异值去噪法处理
信号后与多小波相邻系数法相比，具有更高的信噪比
（SNR）、更低的均方根误差（RMSE），即可定量地说明
奇异值去噪法优于多小波相邻系数去噪方法。

2．2　实际机组信号验证与分析

本文针对 Ｓ电站采集的水电机组轴向振动信号进
行去噪处理，其中机组转速为 １０７．１ ｒ／ｍｉｎ，采样频率
fs ＝４５８ Ｈｚ。 其中一组轴向振动信号波形图如图 ３

图 2　仿真信号去噪效果对比图
所示。

图 3　实际机组振动信号波形图
由二倍频率数 SV阶次选取方法定义可知，为确定

此原信号的主频率数，需进行快速傅里叶变换，其 ＦＦＴ
频域图如图 ４所示。 从图 ４中可以看出主要频率数为
７ 个， 因此进行 ＳＶＤ 变换去噪处理时选取前
２ ×７ ＝１４ 个 SV进行重构。

图 4　实际机组频谱图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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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基于 Ｈａｎｋｅｌ 矩阵与二倍频数的 ＳＶＤ 法对此
信号进行去噪处理，与多小波相邻系数法的结果进行
比较，其去噪后的波形对比如图 ５ 所示。 由所得波形
图可以看出，采取以上两种去噪方法处理信号，都有一
定程度的去噪效果，其中经过 ＳＶＤ去噪法处理的信号

较多小波去噪法更为平滑，但仅从图形上无法判定孰
优孰劣。 由于实际机组信号为现场采集得到，不能直
接判断分离出有效无噪信号成分，从而难以直接采用
式（８）与式（９）的定量判断，故对去噪效果进行评价仍
需选择其他评价指标加以辅助判断。

图 5　实际机组去噪效果对比图

　　信号时频域的信息能通过各频率段的能量特征反
映，基于此可以通过评价信号特征的能量保留能力，判
断去噪效果的优劣。 李辉［１５］等提出对指定的几个信

号频率幅值作比较，对比去噪前后的幅值变化以评价
效果。 因此分别对实际信号与经两种方法去噪后的重
构信号展开快速傅里叶变换，对比分析各个信号的
ＦＦＴ频谱，判断实际信号幅值与去噪信号幅值的差异
大小以及物理意义。 结合图 ４，本文选取幅值偏大的
前 ６个倍频以及第 １２ 倍频共 ７ 个特定频率用于评价
去噪效果。 已知机组转速为 １０７．１ ｒ／ｍｉｎ，故有转频为
fn ＝１．７８５ Ｈｚ。
实际机组信号和两种去噪信号的频谱对比效果如

图 ６所示，从图 ６中可看出，经多小波相邻系数去噪后
与实际信号的频率幅值基本吻合，经 ＳＶＤ 去噪后信号
的频率则彻底滤掉了除选定的 ７ 个频率外其余频率，
滤波效果明显，频率能量分布较为集中。
其中各个频率具体幅值数值如表 ２ 所示，由表 ２

中数据可以看出 ＳＶＤ 去噪方法与多小波相邻系数去
噪法所得信号与实际信号各个倍频幅值均十分接近，

图 6　信号频谱对比示意图

波动较小，其中多小波去噪法处理得信号倍频幅值在
实际信号倍频幅值上下波动，ＳＶＤ去噪法处理得信号
倍频幅值较实际信号倍频幅值偏大，基于此可得 ＳＶＤ
去噪法保留能量更为稳定集中，具有一定强化信号特
征作用。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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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各信号特定频率幅值表

相关信号
各频率幅值

fn ２fn ３fn ４fn ５fn ６fn １２fn

实际信号 ０ ·．０９４ １ ０ �．０４３ ８ ０ p．０４８ ９ ０ Õ．０３２ ６ ０ )．０２８ ８ ０ Ü．０４１ ９ ０ ‚．０６２ ６

多小波 ０ ·．０９４ １ ０ �．０４３ ９ ０ p．０４８ ９ ０ Õ．０３２ ９ ０ )．０２８ ６ ０ Ü．０４２ ０ ０ ‚．０６２ ２

ＳＶＤ ０ ·．０９４ １ ０ �．０４３ ８ ０ p．０４９ ０ ０ Õ．０３２ ７ ０ )．０２９ １ ０ Ü．０４２ ０ ０ ‚．０６２ ８

３　结　语

本文阐述了基于 ＳＶＤ 的水电机组振动信号去噪
的基本方法，其中特别介绍了 Ｈａｎｋｅｌ 式矩阵构造方法
以及二倍频率数 SV阶次选取的基本思想。 其中选取
合适的 SV是该方法的关键与难点，文中采用的二倍频
率数法通过频谱法加以判断，实际工程领域中可以结
合频率幅值阈值法进行选取设定主要频率数，以进一
步延伸发展基于 ＳＶＤ 去噪法的实践应用。 文中为验
证 ＳＶＤ去噪法的去噪效果，与效果突出的多小波相邻
系数法对比，分别对构造的水电机组振动仿真信号与
采集实际机组信号进行分析，基于 ＳＶＤ的振动信号去
噪效果显著，特征得到强化，利用线性代数理论处理数
据的角度打开了新的分析思路，体现了处理数据的优
势，具有一定研究与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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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国际 ＥＰＣ水电站改造项目执行过程中，数量众多的设备主要从国内企业采购，供货商水品和设备质量良莠不

齐。 在招评标和生产阶段，需要在控制价格的同时确保产品质量和生产进度。 因此，应重视供应商选择、依据主合同内

容签订采购合同、明确合同技术条款避免设计偏差、重视设备监造验收和包装管理等，以确保国际 ＥＰＣ水电站改造项目
保质按期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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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Equipment Procurement Implementation for Renovation Work
of International EPC Hydropower Station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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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国际水电站改造项目采购的内容和
方式

　　近年来，我国在海外以 ＥＰＣ 模式中标了大量水电
站建设项目，其中部分是以机电设备改造为主。 项目
成本控制离不开采购管理工作［１］ ，根据国内外众多水
电站 ＥＰＣ项目合同价格统计，永久机电设备采购费用
占合同总价的 １５％左右，机电设备采购成本在一定程

度上左右着总承包商的赢利水平，也关系到 ＥＰＣ 项目
的成败［２］ 。 特别对于机电改造项目，由于涉及土建工
作量少，机电设备采购费用占合同总价比例甚至高达
８０％以上，提高对设备采购管理重要性的认识，对项目
顺利实施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以尼日利亚 ＫＡＩＮＪＩ 水电站改造设备成套项

目为例，对水电站改造项目执行过程中机电设备采购
方面的一些情况进行探讨，以解决国际 ＥＰＣ 改造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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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管理中存在的现实问题，防范可能存在的风险。

1．1　ＫＡＩＮＪＩ项目概况及特点
ＫＡＩＮＪＩ水电站位于尼日尔河流域，建于 １９６３ －

１９６９ 年间，为坝后式电站，是尼日利亚目前已建成的
最大水电站。 电站厂房内共安装 １２ 台机组，单机装机
容量 １００ ～１２０ ＭＷ不等。 本项目的工作内容主要是
修复 ５、６、１２ 号机组单元及部分公用设备。 旧发电机
由日本 Ｈｉｔａｃｈｉ 供货，水轮机由奥地利 Ｖｏｅｓｔ Ａｌｐｉｎｅ 供
货，其中 ５ －６ 号机为轴流定桨式， １２ 号机为
Ｋａｐｌａｎ式。
机组工作范围主要包括进水口改造、水轮机及发

电机改造、冷却水系统改造、更新调速器、更新励磁、更
新发电机电压设备、更新机组辅助设备配电盘及机组
启动配电盘、主变压器改造、更新机组保护、备品备件
等。 公用设备工作范围包括更新尾水门机、厂房通风
系统、大坝电梯、进水口叠梁闸门、１１ ｋＶ 开关柜、ＤＣＳ
监控系统，以及厂房桥机改造等。

1．2　海外水电站改造项目采购的基本模式

由于多数项目所在国工业化程度不高、生产技术
水平低下等现状，改造过程中使用的机电设备主要在
国内完成采购。 组织结构上项目部作为核心对采购流
程实施有效的控制管理，基于以往类似项目工作经验，
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改进，提高对策划方案的重视，制定
科学合理的采购程序，并对人员进行科学安排，增强交
接和协调力度。 同时，还应建立科学合理的决策机制，
从商务和技术等方面加强管理，提高采购方案的科
学性［３］ 。

1．3　国际水电站改造项目采购的程序与内容

国际水电站改造项目的设备采购，以与业主签订
的主合同为依据，由项目部牵头召集各专业人员共同
制定采购策划方案，包括分标内容、技术要求、交货时
间、拟招标方式等。 确定分标采购计划后，依据采购内
容的特点以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等形式进
行采购，最后以与候选中标人谈判结果为依据签订设
备采购合同。
水电站改造项目采购涉及设备较多，一般包括水

轮机、发电机、励磁设备、调速器等主机设备，变压器、
监控保护系统、空压机、阀门等电气机械辅助设备，以
及一系列装置性材料。 因此，采购内容繁多，采购时间
紧张，必须科学合理制定项目设备分标和采购计划，才

能够确保采购工作顺利推进。 对采购工作商务和技术
部分进行明确分工，权责分明以有效地提高采购工作
效率。

２　国际水电站改造项目采购计划的具
体实施

2．1　招评标及采购合同签订

设备采购应遵循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在满足
采购时间以及技术要求的前提下，价格依然是主要考
虑因素。 因此，采购模式主要包括邀请招标和询价采
购。 邀请招标是在主合同已确定的供应商名单范围
内，对企业发出投标邀请并公开唱标，按照评标标准选
出候选中标人，从而有效减少谈判时间，节约项目时间
成本。 询价采购是向有关的供应商发出询价单让其报
价，在报价基础上进行比较并确定最优供应商，适用于
采购的货物规格、标准统一、货源充足且价格变化幅度
小的设备。 通常情况下会在本企业合格分包商库内结
合采购成本控制向三到五家企业发出询价单，对于被
询价企业的选择，需要项目部综合考虑供货商品牌、质
量，技术，业绩等因素，并根据改造项目的实际情况进
行决策。
在评标阶段，项目部负责召集相关人员组成评标

委员会，主要成员包括项目经理、采购主管、技术人员
等，应确保委员会组成人员科学合理。 从商务、技术和
价格多个方面综合评价选择候选中标人。 商务方面应
该审查竞标企业的运营状况，业绩能力等综合实力，优
先选择信用良好或者有过合作记录的竞标企业；技术
团队则主要负责对投标技术文件进行评审打分，并从
技术层面上分析企业实力为确定中标企业提供相关参

考依据。
考虑到国际项目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在招标或询

价文件编制及评审过程中都应该特别重视投标人国际

项目业绩及其完成情况。 即使是在国内项目供货业绩
丰富的投标人，如果缺乏国际业绩，在面对国际项目技
术标准、长途运输、现场仓储等不同情况时，很可能束
手无策或者疲于应付，最终导致无法通过现场验收。
尤其是改造项目，可能遇到的问题五花八门，在生产阶
段和现场安装阶段都需要丰富的经验和应对能力。
采购合同编制过程中合同条款应该与主合同保持

一致，尤其是付款条件、技术要求等内容，以避免承担
不必要的风险。 合同签订前应该对合同条款进行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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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由财务人员，技术人员，法律顾问，项目负责人、部
门负责人、公司主管领导进行会签。

2．2　加强对主合同技术条款的明确

主合同技术条款是所有设计工作的依据，也是制
定采购合同技术要求的依据。 因此在项目执行的全过
程中都应该精准掌握主合同技术条款。
投标阶段和合同谈判阶段考察期间，需要尽可能

仔细考察招标及合同技术文件涉及的内容，避免为后
期采购和施工埋下隐患。 尤其对于含糊不清的内容，
应与业主明确供货范围或修复内容责任划分，尽量避
免后期扯皮。 对于内容明确但不合理或难以实现的要
求，应提出澄清，避免出现在签订的主合同中。 由于改
造项目的特殊性，主合同技术条款不同于常规新建水
电站项目，很多针对项目实际情况制定，因此技术人员
在项目执行阶段应该逐条阅读，一方面全面掌握通用
部分内容，另一方面对特殊条款分析研究，不忽略任何
细节。
前期图纸搜集也是改造项目特有的任务，旧设备

图纸的完整性、准确性对后期工作开展至关重要。 设
备的修复设计需要基于或参考原图纸，但是 ＫＡＩＮＪＩ电
站图纸管理水平低下，原有图纸保管无序，使用过程中
零星散落，有些已经遗失。 在考察阶段没有重视图纸
搜集，设计工作展开时才发现缺东少西，多次努力查找
也无法搜集齐全，给设计及生产工作造成非常不利的
影响。
不同国家和业主对 ＥＰＣ 水电站改造项目要求使

用的标准不尽相同，投标阶段和设计过程中都应该确
认业主规定的设计标准并准确使用。 如果设计人员想
当然采用国标或者主合同要求以外的国际标准进行设

计，就很可能因采用标准不符合要求而被业主拒绝接
受，造成设备采购成本增加。 国内供货商应建立内部
国际通用标准库，提高技术人员的设计水平，争取达到
国际化人才标准［４］ 。 对于个别设备或零部件，设计人
员鉴于设备生产实际需求认为有必要按照合同规定外

标准进行设计的，应该提前向业主进行澄清并获得审
批通过后方可使用。
设备采购合同签订后，专业技术人员负责对设备

供货厂家的技术管理，对分包商提供的图纸及资料进
行全面校审，从设计角度对设备质量进行把关。
ＫＡＩＮＪＩ改造项目实施过程中，就存在由于对主合同技
术条款掌握不到位而出现的设计偏差，如需要更换的

设备零部件被遗漏、与老设备的接口界面判断不清等。
总之，设计工作是采购管理中十分重要的环节，项

目的设计管理水平将影响设备采购的成本、进度等各
个方面。 由于文化语言差别、思维模式迥异、甚至经验
的不足，总承包商设计部门技术人员对 ＥＰＣ 合同的理
解可能与业主的真实想法存在偏差，从而导致设计文
件迟迟不能通过审核，最终批准通过的时间被拖延，特
别水电改造过程中核心的水轮发电机组设备，从而严
重影响采购工作的开展，对整个 ＥＰＣ 项目的工期和实
际成本造成较大负面影响。

2．3　提高对设备监造验收及包装的重视

水电站改造项目中水轮发电机组及其附属设备的

采购合同能否正常履约对项目成败起着决定性作用，
必须加强对主机设备生产及交货进度的监管。 聘请专
业人员对主机设备进行驻厂监造是确保设备产品质量

和生产进度的有效手段。 ＫＡＩＮＪＩ 项目的主机设备部
分机组需拆除后重新生产安装，部分机组则是拆除后
进行现场修复。 执行过程中前者需要在现场对拆除的
部件逐一测量，将数据反馈回国内进行生产，在设备原
图纸缺失的情况下对测量的精准度要求极高，工作难
度远超预期；后者更是无法实现，现场的加工水平完全
无法满足生产要求，只能将设备运回国内进行修复，在
国内实现修复也是极其困难，供货厂家的设计和生产
人员对此一筹莫展，如果不积极沟通协调，该项工作随
时可能停滞不前。 因此，更需要重视监造工作，随时跟
踪进度、发现问题，及时组织各方力量进行处理。
同时，对于包括主机在内的设备都应加强出厂验

收和货物包装管理。 出厂验收是验证设备完全符合合
同要求的最后屏障，采购合同中应规定出厂验收的方
式、时间和地点，并细化验收标准。 项目部应组织采
购、技术人员参与出厂验收，验收人员应该熟悉设备相
关的规范标准和技术要求，便于发现问题并及时解决；
还应根据合同及时通知业主参与出厂验收，并积极予
以配合，业主人员根据设备重要程度选择参加。 同时，
应督促供货商做好验收准备工作，验收过程主要包括
根据出厂验收大纲进行检查和试验、核实设备制造完
成情况、审查制造过程控制文件、查阅生产图纸及设备
合格证等出厂文件。 特别对于修复的设备部件，难以
处理的细节多，项目部应提高重视程度，提前对修复完
成情况和验收项目可通过性进行检查确认，避免出厂
验收过程中问题频出。 （下转第 ５８页）

６４



２０１８ 年第 ７ 期
２０１８ Ｎｕｍｂｅｒ ７ 水 电 与 新 能 源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ＮＥＷ ＥＮＥＲＧＹ 第 ３２ 卷Ｖｏｌ．３２

ＤＯＩ： １０．１３６２２／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２ －１８００／ｔｖ．１６７１ －３３５４．２０１８．０７．０１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 －０６ －１０
作者简介：杜　崧，男，本科生，专业研究方向：水利水电工程。

输水隧洞粘贴碳纤维布加固效用的有限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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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因碳纤维布具有抗拉强度高和耐久性能强等特点，粘贴碳纤维布进行输水隧洞的补强加固是一种逐步推广应用
的有效方法，具有高强高效、施工便捷、运输方便、耐腐蚀、自重轻等优势。 以深圳市东江水源工程沙湾隧洞为例，以三维
有限元作为计算分析工具，论证碳纤维布在输水隧洞加固中的应用成效。 计算分析表明：碳纤维布加固能够改善衬砌混
凝土的应力状态，对隧洞衬砌结构的稳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碳纤维布参与承担运行期后续增大的外水压力等荷载后，
能够明显的改善衬砌混凝土的受力状态，并能抑制衬砌混凝土进一步开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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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ｏｎａｌ ｆｉｎｉｔ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由于受材料性能自然劣化、外界条件改变、生物及
地下水侵蚀对衬砌混凝土的不良影响，以及设计、施工
过程中遗留缺陷等不利因素的影响，隧洞衬砌开裂、渗
漏、混凝土脱落掉块等病害普遍存在，为确保输水隧洞
的安全稳定运行，其加固补强工作成为日常运行维护
管理中的核心问题和重要工作。 另外，由于输水隧洞
停水检修时间短暂（特别是城市饮用水输水隧洞），施
工作业环境较为恶劣，环保要求高，加固补强方法的选
择成为这项工作的首要问题。

目前，隧洞加固常用方法有衬砌替换法［１］ 、增大
截面法［２］ 、内套钢拱架法［３］ 、粘钢加固法［４］以及粘贴

碳纤维布 （ Ｃａｒｂｏｎ Ｆｉｂｅｒ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ｄ Ｐｏｌｙｍｅｒ， ＣＦＲＰ）
法［５］等。 衬砌替换法一般适用于隧洞原有结构已丧
失承载能力或结构净空不允许且采用粘钢、粘贴
ＣＦＲＰ等无法保证承载能力的情形。 增大截面法一般
适用于隧洞原有结构仍存在一定的承载能力且结构净

空允许的情形。 内套钢拱架法、粘钢加固法、粘贴
ＣＦＲＰ法一般适用于隧洞衬砌裂缝较严重但结构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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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强承载能力的情形［６ －７］ 。 此外，对输水隧洞加固而
言，存在衬砌替换法的周期过长、增大截面法影响输水
能力、内套钢拱架法和粘钢加固法的钢结构腐蚀等
问题。

ＣＦＲＰ作为一种新型复合材料，具有高强高效、施
工便捷、运输方便、耐腐蚀、自重轻等优点［８］ ，具有抗
拉强度高和耐久性能强等特性。 由于 ＣＦＲＰ 作为抗拉
材料能有效地控制衬砌裂缝的继续扩展，防止衬砌掉
块、剥落，已经逐渐成为了隧洞衬砌内表面补强方法中
迅速发展的一种，在隧洞结构加固补强中具有广泛的
应用前景［９］ 。
因此，在桃花江水库、青山水库、大伙房水库、枫溪

水库等工程的输水隧洞加固补强施工中均得到了应

用，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本文以深圳市东江水源工
程沙湾隧洞为例，以三维有限元作为计算分析工具，论
证 ＣＦＲＰ在输水隧洞加固中的应用成效，以为类似工
程的加固方法选择、设计、施工提供参考依据。

１　沙湾隧洞缺陷及 ＣＦＲＰ加固方案
1．1　计算背景

沙湾隧洞位于东江水源供水网络干线的中部，起
点在深圳水库库尾西侧，终点位于深圳市戒毒所南侧，
正洞全长 ３ ５９０ ｍ。
在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停水检修期间，发现沙湾隧洞

Ｋ８５ ＋９１７ ～Ｋ８５ ＋９７７ 段左边墙隧洞起拱处或左边墙
出现了多条纵向裂缝，裂缝宽度最大的达 ５ ｍｍ，裂缝
渗水较为严重，在往外渗水的过程中带出大量细颗粒
砂岩，排水管堵塞也比较严重。 纵向裂缝的存在使衬
砌混凝土失去了城门洞形结构的整体强度，存在较大
的安全风险；大量渗水过程中带出的细颗粒砂岩将有
可能掏空衬砌背后的围岩而造成隧洞塌方，一旦这种
情况出现，将造成不可设想的严重后果。

1．2　模型概况
１）模型范围与规模。 建立包括外围岩体、初次衬

砌混凝土、顶部锚杆、二次衬砌混凝土在内的三维有限
元整体计算模型。 所取土体距离隧洞中心线的距离分
别为：１００ ｍ（上）、２０ ｍ（下）、２０ ｍ（左）、２０ ｍ（右）。
模型沿水流方向长度为 １０ ｍ。 计算模型共包括单元
１１１ ２４３ 个，节点 １１３ ７８７ 个。

２）锚杆模拟。 在模型中通过实体切割进行定位
并采用 Ｌｉｎｋ８单元模拟锚杆，不考虑锚杆与围岩之间
的滑移。

３）混凝土模拟。 采用 ＡＮＳＹＳ 自带的 Ｓｏｌｉｄｅ６５ 单

元模拟初次衬砌混凝土与二次衬砌混凝土，采用笛卡
尔坐标系，每个混凝土单元的大小控制为 ５ ｃｍ ×
５ ｃｍ×５０ ｃｍ（X×Y×Z）。

４）接触分析。 采用 Ｃｏｎｔａｃｔ１７４ 单元模拟初次衬砌
混凝土与二次衬砌混凝土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５）模型约束。 模型底部施加全约束，左右以及前
后端部施加法向约束。
整体三维模型、初次衬砌混凝土模型、顶部锚杆模

型以及二次衬砌混凝土模型的网格图分别如图 １ ～图
３所示。

图 1　初次衬砌混凝土与顶部锚杆网格图

图 2　二次衬砌混凝土网格图

图3　整体有限元网格图（单位：ｍ）
1．3　补强方案与有限元模型

加固设计方案为衬砌全断面粘贴 ＣＦＲＰ，粘贴层
数为一层。 ＣＦＲＰ 厚度为 ０．１６７ ｍｍ，弹性模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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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０ ＧＰａ，泊松比取 ０．３。 在 １．２ 节模型的基础上，增
加 ＣＦＲＰ模型建立粘 ＣＦＲＰ 补强方案有限元模型。 模
型中在二次衬砌混凝土内表面建立 ｓｈｅｌｌ ６３ 单元模拟
ＣＦＲＰ。 ＣＦＲＰ与二次衬砌混凝土之间采用共节点的方
式处理，以保证混凝土与 ＣＦＲＰ之间的变形协调，其中
ＣＦＲＰ的有限元模型如图 ４所示。

图 4　CFRP有限元模型
计算考虑了０．２ ＭＰａ的外水压力以及 ３．５ ｍ水头

的内水压力，模型范围同前文一致。 为了考虑隧洞的
卸载与加载过程，计算过程包括以下几步。

１）荷载步 １：计算在 ０．２ ＭＰａ 的外水压力以及
３．５ ｍ水头的内水压力共同作用下的应力应变分布情
况，即模拟隧洞停水检修前的状态。

２）荷载步 ２：在荷载步 １ 的基础上进行“重启动分
析”，计算“停水检修期”衬砌混凝土的应力应变状态。

３）荷载步 ３：在荷载步 ２ 的基础上继续进行“重启
动分析”，计算“运行期”衬砌混凝土的应力应变状态。

２　ＣＦＲＰ加固效果的有限元分析
2．1　线弹性计算结果及分析

从计算结果可以看出，在运行期内、外水压力的共
同作用下（见图 ５ ～图 ８），在没有采用 ＣＦＲＰ加固前隧
洞二次衬砌 X 向的最大位移为 ３．２２９ ｍｍ，最大 X 向
位移出现在边墙位置；隧洞二次衬砌 Y向的最大位移
为 ８．５２４ ｍｍ，最大 Y向位移出现在底板位置；隧洞二
次衬砌的第一主应力为 ２０．５４８ ＭＰａ，最大主应力出现
在底部边墙转角处外表面。 在采用 ＣＦＲＰ 进行加固
后，隧二次衬砌 X向位移最大值、Y向位移最大值以及
第一主应力最大值分别为 ３．３３６ ｍｍ、８．１６８ ｍｍ、２０．
９５８ ＭＰａ，较 ＣＦＲＰ施做前隧洞二次衬砌 X向的最大位
移、Y向的最大位移以及最大第一主应力并没有多大
改变，这主要是因为 ＣＦＲＰ刚度不大，并不能充分限制
二次衬砌混凝土的变形。 但从图 ９ 和图 １０ 的计算结
果可以看出，在进行 ＣＦＲＰ 加固后，由于 ＣＦＲＰ 参与承
载，二次衬砌混凝土边墙的受拉区域明显减小，这表明

ＣＦＲＰ加固能够改善衬砌混凝土的应力状态，对隧洞
衬砌结构的稳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图 5　X向位移（未加固）

图 6　X向位移（加固后）

图 7　Y向位移（未加固）

图 8　Y向位移（加固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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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第一主应力（未加固）

图 10　第一主应力（加固后）

2．2　非线性计算结果及分析
由图 １１ 和图 １２ 可知，在二次衬砌混凝土全断面

粘贴 ＣＦＲＰ处理后，二次衬砌混凝土的开裂范围明显
减小，尤其是底板区域混凝土开裂范围明显小于未处
理方案，这说明 ＣＦＲＰ 参与承担运行期后续增大的外
水压力等荷载后，能够明显的改善衬砌混凝土的受力
状态，并能抑制衬砌混凝土进一步开裂。

图 11　开裂情况（未加固）

３　结　语
ＣＦＲＰ作为一种新型的复合材料，在土木结构加

图 12　开裂情况（加固后）

固补强中的应用日益广泛。 在输水隧洞工程的加固施
工中，粘贴 CFRP加固可以快速、高效施工，不降低输
水能力，耐久性良好，是一种较为理想的技术措施。
通过本文的三维有限元计算分析表明：ＣＦＲＰ 加

固能够改善衬砌混凝土的应力状态，对隧洞衬砌结构
的稳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ＣＦＲＰ 参与承担运行期后
续增大的外水压力等荷载后，能够明显的改善衬砌混
凝土的受力状态，并能抑制衬砌混凝土进一步开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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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洛渡水电站过机泥沙与水质初步监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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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溪洛渡水力发电厂，云南 永善　６５７３００）

摘要：通过对溪洛渡近 ３年的过机泥沙监测样本分析，主要包括泥沙含量、颗粒级配以及水温、ｐＨ 值等物理化学指标，

分析结果表明，泥沙含量与流量成正比；过机泥沙最大粒径基本都小于 １ ｍｍ；硬颗粒主要为石英和长石，汛期占泥沙总

量的约 ８０％，易对水轮机产生磨蚀；水质监测结果表明过机水质良好，无腐蚀性。

关键词：溪洛渡电站；泥沙含量；泥沙粒径；磨蚀；空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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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ry Monitoring and Analysis of Sediment and
Water Quality in Xiluodu Hydropower Pl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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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Ｔｈｅ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ｏｆ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ｉｎ Ｘｉｌｕｏｄｕ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Ｐｌａ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ｔｈｒｅｅ ｙｅａｒｓ ａｒｅ ａｎａ -
ｌｙｚｅｄ，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ｇｒａｄｉｎｇ，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ｉｎｄｅｘ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Ｈ ｖａｌｕｅ．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ｓ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ａｌ ｔｏ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 ｆｌｏｗ 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ｓｉｚｅ ｐａｓｓｉｎｇ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ｔｕｒｂｉｎｅｓ ｉｓ ｂａｓｉｃａｌｌｙ ｓｍａｌｌｅｒ ｔｈａｎ １ ｍｍ．Ｔｈｅ ｈａｒｄ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ａｒｅ ｍａｉｎｌｙ ｏｆ ｑｕａｒｔｚ ａｎｄ ｆｅｌｄｓｐａｒ ，
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ａｂｏｕｔ ８０％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ｉｎ ｆｌｏｏｄ ｓｅａｓ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ｙ ｃａｕｓｅ ｃｏｒｒｏ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ｕｒｂｉｎｅｓ ．Ｉｔ ａｌｓｏ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ｓ ｒａｔｈｅｒ ｇｏｏｄ ｗｉｔｈ ｎｏ ｃｏｒｒｏｓｉｖｅｎｅｓｓ．
Key words： Ｘｉｌｕｏｄｕ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Ｐｌａｎｔ ；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ｓｉｚｅ； ｃｏｒｒｏｓｉｏｎ； ｃａｖｉｔａｔｉｏｎ ｅｒｏｓｉｏｎ

　　溪洛渡电站位于四川省雷波县和云南省永善县交
界的金沙江干流，是 １ 座以发电为主，兼有防洪、拦沙
和改善下游航运条件等巨大综合效益的工程。 电站设
左右岸地下厂房。 共安装 １８ 台单机容量为 ７７０ ＭＷ
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 １ ３８６ 万 ｋＷ。
金沙江下游段与长江三峡段相比，泥沙含量较多，

坝址处多年平均含沙量 １．７２ ｋｇ／ｍ３，多年汛期平均含
沙量为 ２．４３ ｋｇ／ｍ３ ［１］ ，泥沙中硬矿物含量偏高，对过
流部件会产生撞击、切削和磨损作用［２］ ，对水轮机会
造成较大的磨损，作为电站的核心设备之一的水轮机，
其性能的好坏和长期运行可靠性是发挥工程效益的关

键所在。 水轮机过流部件的磨损是许多水电站面临的
严重问题，受泥沙磨损影响较大的水轮机部件主要为

转轮、导叶立面和端面、抗磨板、止漏环等，转轮叶片、
底环等在运行一段时间后会出现鱼鳞坑、针孔及蜂窝
状等缺陷，导致运行稳定性差、效率下降，常常威胁到
机组的安全［３］ ，事故发生率的增多，缩短了检修周期，
增加了电站运行的维护成本，使电站的经济效益下
降［４］ 。 过机泥沙的测量与分析，可以很好的为水轮机
磨损机理的研究及水轮机由计划检修转向状态检修提

供切实可靠的依据［５］ 。
本文选取溪洛渡电站左右岸 ４ 台机组开展为期 ３

年的过机泥沙和水质监测，通过研究过机泥沙的长期
分布规律以及对水轮机的破坏，为进一步研究减缓含
沙水流对水轮机过流部件表面的磨蚀破坏的各项措施

提供有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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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监测点布置和测量方法

1．1　监测点布置

监测内容。 分为泥沙和水质两部分，泥沙监测包
括泥沙含量、悬移质颗粒级配、矿物成分、硬度；水质监
测包括水温、ｐＨ值、浊度、电导率、溶解氧。
监测部位。 左岸 ５Ｆ、９Ｆ 机组和右岸 １０Ｆ、１４Ｆ 蜗

壳进人门处。 采集容器为 １８．４ Ｌ的带封口塑料桶，采
用吸管法测定颗粒级配，要求砂样在 １．０ ～１０．０ ｇ 之
间，根据含沙的变化，每次每台机取样品 ３ ～８桶。
监测频率：全年分为汛期（５ 月－１０ 月）和非汛期

（１１月－次年 ４月），采样频率如表 １所示。
表 1　采样频率

采样时间 ２０１４ Æ．５ －２０１５．４ ２０１５ Û．５ －２０１７．４

汛期 １次／周 １次／周

非汛期 １次／２周 １次／２周

主汛期加测 ８次 １２次

合计采样次数 ５０ d１００ ¿

1．2　监测方法
含沙量测量采用沉淀干燥法，通过烘干称量泥沙

重量，与所取得样品水样的体积的比值，得到泥沙含
量。 使用的主要监测设备有电子天平、专用移液管机
工作台，液体分样器、超声波清洗机、恒温烘干箱、粒径
１ ～－０．０６２ ｍｍ的筛子、干燥器、电炉、玻璃器皿等。

样品的颗粒级配采用吸管法，测量得到颗粒级配、
泥沙矿物成分及比例分析。 样品浊度采用便携式哈希
浊度测量仪测量，水温、ＰＨ 值、电导率、溶解氧等水质
指标采用哈希便携式多参数数字分析仪监测。

２　监测成果分析

2．1　泥沙含量
泥沙含量与水库流量的关系如图 １ 所示，泥沙含

量在 ３个水文年表现出较强的规律性，汛期泥沙含量
增大，平水期泥沙含量明显降低，泥沙含量随流量的增
加而增大，随流量的减小而减小。
泥沙含量与上下游水位的关系如图 ２ 所示，由于

下游水位与出库流量正相关，泥沙含量与下游水位相
关性良好，因水库的年调节性，上游水位与泥沙含量不
相关。

图 1　泥沙含量－出入库流量随时间变化曲线

　　未建水库前多年汛期平均含沙量为 ２．４３ ｋｇ／ｍ３ ，
水库建成后，近 ３年汛期最大泥沙含量均出现在 ９ 月
份，最大值为 ２０１４ 年的 ０．０４０ ６６ ｋｇ／ｍ３ ，由于库前水
体的澄清作用，过机水流泥沙含量较原河水含沙量减
小百倍以上。 但过机泥沙含量受降雨条件影响较大
（见表 ２），一般在上游大范围大到暴雨后，随着入库流

量的增加，泥沙含量会随之增大，并出现年度最大值。

2．2　泥沙级配

各机组泥沙级配随时间变化规律一致，以５Ｆ机组
为例，细颗粒在汛期显著增大，过机泥沙粒径基本小于
０．０５ ｍｍ，在平水期则减小，随汛期流量变化呈周期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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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泥沙含量－上下游水位随时间变化曲线
表 2　2014－2016年汛期过机泥沙含量

统计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最大过机泥沙含量

／（ｋｇ· ｍ－３）
０ �．０４０ ６６ ０ Â．０３３ １６ ０ ¶．０３７ ０９

泥沙含量＞０ y．０１ ｋｇ／ｍ３ 组数

（共 ２００ 组）
７７ ¡４５ í８４ c

流量＞５ ０００ ｍ３ 取样天数 ２３ ¡２２ í３１ c

化；０．００５ ｍｍ、０．０１０ ｍｍ 和 ０．０２５ ｍｍ 粒径颗粒含量
随时间变化波动较大，该三组粒径颗粒在过机泥沙中
占比较大，为过机泥沙的主要粒径组，汛期时百分含量
最高可达 １００％。
过机泥沙级配与上游水位相关性不明显；０．００５、

０．０１０ 和 ０．０２５ ｍｍ 三组主要粒径颗粒含量变化趋势
与下游水位变化趋势一致，如图 ３所示。

图 3　5F泥沙级配－上下游水位随时间变化曲线

　　０．００５、０．０１０ 和 ０．０２５ ｍｍ 三组主要粒径颗粒含
量受流量影响显著，随着汛期水量增大比例显著增大，
且与流量的相关性均良好，如图 ４ 所示。
如图 ５、 图 ６ 所示， 过机泥沙中粘粒含量

（ ＜０．００５ ｍｍ颗粒）基本都大于 ２０％，在汛期时甚至
大于 ６０％，因此过机泥沙属于亚粘土 （粘粒含量
１０％～３０％） －粘土（粘粒含量大于 ３０％），粘粒含量
与流量正相关。

３５



水 电 与 新 能 源 ２０１８ 年第 ７期

图 4　5F泥沙级配－出入库流量随时间变化曲线

图 5　＜0．005级配－出入库流量随时间变化曲线

图 6　＜0．005级配－上下游水位随时间变化曲线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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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图 ７、图 ８所示，过机泥沙最大粒径基本都小于
１ ｍｍ，在平水期离散性较大，偶尔有机组会出现 １ ～２
颗大于 １ ｍｍ的泥沙，但该粒径的颗粒逐年减少，且没

有出现肉眼可见的金属颗粒。 汛期过机泥沙的最大粒
径显著减小，基本在 ０．０５ ｍｍ 以下，且各机组泥沙的
最大粒径相近，离散性较平水期小，没有规律。

图 7　最大粒径－上下游水位随时间变化曲线

图 8　最大粒径－出入库流量随时间变化曲线

2．3　泥沙成分

如图 ９、图 １０ 所示，石英含量汛期百分比显著增
加，并保持在 ４０％～５０％，机组间有一定离散性；平水
期其百分比明显下降，且离散性增大，石英含量与入库
流量变化规律一致。
如图 １１、图 １２所示，长石含量汛期百分比基本都

保持在 ３０％ ～３５％，机组间较为集中；非汛期，其百分
比在 ３０％左右，但离散性明显增大，长石含量与流量

和水位不相关。
如图 １３、图 １４ 所示，其他成分百分比汛期含量相

对稳定，约在 １０％～２０％，机组间离散性小；而平水期
含量显著增大，机组间离散性较大，其他成分百分比与
流量负相关。
从以上分析可知，汛期硬度较高的长石和石英占

泥沙总量的约 ８０％，由于二者硬度较高（长石硬度
６ ～６．５，石英硬度为 ７），对水轮机的磨蚀较平水期时
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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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石英含量－出入库流量随时间变化曲线

图 10　石英含量－上下游水位随时间变化曲线

图 11　长石含量－出入库流量随时间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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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长石含量－上下游水位随时间变化曲线

图 13　其他成分含量－出入库流量随时间变化曲线

图 14　其他成分含量－上下游水位随时间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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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水质监测成果
水质监测结果表明，溪洛渡水电站过机水流温度

基本在 １３．４ ～２６．７℃范围内，随季节变化规律性强，
但变化幅度较小；溶解氧在汛期较平水期小，汛期变化
范围在 ５．８３ ～８．２３ ｍｇ／Ｌ，平水期变化范围 ６．５１ ～
９．５ ｍｇ／Ｌ，其含量变化与水温变化成反比，水温升高，
溶解氧下降；水温降低，溶解氧升高，同时与流量变化
成反比，汛期流量大时溶解氧含量低，平水期流量减小
时溶解氧含量升高；ｐＨ 值随时间略有起伏，其值在
８．０４ ～８．６８ 范围内，除冬季少数时间段略偏大外，其
余时段均正常，属弱碱性；浊度波动范围较大，汛期过
机水流浊度在 ６．４２ ～７６．３ ＮＴＵ 范围，非汛期浊度在
１．７１ ～２５．９ ＮＴＵ范围，与流量的正相关性良好，随入
库流量的增大而增大，减小而减小，原因为汛期时水流
中携带的泥沙含量显著增加，特别是雨后水中泥沙的
粘粒含量也显著增加。

４　结　论
１）泥沙含量表现出较强的规律性，汛期泥沙含量

增大，平水期泥沙含量明显降低；泥沙含量与流量的正
相性良好。

２）从泥沙级配看，过机泥沙主要分布在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０ 和 ０．０２５ ｍｍ ３个粒径组，过机泥沙属于亚粘
土－粘土。 各机组级配随时间变化规律一致，细颗粒

在汛期显著增大，汛期过机泥沙粒径基本小于
０．０５ ｍｍ，在平水期粘粒含量则明显减小，随三个汛期
流量变化呈周期变化；过机泥沙粒径基本小于 １ ｍｍ，
偶尔出现大于 １ ｍｍ颗粒。

３）矿物成分在汛期均表现为百分含量离散性小
且相对稳定；汛期时石英百分比显著增加，并集中稳定
在 ５０％左右，长石则表现为离散性减小，百分比集中
在 ３０％～３５％范围，其他成分在汛期显著减小并集中
在 １０％～２０％范围。 长石和石英占汛期泥沙总量的
约 ８０％，由于二者硬度较高，对水轮机的磨蚀较平水
期时更大。

４）水质监测结果表明，过机水流水质良好，无腐
蚀性，适宜作为各类水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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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创新与应用， ２０１５（３０）： ２０６ －２０６

［３］马琳， 高千红， 廖正香．三峡水电站过机泥沙量初步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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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蚀的关系［Ｊ］．中国农村水利水电， ２００８（１２）： １２６ －１２８

（上接第 ４６ 页）
国际 ＥＰＣ项目货物类型多、运输性能各异，物流

运距远且常要进行不同运输形式的转换，应做好货物
包装管理从而最大限度减少运输过程中的货损。 应在
采购合同中规定设备包装规范并结合物流方式制定适

用的包装标准；对缺乏经验或能力不足的供应商，进行
包装指导，在出厂前对包装完成情况进行确认。 值得
注意的是，水电站改造项目经常存在不同机组标段被
不同承包商中标，项目现场会同时出现不同国家进口
的设备，欧美进口货物包装经常被评价为质量牢固、外
形美观、细节周到，相比之下我国企业生产的设备包装
水平就相形见绌了。 因此，提高货物包装质量，可在国
际工程行业内对公司品牌起到宣传推广的积极作用。

３　结　语
综上，在国际 ＥＰＣ 水电站改造项目执行过程中，

数量众多的设备主要从国内企业采购，供货商水平和
设备质量良莠不齐。 在招评标和生产阶段，需要在控
制价格的同时确保产品质量和生产进度。 因此，应重
视供应商选择、依据主合同内容签订采购合同、明确合
同技术条款避免设计偏差、重视设备监造验收和包装
管理等，以确保国际 ＥＰＣ 水电站改造项目保质按期
完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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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张帅．ＥＰＣ模式下水电站机电设备采购成本控制策略［ Ｊ］．
人民长江， ２０１６， ４７（６）： １０４ －１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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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中旬刊）， ２０１８（１）： ２７ －２８

［４］高广学．海外 ＥＰＣ电站项目物资采购面临的风险及对策研
究［Ｊ］．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 ２０１６（７）： ４０ －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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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达岱水电站盘车装置改造

张晋境，杜金昌，熊佳进，刘　汶
（湖北清江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湖北 宜昌　４４３０００）

摘要：针对柬埔寨达岱水电站盘车装置系统复杂、组装麻烦、漏油点多的问题，通过旋转力矩校核计算分析，从理论上证
明将液压盘车改变为人力盘车的可行性，并对盘车进行了改造。 在机组检修时，对人力盘车装置进行检验，事实证明在
人力盘车装置满足旋转力矩的情况下，比机械盘车方式更加简单实用，减少了机组盘车所用时间，提高了机组检修效率，
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关键词：达岱水电站；盘车装置；改造；机组检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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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ｍａｎｐｏｗｅｒ ｔｕｒｎｉｎｇ ｇｅａｒ．Ｔｈｅ ｆｅａ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ｉｓ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ｉｓ ｐｒｏｖｅｄ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ｌ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 ｃｈｅｃｋ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
ｔｏｒｑｕｅ．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ｒｅｎｏｖａｔｅｄ ｍａｎｐｏｗｅｒ ｔｕｒｎｉｎｇ ｇｅａｒ ｉｓ ｅｘａｍｉｎｅｄ．Ｉｔ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ｍａｎｐｏｗｅｒ ｔｕｒｎｉｎｇ
ｇｅａｒ ｉｓ ｓｉｍｐｌｅｒ ａｎｄ ｍｕｃｈ ｍｏｒ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ｏｎ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ｔｈｅ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 ｔｏｒｑｕｅ ｉｓ ｅｎｏｕｇｈ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ｒｅｎｏ-
ｖ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 ｔｕｒｎｉｎｇ ｔｉｍｅ ｉｓ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ｉｓ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Ｔｈｕｓ，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ｏｒ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ｉｓ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Key words： Ｔａｔａｙ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ｔｕｒｎｉｎｇ ｇｅａｒ； ｒｅ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ｕｎｉｔ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水轮发电机在机组安装、检修过程中都需要进行
机组轴线的检查测量，而测量工作通过机组盘车的方
法来实现。 盘车就是人为的使机组转动部分进行缓慢
的旋转，并且按照人们预定的要求准确的暂停和再启
动，在机组大修或者扩大性检修中一般都会进行盘
车［１］ 。 通过盘车，用百分表测出轴线在几个主要部位
的摆度情况，计算分析轴线摆度的大小和位置，掌握机
组轴线的倾斜情况，从而计算判断轴线是否合格，并与
上次大修后轴线情况进行对比，发现轴线变化情况，为
轴线分析提供依据和线索。
盘车一般分为：人工盘车、机械盘车和电动盘车。

一般小型转动部件重量相对较小，启动力矩较小，使用
人力便可以推动，大多采用人工盘车；而大中型机组的
转动部件重量重，启动力矩较大，需要借助机械外力推

动，一般采用机械盘车或电动盘车；而对于有高压减载
系统的机组，通过高压减载系统使镜板与推力瓦之间
建立油膜，大大降低镜板与推力瓦之间的摩擦力，人工
盘车与机械盘车都可以完成盘车。 例如：隔河岩电站
４ ×３００ ＭＷ 机组采用人工盘车，水布垭电站 ４ ×
４６０ ＭＷ机组均采用人工盘车，水口电站 ７ ×２００ ＭＷ
机组采用人口盘车，阿海水电站 ５ ×４００ ＭＷ机组采用
机械盘车［２］ 。 目前也有根据电磁感应原理而进行的
电动盘车，文献［３］详细阐述了电动盘车的原理、设
计、调试及应用，文献［４］对电动盘车电流负载、转子
电源通流能力及其应用三方面，对于大型水轮机发电
机电动盘车装置进行研究。 但是对于根据机组实际情
况，通过旋转力矩分析计算，改变机组盘车方式的研究
并不多，本文希望通过对柬埔寨达岱电站盘车装置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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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改造，改变机组盘车方式，在满足实际需求的情况
下，减少盘车时间，提高检修效率。

１　达岱电站机组及盘车装置介绍
达岱电站安装有 ３ 台水轮发电机组，发电机型号

为 ＳＦ８２ －１６／５５６８０，额定转速 ３７５ ｒ／ｍｉｎ，额定容量
９６．４７ ＭＶＡ／８２ ＭＷ，额定电压 １３．８ ｋＶ，额定电流
４ ０３６ Ａ，额定励磁电压 ２７０ Ｖ，额定励磁电流 １ ０２５ Ａ。
水轮机型号为 ＨＬ－ＬＪ－２５０，额定水头 １８８ ｍ，额定流
量 ４９．１４ ｍ３ ／ｓ。 发电机结构型式为有上导、下导及推
力轴承的半伞式立轴发电机组。 其中，导轴承为分块
式结构，采用调整楔块支承，上导瓦 １０ 块，下导瓦 １２
块；推力轴承为弹性金属塑料瓦，采用弹性圆盘支承，

共 １２ 块。
达岱电站安装过程中所使用的盘车装置是机械盘

车装置的一种，即液压盘车装置。 该液压盘车装置生
产厂家为大连鑫岳达重工有限公司，一共由 ５ 部分组
成：油泵、油箱、压力控制系统、推动器、旋转盘，见图
１。 油泵的作用是建立油压，油箱存储液压油，压力控
制系统的作用是压力分配和油压控制，推动器的作用
是前后动作推动旋转盘上下端面均匀分布的 ８个圆形
钢柱，通过钢柱将推动器的作用力传递给旋转盘。 旋
转盘的作用是将推动力传递给大轴。 油箱内的液压油
通过油泵后产生压力，进入压力控制系统，通过压力控
制系统将压力均匀分配到 ４ 个推动器，推动器内的活
塞杆前后动作，推动旋转盘转动，从而带动大轴旋转。

图 1　达岱电站盘车装置结构图

２　液压盘车装置存在的问题

2．1　系统复杂
整套液压盘车装置的设计思路类似于机组调速

器，依靠油泵建立油压后，通过推动器推动旋转盘转
动。 由于是液压控制，而且要保证每个推动器的压力
都相同，且将推动压力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对机组本身
起到保护作用，因此由 ２ 个液压泵、４个推动器、２个三
位四通电磁阀、２个三位四通电液阀、２ 个二位三通电
磁阀、２个压力调节阀、２ 泄压阀、４个单向阀、８个可调
节流阀组成的液压推动系统显得结构复杂，见图 ２。
在解除大轴约束后，大轴转动的主要阻力是镜板与推
力瓦之间的摩擦力，因此推动力量并不需要太大，相对
来讲推动器设计体型偏大，造成用油量大，因此油箱也

偏大，整套盘车系统总重约为 ２．５ ｔ。
2．2　组装麻烦

由于每个部分都是相对独立的，因此使用时必须
按照先后顺序，将各个部分组合起来才能使用，组装过
程中，需要连接的管路、接头较多。 ４ 个推动器需要 １
个底座来进行固定，而这个底座固定于上机架，因此需
要将整个上导轴承全部拆除后，才能进行安装推动器
底座，增大了工作量。

2．3　漏油点多
在整个液压系统中，由于设计较为复杂，整个液压

系统管路接头多达 ６２处，一旦盘车装置经过一段时间
搁置不用，再次使用时很容易发生管路接头漏油、推动
器漏油、油泵漏油等诸多现象。 有的时候漏油点多达
１ ０处，使整个盘车装置处于瘫痪状态，如果处理漏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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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达岱电站盘车装置液压系统图
点又需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 例如：在 ２０１４ 年 ２ 号
机安装过程中，盘车装置组装花费 ２ ｄ，组装完成后进
行压力试验，发现漏油点多达 ８ 处，必须处理漏油点，
对漏油点更换密封或者处理接头，用时 １ ｄ，最终将盘
车装置组装完成。

３　盘车装置改造

3．1　改变盘车方式
将机械盘车装置改造成人工盘车装置。 由于机械

盘车装置的动力来源是液体压力，因此需要有建立压
力的油泵，需要有分配压力的压力控制系统，需要有将
压力转化为机械推力的推动器。 如果盘车装置的动力
来源是人力，则仅仅需要旋转盘就能够将人力转化为
大轴的旋转动力，从而使整个盘车装置无比简单，也避
免了组装复杂、漏油点多的问题。 为了从理论上验证
人工盘车装置在力矩上能够满足盘车要求，下面对转
动力矩进行校核计算。
转动部件所需转动力矩：
M１ ＝μFNL１ ＝μMgL１
＝０．０２ ×１７５ ×１０３ ×９．８ ×０．７５ ＝２５ ７２５ Ｎ· Ｍ

式中：μ为推力瓦摩擦因数；FN 为转动部件推动力；M
为转动部件重量；g 为重力加速度；L１ 为镜板公称
半径。
人力推动力矩：

M２ ＝FSL＝５５０ ×１２ ×５ ＝３３ ０００ Ｎ· Ｍ
式中：FS 为人的推动力，按照 １２人计算；L为设计的推
杆长度。
数据计算结果为 M１ ＜M２ ，即人力推动力矩大于

转动部件所需力矩，从理论上讲，人工盘车能够满足机
组盘车要求。

3．2　改造旋转盘
由于原有盘车装置是依靠推动旋转盘上的圆形钢

柱传递动力，没有直接传递人力的部件，因此需要在旋
转盘上加装人力传递装置。 同时，由于旋转盘固定在
大轴上端后，距离发电机层盖板距离为 ０．３ ｍ，并不是
人力推动的最佳高度，于是在旋转盘上对称焊接方形
支柱，每个支柱由 ２ 根长 １ ｍ、厚度为 ５ ｍｍ 的槽钢拼
接而成。 在距离槽钢顶部 ２００ ｍｍ 处开孔，将套管焊
接固定在槽钢上的孔洞中，将长度为 ４ ｍ的钢管插入
套管中，使用人力推动钢管，通过套管将人力传递给旋
转盘，进行盘车，见图 ３。

４　实际应用
在达岱电站 ２ 号机 Ｂ 修工作中，使用改造后的盘

车装置进行人工盘车。
１）盘车前的准备。 ①拆除上导瓦、水导瓦、空气

围带、主轴密封等约束大轴的部件，下导瓦对称留 ４块
（预留 ０．０３ ～０．０５ ｍｍ间隙）；②推力轴承注入洁净的
透平油；③检查定、转子和叶片、转轮室之间的间隙，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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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改造后的盘车装置
认转动部分与固定部分无接触；④在上导、下导、水导
处，按照 Ｘ方向和 Ｙ方向各安装 １ 块百分表；⑤上述
测量摆度部位，均分 ８ 点并做标号，且上下对应一致；
⑥安装好盘车装置。

２）盘车操作。 顶起转子，使镜板与推力瓦之间进
入透平油，落下转子瞬间，同时推动旋转盘转动，每到
一个点记录一次 Ｘ方向和 Ｙ方向的数据，将数据记录
在盘车记录表格中，见表 １［５］ 。

　表 1　达岱电站 2号机 B修盘车数据记录 ０．０１ ｍｍ　
测点 １ �２ g３ P４ 8５ !６ 	７ Ú８ ⁄回零

上导 －４ －５ ñ０ P９ 8１１ 7６ 	－３  －３ 	０ Ã
下导 －１ －１ ñ０ P１ 8１ !０ 	０ Ú０ ⁄０ Ã
水导 ６ �５ g０ P－４ g－７ O－５ 8０ Ú３ ⁄０ Ã

　　３）数据分析。 盘车三圈后，对 ３ 次数据进行分
析，选择一组最可信的数据进行分析计算，一般采用传
统计算方法计算出净摆度、净全摆度，画出摆度曲线，
得到最大倾斜值和对应倾斜角度，再根据相对摆度进
行判断机组轴线是否满足国标要求。 如果为了获得更
加精确的分析计算，也可以采用最小二乘法进行曲线
拟合，将盘车过程实测的多个位置参量进行正弦函数
拟合，算出对应的最大倾斜值及对应倾斜角度，为后续
绝缘垫刮削或加垫奠定基础［６］ 。

５　结　论
通过理论计算和试验结果，说明针对柬埔寨达岱

机组的实际情况，改变盘车方式是可行的。 从改变盘

车方式后的工作效率来分析，主要考虑时间和人员两
个方面：从盘车时间来看，使用人工盘车装置完成盘车
过程所花费的时间明显少于液压盘车装置；从参与的
人员来看，二者相差不大，见表 ２。 因此，改变盘车方
式后，减少了机组盘车时间，提高了工作效率。

表 2　达岱电站 2号机盘车效率分析

盘车方式 项目
所需人员

／人
所需时间

／工时
共计

液压

盘车

拆装盘车装置 ８ ⁄２０ ¡
盘车 ２ ⁄４ ´

１０人· ２４ ｈ

人力

盘车

拆装盘车装置 １ ⁄１ ´
盘车 １２ ð４ ´

１３人· ５ 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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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混凝土表面缺陷在混凝土坝中普遍存在，严重时会影响混凝土坝的正常运用。 针对沙溪口大坝溢流面存在的表
面缺陷，采用超声波平测法对溢流面裂缝深度进行了检测，采用回弹法对溢流面混凝土强度进行了检测，并对裂缝成因
和危害性进行了分析，对溢流面安全状态进行了评价。 检测结果表明，沙溪口大坝表面缺陷基本稳定，未见明显恶化，表
面缺陷对溢流面安全总体上没有明显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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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凝土坝在长期运行后，会不同程度地产生各种
表面缺陷，如混凝土裂缝、破损、空蚀、冲刷、麻面等。
其中，混凝土裂缝是混凝土坝普遍存在的表面缺陷之
一，裂缝的存在和发展削弱了大坝的整体性，降低了大
坝的抗渗性和耐久性；混凝土破损、空蚀、冲刷、麻面等
表面缺陷将会影响混凝土强度，强度的降低同样会影
响混凝土的耐久性。 严重的混凝土缺陷会影响大坝的
正常运用，甚至有可能导致大坝破坏。 根据国际大坝
委员会对 ２４３座失事混凝土坝的统计，有 ３０ 座大坝的
失事是由于裂缝引起的［１］ 。 因此，当混凝土坝出现较
严重的缺陷时，应对缺陷进行必要的调查和检测，分析
缺陷的成因和危害，并采取适当的措施进行处理。

沙溪口水电站是位于福建省闽江流域的大（Ⅱ）
型水电枢纽，由拦河坝、河床式厂房、开关站及航运船
闸等建筑物组成，共 ２９个坝段，最大坝高 ４０ ｍ。 大坝
在河床部位布置了 １６个开敞式溢流表孔，从右至左编
号为 １ ～１６ 号溢流孔；溢流坝段长 ２０ ｍ，在溢流孔中
间进行分缝，溢流孔净宽 １７ ｍ，闸墩厚 ３ ｍ；采用戽流
式消能，下游设有 ４０ ｍ长、２ ｍ厚的混凝土护坦。
沙溪口大坝溢流面自运行以来一直存在一定的表

面缺陷。 ２００６ 年和 ２０１２ 年分别对溢流面表面缺陷进
行了检测，２０１８ 年再次对溢流面缺陷进行了检测。 本
文重点介绍了 ２０１８ 年溢流面混凝土裂缝和强度的检
测方法和成果，分析了表面缺陷的成因和危害，并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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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检测结果进行了比较，从而对溢流面的安全状态进
行了评价。 本文还可为同类混凝土坝表面缺陷的检测
与分析提供参考。

１　溢流面裂缝检测与分析

1．1　裂缝形态调查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对溢流面裂缝形态进行了调查。 调

查结果显示：１６个溢流面共存在各类裂缝 ６３ 条，裂缝
形态主要为平行于坝轴线的纵向贯通裂缝，少数裂缝
为斜裂缝或不规则裂缝；裂缝位置主要集中在溢流面
弧形段与陡坡段交界处附近，部分裂缝的缝面存在渗
水现象及少量渗白浆现象，但无明显的其他析出物；多
数裂缝宽度在 ０．８ ～１．５ ｍｍ之间，代表性裂缝长度和
宽度见表 １。

表 1　溢流面代表性裂缝长度和宽度调查成果表（２０１８ 年）

溢流面 裂缝编号 裂缝位置 长度／ｍ 宽度／ｍｍ 说明

号 ７ Á

ＹＬＭ７ －１ M右侧，距闸门支撑点 ３ µ．５ ｍ ８ N．５ ０ g．８ ～１．０ 纵向贯通裂缝

ＹＬＭ７ －３ M右侧，距闸门支撑点 ８ µ．３ ｍ ８ N．５ １ Ÿ．０ 纵向贯通裂缝

ＹＬＭ７ －４ M右侧，距闸门支撑点 １１ ｍ ８ N．５ ０ g．８ ～１．０ 纵向贯通裂缝

ＹＬＭ７ －５ M左侧，距闸门支撑点 ８ µ．３ ｍ ８ N．５ ０ g．８ ～１．５ 纵向贯通裂缝

ＹＬＭ７ －６ M左侧，距闸门支撑点 １１ ｍ ８ N．５ ０ g．８ ～１．０ 纵向贯通裂缝

号 ９ Á

ＹＬＭ９ －１ M右侧，距闸门支撑点 ７ ｍ ８ N．５ ０ g．５ ～１．０ 纵向贯通裂缝

ＹＬＭ９ －２ M右侧，距闸门支撑点 １２ ｍ ８ ‹．５ ＋５．１ ０ g．５ ～１．０ 纵向贯通裂缝及分叉斜裂缝

ＹＬＭ９ －３ M左侧，距闸门支撑点 ７ ｍ ８ N．５ １ g．０ ～１．５ 纵向贯通裂缝

ＹＬＭ９ －４ M左侧，距闸门支撑点 １２ ｍ ８ N．５ ０ g．８ ～１．０ 纵向贯通裂缝

　　２００６ 年和 ２０１２ 年分别对溢流面裂缝进行了调
查。 与之前的调查相比，２０１８ 年调查时未发现新的明
显裂缝，原有裂缝也未出现长度明显延长或宽度明显
增大的情况，溢流面裂缝状态基本稳定。

1．2　裂缝深度检测
混凝土裂缝深度检测方法主要有超声波平测法、

钻孔超声波对测法、凿槽检测法、钻孔压水法和孔内电
视检查法等。 其中，超声波平测法的基本原理为［２］ ：

低频超声波遇到裂缝时将绕裂缝末端传播，超声波在
有裂缝混凝土中的走时将大于在无裂缝混凝土中的走

时，通过两者走时的对比计算出裂缝的深度。 该方法
适用于检测深度不大于 ０．５ ｍ、缝面无渗水、缝周无金
属埋件（如钢筋）的裂缝。
本次利用裂缝深度超声波检测仪，采用超声波平

测法，对溢流面上的 ３ 条代表性裂缝进行了裂缝深度
检测，每条裂缝检测 ３个测点，检测结果见表 ２。

表 2　溢流面典型裂缝深度检测结果（２０１８ 年）

裂缝编号 裂缝部位及性质
裂缝深度／ｃｍ

X１ FX２ �X３

ＹＬＭ１ －１ Ÿ１号溢流面右侧，距闸门支撑点 ８ Ó．１ ｍ，施工缝 ２５ K２７ �２０ Ì
ＹＬＭ９ －１ Ÿ９号溢流面右侧，距闸门支撑点 ７ ｍ，施工缝＋温度缝 ３０ K３５ �３０ Ì
ＹＬＭ１３ －２ Ô１３号溢流面右侧，距闸门支撑点 ９ �．２ ｍ，施工缝 ２０ K２５ �２５ Ì

　　由表 ２ 可知，所检测的代表性裂缝深度在 ２０ ～
３５ ｃｍ之间，裂缝均为浅层裂缝；与 ２００６ 年和 ２０１２ 年
对上述裂缝深度的检测结果相比，裂缝深度未有明显
加深，溢流面裂缝基本稳定。

1．3　裂缝成因分析
１）施工缝处理不佳，是沙溪口大坝溢流面出现裂

缝的主要原因。 沙溪口大坝溢流面的裂缝，有 ３ 个部
位相对比较明显，分别为距弧形闸门溢流面支撑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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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距离大致 ８ ｍ、１０ ｍ和 １２ ～１３ ｍ处。 此外，距支撑
点 １８ ｍ处。
查溢流坝段施工资料，发现上述裂缝出现的部位

基本上属于施工层面，因此上述部位的裂缝主要为施
工缝处理不佳而留下的可见缝隙。 施工层面出现裂
缝，主要是由于混凝土浇筑层间歇时间过长（如 １ 号
溢流孔～１０ 号溢流孔一期工程和二期工程的交界面
６９．６ ｍ 高程）、层间处理不当、振捣不密实等原因造
成的。

２）施工期温度荷载作用是沙溪口大坝溢流面出
现裂缝的另一个原因。 混凝土在浇筑初期，水泥将释
放大量的水化热，导致坝体混凝土温度急剧升高。 一
旦出现可能导致混凝土温度发生骤降的条件（如遇到
寒潮袭击、混凝土冷却过快等），将会使混凝土产生较
大的温降收缩。 若防寒保温措施不当，则表面混凝土
收缩因受到内部混凝土的约束而产生过大的拉应力，
导致混凝土表面出现裂缝。 因寒潮而导致的温差，主
要发生在混凝土表面，因此，所产生的裂缝主要表现为
形状不规则的浅层裂缝。 沙溪口大坝溢流面出现的斜
裂缝和不规则裂缝，基本上属于上述施工期温度荷载
作用而产生的。

３）不均匀沉降不是沙溪口大坝溢流面出现裂缝
的原因。 溢流坝段地质条件较好，溢流坝段顺水流方
向长约 ４２ ｍ，堰顶以下坝高约 １５ ｍ，闸墩位于溢流坝
段中间，厚 ３ ｍ，且闸墩未见明显裂缝。 因此，基本上
可以排除因坝基不均匀沉降而导致溢流面产生裂缝的

可能性。

1．4　裂缝危害性分析
溢流面裂缝主要为表面浅层裂缝，且裂缝长度、宽

度和深度基本稳定，因此，溢流面裂缝对溢流坝段的整
体稳定不会产生明显的影响。 但溢流面在泄洪时将承
受高速水流的作用，将对溢流面产生两个方面的危害：

１）泄流在高速流过裂缝时，水流将钻入裂缝中，
在缝内形成较大的垂直于裂缝侧面的水压力，这种水
压力可能使裂缝进一步扩展；

２）沙溪口溢流面裂缝大多在缝面伴有破碎，在泄
流过程中，高速水流将导致裂缝处产生空蚀，使局部表
层混凝土剥落，形成骨料外露的粗糙面，加速溢流面混
凝土的老化和破坏。
综合来看，虽然溢流面裂缝对溢流坝段整体稳定

不会产生明显的不利影响，但裂缝在高速水流的作用
下有可能导致溢流面产生空蚀破坏和加速老化，因此
应采取适当措施对裂缝进行补强加固处理。

２　溢流面强度检测与分析

2．1　检测方法

混凝土强度检测方法包括试件法、回弹法、钻芯
法、超声波法、拔出法以及综合法等［３］ 。 其中，回弹法
操作简单、方便快捷且成本低，属于表面硬度法中的一
种无损检测法。 回弹法的基本原理为：使用回弹仪内
的标准质量的弹击重锤，通过具有标准弹簧力的中心
导杆，弹击混凝土的表面，测得重锤被反弹回来的距
离，以反弹距离与弹簧初始长度的比值为回弹值 R，根
据回弹值 R与混凝土强度的相关关系来推定混凝土
强度。

２０１８ 年 ３月，选择 １、７、９ 和１６ 号等４个溢流面作
为代表性溢流面，采用回弹法，对溢流面混凝土强度进
行了检测。 每个溢流面布置 １０个测区，每个测区检测
１６ 个测点，每个测点弹击 １ 次；剔除 ３ 个大值和 ３ 个
小值，剩余 １０ 个回弹值进行强度计算，即：

Rm ＝１
１０∑

１０

i ＝１
Ri （１）

式中：Rm 为测区平均回弹值，精确到 ０．１；Ri 为第 i个
测点的回弹值。
根据 Rm 和碳化深度，通过查回弹检测专用表，可

得到该测区的混凝土强度换算值 f ccu。 当溢流面的测
区少于 １０ 个时，则该溢流面混凝土强度推定值 fcu，e按
测区强度最小换算值取值，即 fcu，e ＝f ccu，ｍｉｎ；当溢流面的
测区换算强度出现小于 １０ ＭＰａ时，则该溢流面混凝土
强度推定值 fcu，e按小于 １０ ＭＰａ取值，即 fcu，e ＜１０ ＭＰａ；
当溢流面的测区不少于 １０个时，则该溢流面混凝土强
度推定值 fcu，e按下式计算：

fcu，e ＝mf ccu －１．６４５sf ccu （２）
其中：mf ccu为溢流面各测区混凝土强度换算值的平均
值，ＭＰａ，精确至 ０．１ ＭＰａ；sf ccu为溢流面各测区混凝土
强度换算值的标准差，ＭＰａ，精确至 ０．０１ ＭＰａ。

mfcu，e ＝
∑
n

i ＝１
f ccu，i
n （３）

sfcu，e ＝
∑
n

i ＝１
（ f ccu，i）２ －n（mf ccu，i）

２

n－１ （４）

2．2　检测结果及分析

各测区混凝土碳化深度、各测区混凝土强度换算
值 f ccu及各溢流面混凝土强度推定值 fcu，e见表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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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溢流面代表性测区混凝土强度检测结果（２０１８ 年）

溢流面 １号溢流面 ７号溢流面 ９号溢流面 １６号溢流面

碳化深度／ｍｍ ３ f．５ ５ N．５ ４ 6．５ ６ �．５

１号测区抗压强度换算值／ＭＰａ ２８ |．７ ２４ d．４ ２６ L．２ ２３ 4．５

２号测区抗压强度换算值／ＭＰａ ２９ |．３ ２４ d．６ ２７ L．４ ２４ 4．４

３号测区抗压强度换算值／ＭＰａ ２９ |．６ ２５ d．４ ２７ L．４ ２４ 4．２

４号测区抗压强度换算值／ＭＰａ ２８ |．４ ２５ d．０ ２８ L．２ ２４ 4．７

５号测区抗压强度换算值／ＭＰａ ３０ |．０ ２４ d．１ ２９ L．１ ２５ 4．４

６号测区抗压强度换算值／ＭＰａ ３０ |．５ ２３ d．１ ２８ L．４ ２３ 4．２

７号测区抗压强度换算值／ＭＰａ ２８ |．７ ２５ d．８ ２７ L．４ ２３ 4．７

８号测区抗压强度换算值／ＭＰａ ２９ |．３ ２３ d．９ ２７ L．０ ２４ 4．４

９号测区抗压强度换算值／ＭＰａ ２９ |．６ ２４ d．４ ２８ L．０ ２４ 4．０

１０ 号测区抗压强度换算值／ＭＰａ ３０ |．２ ２５ d．２ ２７ L．６ ２４ 4．７

溢流面抗压强度推定值／ＭＰａ ２８ |．３ ２３ d．３ ２６ L．３ ２３ 4．２

　　由回弹强度检测结果可知：
１）本次检测的 ４ 个代表性溢流面的混凝土碳化

深度在 ３．５ ～６．５ ｍｍ 之间，与 ２０１２ 年的检测结果相
比，基本没有变化，表明 ２０１２ 年以来各检测溢流面混
凝土碳化深度没有加深。

２）本次所检测的 １、７、９ 和 １６ 号等 ４ 个代表性溢
流面的混凝土强度推定值在 ２３．３ ～２８．３ ＭＰａ之间，混
凝土强度满足设计要求。 其中，１ 号溢流面混凝土抗
压强度为 ２８．３ＭＰａ，比 ２０１２ 年的检测值（２２．７ ＭＰａ）
大；７ 号溢流面混凝土抗压强度为 ２３．３ ＭＰａ，也比
２０１２ 年的检测值（１８．５ ＭＰａ）大；９ 号溢流面混凝土抗
压强度为 ２６．３ ＭＰａ，比 ２０１２ 年的检测值（２５．０ ＭＰａ）
较为接近；１６号溢流面混凝土抗压强度为 ２３．２ ＭＰａ，
比 ２０１２ 年的检测值（２０．６ ＭＰａ）略大。 本次溢流面混
凝土抗压强度检测值普遍大于 ２０１２ 年的检测值，一方
面表明上一次定检以来溢流面混凝土强度没有降低，
另一方面也可能与检测测区布置、检测工艺以及检测
过程中的不确定性等因素有关［４］ 。

３　溢流面安全状态评价
１）本次对沙溪口大坝溢流面混凝土裂缝形态进

行了现场调查，采用超声波平测法对溢流面裂缝深度
进行了检测，对裂缝成因进行了分析。 溢流面混凝土
裂缝形态主要为平行于坝轴线的纵向贯通裂缝，少数
裂缝为斜裂缝或不规则裂缝，裂缝宽度在 ０．８ ～
１．５ ｍｍ之间，裂缝深度在 ２０ ～３５ ｃｍ 之间，裂缝均为

浅层裂缝；纵向贯通裂缝主要是由于施工缝处理不佳
引起的，斜裂缝或不规则裂缝主要为施工期温度荷载
作用产生的。

２）本次采用回弹法，对沙溪口大坝 １、７、９和 １６号
等 ４个代表性溢流面的混凝土强度进行了检测。 检测
结果表明，溢流面混凝土强度推定值在 ２３．３ ～
２８．３ ＭＰａ之间，满足设计要求。

３）２００６ 年和 ２０１２ 年分别对沙溪口大坝溢流面裂
缝进行了检测，本次检测成果表明，裂缝长度、宽度和
裂缝深度未见明显增大，裂缝基本稳定；２０１２ 年对溢
流面强度进行了检测，本次检测结果表明，溢流面混凝
土强度没有降低。 因此，综合来看，沙溪口大坝表面缺
陷基本稳定，未见明显恶化，溢流面总体上是安全的。

４）虽然溢流面裂缝对溢流坝段整体稳定不会产
生明显的不利影响，但裂缝在高速水流的作用下有可
能导致溢流面产生空蚀破坏和加速老化，因此应采取
适当措施对裂缝进行补强加固处理。
参考文献：
［１］牛永田， 吴子平， 陈永彰， 等．混凝土坝裂缝成因机理分
析［Ｊ］．水利技术监督， ２００４， １２（３）： ４０ －４２

［２］李俊如， 高建光， 王耀辉．超声波检测混凝土裂缝及裂缝
成因分析［Ｊ］．岩土力学， ２００１， ２２（３）： ２９１ －２９３

［３］黄世强．混凝土坝结构缺陷检测技术进展和展望［ Ｊ］．大
坝与安全， ２０１６（３）： １ －９

［４］宋力， 李鹏， 汤进伟， 等．工程检测中回弹法测强不确定
性影响因素分析［ Ｊ］．长江科学院院报， ２００９， ２６（１２）：
９８ －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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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阳寺大坝坝基扬压力监测资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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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坝基扬压力状态是监控和评价混凝土重力坝安全的重要依据。 以朝阳寺水电站大坝为工程实例，以坝基扬压力
为研究对象，采用变化规律分析、坝基扬压力分布分析和渗压系数分析等定性分析方法和统计模型的定量分析方法，对
坝基扬压力监测资料进行了分析，对坝基扬压力实测性态进行了评价，可为同类大坝渗流监测资料分析提供了较好的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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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Ｔｈｅ ｕｐｌｉｆｔ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ｏｎ ｔｈｅ ｄａｍ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ｆａｃｔｏｒ ｔｏ ｍｏｎｉｔｏｒ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ｔｈｅ ｓａｆｅｔｙ ｏｆ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ｄａｍｓ．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ｔｒｅ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ｔｈｅ ｕｐｌｉｆｔ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
ｓｉ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ｅｅｐａｇｅ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ａｎｄ ｔｈｅ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ａｌ-
ｙｓｉｓ， ｔｈｅ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ｕｐｌｉｆｔ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ｉｎ Ｃｈａｏｙａｎｇｓｉ Ｄａｍ ｉｓ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ｕｐｌｉｆｔ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ｉｓ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ｃｏｕｌ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ｕｓｅｆｕｌ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ｅｅｐａｇｅ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ｏｆ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ｄａｍｓ．
Key words：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ｄａｍ； ｕｐｌｉｆｔ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ｏｎ ｄａｍ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ｓｅｅｐａｇｅ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朝阳寺水电站是位于湖北省恩施州唐崖河干流上
的 １座以发电为主、兼具防洪和航运等功能的大（Ⅱ）
型水利水电枢纽工程，枢纽由大坝、左岸引水隧洞、发
电厂房和变电站等建筑物组成。 大坝为混凝土实体重
力坝，最大坝高 ７０．５ ｍ，共分为 １３ 个坝段，由右岸向
左岸编号 １号坝段～１３ 号坝段，其中 ５ 号坝段 ～９ 号
坝段为溢流坝段，其余坝段为挡水坝段。
朝阳寺水电站大坝在坝基上游侧基础灌浆廊道处

设有防渗帷幕和排水孔幕，在坝基下游侧设有抽排减
压系统。
坝基扬压力状态是评价和监控混凝土重力坝安全

的重要指标［１］ 。 为监测朝阳寺水电站大坝坝基扬压
力变化情况，在坝基布置了 ２３ 个测压孔，按“一纵三
横”方式布置，测压孔平面布置图见图 １。 “一纵”为沿
坝基防渗帷幕与排水孔幕之间布置的 １个纵向监测断
面，共 １１ 个测压孔，由右岸至左岸分别为 ＵＰＲ２３（３号
坝段）、ＵＰＲ２２（４ 号坝段）、ＵＰＲ１１（５ 号坝段）、ＵＰＲ２１
（６号坝段）、ＵＰ１（７ 号坝段）、ＵＰＬ２０（８号坝段）、ＵＰＬ６
（９ 号坝段）、ＵＰＬ１９（１０号坝段）、ＵＰＬ１８（１１ 号坝段） 、
ＵＰＬ１７（１２号坝段）、ＵＰＬ１６（１３ 号坝段）；“三横”为布
置在 ５ 号坝段、７ 号坝段和 ９ 号坝段坝基的全监测断
面 （监测横断面），每个横断面沿上下游方向布置５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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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朝阳寺水电站坝基测压孔平面布置图
测压孔，分别为 ５ 号坝段的 ＵＰＲ１１ ～ＵＰＲ１５、７ 号坝段
的 ＵＰ１ ～ＵＰ５、９ 号坝段的 ＵＰＬ６ ～ＵＰＬ１０。 各测压孔
均位于防渗帷幕后。

１　坝基扬压力变化规律分析

1．1　监测横断面扬压力状况
１．１．１　扬压水位

５号坝段监测横断面位于防渗帷幕与排水孔幕之
间的 ＵＰＲ１１ 测压孔（即监测横断面上的第 １ 个测压
孔），实测最高扬压水位为 ４５４．８８ ｍ，相应上游水位
５０５．４０ ｍ；７ 号坝段监测横断面位于防渗帷幕与排水
孔幕之间的 ＵＰ１ 测压孔，实测最高扬压水位为
４４４．１０ ｍ，相应上游水位 ４８６．８９ ｍ；９号坝段监测横断
面位于防渗帷幕与排水孔幕之间的 ＵＰＬ６ 测压孔，实
测最高扬压水位为 ４４４．０２ ｍ， 相应上游水位

４９４．１３ ｍ。 综合来看，各监测横断面上位于防渗帷幕
与排水孔幕之间的测压孔实测扬压水位较低，明显低
于上游水位。
１．１．２　扬压力分布

不失一般性，选择 ２０１６ 年期间各监测横断面上的
第 １个测压孔实测扬压水位和相应的上游水位均较高
的情况，绘制 ５号坝段、７号坝段和 ９ 号坝段坝基横向
监测断面扬压水位分布图，见图 ２。
由图 ２可知：各监测横断面上的第 １个测压孔，实

测扬压水位明显低于相应的上游水位，扬压水位低于
相应的设计控制值；位于中部的测压孔，实测扬压水位
略低于下游侧最后 １ 个测压孔的扬压水位，表明坝基
设置的抽排系统具有一定的减压效果。 总体来看，坝
基扬压水位分布基本合理，符合坝基防渗排水系统的
布置特点。

图 2　5号坝段、7号坝段、9号坝段坝基扬压力横向分布图

１．１．３　渗压系数
根据 ５号坝段、７ 号坝段和 ９ 号坝段监测横断面

上第 １个测压孔的实测扬压水位，分别计算各坝段上
游侧渗压系数 α１

［２］ 。 ５ 号坝段、７ 号坝段和 ９ 号坝段

均为河床坝段，渗压系数 α１ 的设计控制值为 ０．２５。
计算结果表明，５号坝段、７ 号坝段和 ９ 号坝段坝基实
测渗压系数均小于设计控制值，满足设计要求。

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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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监测纵断面扬压力状况
１．２．１　扬压水位

坝基扬压力纵向监测断面中，除上述 ５ 号坝段、７
号坝段和 ９号坝段上的 ３ 个测压孔外，还在其他 ８ 个
坝段的坝基各布置了 １ 个测压孔，分别为 ＵＰＲ２３（３ 号
坝段）、ＵＰＲ２２（４ 号坝段）、ＵＰＲ２１（６ 号坝段）、ＵＰＬ２０
（８ 号坝段）、ＵＰＬ１９（１０ 号坝段）、ＵＰＬ１８（１１ 号坝段）、
ＵＰＬ１７（１２ 号坝段）和 ＵＰＬ１６（１３号坝段）。
通过绘制上述 ８ 个测压孔的实测扬压水位与上游

水位的变化过程线可知： ＵＰＲ２３、 ＵＰＲ２２、 ＵＰＲ２１、

ＵＰＲ２０、ＵＰＲ１９、ＵＰＲ１８ 等 ６ 个测压孔，实测最高扬压
水位在 ４４４．２２ ～４７４．０２ ｍ，实测扬压水位较低，明显
低于上游水位；位于 １２ 号坝段坝基的 ＵＰＬ１７ 测压孔，
二期工程因廊道改造而于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被废，测值序
列不长；位于 １３号坝段坝基的 ＵＰＬ１６测压孔，１９９７ 年
６月以前实测扬压水位较低，１９９７ 年 ７ 月水库正式蓄
水后，扬压水位明显升高，此后扬压水位一直处于较高
状态，与上游水位接近，且在上游低水位时，扬压水位
甚至出现高于上游水位的情况，如图 ３ 所示。 综合来
看，ＵＰＬ１６ 测压孔实测扬压水位存在异常。

图 3　13号坝段坝基测压孔 UPL16实测扬压水位及上游水位变化过程线

１．２．２　渗压系数
１）位于河床的 ６ 号坝段坝基测压孔 ＵＰＲ２１ 和 ８

号坝段坝基测压孔 ＵＰＲ２０，实测渗压系数α１ 均小于相

应的设计控制值（０．２５），满足设计要求。
２）位于岸坡的 ３ 号坝段坝基测压孔 ＵＰＲ２３、４ 号

坝段坝基测压孔 ＵＰＲ２２、１０ 号坝段坝基测压孔 ＵＰＲ１９
和 １１ 号坝段坝基测压孔 ＵＰＲ１８，实测渗压系数α１ 均

小于相应的设计控制值（０．３５），满足设计要求。
３）位于左岸岸坡的 １３ 号坝段，坝基测压孔 ＵＰＬ１６

大部分测次实测渗压系数 α１ 大于设计控制值

（０．３５），且部分测次实测渗压系数大于 １，其中最大渗
压系数为 ５．１７。 该坝段实测渗压系数不合理。
１．２．３　对 ＵＰＬ１６ 测压孔异常扬压水位的分析

１）１３ 号坝段为岸坡坝段，测压管处基岩面高程约
为 ４９３ ｍ，属于“下游水位低于测点处基岩高程”的情
况。 对 １３ 号坝段 ＵＰＬ１６ 测压孔实测渗压系数 α１ 大

于 ０．３５的测次进行统计可知，这些测次相应的上游水
位在 ４８８．１２ ～４９９．２７ ｍ 之间。 朝阳寺水电站大坝正
常蓄水位为 ５０９．５０ ｍ，设计洪水位也为 ５０９．５０ ｍ
（P＝１％），校核洪水位为 ５０９．８０ ｍ（P＝０．１％），汛限

水位为 ５０９．００ ｍ，死水位为 ４８８．０ ｍ。 由此可见，１３
号坝段 ＵＰＬ１６ 测压孔实测渗压系数大于设计控制值
（０．３５）的测次主要出现在上游低水位的情况，对该坝
段的稳定不起控制作用；对该坝段稳定起控制作用的
上游高水位的情况，各测次渗压系数均低于设计控制
值（０．３５）。

２）１３号坝段 ＵＰＬ１６ 测压孔部分测次实测渗压系
数大于 １ 的原因在于：１３ 号坝段坝基面高程较高
（４９３ ｍ），下游水位均远低于坝基面高程，渗压系数按
“下游水位低于测点处基岩高程”的情况进行计算；查
该测压孔渗压系数计算过程，出现渗压系数大于 １ 的
测次对应的上游水位均属于上游低水位的情况，相应
上游水位基本上小于 ４９５ ｍ，此时上游水位仅略高于
坝基面高程，渗压系数计算时分母较小，计算出的渗压
系数有可能远大于 １。 以该测压孔实测最大渗压系数
为例（２００２ －０８ －０９ 日），测压孔处坝基面高程为
４９３ ｍ，实测扬压水位为 ４９６．１０ ｍ，相应上游水位为
４９３．６０ ｍ，上游水位仅高于基岩面高程 ０．６０ ｍ，因而
渗压系数为α１ ＝（４９６．１０ －４９３）／（４９３．６０ －４９３） ＝
５．１７，远大于 １，导致不合理。

９６



水 电 与 新 能 源 ２０１８ 年第 ７期

２　统计模型

已有的坝工知识和渗流监测数学模型经验表明，
混凝土坝渗流主要受上下游水位、温度、降雨以及时效
等因素的影响。 渗流统计模型一般表达式为［３］

y
＾

＝y
＾

Hu ＋y
＾

Hd ＋y
＾

T ＋y
＾

R ＋y
＾

θ （１）

式中： y
＾

为坝基扬压水位的统计估计值（拟合值）； y
＾

Hu

为上游水位分量；y
＾

Hd为下游水位分量；y
＾

T 为温度分量；

y
＾

R 为降雨分量；y
＾

θ 为时效分量。
选择防渗帷幕与排水孔幕之间的纵向监测断面上

的测压孔建立统计模型，即 ３ 号坝段 ＵＰＲ２３、４号坝段
ＵＰＲ２２、５ 号坝段 ＵＰＲ１１、６ 号坝段 ＵＰＲ２１、７ 号坝段
ＵＰ１、８ 号坝段 ＵＰＬ２０、９ 号坝段 ＵＰＬ６、１０ 号坝段
ＵＰＬ１９、１１ 号坝段 ＵＰＬ１８、１３ 号坝段 ＵＰＬ１６。 其中，上
下游水位因子分别取为观测日前期若干天上下游水位

的平均值，温度因子取为观测日前期若干天气温的平
均值，降雨因子取为观测日前期若干天日降雨量的累
计值，时效因子取为 I１ ＝t１ 、I２ ＝ｌｎ（ t１ ＋１）、I３ ＝１ －et１ ，
建模时段取为 ２００９ 年 １月～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本次建模时，进行了不同因子组合的尝试，但大部

分测压孔统计模型质量仍不佳。 各统计模型复相关系
数和剩余标准差见表 １。
由表 １可知，１０ 个统计模型中，复相关系数 R 大

于 ０．６ 的统计模型只有 ５个，分别为 ６号坝段 ＵＰＲ２１、
８号坝段 ＵＰＬ２０、９ 号坝段 ＵＰＬ６、１０ 号坝段 ＵＰＬ１９、１１
号坝段 ＵＰＬ１８，复相关系数 R 分别为 ０．７５、０．６７、
０．７５、０．６８、０．７７，均不大，模型质量不高；其余 ５ 个统

计模型的复相关系数 R均小于 ０．６，统计模型质量较
差，不能反映该测压孔实测扬压水位的规律性。 各测
压孔统计模型质量较差的主要原因在于：部分测压孔
灵敏度不理想，测压孔实测扬压水位不能完全有效地
反映坝基扬压力，如５号坝段 ＵＰＲ１１；部分测压孔建模
时段扬压水位变幅过小，统计模型很难有效地反映其
变化规律，如 ７号坝段 ＵＰ１ 测压孔建模时段扬压水位
变幅仅 ０．０９ ｍ，３号坝段 ＵＰＲ２３测压孔建模时段扬压
水位变幅仅 ０．２７ ｍ，等。

表 1　坝基各测压孔扬压水位统计模型质量表

测点编号 复相关系数 R 剩余标准差 S／ｍ
ＵＰ１ ˚０ g．４９ ０ ¨．０１

ＵＰＬ６ �０ g．７５ ０ ¨．０４

ＵＰＬ１６ +０ g．２６ ０ ¨．３９

ＵＰＬ１８ +０ g．７７ ０ ¨．０６

ＵＰＬ１９ +０ g．６８ ０ ¨．３３

ＵＰＬ２０ +０ g．６７ ０ ¨．０４

ＵＰＲ１１ 0０ g．２８ ０ ¨．０１

ＵＰＲ２１ 0０ g．７５ ０ ¨．０５

ＵＰＲ２２ 0０ g．２３ ０ ¨．０８

ＵＰＲ２３ 0０ g．５１ ０ ¨．０３

　　复相关系数 R大于 ０．６的５个统计模型的建模结
果详见表 ２和表 ３。

表 2　测压孔扬压水位统计模型拟合情况表

测点

编号
坝段

复相关

系数 R
剩余标准

差 S／ｍ
拟合阶段水平位移各分量变幅／ｍ

实测值 拟合值
上游水位

分量

下游水位

分量
降雨分量 温度分量 时效分量

ＵＰＲ２１ Î６号（河床） ０ �．７５ ０ ‹．０５ ０ ．３３ ０ g．２５４ ０ 8．０６７ ０  ．０６ ０ ⁄．１２２ ０ �０ |．２１１

ＵＰＬ２０ Ê８号（河床） ０ �．６７ ０ ‹．０４ ０ ．２９ ０ g．２４８ ０ ì０ 	．０５６ ０ 5０ ´．０３０ ０ |．１１７

ＵＰＬ６ œ９号（河床） ０ �．７５ ０ ‹．０４ ０ ñ．２７５ ０ g．２３９ ０ ì０ 	．１３８ ０ ⁄．０６１ ０ �０ |．１３４

ＵＰＬ１９ Ê１０ 号（岸坡） ０ �．６８ ０ ‹．３３ ２ ñ．２０６ ２ ~．２６ ０ ì０ d０ 5０ ´．３６９ １ |．０６３

ＵＰＬ１８ Ê１１ 号（岸坡） ０ �．７７ ０ ‹．０６ ０ ñ．３１５ ０ g．２７９ ０ ì０ d０ ⁄．０８０ ０ ´．１７９ ０ |．０９４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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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测压孔扬压水位统计模型各分量比重表 ％　

测点

编号

上游水位

分量比重

下游水位

分量比重

降雨分量

比重

温度分量

比重

时效分量

比重

ＵＰＲ２１ §１５ ¬１３ ì２７ M０ Ÿ４５ í
ＵＰＬ２０ ü０ ¨２７ ì０ 6１５ Ô５８ í
ＵＰＬ６ â０ ¨４１ ì１８ M０ Ÿ４１ í
ＵＰＬ１９ ü０ ¨０ }０ 6２６ Ô７４ í
ＵＰＬ１８ ü０ ¨０ }２３ M５０ Ô２７ í
　　建模结果表明：

１）R大于 ０．６ 的 ５ 个统计模型中，仅 ６ 号坝段的
ＵＰＲ２１ 测压孔统计模型存在上游水位分量，上游水位
分量比重为 １５％，比重较小。 因此，总体来看，各测压
孔实测扬压水位与上游水位的相关性较小。

２）R大于 ０．６ 的 ５ 个统计模型中，ＵＰＬ２１（６ 号坝
段）、ＵＰＬ２０（８ 号坝段）、ＵＰＬ６（９ 号坝段）测压孔统计
模型存在下游水位分量，下游水位分量比重分别为
１３％、２７％、４１％。 这些坝段均位于河床坝段，且可能
与坝基存在抽排减压措施有关。

３）R大于 ０．６ 的 ５ 个统计模型中，有 ３ 个测压孔
统计模型存在降雨分量，降雨分量比重分别为 ２７％、
１８％、２３％，表明多数测压孔扬压水位与坝趾降雨
有关。

４）R大于 ０．６ 的 ５ 个统计模型中，２ 个模型不存
在温度分量，３个模型存在温度分量。 ３ 个测压孔温度
分量比重分别为 １５％、２６％、５１％。 总体来看，岸坡坝
段测压孔扬压水位受温度影响大于河床坝段。

５）R大于 ０．６ 的 ５ 个统计模型均入选了时效因
子，时效分量的比重分别为 ４５％、５８％、４１％、７４％、
２７％，其中 ４个的时效分量比重大于或接近于 ５０％，
时效分量比重较大。 从时效分量变化过程线来看，大
部分测压孔扬压水位时效分量前期向下降方向变化、
后期略向上升方向变化，多数测压孔扬压水位时效分
量已基本稳定（收敛）或正趋于稳定（收敛）。
此外，对 １３号坝段 ＵＰＬ１６ 测压孔，其统计模型复

相关系数 R为 ０．２６，模型质量很差，表明所预置的因

子不能很好地涵盖影响 ＵＰＬ１６ 测压孔扬压水位的主
要因素；该模型未入选上游水位因子，表明上游水位对
ＵＰＬ１６ 测压孔扬压水位影响不显著，也表明 ＵＰＬ１６ 测
压孔扬压水位变化并不来源于上游水位。

３　结　语

１）５号坝段、７ 号坝段和９ 号坝段三个坝段上的坝
基扬压力监测横断面，实测扬压水位均较低，明显相应

的低于上游水位；坝基扬压水位分布基本合理，符合坝
基防渗排水系统的布置特点；坝基实测渗压系数均小

于设计控制值，满足设计要求。 因此，综合来看，５ 号

坝段、７号坝段和 ９号坝段坝基防渗排水效果良好。
２）位于防渗帷幕与排水孔幕之间的纵向监测断

面上的各测压孔，除 １３ 号坝段 ＵＰＬ１６ 测压孔外，其他

测压孔实测扬压水位均较低，实测渗压系数均小于相
应的设计控制值；统计模型显示上游水位对各测压孔

的影响不显著，时效分量已基本稳定或正趋于收敛。

这些坝段的坝基防渗排水效果良好。

３）１３号坝段 ＵＰＬ１６ 测压孔，部分测次实测扬压水

位较高，渗压系数大于相应的设计控制值（０．３５），实

测扬压力存在异常。 分析表明，１３号坝段 ＵＰＬ１６ 测压
孔实测渗压系数大于设计控制值（０．３５）的测次主要

出现在上游低水位的情况，对该坝段的稳定不起控制
作用；对该坝段稳定起控制作用的上游高水位的情况，

各测次渗压系数均低于设计控制值（０．３５）；统计模型

未入选上游水位因子，表明上游水位对 ＵＰＬ１６ 测压孔
扬压水位影响不显著。

综合来看，朝阳寺水电站坝基实测扬压力性态基
本正常，各坝段坝基防渗帷幕防渗效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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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风电整机技术迭代进步，目前，风机单位 ｋＷ
的售价已下调至 ３ ５００ 元左右，风力发电是应用最广
的新能源发电方式，到 ２０１７ 年底全国累计装机容量达
到 １．８８ 亿 ｋＷ。
风力发电机组是由叶片、传动系统、发电机、齿轮

箱、变流器以及电气控制系统、塔架等组成的发电装
置［１］ ，详见图 １。 其中，叶片是保证风力发电机组有效
捕获风能转化为机械能、并转化为电能的核心部件，直
接影响风机的性能和发电量。 风机叶片尺寸大，外形
复杂，精度要求高，表面要求光洁，同时叶片材质需具
备高强度和高刚度，质量工艺要求较高，因此叶片技术
持续改进及智能化维护成为风力发电可持续发展的关

注点。 新形势下，叶片的减重、降载和降噪、大型化、轻
量化和智能化是风电叶片发展的方向。

１　风机叶片失效的类型

1．1　叶片损坏的常见类型
风 机 叶 片 制 造 成 本 约 占 风 机 总 成 本 的

图 1　双馈风机结构示意图
１５％～２０％。 叶片整体裸露在野外，工作条件恶劣，在
高空、全天候条件下，经常受到空气介质、大气射线、砂
尘、雷电、暴雨、冻雨或冰雪的侵袭，盐腐蚀、台风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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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影响，导致叶片失效事件时有发生，每只叶片损坏后
更换（含备件及吊车台班）费用近百万元，因此对叶片
的状态监测预警、有效运维分析显得越来越重要。
常见的风电叶片投产运行中损坏有以下几类：普

通损坏性、前缘腐蚀、前缘开裂、后缘损坏、叶根附近区
域折断、叶尖开裂、表面裂纹、雷击损坏、覆冰运行断
裂等。
同时，叶片断裂在机组制动之前，极有可能撞击相

邻叶片、机舱和塔筒、底部的箱变或箱变基础，处置不
当或偏航制动不及时，将造成事故损失扩大，发生叶片
失效后的二次伤害。 因此，运维人员及时排查叶片运
行异常隐患、通过巡检、听叶片是否存在哨声，检查运

行参数是否突变等因素，是及时发现叶片失效隐患的
措施，也是减少叶片失效事件的有效办法。

1．2　叶片失效的检查方法（见表 1）
通过发电企业的维护管理情况来看，对叶片主动

维护的手段少、日常维护过程控制不严、维护投入相对
不足的现象或多或少存在。 所以，实际运行中的叶片
失效事件不断增多，这直接影响到风电场经营效益，同
时也不利于风电制造业健康发展。
当然，风电业主通常购买风机机损险及财产一切

险，来转嫁部分直接损失，而风机停运的发电量损失就
无法避免了。

表 1　叶片失效的检查方法

分类 人为检测 仪器检测

检测方式 人工目测、敲击、单反相机远距拍照 超声无损检测 红外热波无损检测

特点

可发现缺陷：外部裂纹、脱漆、雷击损毁、外力损
伤、腐蚀、麻面砂眼等。 简单，直接，易于操作，成
本较低。 叶片成型前缺陷及人不可及处缺陷无法
检测，人为因素影响检验结果

在工厂针对断层和缺胶

检查，目前无法实现风
场实时检测

检测灵敏度高、检测速度快，检
测缺陷范围广，实时成像，能够
实现风场实时检测

２　风机叶片失效的原因分析
叶片损坏可分为设计缺陷、制造工艺缺陷、断裂失

效、开裂失效、雷击损伤、局部表面磨蚀、局部表面裂
纹、运输吊装损伤和运行维护不当损伤等形式［２］ 。 下
面针对覆冰运行断裂和雷击损坏事件来进行阐述。

2．1　叶片覆冰运行中断裂
２０１８ －０１ －２４ 日，某风机叶片覆冰运行断裂失

效，发生在叶片中部，呈折断形式，如图 ２所示。

图 2　风机覆冰断裂失效的叶片
叶片覆冰断裂的原因往往为运维控制策略缺少

优化，风机覆冰没有及时停机。 超载荷连续运转，导致

叶片损坏（见表 ２）。 经现场勘查，叶片断裂位置为前
缘 Ｌ１４．３２ ｍ、后缘 Ｌ１２．４０ ｍ、中心区域 Ｌ１１．３０ ｍ。 断
裂发生后，该叶片由 ＳＳ面向 ＰＳ面方向倒塌，并倒向机
舱罩方向。

表 2　故障叶片覆冰前后的重量和质量矩的变化

项目 覆冰前 覆冰后 变化量

叶片重量／ｋｇ ８ ３１０ ã．５ １０ ４５８ œ．８ ＋２ １４８ �．３

叶片质量矩／ｋｇ×ｍ １１９ ２０９ °．１４ １５０ ０２４ ¹．３５５ ＋３０ ８１５ ˇ．２１５

　　断裂叶片在故障发生前经历较长时间的覆冰情
况。 覆冰状态下，静载和动载大幅增加，气动外形变化
下带来的升力系数变化，也给叶片带来额外载荷，影响
叶片的疲劳强度。 风机运行记录显示，叶片故障发生
前，风机在载荷大幅增加的情况下满功率状态运行。
叶片断裂问题定性为叶片长时间覆冰情况下，叶片结
构负载过大，直至不能承受上述载荷后发生的叶片弯
曲断裂。 该叶片早期已经产生结构上的形变现象，但
未完全失效；随后叶片形变开裂情况持续，直至叶片完
全折断失效。
鉴于高海拔风电项目冬季低温雨雪频繁，且存在

叶片覆冰情况，建议项目现场根据天气情况开展相关
检查，防范叶片严重的覆冰风险及时手动或自动停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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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叶片遭雷击的失效分析
２０１７ －０９ －０９ 日，某风电场运维人员在进行风电

场风机叶片巡检时发现，３３ 号风机 １１５ ｍ叶轮直径的
０２ 号叶片的叶尖出现裂纹，后经返厂解剖勘察，叶尖
部位 Ｒ５２．９ ｍ处发现明显的玻璃钢碳化现象，叶片开
裂损坏，如图 ３所示。
雷击造成叶片损坏原因一般为防雷系统工作不正

常或者损坏会导致叶片遭受雷击。 雷击造成叶片损坏
的机理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雷电释放巨大能量，使叶
片结构温度急剧升高，分解气体高温膨胀，压力上升造
成爆裂破坏；二是雷击造成的巨大声波，对叶片结构造
成冲击破坏。

１）雷电瞬间电流强度超过导雷线缆通过电流值，
造成叶片雷击损坏；雷电流通过导雷线缆时，瞬间高
温，造成接闪器高温熔化，由于壳体内是有空隙的，空
隙间的空气，瞬间高温，体积急剧膨胀，造成壳体炸裂
（雷电计数器显示雷电电流有 １２９ ｋＡ）。

２）防范措施为在叶尖安装接闪器能有效地拦截
直击雷，在叶片表面安装 ３ 对圆盘状接闪器通常能有
效将雷电流导入地网。

2．3　叶片表面局部损伤
叶片表面磨蚀主要发生在叶尖区域迎风面、中部

迎风面、叶片前缘、叶片后缘等部位，如图 ４所示。

图 3　荆门某风电场雷击失效的叶片解剖图

图 4　局部表面磨蚀的叶片
　　导致叶片表面局部磨蚀的原因如下。

１）风砂、暴雨冲刷及紫外线等磨蚀。

２）叶片巡查时应注意噪声。 风机运行时出现阻

力、杂音、哨声等，疲劳累计等均属叶片失效诱因。 暴

雨、大雪、冰雹、雷电等恶劣天气同样可能造成叶片损
坏。 从统计资料来看，表面局部损伤的分布无明显的

规律性，全叶片均有发生，迎风面分布相对集中。
综合上述风电叶片故障或失效，须全面排查是否

存在批次性质量问题，排查风机质量批次隐患，叶片检

查的批次质量问题检查路径及分析报告 ４可如图 ５ 流
程执行。

３　风机叶片局部损坏的修复方法
叶片局部损坏后，首先应修复成型壳体，然后铺贴

ＰＶＣ芯材及外层玻纤加强，最后表面涂刷防紫外线面
漆与配重，叶片质量分析与质量问题报告见图 ５。 具
体修复方法如下。

１）叶片表面打磨。 打磨叶片破损处，要求打磨破
损处玻纤光滑平整，去掉所有分层的破损玻纤，分层
ＰＶＣ芯材，要求打磨时从破损处向完好壳体延伸超过
３ ｃｍ，以便搭接成型衬板。

２）粘结衬板，成型（成型缺失壳体）。 清洁需要粘
结衬板的区域，用剪刀裁好合适的衬板，打磨所裁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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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叶片质量分析与质量问题报告
板，清洁后，可在需要粘结处，涂布快速粘结胶粘结到
破损处。 注意粘结开裂底层玻纤，要求尺寸尽可能要
小，使底部玻纤加强时，以使整个玻纤层成为一个
整体。

３）叶片破损壳体强固（湿铺玻纤层）。 待粘结胶
固化，打磨多余溢出的粘结胶并予以清洁。 裁好需要
湿铺的玻璃纤维，一层两项玻纤，一层三项玻纤，底层
破损处，铺贴三项玻纤，尺寸超过破损处 ５ ｃｍ，上面覆
盖一层亮相纤维，尺寸为超过三项纤维边缘 ４ ｃｍ
即可。

４）叶片表面固化后，打磨，涂布保护胶衣。 玻璃
纤维充分固化后，打磨整个玻璃纤维表面。 打磨时，为
刮涂胶衣，新旧胶衣要有搭结尺寸，要求打磨超过涂布
区域边缘 ５ ｃｍ。 使用材料为环氧胶衣（品牌与型号：
Ｇｕｒｉｔ；７３３７）。

５）外层胶衣的表面抛光处理。 待外层胶衣自然
固化后（禁止强制加热），打磨整个涂布表面，至表面
光滑平整。

６）涂布防紫外线面漆。 打磨叶片涂布胶衣处，要
求打磨破损处玻纤光滑平整，涂布防紫外线聚氨酯面
漆，使用材料为防紫外线面漆 （品牌与型号： ＰＰＧ；
ＬＴ２５３ －５６３３）。

７）叶片开裂壳体粘结。 对于一面壳体遭撞击，开
裂及壳体玻纤分层的处理要求。 将已经补好壳体的开
裂壳体打磨洁净，然后清洁上下壳体粘结处，涂布粘结
胶，用快速夹夹紧上下开裂壳体，加热固化后，去掉快

速夹，打磨壳体至表面平整光洁，并进行配重校核、贴
补前缘保护膜。

４　结　语

风机叶片作为风力发电机组的动力源泉，叶片状
态直接关系整机的运行性能。 定期、不定期地对叶片
进行检查，识别叶片状态，对缺陷隐患及时排查治理，
将叶片失效事件消灭在萌芽状态，是避免事故、减少突
发事件风险、稳定风电企业收益的有效途径。
检测叶片防雷系统正常可靠，防雷回路接地电阻

应小于 ４ Ω。 确保雷电流安全地从雷击点传导到接地
轮毂，避免叶片内部雷电电弧的形成。
探索适应风电机组的安全生产管理模式，健全风

电机组管理制度及相关技术监督标准，进一步加强对
叶片巡检、微损伤维护、检修流程精益管理；并根据状
态检查和诊断技术提供的叶片状态信息安排维修，实
施一机一控的诊断运行策略，可减少风机叶片失效导
致的停机时间，有效提高风电机组全生命周期内的可
利用率及发电量，从而促进风电产业可持续高质量
发展。
参考文献：
［１］宋海辉，吴光军．风力发电技术与工程［Ｍ〗．北京：中国水

利水电出版社， ２０１４
［２］李良君．风电机组叶片常见损坏及处理［Ｊ］．科学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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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向联轴式波浪能发电装置的设计与研究

屈书恒，黄佳晟，李家誉，徐　欢，周子嫣
（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

摘要：波浪能是一种开发前景巨大的清洁能源，其发电装置已成为研究热点。 在探索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多向联轴式

的波浪能发电装置，它包括俘能系统、机械转化系统和发电系统三大部分。 结合海浪理论和计算原理，预估该装置的整

机理论效率可达 ３８．０％，是一种高效率的发电装置。

关键词：波浪能；发电装置；效率；前景

中图分类号：ＴＭ６１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 －３３５４（２０１８）０７ －００７６ －０３

Design of a Multi-directional Coupling Wave Power Generation 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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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全世界人口的快速增长，整个社会对能源的
需求量显著增加。 长期以来，整个社会的能源消费结
构以化石能源为主，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提高，人们开
始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并开始使用各种清洁可再
生能源。 有关文献预测在 ２０５０ 年可再生能源的供应
比重将会达到 ３５％［１］ 。 广阔海洋中蕴藏着包括波浪
能、潮汐能、海流能、温差能、盐差能等在内的巨大的能
源［２］ 。 其中，波浪能储量巨大且分布广泛，是最值得
开发利用的海洋能。 据估算，全世界可利用的波浪能
达到 １０８ ｋＷ量级［３］ ，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因此成为
全世界海洋能研究开发的重点。
波浪能发电发展至今，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波浪能

发电装置，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装置有：振荡浮子式、振
荡水柱式、“点头鸭”式、聚波蓄能式、阀式等［４］ 。 目前
投入使用的大多数都是大型的、大功率的设备，并且装

置建造费用昂贵，施工困难。 除此之外，大多数的发电
装置都是利用波浪能的半波转化，效率普遍比较低，得
到的电流不稳定，电能质量不高，这些因素极大地制约
了波浪能发电装置的发展。
本文提出了一种新型的小型化波浪能发电装置，

突破了传统半波转化的限制，实现了全波转化并输出
稳定的电流，提高能量的利用效率和电能质量，有效地
解决了目前波浪能发电装置的不足，并且装置的可靠
性也能得到保证，为波浪能发电的发展提供新的思路
和方向。

１　系统与装置特色
传统的波浪能发电装置可分为俘能、机械转化和

发电三大部分，本文设计的波浪能装置在沿用传统发
电装置设计理念的基础上加以改进，将整个装置进行

６７



屈书恒，等：多向联轴式波浪能发电装置的设计与研究 ２０１８ 年 ７月

模块化的设计，最后组合成整体见图 １。

图 1　波浪能发电装置

水平方向俘能部分，我们创新的提出利用椭球外

壳来捕捉来波方向，这样能够最大程度利用波浪能；外

壳捕获的能量将由重锤来进行转化，变成旋转的机

械能。

竖直方向俘能部分采用漂浮式波浪能发电装置的

俘能方式，但在此基础上结合弹簧的弹性势能的吸收

与释放，实现波浪能的俘获，然后通过纺锤体将波浪能

转化为旋转的机械能。

机械转化部分，通过引入棘轮机构，实现了半波转

化向全波转化的转变，大大地提高能量利用效率。 同

时，将水平和竖直方向的转动统一到同 １ 根轴上，实现

了联轴转动，使得装置更简便可靠。

发电系统在传统的发电机的基础上，加入了发条

稳速机构，目的是使得输出稳定的电流，提高电能的

质量。

本设计的能量转换过程分为三个部分：一次转换

（波浪能转换为机械能）、二次转换（机械能的传递）和

三次转换（机械能转换为电能）。 整个装置总的发电

效率取决于这三级分别的转换效率，设发电装置的整

体效率为β，

β＝β１· β２· β３

式中：β１ 为一次转换效率，％；β２ 为二次转换效率，％；

β３ 为三次转换效率，％。

根据海浪的实际情况并参考相关数据资料［５ －９］可

以计算得到β１ ＝４９．５％，β２ ＝８０．８％，β３ ＝９５％。

整机效率为装置三次转换效率的乘积，得到 β＝

３８．０％。

整个装置由于充分利用了两个方向的能量，因此

能量的转换效率比较高，得到的发电机效率也比同类

型的发电机效率（一般 ２５％左右）高。

２　装置的实现

2．1　基本组成

该装置主要由俘能系统、机械转化系统和发电系
统三大部分组成，装置的基本结构如图 ２ 所示。 俘能
系统主要由重锤、齿轮、弹簧组、纺锤体、细绳和齿轮组
成，用于吸收波浪能；机械转化系统主要包括棘轮机
构，它把水平方向和竖直方向的机械运动整合到同一
方向并经由同一传动轴输出给发电系统；发电系统由
发条盒、增速齿轮和发电机组成，把机械能转换成
电能。

图 2　波浪能发电装置结构图
２．１．１　俘能系统

在水平方向上，该发电装置创新地利用椭球型外
壳，使装置能够依靠外壳本身的特性（即以最小受力
面面对来波方向）找到来波方向。 波浪使装置左右摆
动，而重锤因为重力的作用，始终保持竖直方向，和与
之相连的齿轮间产生相对转动，从而使得输入齿轮旋
转起来。
在竖直方向上，该发电装置采用的是振荡浮子式

的获能方式。 绳子的一端固定在海底，另一端绕过纺
锤体后与装置上的弹簧相连。 当装置主体随着波浪上
下运动时，绳子会带着纺锤体转动，弹簧也会随之拉长
与恢复，波浪能会转化成纺锤体的机械能和弹簧的弹
性势能，并传递到与纺锤体同轴转动的输入齿轮上。
２．１．２　机械转化系统

水平方向俘能系统的和竖直方向俘能系统的输入

齿轮的转动分别通过 ２ 个棘轮装置整合到同 １ 根轴
上，其中棘轮机构如图 ３ 所示，包括转向齿轮、棘轮和
棘爪。 其中转向齿轮与输入齿轮啮合，并可与输出轴
发生相对转动；棘轮与输出轴相对固定；棘爪固定在转
向齿轮上，当棘爪逆时针转动时，可以推棘轮转动并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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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输出轴转动；当棘爪顺时针转动时，棘爪只能在棘轮
上滑动，棘轮不会转动。 以水平方向为例，输入齿轮顺
时针转动时，与之垂直啮合的 ２ 个转向齿轮中必然只
有 １ 个逆时针转动并带动输出轴转动；逆时针转动时，
由另 １ 个转向齿轮逆时针转动并带动输出轴转动。 即
不论输入齿轮顺时针还是逆时针转动，均能转化为输
出轴的逆时针转动，从而实现了全波输出，提高了能量
利用效率。 竖直方向与水平方向的转化原理相同。

图 3　棘轮机构结构示意图

２．１．３　发电系统
该装置的发电部分主要由发条盒、增速齿轮和发

电机组成。 发条的主要作用是尽可能地稳定输出力
矩，使齿轮的旋转接近匀速，得到稳定的电流。 增速齿
轮的作用是起到放大角速度的作用，使最终输入到发
电机轴的转速达到额定转速。

2．2　工作原理

整个装置漂浮在海面上，通过细绳固定在海底。
当随波浪上升时，细绳拉长弹簧，同带着纺锤体转动；
当随波浪下降时，弹簧回到初始状态，此时细绳反向带
动纺锤体转动。 随着波浪的上下运动，纺锤体会正反
旋转，从而带动与之同轴的输入齿轮转动。 而水平方
向的来波会使装置左右摆动，从而造成重锤和与之相
连的齿轮间产生相对转动，从而使得输入齿轮旋转起
来。 两个方向的输入齿轮通过 ４个转向齿轮合并到同
１根轴上，并经由棘轮机构的作用，单方向的输出机械
能，这样可以避免因为转动方向的交替而导致发电机
烧坏，并且从理论上将装置的发电效率提高了 ５０％。

2．3　应用前景

目前的波浪能发电装置大多存在以下问题：发电
成本过高、发电效率低、电能质量差、可行性不高等，而
本文介绍的波浪能发电装置相比较而言具有很明显的

优势。 但是由于实验设备的落后，目前还无法进行真
正的海上实验，所估算的效率仅为理论值，但是相信在
下水实验后进行改进，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

本设计可以离岸布置在海面上，为海洋浮标等离
岸海洋观测设备供电；在较大面积的湖泊中，本文设计
的波浪能发电装置可以安装在近岸，为航标灯供电。
此外，还可以考虑海水淡化、供暖、制冷，解决电网未覆
盖的海岛的供电问题。 因此，本设计经过进一步的调
试和改进，将具有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具有
很好的应用前景。

３　结　语
１）本文设计的波浪能发电装置的整机理论效率

高于常见的波浪能发电装置，因此是一种高效的发电
装置。

２）整个发电装置进行模块化设计，每个模块之间
独立工作，互不干扰，能够顺利地完成发电任务。 同
时，创新地组合各种机械，将机械理论运用于发电过
程，实现了波浪的全波转化，大大提高了能量转化效率
和电能的质量。 装置的内部结构包裹在椭圆外壳内，
主要部件不与海水直接接触，装置的可靠性能得到
保证。

３）由于实验设备的限制，目前暂无法进行水下实
验，但经过可行性分析和效率估算，本文设计的波浪能
发电装置效率比较高，可以应用于离岸海洋观测设备
的供电、海水淡化、供暖、制冷、电网供电等，具有广阔
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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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新能源开发资料选登

本刊编辑部

●印尼计划推出 Ｂ２５％生物柴油
印度尼西亚能源部官员 ２０１８ －０５ －２４ 日表示，从

２０１９ 年起，印尼将强制要求生物柴油中的生物成分至
少达到 ２５％，以推动国内棕榈油消费。
印尼能源部的新能源以及可再生能源主任表示，

新政策从 ２０１９ 年开始实行。 印度尼西亚是世界头号
棕榈油生产国。

（来源，农产品期货网，２０１８ －０５ －２５）

●光伏扶贫项目年收益率 １０％以上是如何做到的？

光伏扶贫作为国务院扶贫办 ２０１５ 年确定实施的
“十大精准扶贫工程”之一，充分利用了贫困地区太阳
能资源丰富的优势，通过开发太阳能资源、连续 ２５ 年
产生的稳定收益，实现了扶贫开发和新能源利用、节能
减排相结合。
自 ５月中旬新华网开启“寻找光伏扶贫电站‘中

国样本’”报道活动后，就收到数家业内企业提供的优
质扶贫电站资料，经过新华网调查、走访，其中已经有
数家光伏扶贫电站脱颖而出，无论从发电经济效益、社
会效益、建设美观度等方面，都起到了光伏扶贫电站中
的“样本”的力量。
据了解，雷州市覃斗镇流沙村光伏扶贫项目，总装

机量 １８０ ｋＷ，并网时间 ２０１７ －０６ －２８ 日，项目选用隆
基乐叶高效单晶组件。 该村扶贫项目由国家审计署广
州特派办协调筹划，该村财政资金 １ １２０ 万总扶贫基
金，计划 ８００ 万用于光伏扶贫。 总计帮扶 １１４ 户、５６０
个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 ２０１７ 年底，已将第一笔电
费下发给贫困户。 据初步统计计算，年收益率达 １０％
以上。
据国家审计署广州特派办驻村第一书记史勇介

绍，２０１６ 年 ８月，开始考虑光伏电站是否适合作为一
种稳定的扶贫模式来打好这场扶贫攻坚站。 随后，扶
贫工作组对光伏产品进行深入考察调研，并前往已安
装村级扶贫电站的那毛村进行实地考察，了解项目的
发电量、收益、以及是否稳定可靠，经过 ５ ～６个月的考
察，发现光伏扶贫相对其他扶贫模式来看，投资回报率

高、稳定可靠。 加上当地光照强度大，光照时间长，所
以很适宜发展光伏扶贫模式。
在确定做光伏扶贫项目后，如何进行设备选型，来

确保最大的受益呢？ 史勇表示，“在确定选择光伏扶
贫模式以后，我们在网上了解了全国排名靠前的几家
组件供应商，在经过详细的考察后，结合当地的特点，
当地土地资源紧张，所以我们尽可能选择更高效产品，
同等面积上的装机量就会增加，最终选择隆基乐叶来
合作。”
史勇还表示，项目推进前期确实遇到一些困难，尤

其是村民对光伏产品不了解，认为光伏可以稳定发电
２５ 年以上是骗人的，而且对人体有辐射，对健康有影
响。 针对这些疑问，流沙村村委会、国家审计署广州特
派办驻村干部、光伏系统安装商一起，开展了一系列群
众工作，组织了政策宣讲会，光伏产业的科普知识教育
会，对光伏的可靠性、无害性和高收益性进行了深入的
讲解，通过这种方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村民开始接纳
光伏。
史勇还告诉新华网，大家一开始对光伏产品期望

不高，但是安装上半年就已经有收益分给大家，虽然由
于贫困人口多，装机容量并不大，所以收益平均到个人
就会很少，但是贫困户还是感到很欣喜，没想到光伏的
收益能这么快。
流沙村村委书记尹天期也对新华网表示，一开始

大家反对安装光伏，不知道能不能拿到钱，能用多久，
到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发电量实时监测数据，心里也都
踏实了，现在也认可了光伏，觉得比养殖业更可靠
稳定。
流沙村的光伏扶贫项目有什么借鉴意义？ 史勇认

为，首先光伏电站是实实在在安装在大家面前的产品，
大家可以看得见摸得着，只要不出故障就会持续产生
收益，所以作为造血式扶贫模式，是很好的选择。 另
外，在设备选型上一定要选择大品牌厂家的优质产品，
光伏与家电有所不同，家电出现故障可以修修补补，要
是光伏产品选错，直接影响到贫困户的收益长达 ２５ 年
以上。 而且，虽然是小型扶贫电站，也一定要做好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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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方案，比如安装方式和角度等。 流沙村项目建成
后接待了多批其他扶贫工作小组的参观考察，也在当
地的光伏电站建设中借鉴了流沙村的安装模式。
为了让“光伏扶贫”理念更加走近普通百姓生活，

为贫困家庭带来更多的福祉，也为了让光伏扶贫更加
健康的发展，以及在“光伏扶贫”发展过程中寻找到更
加优质的企业、产品、品牌、电站以及感人的“光伏扶
贫”故事。 新华网将通过对业内企业“光伏扶贫”电站
的走访，发现光伏扶贫中的优秀样本企业，并将其塑造
为光伏扶贫中的“中国样本”，也将形成“大型融媒体
专题”在新华网进行展播。
同时也将邀请优秀企业和个人走进新华会客厅，

把先进的理念、优秀的案例、感人的故事、优质的扶贫
电站打造成“样本”的力量，引领行业发展。

（来源，新华网，２０１８ －０５ －２３）

●欧洲科学团队表示 １００％绿能并非不可能

由于再生能源为间歇性能源，不少科学家认为没
办法全然达到 １００％再生能源，不过这项疑虑日前被
解开，欧洲科学团队指出，迈向百分之百绿能的道路将
通行无阻。
再生能源发展至今，能源转型或是 １００％再生能

源用电等议题已争论许久，多派相持不下，其中澳洲科
学硕士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Ｈｅａｒｄ 与其团队更于 ２０１７ 年在枟Ｒｅ-
ｎｅｗ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Ｒｅｖｉｅｗｓ 枠发布论文质疑
全绿能实际性，认为再生能源无法在极端天气、日照低
与弱风区运行，同时指出变动型能源如太阳能、风能无
法保持电网稳定性。
而该研究报告日前获得一封［回覆］，由德国卡尔

斯鲁尔理工学院（ＫＩＴ）、南非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
（ＣＳＩＲ）、芬兰拉彭兰塔理工大学（ＬＵＴ）、荷兰台夫特
理工大学、丹麦奥尔堡大学（ＡＡＵ）科学家撰写，团队
分析数百件研究论文，并逐一回应 Ｈｅａｒｄ的能源议题。

ＫＩＴ博士 Ｔｏｍ Ｂｒｏｗｎ 指出，虽然 Ｈｅａｒｄ 团队提出
的能源挑战确实相当重要，但只要利用当今技术，其实
这些问题都有解决方案。 ＬＵＴ教授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Ｂｒｅｙｅｒ 则
补充，考量到风能与太阳能成本下滑，这些解决方案也
非常经济实惠。

Ｂｒｏｗｎ报告指出，在弱风或是日照低状况下，假如
水力发电、锂离子电池或其他储能设备无法补足能源
缺口，则可以利用氢气与合成气。 且为了维持电网稳
定性，目前已有一系列解决方案，从旋转电网稳定器
（ｒｏｔａｔｉｎｇ ｇｒｉｄ ｓｔａｂｉｌｉｓｅｒｓ）到新兴电子解决方案林林总
总，都可以解决再生能源间歇性问题。

研究报告也指出，目前陆上风电、离岸风电、太阳
光电、水力发电和生物质均化发电成本（ＬＣＯＥ）已经
能与火力发电相竞争。 团队更根据全球 １４５区域整年
每小时用电并建模，指出假设全球在 ２０５０ 年转型至
１００％ 绿 能， 平 均 系 统 成 本 会 从 ２０１５ 年 ７０
欧元／ＭＷ· ｈ，到 ２０５０年会降至 ５２欧元／ＭＷ· ｈ。
为了让研究更令人信服，研究也举出从丹麦到澳

洲塔斯马尼亚州电网营运商等世界各地实际案例，虽
然目前只有冰岛达到 １００％绿能用电，但也有许多接
近 １００％、或是达到全绿能的小岛屿。

（来源，Ｅｎｅｒｇｙｔｒｅｎｄ，２０１８ －０５ －２３）

●能源局建立太阳能热发电电价退坡机制

国家能源局 ２０１８ －０５ －２２ 日发布枟关于推进太阳
能热发电示范项目建设有关事项的通知枠，明确根据
示范项目实际情况，首批示范项目建设期限可放宽至
２０２０ －１２ －３１ 日，同时建立逾期投运项目电价退坡机
制，具体价格水平由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司另行发文
明确。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份，国家能源局印发枟关于建设太阳
能热发电示范项目的通知枠，启动首批 ２０ 个太阳能热
发电示范项目建设。 这是我国首次大规模开展的太阳
能热发电利用示范工程，是推动太阳能热发电技术进
步和产业发展的重要举措，项目顺利建设运营对于示
范引领产业发展意义重大。 与此同时，枟国家发展改
革委关于太阳能热发电标杆上网电价政策的通知枠明
确，２０１８ －１２ －３１ 日前全部建成投产的首批示范项目
执行每千瓦时 １．１５元（含税）标杆上网电价。
然而 １年多时间过去，我国光热发电示范项目进

展缓慢，规划目标实现难度大。 电力规划设计总院近
日发布的枟中国电力发展报告 ２０１７枠显示，２０１７ 年，全
国光热发电装机 ２．８万 ｋＷ，不足 ５００ 万 ｋＷ规划目标
的 １％。 我国首批 ２０ 个共 １３５万 ｋＷ光热发电示范项
目中，４个放弃或退出建设，另有部分项目存在较大不
确定性。
为推动示范项目建设，枟通知枠提出，在不影响行

业公平公正性的前提下，示范项目业主可对相关示范
建设内容进行适当调整，相关调整应符合以下要求：股
权结构变更需维持绝对控股方不变；建设场址变更范
围位于同一县域范围内；储换热介质和技术参数调整
需保证系统性能优化；相关企业协商一致的，可调整技
术集成商；其他示范内容原则上不得调整。

（来源，中国经济网，２０１８ －０５ －２３）

０８




	目录
	2018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