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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房沟水电站地下厂房顶层围岩松弛圈分析与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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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水电站地下厂房开挖过程中控制围岩松弛圈深度，保证围岩稳定，对工程安全有重大意义。 我们利用多点位移计
和声波法对杨房沟水电站地下洞室围岩松弛圈进行了测试，并根据实测成果对地下厂房洞室群围岩松弛损伤区进行了
数值仿真分析，并基于校准后的模型对洞室顶拱和边墙围岩损伤破裂特征进行了分析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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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我国大型水电站地下厂房工程主要采用钻
爆法施工，在地下洞室的开挖过程中，由于爆破及其他
施工操作的影响，初始围岩应力卸载引起围岩变形，甚
至产生裂隙张开等一系列应力型破裂松弛现象［１ －３］ 。
通过对地下厂房变形的监测及反馈研究，国内外学者
从不同角度对开挖松弛圈深度的确定方法进行了研

究。 肖明等［４］根据岩体松动圈的实测方法，结合损伤
理论，推导了判定岩体产生松动破坏的围岩损伤系数
阈值公式；张建海等［５］利用经典的波速一弹性模量关

系将地下厂房围岩深度与弹性模量联系起来，对开挖
后的洞壁岩体松弛现象和弹性模量下降的规律进行评

价，提出洞周松动圈深度拟合公式，并将其应用于地下

厂房围岩监测反馈分析；李仲奎等［６］提出位移相关松

动区模型，并与压力相关松动区模型和半径相关松动
区模型相结合进行地下洞室群反馈分析。 这些研究在
理论上为地下厂房开挖稳定提供了很好的方法，但鲜
有将这些理论应用到实际工程并进行围岩松弛圈深度

的预测。
本文结合杨房沟水电站地下厂房洞室群的开挖，

采用声波法和多点位移计法对地下洞室围岩松弛圈进

行监测分析，并根据现场主副厂房第 Ｉ 层开挖完成后
的声波测试成果，采用 ＵＤＥＣ 方法对厂房围岩力学特
性参数进行了校准和检验，并利用校准后的模型对洞
室顶拱和边墙围岩损伤破裂特征进行了分析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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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工程背景
杨房沟水电站位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木里县

境内的雅砻江中游河段上，是规划中该河段的第六级
水电站。 枢纽建筑物主要包括拦河坝、泄洪消能系统、
左岸首部开发引水发电系统等。 地下厂房布置在距进
水口约 １５０ ｍ的左岸山体中，引水隧洞高压管道轴线
与厂房纵轴线垂直布置，厂房内布置 ４ 台单机容量为
３７５ ＭＷ的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 １ ５００ ＭＷ。 主
副厂房洞室的开挖尺寸为 ２２８．５０ ｍ ×２７．００ ｍ ×
７５．５７ ｍ（长×宽×高），主变洞布置在主副厂房洞下
游侧，与主副厂房洞平行布置，两洞室间净距为 ４５ ｍ，
尾水调压室设置在主变洞下游 ４２．０ ｍ处。
杨房沟坝址区两岸山顶夷平面海拔 ４ ０００ ～

４ ５００ ｍ左右，河流深切呈“Ⅴ”型，属高山峡谷地貌。
雅砻江总体以 Ｎ２０°～３０°Ｗ流向流经坝区。 区内地势
北西高南东低，左岸地形陡峭，基岩裸露，地形坡度多
在 ５０°以上，局部呈悬崖状。 上坝址区左岸主要地层
为燕山期花岗闪长岩岩体，深灰、浅灰色，细粒状结构，
块状构造。 厂房区围岩岩性主要为微风化～新鲜花岗
闪长岩，岩质坚硬，岩体完整性较好，强度高，弹性模量
大，围岩类别以Ⅱ，Ⅲ类为主，局部为Ⅳ类围岩，仅局部
有潜在的不稳定体。 厂址区节理发育，走向以 Ｎ７０ ～
８０°Ｗ，Ｎ７０°～９０°Ｅ 和 Ｎ１０°～３０°Ｅ 为主，倾角以中高
倾角为主，主要构造为小断层和节理［７ －８］ 。 杨房沟水
电站地下厂区实测最大主应力一般在 １２ ～１４ ＭＰａ，属
中等地应力水平。

２　围岩松弛特征及测试成果

2．1　围岩应力型破裂松弛特征
由于杨房沟水电站地下厂区围岩整体质量较好，

应力水平相对不高，洞室开挖过程中应力型破坏现象
并不突出。 三大洞室中导洞开挖过程中，上游侧拱肩
部位存在连续性片帮破坏，破坏程度较轻微，发展深度
多在数厘米深度，一般小于 ２０ ｃｍ。 受河谷地应力场
影响，下游侧边墙墙脚部位为应力集中区，当该区域发
育顺洞向陡倾角结构面时，存在发生结构面－应力组
合型破坏的可能。 图 １ ～图 ３ 分别给出了三大洞室开
挖过程中现场顶拱和边墙围岩典型的应力型破坏
照片。

2．3　围岩松弛圈测试成果
三大洞室第Ⅰ层开挖完成后，现场对各洞室顶拱

围岩进行了松弛深度的测试，声波测试断面布置如图
４所示，各洞室顶拱均布置三个测点，分别位于正顶拱

图 1　主副厂房顶拱及边墙围岩应力型破坏特征

图 2　主变室顶拱及边墙围岩应力型破坏特征

图 3　尾调室下游边墙墙脚应力型破坏特征

图4　地下厂房洞室群声波测试孔典型断面布置（顶拱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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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上下游拱肩位置，测孔深度 ９ ｍ。
三大洞室第Ⅰ层开挖完成后分别选取若干个典型

断面进行分析，各洞室松弛圈测试成果如表 １ ～表 ３
所示。 由于围岩类别及测试时间的差异，各断面相同
位置的松弛圈深度有一定的差别，受地应力方向和结

构面的潜在影响，同一断面的不同孔位松弛圈深度也
有所不同。 总体上第 Ｉ层开挖后三大洞室顶拱松弛破
裂深度较小，主副厂房顶拱平均松弛深度在 １．１ ～
１．６ ｍ，主变室顶拱平均松弛深度在 １．２ ～１．５ ｍ，尾调
室顶拱平均松弛深度在 １．３ ～１．４ ｍ。

表 1　主副厂房松弛圈测试成果

断面桩号 厂右 ０ ＋１４３ 潩厂右 ０ ＋７７ 滗．５ 厂右 ０ ＋４５ 潩厂右 ０ ＋１３ �．５ 厂左 ０ ＋１７ 厖．５ 平均深度

松弛深度／ｍ
上游拱肩 ２ 晻．０ １  ．５ ０ ǐ．７ ２ 6．０ ２ 亮．０ １ L．６

顶拱 １ 晻．１ １  ．２ ０ ǐ．７ １ 6．４ １ 亮．２ １ L．１

下游拱肩 １ 晻．６ １  ．２ ０ ǐ．９ １ 6．８ １ 亮．４ １ L．４

围岩类别 Ⅱ类 Ⅲ类 Ⅲ类 Ⅱ类 Ⅲ１类 －

表 2　主变室松弛圈测试成果

断面桩号 厂右 ０ ＋８７ B．５ 厂右 ０ ＋５４ *．５ 厂右 ０ ＋２１  ．５ 厂右 ０ ＋１１ �．５ 平均深度

松弛深度／ｍ
上游拱肩 １ ~．０ １ f．６ ２ N．０ １ 6．４ １  ．５

顶拱 ０ ~．８ １ f．２ １ N．５ １ 6．２ １  ．２

下游拱肩 ０ ~．９ １ f．０ １ N．４ ２ 6．０ １  ．３

围岩类别 Ⅱ类 Ⅲ类 Ⅲ１类 Ⅲ１类 －

表 3　尾调室松弛圈测试成果

断面桩号 厂右 ０ ＋８７ B．５ 厂右 ０ ＋５４ *．５ 厂右 ０ ＋２１  ．５ 厂右 ０ ＋１１ �．５ 平均深度

松弛深度／ｍ
上游拱肩 １ ~．１ ０ f．７ １ N．２ ２ 6．１ １  ．３

顶拱 １ ~．０ １ f．０ １ N．２ ２ 6．０ １  ．３

下游拱肩 ０ ~．５ ０ f．６ １ N．２ ２ 6．３ １  ．４

围岩类别 Ⅱ类 Ⅲ类 Ⅲ１类 Ⅲ１类 －

３　围岩损伤分析与预测
对于杨房沟地下洞室群问题，采用小尺度方式研

究其细观破裂行为的影响，即假设岩体由数厘米至十
余厘米量级的小块体和小裂隙组成，这样岩体的特性
主要由块体特性和小裂隙特性组合而成。 基于这种方
法，假设块体为弹性体，而小裂隙具备破裂强度软化特
性，其峰值强度和残余强度均符合摩尔－库仑强度准
则的描述。 在上述假设条件下，块体的弹性模量、小裂
隙的刚度、强度特征是影响岩体宏观力学特性的基本
力学参数，采用 ＵＤＥＣ 方法研究岩体的力学特性的主
要工作因此转化为确定上述这些参数，使得它们决定
的介质宏观力学特性满足要求，围岩松弛破裂区深度
与现场测试成果基本相符。

3．1　参数标定与仿真模拟
根据现场主副厂房第 Ｉ层开挖完成后的声波测试

成果，对厂房围岩力学特性参数进行了校准和检验，主
要根据实测变形特征以及损伤区分布和深度等方面进

行了论证和对比。 图 ５给出了厂房第 Ｉ 层开挖完成后
顶拱的破裂损伤区分布特征，总体上与现场实测的松
弛圈深度（对应 ＵＤＥＣ 模型中的损伤区深度）基本一
致。 现场围岩变形及松弛圈测试结果表明，第Ⅰ层开
挖完成后厂房顶拱累计变形一般在 １０ ～１５ ｍｍ，围岩
应力松弛区深度基本在 １ ～２ ｍ，与本次数值分析结果
基本一致，如图 ６所示。
为了进一步验证围岩力学特性参数的可靠性，利

用校准后的参数对主变室和尾调室围岩破裂损伤区分

布特征以及变形分布特征进行预测。 模拟结果表明，
主变室和尾调室第 Ｉ层开挖完后顶拱变形分别在 ８ ～
１２ ｍｍ和 １０ ～１５ ｍｍ，围岩变形特征与监测反馈分析
成果基本一致。 对于破裂损伤区分布特征，尾调室顶
拱与实测结果具有较好的一致性，主变室顶拱略小于
实测结果，但就工程应用而言，误差基本在可以接受的
范围内，整体上可以认为 ＵＤＥＣ 方法的理论具有一定
的合理性及可靠性。 因此，可以利用校准后的参数对
地下洞室群后续开挖的围岩损伤区深度进行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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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主副厂房第Ⅰ层开挖完成围岩破裂损伤区分布

图 6　主副厂房第Ⅰ层开挖完成围岩变形分布特征

3．2　主副厂房后续开挖围岩松弛深度预测
利用校准后的模型对地下厂房一般洞段第Ⅱ层、

第Ⅲ层开挖后顶拱以及边墙不同位置围岩损伤深度进

行预测，结果见表 ４。 图 ７ ～图 ８ 表示了厂房典型断面

第Ⅱ、Ⅲ层开挖后的损伤区分布特征。

图 7　主副厂房一般洞段第Ⅱ层开挖后的围岩损伤分布

图 8　主副厂房一般洞段第Ⅲ层开挖后的围岩损伤分布
表 4　主副厂房松弛深度预测成果汇总表

位置 上游侧拱肩 顶拱 下游侧拱肩 ＥＬ２００８上游侧 ＥＬ２００８下游侧

松弛深度

／ｍ
第Ⅰ层开挖完成 １ ~．４ １ f．３ １ N．３ － －

第Ⅱ层开挖完成 １ ~．４ １ f．５ １ N．３ － －

第Ⅲ层开挖完成 １ ~．５ １ f．６ １ N．３ ２ 6．１ ２  ．３

　　数值模拟结果表明，第Ⅱ层开挖完成后，顶拱最大
损伤区基本在 １．５ ｍ以内，相对第 Ｉ层开挖完成时顶
拱损伤深度增量在 ０．２ ｍ以内，上游侧拱肩、顶拱、下
游侧拱肩位置损伤区的深度分别为 １．４ ｍ、１．５ ｍ 和
１．３ ｍ。 在开挖至第Ⅲ层时，顶拱损伤区深度和损伤程
度均有一定的变化，但这种变化相对不大，主要表现为
裂纹密度增大。 边墙高程 ２ ００８ ｍ上下游侧位置的损
伤区深度分别为 ２．１ ｍ 和 ２．３ ｍ，相同高程位置上下
游侧边墙位置的损伤区深度差别较小。 随着厂房后续
的下卧，高边墙逐渐形成，边墙围岩损伤区深度仍可能

会有一定幅度的增加。

４　结　语
通过对杨房沟水电站地下洞室群第Ⅰ层开挖完成

后洞室顶拱松弛圈实测成果分析，以及围 岩松弛损伤
区的数值仿真分析与预测，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１）实测结果表明，第Ⅰ层开挖完成后，三大洞室
顶拱松弛破裂深度较小，主副厂房顶拱平均松弛深度
在１．１ ～１．６ｍ，主变室顶拱平均松弛深度在１．２ ～

（下转第 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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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采集单元故障，研究并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有效防止了发电机过负荷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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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黄龙滩电厂安装有四台混流式水轮发电机
组，总装机容量为 ５１０ ＭＷ。 其中 １、２ 号发电机型号
为 ＴＳ８５４／１５６ －４０，额定功率 ８５ ＭＷ；３、４ 号发电机型
号为 ＳＦ１７０ －４８／１１３７０，额定功率 １７０ ＭＷ。
早在 ２００７年夏季，黄龙滩电厂 ４号机组在调整负

荷过程中出现超负荷运行情况；２０１６年 ５月 ３ 日，３ 号
机组在增加负荷至满负荷过程中，当负荷达到
１４０ ＭＷ后无法继续增加，ＰＩＤ 有功调节自动退出，定
子电流达到 ８ ９００ Ａ，此时 ３号机其实已处于过负荷运
行，导叶开度达到 ９９％。
过负荷运行时，超出发电机额定功率，必然增大定

子电流，增加定子发热，电磁振动增大，严重时导致机
械变形，水轮机导叶断裂，破坏发电机定子线圈绝缘，
引起不可逆转的危害。
发电机过负荷运行，必然也引起其他输电线路通

道设备过载运行，如时间过长必然对设备造成影响，如
母线、变压器、刀闸、开关等。
发电机过负荷运行，往往是一种非正常状态突发

事件，如此时遇有频率振荡时，往往会加剧系统振荡
幅度。

１　发电机负荷过调节的原因
目前，监控系统负荷调整方式为 ＰＩＤ调节，操作人

员设定目标负荷后，现地监控 ＰＬＣ不断计算负荷测量
值与目标负荷差值，当差值超过调整死区时，现地监控
将不断开出增加导叶开度命令，直到负荷测量值达到
目标负荷值，因此当负荷测量值出现偏差，监控系统将
错误的开出负荷增减指令，导致机组出力与目标控制
值不符。 现将过负荷运行存在的问题分析汇总如下：

１）监控系统只加装了交采装置测量机组有功功

５



水 电 与 新 能 源 ２０１８年第 １０期

率。 ２００７年夏季，交采装置出现通讯故障，机组功率
测值变成死值，没有随机组出力发生变化，功率设定值
与测值间一直存在偏差，现地监控单元不停开出动作
调速器，出现过负荷运行或导叶关到零运行。

２）ＰＬＣ程序只考虑外部 ＴＶ、ＴＡ正常，未考虑外部
异常。 当出现 ＴＶ一相、多相断线或 ＴＡ 一相、多相短
路时，有功测量会出现与实际值偏少 １／３、２／３、０ 等现
象，在此情况下如果 ＰＩＤ调节未退出，将会出现超负荷
运行情况。

２　防止发电机负荷过调节对策
从内部程序中考虑逻辑判断，当测量回路出现异

常时，将 ＰＩＤ调节退出，人为检查后再投入 ＰＩＤ调节。
１）增加电压逻辑判断，程序中新增判断三相电压

（正常运行时电压基本对称），当三相电压差值超出
１０％且保持 ３ ｓ 时，则 ＰＩＤ 调节退出，并报警，若故障
仍存在，ＰＩＤ功能无法投入。

　　０．９ ＜Ｕａｂ／Ｕｂｃ ＜１．１１ 或 ０．９ ＜Ｕｃａ／Ｕｂｃ ＜１．１１
时，ＰＩＤ调节退出运行，上位机报警“机端电压不平衡，
ＰＩＤ调解功能退出”，不平衡现象未消除前，无法投入
ＰＩＤ功能，需现场手动调整。

２）增加功率逻辑判断， 程序中新增当发电机功率

测值出现过大抖动或不动时（１０ ｓ内负荷波动超过额
定负荷的 ２５％或调节过程中 １５ ｓ内负荷波动没有超
过额定负荷的 １％），ＰＩＤ调节退出运行，并报警，可人
为继续投入 ＰＩＤ。

　　１０ ｓ内，当机组功率测量值波动超过额定的 ２５％
时，ＰＩＤ调节退出运行，上位机报警“机组有功功率波

动较大，ＰＩＤ 调解功能退出”，可手动再次投入 ＰＩＤ
功能。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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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ＰＩＤ调节过程中，若 １５ ｓ内，当机组功率测量值波
动没有超过额定的 １％时，ＰＩＤ 调节退出运行，上位机
报警“机组有功功率无变化，ＰＩＤ调解功能退出”，可手
动再次投入 ＰＩＤ功能。

３）增加电流逻辑判断，程序中新增判断三相电流
（正常运行时电压基本对称），当三相电流差值超出
１０％或超过电流设定最大值且保持 ３ ｓ 时，则 ＰＩＤ 调
节退出，并报警，故障未消除无法投入 ＰＩＤ功能。

　　当发电机任意一相电流大于最大设定值时（１、２
号机为 Ａ，３、４号机为 Ａ），闭锁 ＰＩＤ功率增调节，上位
机报警“电流越高限，闭锁功率增调节”，ＰＩＤ设定值跟
踪为实发值。

０．９ ＜Ｉａ／Ｉｂ ＜１．１１ 或 ０．９ ＜Ｉａ／Ｉｃ ＜１．１１ 时，ＰＩＤ
调节退出运行，上位机报警“机组三相电流不平衡，
ＰＩＤ调解功能退出”，不平衡现象未消除前，无法投入
ＰＩＤ功能，需现场手动调整。
另外，黄龙滩电厂根据机组满负荷工况时导叶的

开度设定调速器电气开限，防止有其他漏洞时，由调速
器开度限制，防止机组过负荷运行。

表 1　

额定功率导叶开度 调速器现电气开限

１、２号机组 ８５％左右 ９０％

３、４号机组 ７７％左右 ８０％

３　结　语
通过以上措施，基本能有效防止发电机运行过程

中出现负荷过调节现象，也限制了过负荷的出现。 本
文所列举的实例可能不够全面，有待进一步探讨和测
试，以提出更安全可靠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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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ｍ，尾调室顶拱平均松弛深度在 １．３ ～１．４ ｍ。 总
体上各洞室顶拱围岩松弛问题相对不突出，与已建国
内同等规模、类似地质条件的工程经验基本一致，在一
定程度上反映了各洞室顶拱围岩具有相对较高的整体

稳定性。
２）基于 ＵＤＥＣ 仿真分析获得的洞室围岩松弛损

伤区分布特征与现场声波检测成果具有较好的一致

性，表明该数值分析方法能够基本反映地下洞室爆破
开挖卸荷导致的围岩松弛破裂特征，可作为后续洞室
开挖围岩松弛损伤区发生、发展分析预测的研究工具。

３）在不考虑节理导致的损伤区深度局部变化情
况下，后续开挖顶拱围岩损伤深度增长较小，一般在
０．３ ｍ以内。 第Ⅲ层开挖完成后，厂房顶拱围岩平均
损伤深度在 １．６ ｍ以内，表明后续开挖过程中顶拱围
岩仍将具有较高的整体稳定性。 随着后续开挖高边墙
的形成，边墙的围岩损伤深度仍可能出现一定幅度的
增长，第 ＩＩＩ层开挖完成后，边墙围岩损伤深度基本在
２．０ ～２．７ ｍ左右，后续开挖过程中应主要关注高边墙
松弛破裂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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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欧江七级水电站石料源方案比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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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混凝土面板堆石坝料场选择受料场的储量、剥采比、开挖边坡和石料质量、开采单价、运输单价及运距等多因素的
影响。 针对南欧江七级水电站面板堆石坝的石料源选择问题，根据工程条件选择了备选石料场，初拟了石料场综合使用
方案。 拟定料场开挖边坡及综合剥采比等开采条件，由物料调运规划，确定了转存量和综合运费。 最后，对备选料源方
案进行了经济技术综合比选，得到了最优的推荐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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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ｔｈ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ｃｋ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ｓｏｕｒｃ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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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ｒｅ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ｃｈｅｍｅｓ ａｒ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Ｔｈｅｎ， ｔｈｅ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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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ｓｃｈｅｍｅ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混凝土面板堆石坝的主体是堆石料，料场的选择
与布置直接影响面板坝的质量、投资和工期［１］ ，料场
规划是面板坝施工的关键环节。 石料又是各种填筑
料、混凝土骨料中及其重要的材料，没有技术经济指标
良好的石料源方案，就不可能实现项目优质、高速、低
耗、安全的目标［２］ 。 本文从工程全局出发，提出几种
石料源方案，综合考虑各种影响因素，建立石料源方案
比选方法，比较选择出案例工程的推荐方案，从而保障
了大坝填筑料源的质量满足供应要求，确保了施工进

度，同时降低了整个工程的综合成本。

１　工程概况
南欧江七级水电站工程位于老挝丰沙里（Ｐｈｏｎｇ-

ｓａｌｙ）省境内，为南欧江梯级规划的第七个梯级。 南欧
江七级水电站装机容量 ２１０ ＭＷ，枢纽建筑物主要由
混凝土面板堆石坝、左岸溢洪道、左岸引水发电系统、
右岸放空洞等组成。
混凝土面板堆石坝坝顶高程 ６４０．５ ｍ，最大坝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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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３．５ ｍ，坝顶长 ５８０ ｍ，坝顶宽 １２ ｍ。 混凝土面板顶
高程 ６３７．５ ｍ，厚度 ０．３ ～０．７９ ｍ，面板下游设水平宽
３ ｍ的垫层料和水平宽 ４ ｍ的过渡料。 坝壳堆石料根

据料源情况分为三区：上游堆石料 ３Ｂ区、下游堆石料
３Ｃ区和下游排水堆石料区 ３Ｄ区。 水工枢纽及导流工
程主要工程量见表 １。

表 1　水工枢纽及导流工程主要工程量汇总表 １０４ ｍ３　

料性类别 大坝 溢洪道 引水系统 厂房 放空洞 导流工程 总量

石方明挖 ８７ "．５６０ ２３２ g．８４０ ３２ ~．９５０ ２８ �．６６０ ２０ 谮．１７０ ４ 蝌．８９０ ４０７ M．０７０

石方洞挖 ０  ．２５０ － ３ h．６３０ － ８ 哪．２９０ ８ 蝌．７５０ ２０ 6．９２０

石方井挖 － － － － ０ 哪．５６０ － ０  ．５６０

喷混凝土 Ｃ２０  １  ．２２０ １ :．２３０ ０ h．３７０ ０ 枛．３７０ ０ 哪．７００ ０ 蝌．５００ ４  ．３９０

垫层料 １５ "．８２０ － － － － － １５ 6．８２０

特殊垫层料 ０  ．５９３ － － － － － ０  ．５９３

过渡料 ２０ "．５６６ － － － － ２ 蝌．２５０ ２２ 6．８１６

主堆石料 ３９０ 9．３７１ － － － － － ３９０ M．３７１

次堆石料 ２３０ 9．５５９ － － － － － ２３０ M．５５９

排水体堆石料 ５５ "．６２３ － － － － － ５５ 6．６２３

块石护坡 ７  ．９３６ － － － － ０ 蝌．５１６ ８  ．４５２

盖重料 １７ "．９３３ － － － － － １７ 6．９３３

反滤料 － － － － － ５ 蝌．４８０ ５  ．４８０

碾压堆石料 － － － － － ３５  ．４００ ３５ 6．４００

石渣料 １ 父－ － － － － １７  ．９４０ １７ 6．９４０

石渣料 ２ 父－ － － － － １ 蝌．６６０ １  ．６６０

水下抛填块石 － － － － － １ 蝌．４４０ １  ．４４０

填筑料总计 ７４４ 9．５４０ － － － － ６４  ．６９０ ８０９ M．２３０

Ｃ１５混凝土 － － － － － ０ 蝌．２９０ ０  ．２９０

Ｃ２０混凝土 ２  ．４６４ ３ :．１９０ － ３ 枛．３７４ － － ９  ．０２８

Ｃ２５混凝土 ４  ．８５９ ４ :．１０７ ４ h．１２５ １ 枛．６３１ ２ 哪．０４４ ３ 蝌．９８６ ２０ 6．７５２

Ｃ３０混凝土 ０  ．１９７ ２ :．１５７ ０ h．０５０ ０ 枛．２４８ ０ 哪．１００ － ２  ．７５２

Ｃ４０混凝土 － ４ :．８９１ － － ４ 哪．６６９ ０ 蝌．０２２ ９  ．５８２

混凝土总计 ７  ．５２０ １４ P．３４５ ４ h．１７５ ５ 枛．２５３ ６ 哪．８１３ ４ 蝌．２９８ ４２ 6．４０４

挤压边墙混凝土 １  ．７０６ － － － － － １  ．７０６

其他混凝土 － － － － － － ４  ．０００

２　石料源概况
对南欧江七级水电站坝址及邻近 ２０ ｋｍ范围内天

然建筑材料进行地质调查，挑选料源质量好、储量有保
障、开采运输条件适中的石料场备选［３］ ，周边备选石
料场分布如图 １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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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备选料场分布图

2．1　左岸石料场

左岸石料场位于坝址左岸 ３ 号冲沟左侧山梁部
位，距坝址约 ０．５ ｋｍ，分布高程 ６５０ ～８５０ ｍ。 西侧为
３号冲沟，东侧为南欧江左岸支流 Ｎａｍ Ｌａ，山梁顶部
地形平缓，两侧山坡地形坡度约 ３０°～４５°。 出露地层
为三叠系中统第四层（Ｔ２ｄ）和第四系坡积层（Ｑｄｌ）。
三叠系中统第四层岩性为长石石英砂岩、含砾长石石
英砂岩夹粉砂质泥岩，岩体多呈互层状～中厚层状结
构，局部呈厚层状结构。 第四系坡积层主要为碎石质
粉土，厚度一般 １ ～５ ｍ。
2．2　哈欣石料场

哈欣石料场位于坝址下游左岸山坡部位，距坝址

约 １０．６ ｋｍ（河道距离），分布高程 ４９６ ～７００ ｍ。 料场
范围内分布 ３条近平行切割较深的冲沟，出露地层为
三叠系中统（Ｔ２）和第四系（Ｑ）。
三叠系中统按岩性组合可分为 ３层（单独编号）。
三叠系中统第一层（Ｔ２Ⅰ）：粉砂质泥岩，薄层状，

主要分布在料场西部高程 ５２０ ｍ 以下的平缓山坡部
位，总厚度＞２００ ｍ。
三叠系中统第二层（Ｔ２Ⅱ）：长石石英砂岩，夹少

量粉砂质泥岩，中厚层～厚层状，完整性较好，主要分
布在料场中部地形较陡部位，总厚度 ８０ ～１００ ｍ。
三叠系中统第三层（Ｔ２Ⅲ）：长石石英砂岩、泥质

粉砂岩、粉砂质泥岩互层，岩性复杂，互层～中厚层状，
完整性相对较差。 主要分布在料场东部，总厚度 ＞
３００ ｍ。

第四系按成因类型可分为坡积层（Ｑｄｌ）和坡崩积

层（Ｑｄｌ＋ｃｏｌ）。
坡积层（Ｑｄｌ）：块石、碎石质粉土，分布于高程

５２０ ｍ以上山坡部位，厚度一般＜５ ｍ。
坡崩积层（Ｑｄｌ＋ｃｏｌ）：孤石、块石、碎石夹粉土，主

要分布在高程 ５２０ ｍ 以下的平缓山坡部位，估计厚度

５ ～１０ ｍ。
2．3　工程开挖料

考虑到石料成本，应充分利用工程开挖料［４］ 。 坝

基、溢洪道及边坡等部位两岸地面开挖料主要为第四
系覆盖层、强风化长石石英砂岩夹粉砂质泥岩及弱风
化上带长石石英砂岩夹粉砂质泥岩。 溢洪道部位开挖
料可用于大坝上游盖重区、铺盖区的任意料和土料，其
他部位开挖料的第四系覆盖层、强风化长石石英砂岩
夹粉砂质泥岩本阶段均作为无用料考虑。 弱风化上带
长石石英砂岩夹粉砂质泥岩成分复杂，砂岩普遍具程
度不一的钙质溶失现象，泥岩多软化、泥化，分选困难，
无法做为混凝土骨料，但可做为次堆石区堆石料。

坝基河床部位冲积层主要为砂、卵砾石夹漂石、粉
砂、粉砂质粘土，其中卵砾石夹漂石主要为弱风化长石
石英砂岩，经分选后可作为混凝土骨料及堆石料使用，
细颗粒的砂、粉砂及粉砂质粘土泥质含量高，无法
使用。
地下洞室开挖料主要为长石石英砂岩和粉砂质泥

岩，弱风化新鲜的长石石英砂岩可做为混凝土骨料和
堆石料使用，微风化新鲜的粉砂质泥岩可用做次堆石
区的堆石料使用，全强风化岩体和弱风化的粉砂质泥
岩作为弃料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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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石料料源规划

3．1　工程用料情况
工程对各类料物用料需求情况参见表 １。 由表 １

可知：大坝主体需垫层料 １６．４１ 万 ｍ３ ，过渡料 ２０．５７
万 ｍ３ ，主堆石料 ３９０．３７ 万 ｍ３ ，次堆石料 ２３０．５６
万 ｍ３ ，排水体堆石料 ５５．６２ 万 ｍ３ ，盖重料 １７．９３
万 ｍ３ ；围堰需过渡料 ２．２５ 万 ｍ３ ，反滤料 ５．４８ 万 ｍ３ ，
堆石料 ６３．１０ 万 ｍ３ ；坝体及围堰共需块石护坡 ８．４５
万 ｍ３ ，混凝土 ４８．１１万 ｍ３ ，喷混凝土 Ｃ２０ ４．３９万 ｍ３ 。

3．2　料源规划原则
料场选择受料场储量、各填筑区工程量、开采单

价、运输单价及运距等多种条件制约［５］ ，不是一个单
纯的数量平衡问题。 要得到最优组合方案，应充分考
虑系统要素之间的关系，使整个工程的开采、运输和填
筑综合成本最低［６］ 。 根据水利工程施工相关规范［７］

并结合本工程实际情况，确定本工程的石料源规划原
则如下：

１）了解石料的需求、流域（或地区）的近期建设规
划、料源的状况，确定是建立流域或地区的石料生产基
地还是工程专用的料源系统［８］ 。

２）满足水工建筑物对骨料的各项质量要求，力求
满足各设计级配的需要，并有必要的富余量。 初查精
度的勘探储量，一般不少于设计需要量的 ３倍；详查精
度的勘探储量，一般不少于设计需要量的 ２倍［９］ 。

３）选用的料场，特别是主料场，应场地开阔，高程
适宜，储量大，质量好，可开采季节长，主辅料场应能兼
顾洪枯季节互为备用的要求。

４）选用的料场应可采率高，天然级配与设计级配
较为接近，人工骨料级配调整量少。 应充分考虑利用
工程弃碴的可能性。

５）料场附近有足够的回车和堆料场地，且占用农
田少，对现有生活、生产设施影响小。

４　石料源方案比选

4．1　石料源方案拟定
根据各备选料场的勘察及相关试验情况，并遵循

前文确定的料源规划，拟定以下 ３ 个石料源比选方案。
方案一：全部混凝土骨料（５２．４９ ×１０４ ｍ３ ）和全部

大坝垫层料（１６．４１ ×１０４ ｍ３）由哈欣石料场供应，全部
大坝主堆石料（３９０．３７ ×１０４ ｍ３ ）、次堆石料（２３０．５６ ×
１０４ ｍ３）、过渡料（２０．５７ ×１０４ ｍ３ ）、排水棱体料（５５．６２
×１０４ ｍ３）、块石护坡料（７．９４ ×１０４ ｍ３ ）及围堰反滤料

（５．５０ ×１０４ ｍ３ ）、块石护坡料（０．８０ ×１０４ ｍ３ ）由左岸
石料场供应，各料场开采量见表 ２。

表 2　方案一各石料场开采量 １０４ ｍ３　

料场 设计需要量 规划开采量

哈欣石料场 ８１ 圹．１０ １１３ 6．５４

左岸石料场 ６８４ 谮．９５
弱上 ２２１  ．９１
弱下 ４６３．０４

９５８ 6．９３

　　方案二：在方案一的基础上，全部大坝过渡料
（２０．５７ ×１０４ ｍ３ ）和部分排水棱体料（４０．００ ×１０４ ｍ３ ）
改由哈欣石料场提供，各料场开采量见表 ３。

表 3　方案二各石料场开采量 １０４ ｍ３　

料场 设计需要量 规划开采量

哈欣石料场 １３９ 耨．４０ １９５ 6．１６

左岸石料场 ６２６ 谮．６５
弱上 ２２１  ．９１
弱下 ４０４．７４

８７７ 6．３１

　　方案三：在方案二的基础上，全部排水棱体料
（５５．６２ ×１０４ ｍ３ ）改由哈欣石料场提供，各料场开采量
见表 ４。

表 4　方案三各石料场开采量 １０４ ｍ３　

料场 设计需要量 规划开采量

哈欣石料场 １５４ 耨．４４ ２１６ 6．２２

左岸石料场 ６１１ 谮．６１
弱上 ２２１  ．９１
弱下 ３８９．７０

８５６ 6．２５

4．2　石料料源规划方案比较
该工程的石料源方案比选是一个多目标决策问

题［１０］ ，对三个方案的料场开采料分别从剥采比、边坡
高度、坝料转存及运输费用等方面进行综合比较。
４．２．１　剥采比

各方案剥离料比较见表 ５。
表 5　各方案剥离料比较表 １０４ ｍ３　

项目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三

左岸石料场／
哈欣石料场

规划石料开采量

９６４  ．３３／
１１９．７５

８７５ N．９４／
２０３．１３

８７５ |．９４／
２２２．２０

剥

离

料

哈欣石料场 ５９ 7．２ ９６ e．０ １５２ *．５

左岸石料场 ２２０ 排．９ ＋３３．５ ２１１ 篌．９ ＋２２．９ ２０９ !．５ ＋１９．８

合计 ３１３ N．６ ３３０ |．８ ３８１ *．８

剥采比 ０  ．２９ ０ 8．３０ ０ f．３５

　　方案一哈欣石料场剥离料为 ５９．２ ×１０４ ｍ３ ，左岸
石料场剥离料为 ２５４．４ ×１０４ ｍ３，综合剥采比为 ０．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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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二哈欣石料场剥离料为 ９６．０ ×１０４ ｍ３ ，左岸石料
场剥离料为２３４．８ ×１０４ ｍ３ ，综合剥采比为０．３０。 方案
三哈欣石料场剥离料为 １５２．５ ×１０４ ｍ３ ，左岸石料场剥
离料为 ２２９．３ ×１０４ ｍ３ ，综合剥采比为 ０．３５。 可见，在
总开采量一致的情况下，哈欣石料场开采量越大，两个
料场总体剥离量就越大。 方案一与方案二因料场规划
开采量差别不大，因此剥采比差别不大，而方案三的剥
采比较大。 因此，从剥采比方面看，方案一、二较优。
４．２．２　边坡高度

各方案边坡高度比较见表 ６。
表 6　各方案边坡高度比较表 ｍ　

边坡最大高度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三

左岸石料场 １１０ 镲１００  ９０ 5
哈欣石料场 １５５ 镲１６０  １６０ K

　　方案一、二、三中两个石料场的边坡最大高度相差
均在 １０ ｍ以内，所以三个方案哈欣石料场和左岸石料
场边坡规模基本相当。 因此，从边坡安全方面看，三个
方案优劣相当。
４．２．３　坝料转存

因排水棱体料优先于次堆石料填筑，当排水棱体

料采用左岸石料场弱风化下限料源时，须把弱风化上
限有用料转存，各方案坝料转存比较见表 ７，表中坝料
转存费为相对方案一的转存费用。
方案一、二均须转存，方案三因排水棱体料来自哈

欣石料场不需转存。 因此，从转存运费方面看，方案三
较优。
４．２．４　运输费用

哈欣石料场坝料运距为 １３ ｋｍ，左岸石料场坝料
运距为 ４．５ ｋｍ，各方案运输费用比较见表 ８，表中坝料
运费为相对方案一的运费。
可见，物料从左岸石料场开采，运距条件优势明

显，方案一有着最短运输路径［１１］ 。 因此，从运输费用
方面看，方案一较优［１２］ 。

表 7　各方案坝料转存比较表

项目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三

左岸石料场弱上岩石

转存数量／自然方
坝上方／１０４ ｍ３ S

７９
坝上方 ８２ 贩．１

４２ 耨．１
坝上方 ４３．８

０ 儋

坝料转存费／万元 ０ 7－６４７ 6．６ －１３８８  ．２

表 8　各方案运输费用比较表

项目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三

坝料运距增加

／ｋｍ
左岸石料场运距 ４ 邋．５ ｋｍ
哈欣石料场运距 １３ ｋｍ

相比方案一，大坝过渡料及部分

排水棱体料（４０ 墘．００ ×１０４ ｍ３ ）
运距增加 ８．５ ｋｍ

相比方案一，大坝过渡料及全部

排水棱体料（５５ 抖．６２ ×１０４ ｍ３ ）
运距增加 ８．５ ｋｍ

坝料运费／万元 ０  ＋１ ２８７ 行．１ ＋１ ６１９ �．０

４．２．５　方案总投资

剥离料不仅造成石料资源的浪费，还需要额外运
输至弃渣场而增加运费。 综合前面几个方面的各方案
总投资比较见表 ９，表中“剥离料”指因剥离料产生的
运费，“坝料转存”指因弱上岩石转存产生的运费，“坝
料运费”指物料从石料场至施工面的运费。 表 ９ 中各
费用均为相对方案一的相对费用。

表 9　各方案投资相对差比较表 万元　

项目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三

剥离料 ０ 缮＋９０４ %．２ ＋３ ５８５ y．３

坝料转存 ０ 缮－６４７ %．６ －１ ３８８ y．２

坝料运费 ０ 缮＋１ ２８７ K．１ ＋１ ６１９ y．０

合计 ０ 缮＋１ ６７８ K．６ ＋４ ２７２ y．８

　　因方案三剥离料及坝料运距增加较多，方案三的
投资较方案一、方案二增加较多。 因此，从总投资方面
看，方案一、二较优。

4．3　石料源方案选定

再从工程风险角度考虑：哈欣石料场料源品质优
于左岸石料场，且排水棱体料质量要求高，左岸石料场
上部岩体质量保证性差，且较好的弱风化下带岩体埋
深较深。 通过各方面的综合考虑，石料料源规划方案
采用方案二：混凝土骨料、大坝垫层料、过渡料及大部
分排水棱体料来自哈欣石料场，大坝主次堆石料、块石
护坡、部分排水棱体料、围堰反滤料、块石护坡来自左
岸石料场。 方案二的工程各部位料源具体规划见
表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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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方案二各部位料源规划表 １０４ ｍ３　

项目
左岸石料场弱风化下带

及以下石料

左岸石料场弱

风化上带石料
哈欣石料场 天然砂砾料

工程开挖

弱风化料

工程开挖

土料

弃渣或

围堰回采

大坝

主堆石料 ５２６  ．０２

次堆石料 ３１０ e．６８

排水体料 ２０  ．９４ ５４ 谮．００

垫层料 ２４ 谮．６３

过渡料 ２７ 谮．７２

块石护坡 １０  ．２７

围堰

堆石料 ７８  ．９５

反滤料 ８ 篌．２５

过渡料 ３ 耨．３８

块石护坡 １ 篌．０３

其它

混凝土 ８８ 谮．９２

盖重料 ２３ ┅．１９

粘土料 ９ 侣．７８

合计 ５６６  ．５３ ３１０ e．６８ １９５ 痧．２７ ３ 耨．３８ ７８  ．９５ ９ 侣．７８ ２３ ┅．１９

注：表格内的工程量为考虑扩大系数后的规划量。

５　结　语

通过对案例工程周边 ２０ ｋｍ 进行地质调查，选定
了左岸石料场、哈欣石料场两个石料场及工程开挖料
作为该工程的石料来源。 根据案例工程的实际情况，
确定了该工程的石料源规划，并依据此原则拟定了 ３
个石料源比选方案。 选择剥采比、边坡安全、坝料转
存、坝料运输及工程总投资等 ５ 个方面作为石料源方
案比选的指标，按照这 ５ 个指标依次对 ３ 个方案进行
了技术经济综合比较，在经济性满足要求的条件下，综
合确定推荐石料源方案。 研究可为土石坝料源方案比
选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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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乌东德水电站右岸导流洞围岩中极薄～薄层大理岩化白云岩洞段占整个洞长 ６７％以上，在施工过程中洞内出现
了大量局部垮塌，给施工人员和设备带来重大威胁。 以右岸导流洞一垮塌洞段的典型断面为对象，借助数值分析方法和
工程实践经验对上述垮塌洞段的先钢筋拱支撑再回填混凝土方案和先回填混凝土后钢筋拱支撑方案进行对比分析。 分
析结果表明，前者优于后者，并得到现场实践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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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Supporting and Backfilling of the Extremely Thin and
Thin Layered Rock Masses in the Collapsed Section of
the Diversion Tunnel in Wudongde Hydropower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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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ｒ ｏｖｅｒ ６７％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ｌｅｎｇｔｈ ａｒｅ 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 ｔｈｉｎ ａｎｄ ｔｈｉｎ ｌａｙｅｒｅｄ ｍａｒｂｌｅｉｚｅｄ ｄｏｌｏｍｉｔｅ．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ｕｎｎｅｌ ｅｘｃａｖ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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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ｎｔ．Ａ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ｄ ｔｕｎｎｅｌ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ｉｓ ｔｈｕｓ ｓｔｕｄｉ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ａｃ-
ｔ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Ｔｗｏ ｓｃｈｅｍｅｓ， ｉ．ｅ．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ｓｔｅｅｌ ｂａｒ ａｒｃｈ ｆｉｒｓｔ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ｂａｃｋｆｉｌｌ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ｏｒ ｂａｃｋｆｉｌｌ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ｆｉｒｓｔ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ｓｔｅｅｌ ｂａｒ ａｒｃｈ， ａｒｅ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ｅｒ
ｏｎｅ ｉｓ ｓｕｐｅｒｉｏｒ ｔｏ ｔｈｅ ｌａｔｔｅｒ．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ｌｓｏ ｐｒｏｖｅｓ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ｃｈｅｍｅ．
Key words： Ｗｕｄｏｎｇｄｅ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ｄｉｖｅｒｓｉｏｎ ｔｕｎｎｅｌ； 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 ｔｈｉｎ ａｎｄ ｔｈｉｎ ｌａｙｅｒｅｄ ｒｏｃｋ ｍａｓｓ； ｓｔｅｅｌ ｂａｒ
ａｒｃｈ；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ｂａｃｋｆｉｌｌｉｎｇ

１　引　言
乌东德水电站［１］是金沙江下游河段 ４ 个梯级（乌

东德、白鹤滩、溪洛渡、向家坝）最上一级，其装机容量
１０ ２００ ＭＷ，多年平均发电量 ４０１．１ 亿 ｋＷ· ｈ，为一等
大Ⅰ型工程。 水电站枢纽工程主要由大坝、消能泄洪
洞、引水发电系统等建筑物组成。 其引水发电系统采
用地下厂房形式布置，左右岸各 ６ 台机组。 水电站采

用河床一次断流、围堰全年挡水、两岸导流隧洞导流的
施工导流方式；后期导流采用陆续投入运行的永久泄
水建筑物泄水。 水电站两岸共布置 ５ 条导流洞（左岸
１和 ２号导流洞、右岸 ３ ～５号导流洞，见图 １）。 １和 ２
号导流洞进口底板高程 ８１４ ｍ，出口高程 ８００ ｍ，洞身
呈城门洞型，净断面尺寸约 １８ ｍ ×２６ ｍ（宽×高）。 ３
和 ４ 号导流洞为低高程导流洞，进口底板高程为
８１２ ｍ，出口底板高程为 ８００ ｍ，净断面尺寸约 ２０ 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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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５ ｍ（宽×高）；５号导流洞为高高程导流洞，进口底
板高程为 ８３３ ｍ，出口高程为 ８２４ ｍ，净断面尺寸约
１５ ｍ×１９ ｍ（宽×高）。 导流洞洞线呈平行布置，轴线
间距为 ５０ ｍ，洞间岩柱宽度约 ３２ ～３５ ｍ。

图 1　乌东德水电站导流洞布置示意图［1］

根据文献［１ －２］的统计，右岸导流洞上游段地层
岩性主要为极薄 ～薄层大理岩化白云岩（层厚 １ ～
２ ｃｍ或３ ～７ ｍｍ，层间附１ ｍｍ千枚岩薄膜。 ３号导流
隧洞约为 ５５５ ｍ，占总长的 ６７％；４ 号导流隧洞约为
６９２ ｍ，占总长的 ７８％，５号导流隧洞约为 ９０２ ｍ，占总
长的 ８６％），围岩类别为Ⅳ类，局部地层岩性为厚层～
中厚层灰岩或白云岩，围岩类别为Ⅱ类。 由于此Ⅳ类
围岩在右岸导流洞段所占比重较大，施工阶段的围岩
出现了大量局部破坏（如塌方、掉块等），给施工安全
带来严重威胁。 其中，在右岸 ３ 号导流洞第一层的开
挖过程中，在该极薄的薄层岩体洞段曾发生大范围垮
塌（见图 ２）。 为避免该洞段在第二层开挖过程中继续
发生垮塌，相关参建方提出考虑对既有垮塌洞段采用
钢筋拱（见图 ３）支护并结合混凝土回填的方式对其进
行处理。

图 2　典型垮塌洞段及典型剖面示意图

图 3　支护回填所采用的钢筋拱
对于在层状岩体特别是极薄的薄层岩体中开挖的

洞室而言，其围岩破坏形式主要受地应力水平、岩体产
状与洞室开挖临空面组合关系的共同控制［３］ ，因此在
对既有的垮塌洞段进行加固时，既要考虑极薄的薄层
岩体的这种特殊性，又要考虑后续分层下挖过程中围
岩应力重分布可能给支护结构带来的增加荷载而事先

给其预留较大的安全裕度。 由于乌东德水电站导流洞
工程的地质条件较复杂，洞室尺寸也相对较大，对于这
些支护加固措施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很难以简单通过工

程经验来进行判断，因此需在定量计算的基础上结合
实际情况予以综合确定。 为此，本研究将以右岸导流
洞典型垮塌洞段的典型剖面（最大埋深处）为对象，借
助数值分析方法和相关工程实践经验对上述垮塌洞段

的支护回填方案进行对比分析，找出其共性，为导流洞
工程中同类型垮塌洞段的加固提供指导性意见，给其
它同类型地质条件下的洞室垮塌部位的加固提供借鉴

和参考。

２　计算方案
为对比不同工序下的垮塌洞段支护加固效果，数

值计算选取导流洞典型洞段建立数值计算模型 （见图
４），并设计了 ２种计算方案：

图 4　计算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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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一：先采用钢筋拱支撑后立模板再对垮塌区
域回填混凝土（见图 ５）。

图 5　先钢筋拱支撑再回填混凝土过程
方案二：先在垮塌区域回填混凝土后再进行钢筋

拱支撑（见图 ６）。

图 6　先回填混凝土再钢筋拱支撑支护过程

　　为对比不同支护方案的异同性，上述计算过程中

钢筋拱都采用相同的材料参数（弹模３０ ＧＭＰａ，泊松比
０．３），采用 Ｓｈｅｌｌ 单元［４］模拟 Ｕ 型钢筋拱（见图 ４ｂ）。
根据文献［１］，工程区地应力以自重应力为主，因此地

应力条件采用自重应力，该洞段埋深 ３６０ ｍ。 考虑薄
层岩体的结构以及带来的力学特性，岩体力学模型采

用遍布节理模型，该模型可以考虑层状岩体基质和层

面力学性质的差异，模型详情参见文献［４］。 其力学

参数根据数值计算反演选定，列于表 １。 同时为考虑

回填混凝土与垮塌部位围岩接触面的影响，设置了基

于 Ｍｏｈｒ－Ｃｏｕｌｏｍｂ 准则的接触面模型，其力学参数列

于表 ２。

表 1　岩体力学参数

E／ＧＰａ υ ψ／° σt ／ＭＰａ c／ＭＰａ φ／° cj ／ＭＰａ φj ／° dip／° dd／° ψj ／° σt
j ／ＭＰａ

１ k．８ ０ 鼢．３３ ８ 鞍．０ １ R．０ ２ 貂．０ ４５ 圹０ :．１ ２５  ７５ 妹９０ e６ 哪．０ ０ 晻．２

注：E为变形模量；υ为泊松比；c和φ、cj 和φj 分别为基质和层面的粘聚力和内摩擦角；σt 和σt
j 分别为基质和层面的抗拉强度；ψ和

ψj 为基质和层面的剪胀角；dip为层面倾角，dd为倾向。

表 2　混凝土／岩体接触面力学参数

kn ／ＭＰａ k２ ／ＭＰａ c／ＫＰａ φ／°

３００  ７０ M１２ ǐ．０ ２２ 5
注：kn 和 k２ 分别为接触面的法向刚度和剪切刚度。

３　计算结果对比分析

3．1　计算结果
分析上述两种支护回填方案的模拟结果可知，不

同工况下 ３号导流洞垮塌洞段的钢筋拱和围岩的力学
特性存在一定差异，具体说明如下：

１）方案一。 计算结果（图 ７）显示：在先采用钢筋
拱支撑再回填混凝土的方案下，导流洞垮塌回填区域
的钢筋拱在支撑回填结束后，Ｘ 方向弯矩最大可达
６９０ ｋＮ· ｍ左右（正号、下凹），主要位于钢筋拱中部，
其左下端也有分布，与其相距不远处为 Ｘ方向负弯矩
最大值，达 ４１０ ｋＮ· ｍ左右（负号、上凸），回填体与钢
筋拱接触区域（红线标出部位）的弯矩较小；其 Ｙ方向
弯矩最大可达 ６２０ ｋＮ· ｍ左右（正号、下凹），位于钢
筋拱左下端，可能是由于回填体的重力作用导致该处
弯矩较为集中，Ｙ方向负弯矩最大值达 １７０ ｋＮ· ｍ左
右（负号、上凸），在钢筋拱中部及两侧均有分布，但以
左下端（回填体与钢筋拱接触区域）最为集中，总体 Ｘ

向弯矩要大于 Ｙ向弯矩；此时其 Ｘ方向剪切力最大可
达 ７８０ ｋＮ左右（负号、Ｘ轴负向），位于钢筋拱中部及
左下端，两侧为正剪切力，达 ５２０ ｋＮ左右，回填体与钢
筋拱接触区域（红线标出部位）的剪切力较小，但是接
触区域下方剪切力要大于上方，约为 ４００ ｋＮ 左右（负
号、Ｘ轴负向）；其 Ｙ方向剪切力最大可达 １ １６０ ｋＮ左
右（负号、Ｙ轴负向），位于钢筋拱左下端，正剪应力也
主要分布在钢筋拱左下端，达 ７３０ ｋＮ左右，回填体与
钢筋拱接触区域（红线标出部位）的 Ｙ 方向剪切力相
对较小，但是接触区域下方剪切力要大于上方，这可能
是由于回填体的重力形成的下滑力在回填体最下端达

到最大值，造成 Ｙ 方向剪切力在此处的集中；总体来
讲，Ｙ向剪切力要大于 Ｘ向剪切力。
随着第 ２层开挖结束，围岩应力进一步调整，此时

Ｘ方向弯矩最大值位置基本相同，但是值有增大，正负
弯矩分别可达 ８１０ ｋＮ· ｍ、４３０ ｋＮ· ｍ左右，回填体与
钢筋拱接触区域（红线标出部位）的弯矩同样很小，但
是接触区域下方要大于上方；Ｙ 方向弯矩最大弯矩值
仍然出现在钢筋拱左下端，为正弯矩，但是值比第一层
开挖后减小，而负弯矩出现在钢筋拱右下端，值增大；
Ｘ方向剪切力最大值仍然出现在钢筋拱中部及左下
端，为负剪切力，相比第一层开挖后增大，而 Ｙ方向正
负剪切力最大值均出现在钢筋拱左下端，值相比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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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开挖后有减小。
对比回填支护工作完成后（图 ７ａ）和第 ２ 层开挖

结束后（图 ７ｂ）的钢筋拱与围岩力学行为可知，该方案
下，在回填支护工作完成后，钢筋拱主要承受的是回填
体的下滑、坠力；在第 ２ 层开挖结束后，钢筋拱主要承

受回填体的下滑、坠力与围岩应力重分布变形带来的
压力的合力。 支护回填后的围岩变形与第 ２层开挖完
成后的围岩变形和分布范围相近，说明钢筋拱由于其
刚度较大，控制围岩变形的作用较为明显。

图 7　先钢筋拱支撑再回填混凝土方案的围岩力学特性
　　２）方案二。 计算结果（图 ８）显示：在先采用回填
混凝土再支撑钢筋拱的方案下，３ 号导流洞垮塌回填
区域的钢筋拱在支撑回填结束后，Ｘ方向弯矩最大可
达 １ ２６０ ｋＮ· ｍ左右（正号、下凹），位于钢筋拱中部，
与其相距不远处为 Ｘ 方向负弯矩最大值， 达
１ １００ ｋＮ· ｍ左右（负号、上凸），回填体与钢筋拱接触
区域（红线标出部位）的弯矩较小；其 Ｙ方向弯矩最大
可达 ５１０ ｋＮ· ｍ左右（正号、下凹），位于钢筋拱中部，

与其相距不远处为 Ｙ 方向负弯矩最大值， 达
４４０ ｋＮ· ｍ左右（负号、上凸），回填体与钢筋拱接触
区域（红线标出部位）的弯矩较小，Ｘ向弯矩要大于 Ｙ
向弯矩。 此时其 Ｘ方向剪切力最大可达 ２ ４３０ ｋＮ左
右（负号、Ｘ轴负向，如图 ８ 所示），位于钢筋拱中部，
两侧为正剪切力，达 １ ３３４ ｋＮ 左右，回填体与钢筋拱
接触区域（红线标出部位）的剪切力较小，最大值为接
触区域下方，约为 １ ５００ ｋＮ左右（负号、Ｘ轴负向）；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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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方向剪切力最大可达 ７１０ ｋＮ 左右（负号、Ｘ 轴负
向），位于钢筋拱右侧，正剪应力在钢筋拱中部、两侧
均有分布，达 ３５０ ｋＮ左右，回填体与钢筋拱接触区域
（红线标出部位）的 Ｙ方向剪切力较小，这可能是由于
回填体的重力形成的下滑力在回填体最下端达到最大

值，造成 Ｙ 方向剪切力在此处的集中。 总体来讲，Ｙ
向剪切力要远小于 Ｘ向剪切力。
随着第 ２ 层开挖结束，围岩应力进一步调整， 此

时 Ｘ方向弯矩最大值位置基本相同，但是值有减小，
正负弯矩分别可达 １ ２２０ ｋＮ· ｍ、１ ０７０ ｋＮ· ｍ左右，
回填体与钢筋拱接触区域（红线标出部位）的弯矩同

样很小；Ｙ方向弯矩、Ｘ 方向剪切力、Ｙ 方向剪切力规
律也相同，最大弯矩位置相同，三者的值均有所减小。
对比回填支护工作完成后（图 ８ａ）和第 ２ 层开挖

结束后（图 ８ｂ）的钢筋拱与围岩力学行为可知，该方案
下，在回填支护工作完成后，钢筋拱主要承受的是回填
体的下滑、坠力；在第 ２ 层开挖结束后，钢筋拱主要承
受回填体的下滑、坠力与围岩应力重分布变形带来的
压力的合力。 支护回填后的围岩变形与第 ２层开挖完
成后的围岩变形和分布范围相近，说明钢筋拱由于其
刚度较大，控制围岩变形的作用较为明显。

图 8　先回填混凝土后钢筋拱支撑方案的围岩力学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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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支护结构受力对比
表 ３为两种方案下钢筋拱在第 １ 层开挖支护和第

２层开挖支护完成的过程中出现的最大受力结果对
比。 从表 ３中可以看出，两种方案下钢筋拱最大截面
应力都要小于钢筋拱所采用的 Ｑ２３５ 钢材的屈服强度
２１５ ＭＰａ，但是方案一明显具有更多的安全富余。 显
然，对垮塌洞段的支护回填加固，从结构单元受力来
说，方案一即先钢筋拱支撑后混凝土回填方案要优于
方案二即先混凝土回填后钢筋拱支撑方案。 之所以出
现这种局面，是因为采用钢筋拱先进行支撑，回填体的
初始滑动变形被抑制住，下滑力较小，对钢筋拱所施加
的外力要更小一些。

表 3　方案一和方案二的钢筋拱受力对比

项目
Mｍａｘ

／（Ｎ· ｍ）
Q ｍａｘ
／Ｎ

σｍａｘ
／ＭＰａ 备注

方案一 ７８０  １ ２６０ 父１１７  

方案二 １ ２６０ D２ ４３０ 父１８９  

σｍａｘ ＝Mｍａｘ ／Ｗ［５］

σｍａｘ ＝Qｍａｘ ／Ａ［５］

取两者大值

注：和分别为支护结构的最大弯矩和最大剪切力；为支护结构
的最大截面应力；为截面抵抗矩，为截面面积。

４　现场实施效果验证
在实际支护回填过程中，采用了先支护后回填方

案，开挖完毕和衬砌结束后至今为止支护回填洞段未
出现明显的衬砌裂缝，实施后效果良好（见图 ９）。

图 9　先支护后回填实施效果现场证明

５　结　语
本文基于数值仿真手段对乌东德水电站导流洞极

薄的薄层岩体垮塌洞段支护回填方式进行了研究，得
出以下结论和建议：

１）钢筋拱作为一种被动支护方式，以往在控制软
岩巷道变形中采用较多，效果较好。 原因在于软岩变

形较大且具有时效性，会使得围岩很容易与钢筋拱完
全贴合，发挥效应。 从本研究可以看出，钢筋拱结合回
填混凝土的手段来控制垮塌洞段围岩变形也是可行

的，原因在于高质量的混凝土回填可以确保围岩始终
与支护结构紧密贴合在一起，充分发挥钢筋拱刚度相
对较大、抵抗变形能力相对较强的特点；此外由于其在
现场的焊接成型较容易，因而施工质量更易保证，可以
更有效确保其与围岩的紧密贴合，发挥支护效果；

２）从计算结果来看，典型断面（埋深最大处）钢筋
拱所受应力水平并未超过材料本身的设计强度。 但由
于导流洞跨度较大，钢筋拱自身直径小，为一种细长型
构件，其在围岩应力重分布或回填体自重作用下有可
能产生因过大变形带来的“压杆稳定”问题。 为避免
这种情况的发生，除钢筋拱自身的强度和刚度应保证
外，尚应在钢筋拱之间建立刚性连接，并与混凝土挂网
喷锚相结合与围岩间建立刚性连接；在围岩条件较差
的洞段，尚应在钢筋拱顶部增加斜支撑以进一步增加
其刚度，确保钢筋拱能承受大面积垮塌体的重力而不
产生构件失稳；

３）从方案实施后的围岩力学行为和施工方便性
的角度来看，先钢筋拱支撑再回填混凝土的方案更优。
实践中，钢筋拱即可作为钢模板的临时支撑结构，在混
凝土浇筑回填结束后，无需拆除，可作为围岩的永久支
护措施，但必须确保回填质量并使得回填混凝土与钢
筋拱和围岩紧密接触；

４）垮塌洞段的加固采用了先钢筋拱支护后混凝
土回填方案，该洞段开挖完毕和衬砌结束后至今为止
支护回填洞段未出现明显的衬砌裂缝，实施后效果良
好，这表明该方案可作为导流洞工程中同类型垮塌洞
段的最终加固方案，亦能给其它同类型地质条件下的
洞室垮塌部位的加固提供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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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家坝升船机下闸首工作闸门安装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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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向家坝升船机下闸首工作闸门为下沉式平面定轮闸门，尺寸及重量很大，结构及安装工艺复杂，且门体上布置有
机械设备。 综述下闸首工作闸门安装技术，重点介绍了闸门运输、吊装、焊接及涂装等关键安装工艺，并分析总结了闸门
安装中的难点及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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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allation Technology for the Lower Head Working Gate in Xiangjiaba Ship Li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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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ｈｅａｄ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ａｔｅ ｉｎ Ｘｉａｎｇｊｉａｂａ Ｓｈｉｐ ｌｉｆｔ ｉｓ ａ ｓｕｎｋｅｎ-ｔｙｐｅ ｆｉｘｅｄ-ｗｈｅｅｌ ｐｌａｎｅ ｇａｔｅ．Ｄｕｅ ｔｏ ｉｔｓ ｔｒｅ-
ｍｅｎｄｏｕｓ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ｗｅｉｇｈｔ，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ａｒｒａｎｇ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ｇａｔｅ， ｉｎｓｔａｌ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ｇａｔｅ ｉｓ ｔｈｕｓ ｒａｔｈｅｒ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Ｔｈｅ ｉｎｓｔａｌｌ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ｈｅａｄ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ａｔｅ ｉｓ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ｉｎ ｄｅｔａｉｌ， ｉｎ-
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ａｔｅ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ｈｏｉｓｔｉｎｇ， ｗｅｌ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ａｉｎｔｉｎｇ．Ｔｈ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ｇａｔｅ ｉｎｓｔａｌｌ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ｄ， ｗｈｉｃｈ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ｕｓｅｆｕ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Key words： ｓｈｉｐ ｌｉｆｔ；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ａｔｅ； ｉｎｓｔａｌｌ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向家坝升船机下闸首工作闸门布置在下闸首的起
始端，是升船机船厢室的下游挡水设施，闸门型式为下
沉式平面定轮闸门，工作时闸门处于悬吊挡水状态。
闸门有水启闭，启闭机采用双吊点液压启闭机。 为保
证工作闸门在长期挡水状态下的安全，在闸门上部两
侧设置液压穿销锁定装置。 与其它挡水闸门不同的
是，向家坝升船机闸首工作闸门上还布置了通航闸门、

对接密封装置、对接充泄水系统等设备，以实现各项
功能［１］ 。
工作闸门高度 １８．２５ ｍ，设计水头 １７．８０ ｍ，主支

承跨度 １９．８０ ｍ，主要由门叶结构、支承装置、水封装
置、门槽埋件、锁定装置等部分组成。 闸门共分 ４节制
造和运输，各分节参数详见表 １。

表 1　下闸首工作闸门各分节参数

序号 名称 外形尺寸 估重／ｔ
１ ~第一节门叶（含支承装置、锁定装置、液压系统阀台和对接密封装置及附件） ２０  ．４４ ｍ×４．２８９ ｍ×７．３ ｍ １４６ 2
２ ~第二节门叶（含支承装置、液压系统泵站、对接充泄水系统及附件） ２０  ．４４ ｍ×４．２８９ ｍ×３．５ ｍ １００ 2
３ ~第三节门叶（含支承装置及附件） ２０  ．４４ ｍ×４．２８９ ｍ×３．６ ｍ ８１  
４ ~第四节门叶（含支承装置及附件） ２０  ．４４ ｍ×４．２８９ ｍ×３．８５ ｍ ９０  
５ ~通航闸门及启闭设备（含缸旁阀组） １２  ．９８ ｍ×０．９５２ ｍ×４．６３ ｍ ２７  
６ ~对接密封装置 ２４  
７ ~对接充泄水装置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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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安装工艺

1．1　安装流程图
安装流程图见图 １。

图 １　安装流程图

1．2　准备工作

１）下闸首底板道路、高程 ２９６ ｍ 道路畅通，满足
过车要求，相关干扰设施全部移出。

２）在门槽左、右两端底坎的中心位置，各放置 １
个 １．３５ ｍ×０．９ ｍ×０．７ ｍ（长×高×宽）的钢支墩，２
个支墩表面水平度≤２ ｍｍ。 钢支墩在后期门体完成
安装后，利用倒链配合门机将其吊出门槽。

３）清理干净下闸首门槽左侧 ２９６ ｍ 平台上的工
具房、转梯、电缆沟内杂物，在电缆沟内支垫钢支墩，然

后在该部位铺垫３２０ ｔ履带吊底铺钢平台，钢平台采用
油管沟内铺垫钢支墩垫平 ＋地面铺垫钢制平台板
形式。

４）在下闸首防撞底槛斜坡（高 １．５ ｍ，坡度 ４５°）
部位搭设临时交通桥（桥面宽４ ～６ ｍ，长２２ ～２５ ｍ，坡
度不大于 ５°，见图 ２），以满足门体分节运输进场。 门
体分节最大自重 １４６ ｔ，１５０ ｔ平板车自重约 ８０ ｔ，故交
通桥设计最大荷载不低于 ２３０ ｔ。

图 2　下闸首防撞底槛斜坡临时交通桥示意图
　　５）下闸首上游侧 ４ ～５ 号检修门转放至下游侧 １
～２ 号检修门位叠放， ４ ～５ 号门体露出门槽上部结构
视门体稳定性，可在下游侧采用临时支撑固定，当工作
闸门全部入槽后恢复原位。

1．3　工作闸门运输

１．３．１　影响运输方案选择的因素
下闸首工作闸门分 ４ 节制造，在左岸重件码头卸

车后，采用平板车运输至安装现场。 现场运输方案选
择主要考虑如下因素：

１）左岸缺口坝段左非 ６ 下游防洪墙预留门洞为
城门洞型，宽 ７．００ ｍ，高 ４．９３６ ｍ，穹顶高 ２．０６４ ｍ，总
高度 ７．００ ｍ，工作闸门第 １ 分节尺寸为 ２０．４４ ｍ ×
４．２８９ ｍ×７．３ ｍ，无法通过此门洞，采取何种方式通
过防洪墙是选择方案时必须考虑的因素之一。

２）门体外形长度超过２０ｍ，单节重量大，现场运输
需考虑与沿途建筑物尺寸干扰情况。

３）运输中工作闸门门体要多次吊装、翻身等，从
经济角度考虑，方案的选择应尽量减少设备使用次数，
以控制成本。
经过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现场同时采取两种运输

方案，两种方案主要区别在于是否翻越高程 ３００ ｍ防
洪墙。

１．３．２　门体 １分节运输

１）采用 １５０ ｔ平板车运输，门体卧运，过程如下：
左岸重件码头→金沙江大桥→左岸进场公路→进

场交通洞→高层 ２８０ ｍ 回车场→门体 １ 分节翻身、卸
车→翻越▽ ３００ｍ防洪墙→下闸首航槽底板→下闸首
８０ ｔ门机卸车。

２）门体 １分节运输的难点在于如何翻越３００ ｍ防
洪墙，其过程如下：

①门体 １ 分节在 ２８０ ｍ 回车场翻身、卸车过程。
在门体下游３００ ｍ防洪墙上利用 ３２０ ｔ履带吊主起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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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体上游侧利用２２０ ｔ溜尾，双机配合抬吊分节１起吊
脱离平板车，平板车退出后，双机抬吊完成分节 １翻身

下放至地面，见图 ３。 平板车退出后然后移至 ３００ ｍ
防洪墙下游侧二次装车位置。

图 ３　工作闸门分节 １在 ２８０ m回车场卸车翻身布置图
　　②门体 １ 分节翻越防洪墙过程。 门体完成翻身
后，利用 ３２０ ｔ 转吊至 ３００ ｍ 防洪墙上顺水流方向摆
放，然后 ３２０ ｔ视大坝下游侧 １５０ ｔ平板车实际停车位
置向下游行走 １０ ～２０ ｍ（视实际工况确定 ３２０ ｔ 完成
门体翻身后是否直接带门体行走），起吊门体顺时针
旋转下放到坝下１５０ ｔ平板车上立放，四周利用倒链及
缆风绳捆绑固定。
１．３．３　门体 ２ ～４分节运输

门体 ２ ～４分节采用１５０ ｔ平板车运输，门体立运，
过程如下：左岸重件码头→金沙江大桥→左岸进场公
路→进场交通洞→三期下基坑道路→下闸首航槽底板

→在 ３２０ ｔ履带吊工作范围内进行卸车（３２０ ｔ 布置在
下闸首 ２９６左侧）。

1．4　工作闸门吊装

在现场实际过程中，工作闸门运输和吊装过程是
连续完成的，根据闸门各分节吊装重量、落入门槽深度

及运输方案等不同，吊装方案也分为两种情况。

１．４．１　门体 １分节吊装就位

１）门体 １分节完成翻越防洪墙后，受道路狭窄限
制，３２０ ｔ履带吊无法直接开至下闸首左侧，需将其拆
分并转运至下闸首左侧吊装位再进行重新拼装。

２）３２０ ｔ履带吊拼装完成后，由其单机转吊门体 １
分节至跨航槽位置摆放，见图 ４。

３）下闸首 ２ ×８０ ｔ门机行走至门体 １ 分节跨航槽
位置，利用门机主钩起吊门体脱离地面 １ ～２ ｍ高度，
待门体稳定后门机带 １ 分节慢速行走至门槽处，使门
体垂直水流的轴线中心与门槽轴线中心基本重合，然
后吊装门体 １分节入槽就位。

１．４．２　门体 ２ ～４分节吊装就位

门体 ４、３、２分节立运至下闸首 ３２０ ｔ履带吊工作
范围内，不需要翻身，直接采用 ３２０ ｔ履带吊依次吊装
入槽就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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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门体 １分节旋转至跨航槽过程
１．４．３　注意事项

１）受 ３２０ ｔ履带吊起重能力限制，３２０ ｔ 吊装分节
１至跨航槽摆放状态时，门体中心线向左岸偏离门机
中心线约 ０．４ ｍ，当 ８０ ｔ门体起吊门体脱离地面时，受
偏心影响，门体会产生一个约 ７ ｔ 的向右岸摆动力，故
在门机吊装门体时，需在门体右岸利用 ２ 个 １０ ｔ倒链
进行辅助牵引，配合门机吊装。

２）吊装入槽前，门体 １ 分节需割除门体下部 ４ 个
出厂吊耳（上部 ４个保留用于 ３２０ ｔ吊装，待门体吊装
至 ２９６ ｍ平台后拆除），同时焊接 ４个门机吊装用 ５０ ｔ
吊耳；门体 ２ －４节每节需割除 ８ 个出厂大吊耳，并重
新在门体顶部重新焊接吊耳 ４个。

３）入槽过程中，检查门体支承、侧轮和主轮应无
卡阻现象，侧轮和主轮转动灵活。

1．5　门叶结构安装

１）在门槽底部四周墙壁上测放门体安装中心线
并做醒目、清晰的标记刻画线。

２）在门体分节 ４ 的下部四周面板上标记出门体
安装纵横向中心线（以门体厂拼定位标记线为准）。

３）门体分节 ４ 吊装入槽后缓放至底部钢支墩顶
部约 １０ ｍｍ高度处暂停下放，施工人员根据定位线调
整确定门体落放位置（门体定位线与门槽四周测放定
位线偏差不大于 １ ｍｍ），然后缓放门体下落至钢支墩
上就位。

４）复查并调整门体分节 ４ 安装位置偏差不大于

１ ｍｍ，然后 ３２０ ｔ摘钩。
５）调整门体分节 １ 下游面板不锈钢工作面共面

度偏差不大于 １ ｍｍ，然后进行分节 ３吊装。
６）重复分节４入槽过程完成分节 ３入槽。 当分节

３吊装入槽后缓放至分节 ４顶部约 １０ ｍｍ高度处暂停
下放，施工人员调整分节 ３ 与分节 ４ 出厂拼装定位标
记线重合，然后缓放分节 ３下落至分节 ４上就位，就位
过程中门体定位如出现较小偏差，利用 ５０ｔ 千斤顶进
行调整定位，然后将门体分节间定位销安装就位，锁紧
节间螺栓，完成分节 ３与分节 ４的初步拼装定位。

７）重复步骤 １ ～５ 完成分节 ２ 与分节 １ 的吊装
就位。

８）当 ４节门体吊装就位完成初步组装后，进行施
工平台搭设，施工平台搭设完毕并通过验收投运后，进
行门体整体拼装调整。

９）门体调整：采用 ４台 ５０ ｔ 千斤顶将 ４ 节门体调
整至出厂大拼标记线全部重合；然后采用“挂垂线 ＋
钢板尺”的方法调整门体各工作面精度，调整后确保
面板错牙≤２ ｍｍ（止水面错牙≤１ ｍｍ），门体节间法
兰面间隙≤２ ｍｍ；最后，进行节间连接螺栓的拧紧，分
两次紧固，每次从中间位置开始，对称向门体的两端延
伸，螺栓紧固过程实时监控各工作面的共面度变化，确
保各项指标在设计范围内。 门体拼装质量验收合格后
方可开始节间缝焊接施工。

1．6　门叶节间焊缝焊接

１）门叶节间焊缝共 ３ 条，布置在门叶下游面板的
节间。 焊缝为水密缝，不做无损检测，按二类焊缝工艺
要求施焊和外观检查。

２）门叶面板材质为 ０Ｃｒ１９Ｎｉ１０ＮｂＮ和 Ｑ２３５Ｂ两种
规格，采用手工电弧焊焊接。 材质 Ｑ２３５Ｂ 选用 Ｅ５０１５
型 （ Ｊ５０７ ） 焊 条， 焊 条 直 径 矱 ３．２ ｍｍ； 材 质
０Ｃｒ１９Ｎｉ１０ＮｂＮ选用 Ｅ３４７ －１６ 型（Ａ１３２）焊条，焊条直
径矱３．２ ｍｍ。

３）焊前清理干净焊缝坡口及两侧各 ２００ ｍｍ范围
内的油、水、漆、锈等杂质，并露出金属光泽。 焊接时尽
量采用小电流及短弧，盖面必须与母材圆滑过渡。

４）焊接时，由２名或４ 名焊工对称施焊，从面板中
心向两边分段退步焊。

５）焊接过程中，采用挂垂线法实时监控工作面的
共面度，当共面度安装精度变化值大于 ０．５ ｍｍ时，应
暂停焊接施工，据实调整焊接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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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焊接完成后，清理干净焊缝表面的飞溅、熔渣
等，按表 ２要求进行 １００％外观检查，并做好记录。

表 2　焊缝外观质量要求

序号 项目 允许缺陷尺寸

１ O裂纹 不允许

２ O表面夹渣 不允许

３ O咬边

深度≤０  ．５ ｍｍ；连续咬边长度≤焊缝总

长 １０％，且≤１００；两侧咬边累计长度≤

焊缝总长 １５％；角焊缝≤２０％

４ O表面气孔
直径≤１  ．０ ｍｍ的气孔每米范围内允许
３个，间距≥２０

５ O焊缝余高 打磨到与面板表面平齐（ ±０ .．５ ｍｍ）

２　防腐涂装
涂装范围：安装焊缝两侧各 １００ ｍｍ范围；设备安

装运输中涂层损伤处；设备表面最后一道面漆（不锈
钢表面除外），其中通航闸门对应隐蔽部位（即通航闸
门厚度方向的底部及两边侧部位）防腐需在通航闸门
吊装前完成。
局部表面处理采用手工电动工具除锈，应达到 Ｓｔ３

级标准；最终一道面漆涂装前，应用脱脂剂和干燥的压
缩空气，将涂装表面的油渍、浮尘等污物清除干净；当
空气相对湿度超过 ８５％，钢材表面温度低于露点以上
３℃时，不得进行表面预处理。

工作闸门涂装要求见表 ３。

表 3　涂装要求

名称 品种 涂料名称 干膜厚 颜色

安装焊缝或局部损伤处

（不锈钢板表面除外）

底层 环氧富锌漆 ２道 １００ μｍ －

中间漆 环氧云铁漆 ２道 １００ μｍ －

面漆 氟碳涂料 ２道 ６０ ～８０ μｍ 同制作

设备最后一道面漆（不锈钢板表面除外） 面漆 氟碳涂料 １道 ３０ ～４０ μｍ 同制作

３　质量保证措施
１）编制并发布枟向家坝升船机上、下闸首金属结

构与机械设备安装质量检测及质量等级评定标准枠
（试行），并严格执行。

２）进行详细的技术交底，严格按照审批的施工方
案进行施工。

３）严格执行“三检制”， 强化对施工过程的控制，
上道工序未检验合格，不得进行下道工序施工，实行质
量责任制，层层落实工序质量责任人。

４）安装过程中，定期对测量仪器和工具进行检
查，确保测量仪器、工具准确，精度满足施工要求。

４　技术难点、创新
下闸首工作闸门长度达 ２０ 多米，尺寸、重量大，

主要的技术难点、创新如下：
１）闸门结构复杂，制造阶段就要考虑运输、安装

难题，对制造质量要求高。 门体分为 ４ 节制造，门体上
还设置通航闸门等机械设备，除了一般的质量措施外，
制造验收时首先进行 ４ 节门叶整体拼装，组织验收合
格后，顶节门叶再与通航门及其启闭机进行厂内拼装、

联调联试，确保接口关系，保证出厂质量［２］ 。
２）升船机运行时，闸首工作闸门需与船厢上的厢

头门进行对接，二者之间的接口关系很重要。 为此，安
装时应保证闸门和船厢安装测量基准一致。

３）门体外形尺寸大，单节重量重，现场运输困难。
特别是顶节门叶，受沿途建筑物尺寸限制，从重件码头
需经历 ３次翻身才能运抵门槽位置；运输过程中，受左
非坝段下游防洪墙预留门洞尺寸限制，不能直接进入
三期基坑，需运至 ２８０ ｍ 回车场，由 ２２０ ｔ汽车吊配合
３２０ｔ履带吊进行翻身，再通过布置在 ３００ ｍ 防洪墙上
的３２０ ｔ履带吊起吊跨过防洪墙，然后运抵下闸首航槽
底板。

４）顶节门叶本身重达 １２０ ｔ，加上附件、吊具等约
１４５ ｔ，吊装就位难度大。 顶节门叶运至航槽底板后，
用下闸首 ２ ×８０ ｔ 门机卸车至航槽底板存放，再用
３２０ ｔ履带吊单机转吊门体分节至 ２９６ｍ跨航槽位置摆
放，然后利用 ２ ×８０ ｔ门机吊起门体行走至门槽处，缓
慢入槽。 过程中设备需更换几次，受空间限制，起吊设
备布置的位置受限，接近于极限起吊能力，大大地增加
了风险和难度。

（下转第 ３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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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乌东德水电站是一座总装机容量为 １０ ２００ ＭＷ的大型电站，是“西电东送”的骨干电源之一，在电力系统中有重
要的地位，对厂用电系统设计的要求很高。 电站机组单机容量大，设备分布广，为了提高系统的可靠性和灵活性，需在前
期充分考虑、仔细计算、留有适当余量；随着工程实施中各方案的变更而适时调整设计，并做好后续设备选型、采购、安
装、实验等相关工作，以确保厂用电系统的稳定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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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东德水电站位于四川省会东县和云南省禄劝县
接壤的金沙江峡谷段，是一座以发电为主，兼有防洪、
改善下游航运和发展库区通航等综合效益的巨型水电

站。 乌东德水电站工程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通过国
家核准，２０１５年 １２月 ２４ 日主体工程正式开工。 预计
２０２０年 ８月，电站首批机组投产发电；２０２２ 年 ２月，工
程完工。 乌东德电站是国内已建和在建的第四大电
站、世界已建和在建的第七大水电站，左右岸各 ６ 台
８５０ ＭＷ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 １０ ２００ ＭＷ，多年
平均发电量 ３９２．６亿 ｋＷ· ｈ。 乌东德水电站作为“西
电东送”骨干电源之一的巨型水电站，其厂用电系统
的设计以可靠性、灵活性和稳定性为主。

１　电站概况

1．1　枢纽布置及主要建筑物

乌东德水电站由大坝、泄洪洞、导流洞、引水发电
系统等组成。 大坝为混凝土双曲拱坝，坝身设置 ５ 个
表孔、６个中孔泄洪，坝后采用天然水垫塘消能。 泄洪
洞共 ３条，均于左岸靠山侧布置。 泄洪洞出口采用挑
流消能，鼻坎下游设置护底人工水垫塘消能。 电站厂
房采用两岸各布置 ６ 台机组的地下式厂房，其主要包
含：岸塔式进水口，主厂房、主变洞和尾水调压室。 电
站控制楼布置在右岸坝肩附近的 Ｋ２５溶洞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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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电气主接线

乌东德水电站的电气主接线为：左、右岸电站的发
电机与变压器的组合方式均为单元接线，装设发电机
出口断路器。 左、右岸电站 ５００ ｋＶ 均为 ５ 串 ３／２ 接
线，３ 回出线向系统供电，１ 回出线备用。 左岸电站 ３
回出线送往云南电网，右岸电站 ３ 回出线送往南方
电网。

２　厂用电供电范围与负荷容量

2．1　枢纽主体建筑物供电

乌东德水电站厂用电系统的供电范围主要为枢纽

主体建筑物内相关设施。 供电范围主要包括：
１）电站地下厂房机组用电；
２）电站地下厂房油、气、水、空调等公用设施

用电；
３）电站地下厂房检修设备用电；
４）电站出线场、进水口、尾水出口用电设施用电；
５）主体建筑物的照明用电；
６）大坝泄洪设施用电。

2．2　坝区其他设施供电

乌东德水电站厂用电系统除向上述设施供电外，
还应包括坝区其他永久用电设施的供电。 这些永久用
电设施主要包括：

１）管理营地用电；
２）左、右岸永久水厂用电；
３）左、右岸场内永久公路隧道用电等。

2．3　负荷容量

经综合分析统计，左岸或右岸单个电站供电的最
大用电负荷约 １８ ９３９ ｋＶ· Ａ。 其中：单个电站供电枢
纽主体建筑物的用电负荷约 １５ ５５５ ｋＶ· Ａ；坝区其他
部位永久用电设施的供电容量，左、右岸电站各考虑预
留约 ３ ３８３ ｋＶ· Ａ，各考虑预留多回 １０ ｋＶ 备用回路
供电。

３　厂用电接线

3．1　厂用电源

乌东德水电站厂用电源应具有高的可靠性、灵活
性和稳定性。 为此，除了设置高可靠性的工作电源外，
还应设置可靠的备用电源和保安电源。 乌东德水电站
厂用电源设置如下：

１）主供电源取自主变低压侧，其在机组运行时能
够提供高可靠性的供电电源，当机组停机时，还能从系
统倒送厂用电，也能保证供电电源的可靠性。

２）备用电源取自施工电源和对岸电厂。 施工变
电站电源取自地方电网，与电站 ５００ ｋＶ系统没有直接
的关联性。 当电站厂用电源不能从机端及 ５００ ｋＶ系
统倒送电时，施工变电站可以为电站提供备用电源。

３）保安电源取自柴油发电机。 如果电力系统发
生大面积停电事故，可能造成电站厂用电系统工作电
源和备用电源同时失去，为了确保大坝泄洪及电站安
全，保证泄洪设施操作，在泄洪坝设置柴油发电机组作
为保安电源。

3．2　厂用电供电电压等级

乌东德水电站设备分布广，供电负荷大。 除电站
厂内设备用电外，厂外负荷的供电距离较长，应采用二
级电压供电。 综合厂用电动机容量和施工变电站的电
压等级，厂用电系统高压采用 １０ｋＶ。 因此，电站厂用
电系统采用 １０ ｋＶ和 ０．４ ｋＶ两级电压供电。

3．3　中性点接地方式

乌东德水电站枢纽范围大，负荷分布广，１０ ｋＶ馈
电系统电缆较多，单相接地故障电容电流较大。 初步
估计，左岸电站总馈电电缆约 １９ ｋｍ，总电容电流约
１９ Ａ；右岸电站总馈电电缆约 １４ ｋｍ，总电容电流约
１４ Ａ。 根据枟交流电气装置的过电压保护和绝缘配合
设计规范枠中的规定：“不直接连接发电机、由电缆线
路构成的 ６２０ ｋＶ系统，当单相接地故障电容电流不大
于 １０ Ａ时，可采用中性点不接地方式；当大于 １０ Ａ又
需在接地故障条件下运行时，宜采用中性点谐振接地
方式。”
当乌东德水电站 １０ ｋＶ厂用电正常分段运行时，

系统接地故障电容电流不大于 １０ Ａ，当两段母线联络
运行时，单相接地故障电容电流可能大于 １０ Ａ，可能
需要采用谐振接地。 另一方面，乌东德水电站 １０ ｋＶ
厂用电系统配置有微机选型保护装置，可以在短时间
内准确及时反映故障线路，就可以尽快切除接地故障
线路，这种情况下，也可以考虑不接地运行。 因而，现
阶段 １０ ｋＶ系统中性点暂按不接地方式考虑，工程设
计中预留谐振接地设备的布置位置。

3．4　10 ｋＶ高压厂用电设计接线
乌东德水电站共设四个 １０ ｋＶ 配电室。 左、右岸

副厂房各一个厂内 １０ ｋＶ 配电室，主要为厂内相关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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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供电。 在大坝坝顶布置一个大坝左岸 １０ ｋＶ 配电
室，主要为左岸的进水口和泄洪洞等相关设备供电。
在电站控制楼 Ｋ２５溶洞内布置一个大坝右岸 １０ ｋＶ配
电室，主要为右岸进水口、大坝、控制楼等相关设备
供电。
乌东德水电站左、右岸设备基本为对称布置，下面

以左岸电站为例说明，乌东德水电站厂用电 １０ ｋＶ 系
统联络图见图 １。 从 ４ 台发变组的主变低压侧各引一
路电源，经高压厂用变分别接至副厂房内 １０ ｋＶ 的 ４

段母线。 １０ ｋＶ １ Ｍ和 １０ ｋＶ ６ Ｍ还接一路引自金坪
子的施工电源。 １０ ｋＶ ２ Ｍ还接有一路电源引自对岸
电站。 １０ ｋＶ １ Ｍ和 １０ ｋＶ ６ Ｍ之间未设置联络开关，
其它母线间均设有联络开关。
大坝左岸 １０ ｋＶ配电室设有 ２ 段 １０ ｋＶ 母线，两

段母线间设有联络开关。 两段母线各接有一路引自本
岸厂内 １０ ｋＶ 配电室的 １０ ｋＶ电源。 １０ ｋＶ ７ Ｍ 接有
一路电源引自对岸电站，１０ ｋＶ ８ Ｍ 接有一路电源引
自柴油发电机。

图 1　乌东德水电站厂用电 10 kV系统联络图

3．5　10 ｋＶ备自投方案
乌东德水电站左岸 １０ ｋＶ备自投方案见表 １。 正

常工作时，发电机端引接的电源为主供电源，４ 段母线
独立运行，所有分段断路器、外来电源均断开。 当主供
电源失去时，自动断开主供电源、合上第一备用电源。
当主供电源电源、第一备用电源均失去时，此时自动断
开第一备用电源，合上第二备用电源。 当主供电源、第
一备用电源、第二备用电源均失去时，退出母线备自投
功能，运行人员可根据当时实际情况合上其它备用
电源。

表 1　乌东德水电站左岸 10 kV 备自投方案

母线 主供电源 一备电源 二备电源 其它备用电源

１Ｍ Ｃ０１Ｂ ２Ｍ 金坪子 ３Ｍ
２Ｍ Ｃ０２Ｂ １Ｍ ８Ｍ ５Ｍ
３Ｍ １Ｍ ４Ｍ ９Ｍ
４Ｍ ５Ｍ ３Ｍ 柴油发电机

５Ｍ Ｃ０５Ｂ ６Ｍ ２Ｍ、４Ｍ
６Ｍ Ｃ０６Ｂ ５Ｍ 金坪子

（下转第 ７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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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后溪二级水库电站是一座隧洞引水式电站，调压井位于引水隧洞的末端，根据调压井工程的实际情况，对调压型
式和布置方案进行复核和优化设计， 采用单调压井与水平叉洞相结合的因地制宜设计方案，既节省了水资源，也减少了
开挖量、缩短了工期。 工程已安全运行十年，验证了设计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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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水式水电站中的调压井是用来反射水锤波，限
制水锤波进入引水道，减少压力管道及水轮机的水锤
压力，改善水轮机在负荷变化时的运行条件及系统供
电质量的调压设施。 调压井可消减水锤压力，及时供
给机组增荷时所需水量，尽快衰减因负荷变化引起的
水面波动［１ －１１］ 。 本文结合后溪二级水库电站调压井
工程实际情况，对其调压型式和布置方案进行复核和
优化设计。

１　工程概况
后溪二级水库电站是隧洞引水式电站，位于福建

省武夷山市上梅乡茶景村，水库集雨面积 ６３．０ ｋｍ２ ，
多年平均降雨量 ２ ０６３．４ ｍｍ，径流深 １ ３００ ｍｍ，多年
平均径流量８ １９０万ｍ３ ，水库总库容２６２．２５６ ６万ｍ３ ，
采用混凝土双曲拱坝，最大坝高 ４０ ｍ。 输水隧洞设在

右岸，全长 １．７２４ ｋｍ，断面为马蹄型，宽 ２．０ ｍ，高
２．５ ｍ，隧洞末端设圆筒式调压井，隧洞之后接压力钢
管，钢管总长 １４８．９７１ ｍ，主管直径 １．２ ｍ，壁厚
１０ ｍｍ。 电站厂房为地面明厂房，长 ２７．２５ ｍ，宽
１２．６ ｍ，高 ９．１ ｍ。 厂房内装四台混流式机组，水轮机
型号为 ＨＬ３３９ －ＷＪ －５０，发电机型号为 ＳＦＷ５００ －
６／８５０，总装机 ２ ０００ ｋＷ。 单机引用流量 １．０５ ｍ３ ／ｓ，
设计水头 ５９ ｍ，多年平均发电量 ９０３．５ 万 ｋＷ· ｈ，工
程总投资 １ １００万元，２００４ 年 ７ 月 １日投产发电。

２　调压方式的选择
调压方式可供选择的有设置调压阀、设置安全爆

破膜或安全阀、以及设置调压井等。 由于调压阀、安全
爆破膜、安全阀一旦出现一次破膜或调压阀打开，恢复
起来需要一天的时间，这往往都在丰水期，这样至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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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失 ３６．２８８万 ｍ３ 水量，损失 ４．８ 万 ｋＷ· ｈ 电量，造
成水资源浪费，则设置调压阀、安全爆破膜、安全阀方
式不宜采用。 设置调压井方式，宜用双调压井方式或
单调压井方式，考虑到本工程隧洞地势高，洞线上高程
在海拔 ４６０ ～６７０ ｍ之间，土方开挖工程量较大，所以
选择单调压井方式。

３　调压井最高涌浪水位和最低水位的
复核

3．1　计算方式
调压井最高涌浪水位和最低水位的计算，采用水

锤波的连续方程、水流动力方程以及机组出力方程，进
行联解。
当水轮机引用流量发生变化时（甩负荷或增负

荷），水道中的水流速和调压井的水位发生波动，这里
水流为非恒定流，流速和调压井的水位均为时间的函
数。 若引水道水断面为 A，流速为 V，则流道的流量为
AV；若调压井水位为 Z，调压井断面积为 F，则水轮机
需要的流量 Q由水道和调压井两部分的出流组成：

Q＝AV＋F dz
dt（水流连续方程）

根据牛顿第二定律，引水道中的水体质量和其加
速度的乘积应等于水体所受的力：

LA r
g ·

dv
dt ＝Ar（Z－hw）（水流动力方程）

于是：Z＝hw ＋L
g ·

dv
dt

但由于调压井水位发生一微小变化 X，调速器使
水轮机的流量也相应发生微小变化 q，此时压力水管
的水头损失为 hwm，由此得出水轮机的出力方程：
rQ０ （H０ －hw０ －hwm０）η０ ＝r（Q０ ＋q）（H０ －hw０ －hwm －X）
式中：Z为调压井水位，ｍ；L为流道长度，ｍ；hw 为水道
过 Q流量的水头损失，ｍ；r为水的容重，r＝１．０ ｔ／ｍ３ ；g

为重力加速度，g ＝９．８１ ｍ／ｓ２ ；dvdt为流速变化，即流速

对时间的导数；hwm０为初始流量 Q０ 时的水头损失，ｍ；
hw０为引水道通过流量 Q０ 时的水头损失，ｍ，即上游库
水位与调压井水位差，它等于引水道沿程和局部水头
损失，再加上调压井流速水头；H０ 为上下游水头差，可
取电站的毛水头，ｍ。
3．2　上游水道的水流到调压井时的水头损失及调压

井初始水位

　　其中未衬砌时，马蹄型断面积为 ４．５７１ ｍ２ ；衬砌
３０ ｃｍ厚砼时断面积为 ２．８７０ ｍ２ ；引用流量 ４．２ ｍ３ ／ｓ
时，流速分别为 ０．９１８ ８ ｍ／ｓ和 １．４６３ ｍ３ ／ｓ；其流速水
头分别为 ０．０４３ ｍ和 ０．１０９ ｍ。
隧洞总长 １ ７２４ ｍ，其中衬砌段 ２５０ ｍ，非砌衬段

１ ４７４ ｍ，其沿程水头损失分别为 ０．４６９ ６ ｍ 和
４．２９９ ｍ。 局部水头损失有：进水口闸门槽、进水口弯
道、十处收缩、十处护散等，其中十处收缩局部水头损
失系数为 ０．１７２；十处扩散局部水头系数为 ０．１３８。 总
局部水头损失为 ５．０７６ ６ ｍ，详见表 １。

表 1　进水口至调压井段水头损失汇总表

部位 局部水头损失系数ζ 处次 流速水头V２ \
２δ／ｍ 水头损失 h／ｍ 备注

局部水

头损失

进水口闸门槽 ０ ~．３ １  ０ g．０４３ ０ �．０１３

进水口弯道 ０ ~．５ ２  ０ g．０４３ ０ �．０４３

断面缩小 ０ Q．１７２ １０  ０ g．０４３ ０ �．０７４

断面扩大 ０ Q．１３８ １０  ０ g．１０９ ０ �．１５０

调压井 ９０°向上拐弯 １ ~．２ １  ０ A．０２３ ７ ０ �．０２８ 调压井矱２ 倐．８ ｍ
沿程水

头损失

衬砌段 L＝２５０ ｍ ０ 唵．４６９ ６ n＝０  ．０１７

毛洞段 L＝１ ４７１ ｍ ４ 唵．２９９ ０ n＝０  ．０４

合计 ５ 唵．０７６ ６

　　这时调压井初始水位为库水位 ４３０ ｍ减水道的水
头损失 ５．０７６ ６ ｍ，并加上调压井中的流速水头，即：

４３０ －５．０７６ ６ ＋（ ４．２
π（１．４）２）

２ １
２g＝４２４．９４７ ｍ

3．3　调压井至尾水渠水道平均流速计算
从调压井到尾水渠共有十个部段；调压井压力钢

管接头处，水平段 ２０ ｍ，桩号 １ ＋７２４ 至 １ ＋７４４ ｍ；压
力主管长度 ７２．１７６ ｍ，其中上平管 ３．６ ｍ；上弯管

０３



杨水才，等：武夷山市后溪二级水库电站调压井优化设计方案 ２０１８年 １０月

４．０９９ ｍ；上斜直管 ４０．５８８ ｍ；下弯管 ７．６６５ ｍ；下斜直
管 １６．２２４ ｍ。 直径均为 １．２０ ｍ。 逐变管有三段，直径
由 １．２０ ｍ变为 １．０４ ｍ，直径由 １．０４ ｍ变为 ０．８５ ｍ；
直径由 ０．８５ ｍ变为 ０．６ ｍ；长度三段均为 ４．９８８ ｍ。

四台机中最长一支管长 ９．２２ ｍ，直径 ０．６ ｍ。 其
后为蜗壳和尾水管。
平均流速 V＝３．２０５ ｍ／ｓ，计算详见表 ２。

表 2　引用水道平均流速表

管名 直径或变化直径／ｍ L长度／ｍ 流量／（ｍ３ · ｓ －１） 断面积／ｍ２  平均流速 V LV

调压井至接头 １ 趑．４ ×２．７ ２０ 摀４ 7．２ ３  ．５７ １  ．１７６ ２３ d．５２９

上平管 １ g．２ ３ O．６ ４ 7．２ １ 蝌．１３１ ３  ．７１４ １３ d．３６９

下弯管 １ g．２ ４ "．０９９ ４ 7．２ １ 蝌．１３１ ３  ．７１４ １５ d．２２２

上斜直管 １ g．２ ４０ 8．５８８ ４ 7．２ １ 蝌．１３１ ３  ．７１４ １５０ {．７２８

下弯管 １ g．２ ７ "．６６５ ４ 7．２ １ 蝌．１３１ ３  ．７１４ ２８ d．４６５

下斜直管 １ g．２ １６ 8．２２４ ４ 7．２ １ 蝌．１３１ ３  ．７１４ ６０ d．２５０

渐变管Ⅰ段 １ 揶．２ ～１．０４ ４ "．９８８ ３  ．１５ ０ 烫．９６１ ３ ３  ．１７３ １５ d．８２５

渐变管Ⅱ段 １ 乔．０４ ～０．８５ ４ "．９８８ ２  ．１０ ０ 烫．７０８ ５ ２  ．９６４ １４ d．７８５

渐变管Ⅲ段 ０ 乔．８５ ～０．６０ ４ "．９８８ １  ．０５ ０ 烫．４２５ １ ２  ．４７０ １２ d．３２０

最长支管 ０ P．６０ ９ 8．２２ １  ．０５ ０ 烫．２８２ ７ ３  ．７１４ ３４ d．２４０

蜗壳段 ０ P．６０ ６ O．０ １  ．０５ ０ 烫．２８２ ７ ３  ．７１４ ２２ d．２８２

尾水管 ０ P．６０ ２ O．３ １  ．０５ ０ 烫．２８２ ７ ３  ．７１４ ８ N．５４１

合计 １２４ O．６６０ ３９９ {．５５６

V＝∑LV
∑L ＝３９９．５６６１２４．６６０ ＝３．２０５ ｍ／ｓ

3．4　全部机组甩全负荷时最高涌浪水位的计算
１）全部机组甩全负荷时的最高涌浪水位
计算式：X０ ＝Xｍａｘ －１n（１ ＋Xｍａｘ）

X０ ＝
hw０
λ，λ＝

∑LAV２
０

２gFhw０ ，Zｍａｘ ＝λ· Xｍａｘ

式中：hw０为流量 Q０ 时，上游库水位与调压井的水位
差，ｍ，即等于引水道沿程水头损失、局部水头损失之
和，再加上调压井的流速水头，上述已计算出 hw０ ＝
５．０７７ ６ ＋０．０２３ ７ ＝５．１００ ３ ｍ；V０ 为对应于Q０ 时引水

道流速，ｍ／ｓ；X０ 、Xｍａｘ开始时及最大涌高值参数；Zｍａｘ为
最高涌浪水位值，ｍ。
经计算得出：
λ＝６．６６０ ９，X０ ＝０．７６５ ７
Xｍａｘ ＝１．７８９，Zｍａｘ ＝１１．９１６ ｍ
这时调压井最高涌浪水位为 ４２４．９４７ ＋１１．９１６ ＝

４３６．８６３ ｍ。
２）全部机组甩全负荷时第二振幅计算
公式：Xｍａｘ ＋n（１ －Xｍａｘ） ＝n（１ －X２ ） ＋X２

于是：X２ ＝Xｍａｘ ＝１．７８９
Z２ ＝X２λ＝１．７８９ ×６．６６０ ９ ＝１１．９１６

这时调压井第二振幅涌浪水位和最高涌浪水位一

样，也是 ４３６．８６３ ｍ。
3．5　急增负荷时最低下降水位计算

公式：
Zｍｉｎ
hw０ ＝１ ＋（ ε －０．２７５ m ＋０．０５

ε －０．９）

（１ －m）（１ － m
ε０．６２ ）

式中：Zｍｉｎ为调压井最低下降水位，ｍ；ε 为引水道
特性值，

LAV２
０

gFh２
w０
；m为急增负荷比数：m ＝Q／Q０ ，其中 Q０

增负荷之后流道中的流量，Q为增加负荷前流道中的
流量。 由于四台机功率一样，引用流量也一样，所以有
原来一台机运行，后增加一台机运行；原来两台机运
行，后增加一台来运行；原三台机运行，后增加一台来
运行。 这时 m 值分别为 ０．５、０．６６７、０．７５ 三个情
况值。
经计算这三种情况，Zｍｉｎ ／ｈｗ。 分别为 ２．２２９ ９、

１．７８８ ２和 １．５７７ ８。 这时下降水位值分别为 １１．３７３、
９．１２０和 ８．０４７ ｍ。 显然由一台机运行急增到两台机
时调压井水位下降最大，即 １１．３７３ ｍ。 这时调压井最
低水位为 ４１３．５７４ 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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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复核结论
经过复核，全部机组甩全负荷时调压井最高涌浪

水位为 ４３６．８６７ ｍ，增负荷时调压井最低水位为
４１３．５７４ ｍ。 而调压井顶高程为 ４３７．０ ｍ，隧洞中心高
程为 ４０６．２５ ｍ，说明调压井顶不会溢水，隧洞也不会
出现真空，调压井设计位置和高度是安全的。

４　调压井位置的选择
单调压井选择在隧洞末端 ２０ ｍ 处，地面高程为

４６５．５ ｍ，比设计调压井最高涌浪水位 ４３６．８６３ ｍ高出
２８．６３７ ｍ。 若从地面往下开挖，要掘 ５８．２５ ｍ深，计石
方开挖 ３５８．７ ｍ３ ，工程量大，为降低工程造价加快施
工进度，采用调压井顶挖叉洞的方式施工，侧向平洞
（即叉洞）和调压井顶（高程 ４３７．０ ｍ）相接，叉洞长
１０．０ ｍ，直径 ２．０ ｍ，开挖石方 ６２．８３ ｍ３ ，比从山地顶
往下开挖至 ４３７．０ ｍ（需开挖 １８７．８０ ｍ３），少开挖石方
１２４．９７ ｍ３ ，减短工期 ４０ ｄ。
５　调压井的安全防护

１）调压井顶设置型钢和栅条顶盖。
２）水平叉洞口安装铁栅门，并上锁，防止闲人

入内。
３）在山坡上设置截水沟，直通河床，因为调压井

叉洞下方就是地面厂房，一旦水漫调压井顶，则多余溢
水会从截水沟引到厂房之外，同时截水沟也会截留地
面流、山洪水。

６　结　语
在满足调压井安全运行之外，再加上调压井叉洞

外的防护安全，这种因地制宜的设计处理方式节省了
水资源，节约了开挖量，缩短了施工工期。 工程现在已
安全运行十年，在武夷山同类型调压井施工设计中具
有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１］洪振国．水电站调压井形式比选研究［Ｊ］．中国农村水利
水电， ２０１３（４）： １１３ －１１５， １１７

［２］程永光， 陈鉴治， 杨建东， 等．连接管长度对调压井水位
波动和水锤压力的影响［ Ｊ］．水利学报， ２００３， ３４（５）： ４６
－５１

［３］李锴锋．清河水库水电站调压井改造设计探讨［ Ｊ］．地下
水， ２０１７， ３９（２）： ７２ －７３

［４］贾岩， 张晓宏， 刁雪芬， 等．水电站尾水调压室断面面积
敏感性分析研究［Ｊ］．水资源与水工程学报， ２０１７， ２８（６）：
１２９ －１３３

［５］赖旭， 王学武， 楚相林．带调压井水电站水力过渡过程试
验研究［Ｊ］．武汉大学学报： 工学版， ２００４， ３７（１）： １１ －
１４， ３１

［６］刘海峰， 张红梅．吉沙水电站引水调压井设计［Ｊ］．水力发
电， ２０１２， ３８（３）： ５４ －５７

［７］洪振国， 刘浩林．水电站调压井特征线法水力计算研究
［Ｊ］．中国农村水利水电， ２０１５（４）： １６３ －１６６

［８］洪振国．水电站调压井的水力学特性［Ｊ］．排灌机械工程
学报， ２０１７， ３５（３）： ２２８ －２３４

［９］黄立财， 郑晶星， 廖建强．惠州抽水蓄能电站工程调压井
布置及体型优化研究［Ｊ］．中国农村水利水电， ２００６（１０）：
１２８ －１３２

［１０］宋守平， 于福升， 孙健．莲花水电站调压井设计优化［Ｊ］．
水力发电， １９９７（５）： ２６ －２８

［１１］张泽辉， 娄绍撑， 余学彦．白水江三级水电站调压井设计
优化［Ｊ］．水利规划与设计， ２０１２（３）： ５７ －５９

（上接第 ２５页）
５）设备种类多，管理难度大。 整个过程中，要用

到 ３２０ ｔ 履带吊、２２０ ｔ 汽车吊、下闸首 ２ ×８０ ｔ 门机，
１５０ ｔ平板车及重件码头桅杆吊等，设备种类多；３２０ ｔ
履带吊过程中需拆装 ３ 次，设备维护操作技术要求高，
这些都增加了现场技术、安全管理难度。

６）工作闸门安装过程中，存在上下交叉作业风
险，现场设计专用防护平台，保护人员和设备安全。 防
护平台设计如下：门体顶面满铺 ６ ｍｍ 厚花纹钢板保
护，相邻钢板之间重叠 ３０ ～６０ ｍｍ，钢板两端焊挡板与
门体表面卡紧固定；在门体垂直表面，挂保温棉保护。
通过上述措施，成功解决了工作闸门部位交叉作业风

险问题。

５　结　语
向家坝升船机下闸首工作闸门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８ 日

开始转运，８ 月 ２０ 日 ４ 节门叶全部顺利吊装就位，历
时 １３ ｄ，比原计划提前 ７ ｄ完成。 实践结果验证该方
案是完全可行的，节约了工期，为工程也节约了成本。
参考文献：
［１］刘细龙， 陈福荣．闸门与启闭设备［Ｍ］．北京： 中国水利
水电出版社， ２００３

［２］金海军， 孙文才， 秦武， 等．向家坝升船机闸首工作闸门
门体制造工艺探讨［Ｊ］．水电与新能源， ２０１７（２）： １０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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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基于大数据的智慧水电厂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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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我国互联网＋战略部署，智慧水电厂将是传统水电厂发展的必然趋势。 通过对智慧
水电厂的概念进行了总结，探讨了智慧水电厂的总体架构和实现功能，提出了智慧水电厂模式下新型组织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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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the Intelligent Hydropower Plant based on Big Data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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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ｐｌａｎｔ ｗｉｌｌ ｂｅ ａｎ ｉｎｅｖｉｔ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ｒｅｎｄ ｆｏｒ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ｐｌａｎｔｓ．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ｐｌａｎｔ ｉｓ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ｄ．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ｚｅ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
ｅｒ ｐｌａｎｔ ａｒ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Ｔｈｅｎ， ｎｅｗ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ｔ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ｍｏｄ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ｐｌａｎｔ
ｉｓ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Key words：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ｐｌａｎｔ； ｃｌｏｕｄ-ｂａｓｅｄ ｐｏｗｅｒ ｐｌａｎｔ； ｂｉｇ ｄａｔａ

　　现阶段我国新建或经改造的水电站普遍实现了
“无人值班、少人值守”的模式。 具备国际先进水平的
监控、保护和监测等自动化系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采用网络或现场总线通信方式已基本实现电站分布式

信息数据的交换功能，水电站计算机监控系统中实时
历史数据库、智能诊断等高级技术的研究和实际应用
已取得了初步的成果，站内部分自动化系统，如工业电
视、水情测报、枢纽观测等系统已基本全面实现以信息
化和数字化的信息采集方式，水电站整体自动化水平
已经达到或接近世界领先水平。 与此同时，大部分电
站设备基本上实现了数字化，设备在线监测分析网络
正在完善中，已初步具备“智能化”的部分特征和特
点，各生产运行环节积累了大量的专家知识储备；这些
技术的发展和积累，是进行智能化建设的优势基础。
智能电站向“智慧电厂”方向全面发展将是一个

必然的趋势。 相对传统水电站来说，智慧水电厂的转
变不仅仅在二次系统的数字化，也不仅仅是计算机监
控系统的升级，它涉及水电站各种机械、电气设备，以

及各种新设备、新技术、新思路的应用，涉及到生产管
理全过程的“风险识别自动化、管理决策智能化，纠偏
升级自主化”［１］的充分应用，这必将成为下一阶段水
电行业的主要研究和发展方向。

１　智慧电厂的提出
当前，各大高校、科研院所和一些大型发电企业已

经开始对智慧电厂的建设进行系统研究，但智慧电厂
的定义尚未形成共识。 文献［２］对智能电厂做了初步
定义，智能电厂指在广泛采用现代数字信息处理和通
信技术基础上，集成智能传感与执行、智能控制和管理
决策等技术，达到安全、高效、环保运行并与智能电网
相互协调的发电厂。 文献［３］认为，智慧电厂的本质
是信息化与智能化技术在发电领域的高度发展与深度
融合，体现在大数据、物联网、可视化、先进测量与智能
控制等技术的系统化应用，主要特征是泛在感知、自适
应、智能融合与互动化。
综上可见，智慧电厂是以数据驱动为核心的电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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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从技术上和管理上进行同步双重创新的电厂，是
在智能化电厂的基础之上，利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
网、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信息化、虚拟现实等技术，
对设备系统和数据进行深入挖掘，最终达到“人、机、
料、法、环”优化配置管理，实现安全、高效、盈利的智
能化生产运营和智慧化管理。
简而言之，智慧电厂是智能电站和智慧管理的深

度融合。 智能电站是从技术创新的方向入手，核心是
实现物理电站的数字化和智能化，实现电站设备互联
互通，多系统联动，全电站数字化，并不断增加智能技
术设备在智慧电厂的应用。 智慧管理是从管理创新方
向入手，核心是实现电厂的新型管理模式，与智能电站

管理相适应的管理架构，设置算法中心和数据中心，全
面融合流程、制度、体系、设备、人员、系统等电厂管理
要素，建立新型的云端电厂管理模式。

２　智慧水电厂的架构
智慧水电厂应该包含三个内容：智能感知平台、智

能业务模型和智慧管理体系。 智能感知平台为智慧水
电厂提供技术手段和运行平台，智能业务模型为智慧
水电厂提供业务模型和运行逻辑，智慧管理体系为智
慧水电厂提供管理组织和管理模式。 三者互相融合，
互为基础。 智慧电厂总体架构图见图 １。

图 1　智慧水电厂架构示意图

2．1　智能感知平台
智能感知平台是整个智慧水电厂建设的数据支

撑，该平台采用先进、可靠、集成的智能电子装置，以信
息数字化、通信平台网络化、信息共享标准化为基本要
求，自动完成信息采集、测量、控制、保护、计量和监测
等基本功能，并将数据传输到大数据中心。

2．2　智能业务模型
智慧水电厂有 ８ 个主要业务：经济运行、状态检

修、大坝评估、防汛指挥、安全防护、生产数据分析、信
息通信和生产管理。
经济运行需要改变传统电力运行和水库调度分散

优化的模式，统筹考虑各电厂水资源利用需求和电力
调度需求，进一步强化各模块之间的协同优化机制，提
高系统的整体性和协调性，建立水力、电力动态耦合机
制，完善预报、调度、控制模型体系，在模型基础上开发
全面的业务支持功能，实现不同业务之间的友好互动，
构建闭环的调度运行体系。

智慧水电厂下状态检修是面向对象的状态监测与

分析，通过设备管理模型将状态监测点和运行工况数
据与设备对象关联，当该设备某项参数超标时，结合设
备相关的其他状态量的数值，评价设备的状态，分析对
象的失效模式。
大坝安全评估系统能够实现大坝健康状态分析评

估、在线监测、预测预警、专题会商、决策支持等应用，
使大坝安全管控有机统一、工程运管精细高效、信息服
务便捷畅通、安全风险明辨可控，实现大坝安全信息采
集自动化、传输网络化、集成标准化、管控一体化、决策
智能化、管控全覆盖的目标，支撑大坝安全的集约化、
专业化管理，提升大坝管理的工作效率和管理水平。
防汛指挥是智慧水电厂非常重要的内容之一，是

以空间数据为背景，以防汛业务实时数据为基础，以数
据库技术、地理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和水文水资源技术
为支撑的交互式专业决策支持系统。 防汛决策支持对
防汛相关信息进行全面汇聚整合，完成防汛信息的处
理、查询、分析和防汛指挥调度管理，为防汛指挥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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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持和保障。
智慧水电厂的安全防护管理系统通过统一标准的

数据交换接口协议将各安防子系统的信息完整采集、
存储、展示、并按预定策略进行自动或手动控制，实现
各安全防范子系统间的联合动作，防止危害安全生产
的事件发生，并在威胁安全的事件发生时调动各安防
系统做出快速响应，阻止事件的扩大，降低事件带来的
危害。
生产数据综合分析利用关联分析、趋势分析、偏差

分析、数字特征分析等分析工具对设备运行的监测信
息进行实时监视和定性定量分析，深入发掘相关数据
点的内在联系和规律，通过人机交互和图形展示分析
结果，实现对生产设备的运行管理和预测性维修提供
有用的综合信息，提前发现设备潜在故障，避免发生严
重事故。
信息通信综合监管目标是以现有系统可采集的数

据为基础，建立统一、规范、面向业务的监管指标体系，
通过数据整合工具实现监管数据的集中统一管理，在
此基础之上，建立统一的监管模块，实现对机房、网络、
主机、中间量、数据库、应用系统等所有信息通信资源
于一体的有效监管。
生产管理系统是将现场的生产管理工作网络化、

移动化，将日常管理工作固化到生产管理系统当中，实
现工作票、操作票、安全措施、技术措施、施工方案的自
动生成，物资材料的自动匹配、三级验收网络化和检修
试验报告的自动生成，提高管理效率。

2．3　智慧管理体系
智慧水电厂的组织结构，在智慧水电厂管理体系

的背景下，必须是扁平化管理的组织，必须围绕专业建
立起各中心，使得电厂从职能管控升级转型。 因此，智
慧水电厂的新组织机构如图 ２。

图 2　智慧电厂组织机构

智慧水电厂新组织机构，由四大中心———数据中
心、算法中心、集控中心、运检中心组成的服务共同体。

１）数据中心对智慧电厂的所有数据资源统一管
理，为整个智慧电厂运营管理中心提供数据支持。

２）算法中心专注于算法的研究和升级，通过不断
开发、更新、优化算法，一方面尽力用机器取代电厂的
人力，另一方面最大程度地优化电厂的决策。

３）集控中心负责对电厂进行集控调度，与传统调
度中心不同的是，调度中心在调度模型中运转，不同电
厂的调度中心，核心模型大体相同，相互之间的区别只
是在于调度模型中所流转的数据。

４）运检中心负责为电厂提供运行保障，其职能分
为两个方面：一是在电厂有人参与运行的阶段，运检中
心负责对人和流程进行标准化管控，偏向于传统电厂
的管理职能；二是随着人不断从电厂的运行过程中退
出，被机器取代，运检中心负责对设备和流程进行标准
化管控，并基于监测中心的结果向算法中心提出算法
要求，使得智慧电厂的设备运行更加优化。
因此，基于数据中心、算法中心、集控中心、运检中

心的相互联合，能够打造出“职能与服务相互融合”、
“技术与管理相互统一”、“电厂与组织一体升级”的智
慧电厂形态。
所以，智慧水电厂的目标，是实现“云端电厂”。

电厂内部仅有的员工，是“机器”。 这里的机器，不是
传统电力生产中结构简单的机器，而是具有电厂生产
和管理能力的“新员工”。 而人作为电厂的“老员工”，
都聚于“云端”，对可视化电厂进行统一的优化。 传统
电厂变成了虚拟电厂，传统的组织变成了云端的组织。

３　结　语
电厂的发展，不仅仅是追求经济效益。 随着“互

联网＋”等浪潮的风起云涌，各行各业都在寻求转型，
试图成为新时代的弄潮儿。 电厂，固然不能守旧，应当
积极追求新发展模式，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可持续发
展电厂”。 智慧电厂的新理念，打造了“电厂无人、云
端集控”的电厂形态，将是电厂发展的必然趋势。 因
此，未来需要全面思考智慧电厂与新一代信息技术和
传感技术深度融合的机制和途径，对智慧电厂的技术
体系及工程应用开展进一步深化研究和实践，持续提
升电厂管理的集约化和智能化水平。
参考文献：
［１］涂扬举．智慧企业关键理论问题的思考与研究［ Ｊ］．企业
管理， ２０１７（１１）： １０７ －１１０

［２］中国自动化学会发电自动化专业委员会， 电力行业热工自
动化技术委员会．智能电厂技术发展纲要［Ｍ］．北京： 中
国电力出版社， ２０１６

［３］尹峰， 陈波， 苏烨， 等．智慧电厂与智能发电典型研究方
向及关键技术综述［Ｊ］．浙江电力， ２０１７， ３６（１０）： １ －６

［４］钱澄浩， 张静．智慧电厂建设研究［ Ｊ］．四川电力技术，
２０１７， ４０（５）： ８７ －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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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电站水轮机导叶漏水流量测算与应用

杨黎明，杜雄春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三峡水力发电厂，湖北 宜昌　４４３１３３）

摘要：准确测算水电站各水轮机导叶在不同水头下的漏水流量是其应用的基础。 结合某电站设备结构，用通气孔法和
充水管流量法测算导叶漏水流量，并得到导叶漏水流量系数β。 β为与水头等外部条件无关、直接反映导叶密封状况的
系数。 机组可基于β进行导叶漏水流量的比较，进行电站导叶密封状态检修和节水增效。

关键词：水电站；水轮机；导叶漏水流量系数；状态检修；节水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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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ement of the Leakage Flow through Guide Vanes in Hydro-turbine Un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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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水轮机转轮停止工作时关闭以切断进入转轮的
水流是水轮机导叶的重要作用之一。 理想状态下，导
叶关闭时完全切断水流。 因为导叶密封制造安装缺
陷、磨损、老化等问题，导叶密封存在间隙，导叶密封间
隙总会有一定漏水流量。 间隙越大，漏水流量也越大，
严重时可能导致停机困难、蠕动、空蚀严重等。 反之，
导叶漏水流量反映了导叶密封的状态，是评定中高水
头大型水轮机制造、安装和检修质量的重要指标
之一［１］ 。
当机组在停机状态，导叶漏水流量不能发电，此部

分水量无法转化为电能和经济效益，属于电站损耗。
机组在运行状态时，这部分流量就转为有效的发电流
量。 相比于河流径流量或机组正常发电流量，导叶漏
水流量非常小，但是在年度时间尺度看来，总量却不可
忽略。

研究导叶漏水流量，需要确定测量方法和比较标
准。 导叶漏水流量的测算和应用有两个困难。 第一，
不易测量。 机组运行及备用时，水轮机过流流道充满
水，无法对漏水流量进行直接测量。 设备检修期间虽
然流道无水，但因为导叶密封间隙不均匀、不规则，导
致通过测量导叶密封间隙进而计算导叶漏水流量难以

实现。 第二，不易比较。 在不同时间，水库上下游水位
不同，不同机组在不同时间所得的导叶漏水流量数值
不可直接比较。 评定导叶漏水量需进行真机试验，由
于我国标准、规程中尚无关于导叶漏水量测试及计算
方法的要求，长期以来缺乏比较通用的导叶漏水量评
定方法［２］ 。 目前，对水轮机导叶漏水量试验的研究主
要是采用斜井法［１］ 、通气孔法［３］ 、节流孔板法［４］ 。
某电站共有 ３２ 台 ７０ 万 ｋＷ 混流式水轮发电机

组。 电站水轮机净水头变化范围是 ７１ ～１１３ ｍ，是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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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世界上运行水头变幅最大的巨型混流式水轮机之

一。 使用简单有效的方法分析计算电站水轮机导叶漏
水流量并进行利用，是很有必要的。 下面以该电站 ２４
号机组数据研究导叶漏水流量的计算及应用。

１　研究策略
图 １是该水电站机组纵剖面图，水轮机流道由进

水口快速门（简称工作闸门）、压力钢管、蜗壳、导叶、
尾水管等组成。 工作闸门是平板门，靠自重关闭，液压
启闭机开启。 通气孔是规则的圆柱形，位于工作闸门
之后的流道上，与大气相连通。 工作闸门上设置有充
水管，用于工作闸门关闭时向压力钢管及蜗壳充水。
当尾水闸门提起时，尾水与大气相通。

图 1　该水电站机组纵剖面图
　　工作闸门关闭时，上游水流被切断（工作闸门漏
水流量极小，可忽略）水轮机流道包括通气孔中的水
通过导叶间隙流至下游。 开启工作闸门前，需先打开
工作闸门上充水平压阀对蜗壳及压力钢管充水至与上

游水库平压，在静水状态下开启工作闸门。 下面分别
对这两个过程进行分析。

２　通气孔法计算导叶漏水流量
该电站机组进水口截面见图 ２。
工作闸门后是水轮机流道及通气孔。 通气孔有两

个，直径 D１ ＝１．８ ｍ，进水口底坎高程１０８ ｍ、上沿高程
１２１．２ ｍ，孔口尺寸 ９．２ ｍ ×１３．２ ｍ，压力钢管直径
１２．４ ｍ。

图 ３是工作闸门快速关闭前后过程，分析如下：
t０ 时，工作闸门由全开位开始下落；
t１ 时，由于工作闸门已关闭至极小开度，由工作闸

门进入水轮机压力钢管的水量小于由导叶漏出的水

量，水轮机流道总水量开始减少，表现为原本与上游水
位相同的通气孔中的水位开始下降，蜗壳压力开始
下降；

t２ 时，工作闸门落至全关位，工作闸门完全截断上
游水库进入水轮机流道（工作闸门漏水流量极小，做
忽略处理）的水源。

t３ 时，水轮机进水口上平段流道之上的通气孔中
的水已漏完，由于压力钢管截面积远大于通气孔，水面
下降速率变缓，蜗壳压力曲线变平缓。

７３



水 电 与 新 能 源 ２０１８年第 １０期

图 2　该水电站机组进水口剖面图
　　根据水轮机安装结构，蜗壳压力表安装高程 Hy，
蜗壳压力 P、通气孔水位 h有以下关系：

h＝１００（P ＋P′） ＋Hy （１）
式中：P′是蜗壳压力表读数误差。 工作闸门全开时有
h＝H１ ，H１ 是上游水库水位。 根据上游水位 H０１对应蜗

壳压力表读数 P０ 求出：

P′＝H０１ －Hy

１００ －P０ ＝
H０１ －Hy －１００P０

１００ （２）

根据 t２ 至 t３ 期间蜗壳压力变化，可计算出通气孔
对压力钢管平均流量 q１

q１ ＝ΔV
ΔT＝

２
πD２

１

４ （h２ －h３ ）

t３ －t２ ＝
５０πD２

１（P２ －P３ ）
t３ －t２ （３）

式中：ΔV为通气孔中水的体积变化量；ΔT为考察的时
间段，即 t３ －t２ ，ｓ；D１ 为通气孔直径，D１ ＝１．８ ｍ；P２ 为

t２ 时蜗壳压力，ＭＰａ；P３ 为 t３ 时蜗壳压力，ＭＰａ；ΔP 为
t２ 至 t３ 时间段蜗壳压力变化量； h 为通气孔中水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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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4号机组进水口工作闸门快速关闭过程
位，ｍ。
导叶间隙是导致通气孔水位下降的原因，t２ 至 t３

时间段导叶间隙漏水总量与通气孔中减少水量相同，
两者变化率也相同，设平均流量为 q１ 。 当 t２ 至 t３ 时间
超过 ６０ ｓ 时，可忽略通气孔中水流速度的影响，导叶

间隙平均流量 q１ 近似等于通气孔水位 h ＝１
２ （h２ ＋

h３ ）、下游尾水位等于 H０２时的瞬时漏水流量。
蜗壳压力传感器安装高程 Hy 为 ６２ ｍ，导叶中心

高程 ５７ ｍ，下游尾水位高于导叶安装高程，导叶间隙
出流为淹没出流，流量和导叶两侧水位差（即通气孔
水位与下游尾水位之差）的二分之一次方成正比。 所
以当机组备用时，即工作闸门全开、通气孔水位等于上
游水库水位时，可计算此导叶密封间隙的漏水流量 Q：

Q
q１ ＝

H１ －H２

h２ ＋h３

２ －H０２

＝ H
５０（P２ ＋P３ ） ＋１００P′＋Hy －H０２

Q＝
q１

５０（P２ ＋P３ ） ＋１００P′＋Hy －H０２

H （４）

式中：H１ 为上游上游水库水位；H２ 为下游尾水水位；H
为水轮机净水头，H＝H１ －H２ 。
自定义参数导叶漏水流量系数，符号为β１，且有

β１ ＝
q１

５０（P２ ＋P３ ） ＋１００P′＋Hy －H０２

（５）

则可得

Q＝β１ H （６）
通过式（１）、式（２）、式（３）、式（４）、式（５）、式（６）

可以计算导叶漏水流量。
对该机组，由于导叶漏水流量系数β１ 的大小只工

作闸门完全关闭后通气孔中水量变化过程数据以及当

时水库上下游水位有关，即只与计算时的情况有关，而
与需换算时的机组净水头 H 无关，所以式（６）可方便
计算任意水头下的导叶漏水流量。
需要说明的是，因为压力钢管截面是圆形，为减少

误差，实际选取 t３ 时可向前一些，保持 t２ 至 t３ 时间段
在 ３０ ｓ左右比较合适。 如果导叶漏水流量较大，蜗壳
压力下降比较快，t１ 至 t３ 时间较短，甚至工作闸门还
未全关，通气孔中的水已经漏完，此种情况下该方法计
算的误差可能比较大。

３　充水管流量法计算导叶漏水流量
导叶和工作闸门关闭但充水阀打开，当充水较长

时间后，工作闸门充水管流量、导叶漏水流量达到平
衡，通气孔水位不再上升。 充水管淹没出流，属于有压
管中恒定流，测量通气孔中水位后，可计算充水管流
量 q２ 。
机组进水孔口面积为 １２１．４４ ｍ２ （尺寸 ９．２ ｍ ×

１３．２ ｍ），工作闸门充水管截面积为 ０．２４６ ｍ２。 进水
９３



水 电 与 新 能 源 ２０１８年第 １０期

孔口面积远大于充水管截面积，可忽略闸门上游水流
和闸门后压力钢管水流行进流速。 上游水库水位
H０１ 、测量通气孔中水位 h０１ ，可求充水管流量

［５］ q２ ：
q２ ＝μcA ２g（H０１ －h０１ ） ＝μcA ２gz （７）

μc ＝
１

λ l
d ＋∑ξ

（８）

式中：μc 为流量系数；A为工作闸门充水管截面积，A＝
πd２

４ （d为工作闸门充水管管径）；g 为重力加速度，取

９．８１ ｍ／ｓ２ ；z为闸门前后水位差，即上游水库水位 H０１

与通气孔中水位 h０１之差；λ为充水管中水流沿程阻力
系数；l为充水管长度；∑ξ为充水管各局部水头损失
系数之和。
因为水轮机流道水量平衡，所以水轮机导叶漏水

流量和充水管流量 q２ 相等。
该水电站下游尾水位高于导叶安装高程，导叶密

封间隙出流为淹没出流，导叶间隙漏水流量和通气孔
水位与下游尾水位之差的二分之一次方成正比。 所以
当机组正常备用时，即工作闸门全开、通气孔水位等于
上游水库水位时，可计算此导叶密封条件下的导叶漏
水流量 Q：

Q
q２ ＝

H１ －H２

h０１ －H０２

＝ H
h０１ －H０２

Q＝
q２

h０１ －H０２

H１ －H２ （９）

式中：H１ 为上游水库水位；H２ 为下游尾水水位；H 为
水轮机净水头，H＝H１ －H２ 。
自定义参数导叶漏水流量系数，符号为β２，且有

β２ ＝
q２

h０１ －H０２

（１０）

则可得

Q＝β２ H （１１）
通过式（７）、式（８）、式（９）、式（１０）、式（１１）可以

计算导叶漏水流量。
对于该机组，由于β２ 的大小只与流道平衡时测量

的数据有关，而与需换算时的机组净水头 H 无关，所
以式（１０）可方便计算任意水头下的导叶漏水流量。
该水电站机组工作闸门充水管结构如图 ４。 充水

管长度 l＝１．８７ ｍ，直径 d＝０．５６ ｍ。
查资料，１０℃时水的运动粘滞性系数υ＝１．３３６ ×

１０ －２ ｃｍ２ ／ｓ，工作闸门充水管材质为镀防腐材料的钢

图 4　24 号机组进水口工作闸门充水管尺寸图
管，壁面当量粗糙度Δ≈０．１５ ｍｍ，Δ／d ＝２．６８ ×１０ －４。
一般情况下，平衡时工作闸门两侧水位差在 ８ ｍ以下，

按预估流速 v≈１２．５３ ｍ／ｓ 计算雷诺数 Re ＝vdυ＝５．２５

×１０６，查莫迪图查得沿程阻力系数λ约为 ０．０１４ ５。
充水管入口为圆锥型入口，入口阻力系数 ξ１ 为

０．２；弯肘段 d／ρ≈１，θ ＝９０°，阻力系数ξ２ 值为 ０．２９４；
出水为淹没出流，出口阻力系数ξ３ 值为 １。 ∑ξ＝ξ１ ＋
ξ２ ＋ξ３ ＝１．４９４。
带入上述参数，得

q２ ＝０．８７７ z （１２）
式中，z为闸门前后水位差，z＝H０１ －h０１ 。
式（１２）的引入，可以更方便计算该电站导叶漏

水量。

４　导叶漏水流量的比较

根据实际测量数据，再用式（６）、式（１１）可将不同
时间、不同水库水位下的测量数据转换为同一水库水
位下的导叶漏水流量，可进行不同机组导叶漏水流量
在同时间、同环境下的比较。
根据前述分析，虽然导叶漏水流量系数β１、β２ 是

不同方式下求得，表达式不同，但表达的意义都是漏水
流量和净水头之间的关系，且具有相同的量纲，单位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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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ｍ５／２ ／ｓ，可直接进行比较。 式（６）、式（１１）可以统一
形式为：

Q＝β H （１３）
分析β１、β２ 的计算过程可以发现，导叶漏水流量

系数一经确定，即与水轮机水头等外部条件无关。 即
导叶漏水流量系数是由导叶密封的实际状态决定，而

与水头等外部条件无关，可真实反映导叶密封的实际
状态。 这一重要特性，是其应用的基础。

５　实际计算及精确性评估
图 ５、图 ６为该电站 ２４号机组在不同时间工作闸

门快速关闭和流道充水平压的相关数据趋势图。

图 5　24号机组工作闸门快速关闭趋势图

图 6　24 号机组流道充水平压过程趋势图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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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５中为 ２０１８年 ３ 月 ４ 日上游水位 １６５．３ ｍ、下
游水位 ６５．４ ｍ，在 ９０ ｓ中蜗壳压力由 ０．９０１ ＭＰａ下降
到 ０．５７９ ＭＰａ，计算β１ ＝０．２１２ ｍ５／２ ／ｓ。
图 ６中 ２０１８年 ３ 月 ２８ 日上游水位 １６１．８４ ｍ、下

游水位 ６２．２ ｍ，平衡时测量工作闸门前后水位差 ６ ｍ，
计算β２ ＝０．２２２ ｍ５／２ ／ｓ。
换算到相同水头下计算的导叶漏水流量相差

５％，说明计算方法准确性较高，可以用来计算导叶漏
水流量。

６　导叶漏水流量系统应用

6．1　导叶密封状态检修

根据水轮机额定水头、额定流量以及国家标准，可
计算正常密封下的导叶漏水流量系数范围，把测量计
算所得的β值与之比较，评估导叶密封效果。 国家标
准［６］规定，在额定水头下圆柱式导叶漏水量不应大于
水轮机额定流量的 ３‰。 该水电站 ２４ 号机组额定水
头 ８５ ｍ，额定流量 ９６０ ｍ３ ／ｓ，额定水头下导叶漏水流
量最大为 ２．８８ ｍ３ ／ｓ，得到导叶漏水流量系数β最大值
为 ０．３１２ ｍ５／２ ／ｓ。 ２４号机组 β＝０．２２２ ｍ５／２ ／ｓ，说明导
叶密封满足国家标准要求。
导叶密封检修一般采用实地测量评估方式，周期

为一年。 每年把水轮机过水流道的水排空后实测间
隙，该方式需要排水、开流道进人门等必要的配合工
作，存在费时费力效率低的问题。 应用计算所得β作
为水轮机导叶密封效果的评估依据，可实现状态检修，
达到提高工作效率、节约成本的目的。

２０１７年起，该电站基于各机组 β测算值，开展导
叶密封状态检修，大大减少了工作量和排水电能消耗，
缩短了机组检修工期，提高了工作效率和经济效益。

6．2　优化开机方式增发电量

当电站机组不是全部运行时，因各水轮机导叶漏
水流量不同，选择不同机组备用会产生不同的导叶总
漏水量。 假如机组 a导叶漏水流量系数为βa、漏水流
量为 Qa，机组 b导叶漏水流量系数为βb、漏水流量为
Qb，且βa ＞βb，则相同环境下 Qa≥Qb。 假设电站可供
调整开机方式机组 a运行、机组 b备用的时间为 T，可
节约导叶漏水体积

V＝∫（Qa －Qb）T （１４）
水轮发电机组发电量耗水率（每发 １ ｋＷ· ｈ电能

消耗的水体积）V０ 公式为

V０ ＝
３ ６００
gHη

式中：H为水轮机净水头（上下游水位之差）；η为水轮
机发电机组效率；V０ 为耗水率，ｋＷ· ｈ／ｍ３ 。
综上可以得出优化机组运行时间 T 节省的导叶

泄漏水量可增发的发电量

W＝∫VV０
＝（βa －βb）gη∫H

３
２ T （１５）

式中：W 单位为 ｋＷ · ｈ，时间 T 单位为 ｈ，取 g ＝
９．８１ ｍ／ｓ２。

根据上式及电价，可计算出该水电站机组 a、机组
b优化开机时间 T所增发电量及经济效益。

２０１７ 年该电站 ３ 号机组导叶漏水流量系数为
０．３ ｍ５／２ ／ｓ，虽然符合国家标准，但明显高于电站机组
平均值 ０．２ ｍ５／２ ／ｓ，因此开展了按上述方式的节水增
效运行方式优化。 经核算，一个检修周期内（１ 年），增
加发电量 ８００多万 ｋＷ· ｈ，创造了较大经济效益。

７　结　语

综上所述，可得出以下结论：
１）采用通气孔法和充水管流量法，可以满足该水

电站计算水轮机导叶在各水头下的导叶漏水流量的

要求。
２）充水管流量法简单易用，精确度较高。
３）机组导叶漏水流量系数可作为反映导叶密封

实际情况的参数。
４）机组导叶漏水流量系数可应用于导叶密封状

态检修和电站节水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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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发电机出口断路器（以下简称断路器或
ＧＣＢ）已经广泛应用于各类电厂。 ＧＣＢ 的安装，改善
了发电机同期条件，避免或减少了厂用电切换带来的
停机风险，提高了用电可靠性；防止内部故障扩大，简
化了保护接线，提高了机组的可利用率和可靠性［１ －４］ 。
但是，随着断路器运行时间和分合闸次数的增加以及
在高温、电弧的作用下，断路器内部不可避免的将出现
密封件、绝缘件和传动部件老化磨损的情况［５ －６］ 。 这
些隐患或缺陷日益威胁着断路器的安全稳定运行。 因
此发电厂需要根据断路器检修计划或运行状态，安排
断路器进行检修，以期达到消除缺陷，保障其安全稳定
运行的目地。

１　检修背景
葛洲坝电站某台 ＧＣＢ 为 ＡＢＢ 公司生产的 ＨＥＣＩ３

－Ｒ型 ＳＦ６ 断路器产品，额定运行压力为 ０．６２ ＭＰａ。
该台断路器 ２００３ 年出厂，２００５ 年 １ 月正式投入运行，
到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检修时已经安全运行 １３ 年，共分合闸
３９９ 次。 根据设备生产制造厂的规定，ＨＥＣＩ３ －Ｒ 型

ＳＦ６断路器在下列情况下必须进行灭弧室解体检修：
①工厂出厂 １５年；②完成 １０ ０００次分合开关操作；③
累计开断电流值ΣK（ I）（K 为烧蚀系数）超过 ２０ ０００
以上；④开断额定短路电流 ５ 次。 本台断路器出厂已
满 １５年，触发了“工厂出厂 １５ 年”检修条件，必须对
其进行解体检修。

２　修前准备
１）场地准备。 ＧＣＢ 解体要求现场环境清洁、干

燥、无尘且通风良好，换气量应保证 １５ ｍｉｎ 内全净化
间换气一次，相对湿度≤８０％，并配备足够的照
明［７ －８］ 。 因此选用专用的检修净化间最佳；如果无净
化间，可以搭设能满足以上条件的临时检修场地。

２）工装准备。 需要准备 ＳＦ６ 气体回收装置、合格
ＳＦ６气体、合格高纯氮气、断路器手动分合闸工装、以
及灭弧室解体专用工装、断路器吊装设备等。

３）备品备件。 根据检修需求及设备厂家建议，合
理采购解体大修所需备品备件，包括绝缘件、密封件、
触指、部分传动零部件等；备品备件到场后需开箱并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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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清点数量，确认无误后方能进行解体大修。
４）安全及有毒有害品防护措施准备。 准备防毒

面具、防护服、废旧零部件和吸附剂盛装容器及密封装
置；断路器灭弧室打开后，人员应暂时撤离现场 ３０ ｍｉｎ
并启动通风设备，让残留的 ＳＦ６ 及其气态分解产物经
室内通风系统排至室外，然后才准进入作业现场［８］ 。

３　解体检修流程
本次 ＧＣＢ解体检修流程按照以下步骤进行：
１）修前试验。 为了进一步了解 ＧＣＢ当前工况，分

析检修效果，在检修前按枟高压交流发电机断路器枠
（ＧＢ／Ｔ１４８２４ －２００８）和公司发电机出口断路器检修规
程进行修前试验；试验前应退出防慢分装置，防止误
动作。

２）操作机构泄压、ＳＦ６ 气体回收及清洗。 操作机
构、控制柜断电，操作机构泄压；使用 ＳＦ６ 气体回收装
置回收 ＳＦ６气体并使用合格高纯氮气冲洗灭弧室。

３）灭弧室转移。 拆除 ＧＣＢ 传动杆、ＳＦ６ 气体管
路、ＳＦ６气体密度继电器等与灭弧室连接的所有零部
件，将灭弧室吊出并转移至检修净化间。

４）灭弧室解体及回装。 ①将灭弧室解体为动触
头和静触头两部分。 动触头进一步分解为动触头导体
外壳、传动机构、主触头及触指、动灭弧触头等；静触头
进一步分解为静触头导体外壳、内绝缘子、静触头等。
②打磨并清洁主触头、灭弧触头，更换触指和绝缘部
件，重新进行回装。 ③检查断路器绝缘子内外表面、密
封槽并进行清洗。 ④检查断路器各部件腐蚀情况，对
必要的进行更换或处理。 ⑤更换密封件、传动部位易
损件和吸附剂。 ⑥使用干净的白洁布对灭弧室内部进
行清扫。 ⑦灭弧室回装并抽真空。 ⑧冲入 ＳＦ６气体及
ＳＦ６气体微水、泄漏试验。 ⑨操作机构、控制柜等其它
设备检查、消缺。 ⑩断路器修后试验。

４　发现的问题及处理
对断路器灭弧室解体后进行了全面的检查，发现

的问题及其处理办法主要有以下六点：
１）主触头。 断路器主触头承担长期通过负荷电

流的任务；其上有触指，起到接通触头两侧导电环的作
用；触指又分为不燃烧段触指和燃烧段触指，两种触指
交替均匀布置。 检查发现部分触指（尤其是燃烧段触
指）有烧蚀、表面露铜及压紧弹簧松动的情况（见图
１），对以上触指进行更换。

２）灭弧触头。 灭弧触头在断路器分合闸的时候
迅速熄灭电弧，起到保护主触头不被电弧烧损的作用；

图 1　触指表面烧蚀痕迹
灭弧触头分为动灭弧触头和静灭弧触头。 检查发现灭
弧触头表面发黑，触头顶端存在明显的烧蚀痕迹，烧蚀
部位表面粗糙且无金属光泽，见图 ２所示。

图 2　灭弧触头端部烧蚀情况
处理过程。 触头烧蚀部位使用百洁布打磨平整并

漏出金属光泽，但不能打磨过渡，防止触头长度不足；
检查触头任意表面无尖角毛刺；使用导电膏清洁触头，
防止触头表面或缝隙内遗留金属粉尘。

３）外部绝缘子。 每相灭弧室有动、静触头间绝缘
子和传动机构绝缘子两个外部绝缘子。 检查发现 Ｃ
相动、静触头间绝缘子法兰面密封槽外侧螺孔附近存
在裂痕（图 ３），但并未裂开。 裂痕沿绝缘子圆周方向
展开，裂痕的起始部位均位于螺孔周围，很有可能是绝
缘子制造时螺孔加工的应力所致。 由于裂痕对密封槽
不构成影响，厂家建议不需进行处理或更换。

图 3　绝缘子法兰面裂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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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导电环。 导电环环面为铜镀银结构，承担长期
通过负荷电流的任务；其中静触头侧导电环与与主触
头烧伤段触指接触的部位为铜钨合金，起到拉弧的作
用。 导电环表面存在明显摩擦痕迹，这是由于导电环
与主触头相对滑动时摩擦所致；静触头侧导电环铜钨
合金表面存在明显的电弧烧蚀痕迹（图 ４）。 处理办
法：使用百洁布将烧蚀部位打磨平整，清洁。

图 4　导电环电弧烧蚀痕迹

５）密封件。 外绝缘子密封圈与法兰面的接触面
明显变形且呈平面状，密封面打开后密封圈不能回弹，
密封圈表面密封脂硬化；这说明密封圈弹性正在逐渐
丧失，密封脂已失去密封效果。 处理办法：更换新密封
圈，涂抹新密封脂。

６）传动部件。 传动部件起到传递操作机构转矩，
从而带动断路器分合闸的作用。 它由拐臂、传动轴、传
动绝缘子和绝缘垫片组装而成。 传动绝缘子起到传递
转矩和电隔离的作用，在长期的分合闸冲击力及高温
电弧作用下，存在绝缘子老化开裂的风险，本次检修将
其进行更换；绝缘垫片起到减小摩擦和提供磨损的作
用，检查发现部分绝缘垫片表面已经出现磨损及粗糙
情况，对全部绝缘垫片进行更换。

５　检修前后数据对比与分析

5．1　断路器导电回路电阻试验
根据检修标准，导电回路电阻应小于 ２．７ μΩ。 表

１中试验数据显示，大修前后导电回路电阻均合格。
但断路器修后试验数据比修前试验数据大 １ μΩ，这说
明大修对断路器回路电阻阻值大小有影响，这与现场
的检修环境，现场装配工艺有一定的关系。

表 1　断路器导电回路电阻试验数据 μΩ　

测量时间 Ａ相 Ｂ相 Ｃ相
检修前 １ 晻．０ １ 妹．０ １ 耨．０

检修后 ２ 晻．０ ２ 妹．０ ２ 耨．０

5．2　断路器动作时间特性

根据检修标准，断路器合闸时间为 ４２ ～５２ ｍｓ，分
闸时间为 ３２ ～３８ ｍｓ，合分时间 ４５ ～５５ ｍｓ。 表 ２ 中试
验数据表明断路器检修前后合闸时间，分闸 １、分闸 ２
分闸时间，合分时间都满足要求，三相同期性良好。

表 2　断路器动作时间特性试验数据 ｍｓ　
试验项目 Ａ相 Ｂ相 Ｃ相 同期

修前合闸时间 ５０ ~．１２ ５０ 蝌．０５ ５０ f．２７ ０ 妹．２２

修前分 １时间 ３７ ~．５０ ３７ 蝌．２０ ３７ f．１８ ０ 妹．３２

修前分 ２时间 ３７ ~．９１ ３７ 蝌．６１ ３７ f．６３ ０ 妹．３０

修前合分 １时间 ５１ ~．３３ ５１ 蝌．４３ ５１ f．２４ ０ 妹．１９

修后合闸时间 ５０ ~．００ ４９ 蝌．９０ ５０ f．２０ ０ 妹．３０

修后分 １时间 ３７ ~．３０ ３７ 蝌．３０ ３７ f．５０ ０ 妹．２０

修后分 ２时间 ３７ ~．５０ ３７ 蝌．５０ ３７ f．７０ ０ 妹．２０

修后合分 １时间 ５１ ~．６０ ５１ 蝌．７０ ５１ f．６０ ０ 妹．１０

６　结　语
分析本次 ＧＣＢ检修的过程及试验结果，本次 ＧＣＢ

解体检修效果良好，检修后各项指标满足标准和规程，
对 ＧＣＢ的安全稳定运行提供了了保障。 通过本次解
体检修，证明发电机出口断路器在达到设计的运行年
限后进行解体检修是非常有必要的，理由如下：

１）虽然 ＧＣＢ 的正常操作次数和开断故障次数远
远小于设计值，但由于断路器达到大修年限，密封系统
老化存在漏气风险，威胁断路器的安全稳定运行；

２）长期运行后，ＧＣＢ 灭弧室内部脏污严重，而这
些脏污累积在灭弧室内绝缘件表面，绝缘性能下降，易
发生放电或电弧从燃；

３）断路器内部传动机构中的易磨损件、传动绝缘
子等磨损、老化，对断路器安全稳定运行不利；

４）通过试验对比发现，断路器相关电气试验能够
反映出断路器当前的工况是否良好，但并不能真实反
映断路器内部的实际情况及部分隐患，因此试验不能
作为断路器是否需要大修的唯一参考依据。
综上，为了保证断路器的安全稳定运行，消除设备

隐患，断路器按期进行解体大修是非常有必要的。
本次发电机出口断路器解体大修是葛洲坝电站第

一台解体大修的发电机出口断路器，这对于本站其它
（下转第 ４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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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ａｌ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ｏｉｌ ｓｅａｌ ｆｏｒ ｎｏｎ-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ｐｉｓｔｏｎ ｃｙｌｉｎｄｅｒ ｉｎ
Ｇｏｎｇｚｈｕｉ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ｄ．Ａｎ ｉｎｓｔａｌｌａｔｉｏｎ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ｏｉｌ ｓｅａｌ ｏｆ ｎｏｎ-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ｐｉｓｔｏｎ ｃｙｌｉｎｄｅｒ ｉｓ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ｙｐｅ ｏｆ ｔｈｅ Ｖ-ｔｙｐｅ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ｏｉｌ ｓｅａｌ ｃａｎ ｂｅ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Ｔｈｕｓ，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ｏｒｍａｌ ｃｌｏ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 ｆｉｌｌｉｎｇ ｖａｌｖｅ ｏｆ ｎｏｎ-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ｈｙｄｒａｕ-
ｌｉｃ ｐｉｓｔｏｎ ｃｙｌｉｎｄｅｒ ａｆｔｅｒ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ｅｎｓｕｒｅｄ， ｗｈｉｃｈ ｐｒｅｖ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ｈａｐｐｅ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ｗｏｒ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ｓｃｈｅｄｕｌｅ．
Key words：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ｈｏｉ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ａｋｅ ｇａｔｅ； ｐｉｓｔｏｎ ｃｙｌｉｎｄｅｒ； ｏｉｌ ｓｅａｌ； ｉｎｓｔａｌ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龚嘴水电站机组进水口工作闸门为单吊点液压启
闭机控制，工作闸门为 ７ ｍ×８ ｍ平板钢闸门，闸门自
重６５ Ｔ，充水阀重量为３ Ｔ，充水阀开度为２６ ｍｍ，液压
启闭机由第二重型机器厂生产制造，其工作特性如下：
型号：２００ Ｔ／４５０ Ｔ
起吊力：２００ Ｔ
持住力：４５０ Ｔ
活塞缸长度：１０ ４００ ｍｍ
活塞杆直径：矱３００ ｍｍ
活塞缸直径：矱６００ ｍｍ
活塞杆重量：６．８ Ｔ
吊头重量：１．７５ Ｔ
连接器重量：０．４ Ｔ
闸门重量快速关闭时间：２ ｍｉｎ

闸门启闭时间：１２ ｍｉｎ
启门时活塞缸最大内压力：１１０ ｋｇ／ｃｍ２

闭门时活塞缸最大内压力：２１０ ｋｇ／ｃｍ２

全行程：１０ ｍ
工作行程：９．８５ ｍ
该工作闸门为快速闸门，操作方式为动水关闭、静

水开起，在工作闸门全关后，有 ２６ ｍｍ 充水阀开度由
活塞杆、吊头、连接器及充水阀重量克服活塞缸密封摩
擦力、浮力完成关闭。

１　非标准液压活塞缸存在的问题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年检修期采用内径千分尺对龚嘴水

电站 ４Ｆ机组进水口液压启闭机活塞缸内径进行复核
测量，测量数据见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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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活塞缸内径测量数据表 ｍｍ　
测点 内径 测点 内径

１ }６００ 妹．５１ ７ 6６００ |．１０

２ }６００ 妹．５２ ８ 6６００ |．０８

３ }６００ 妹．５３ ９ 6６００ |．００

４ }６００ 妹．４８ １０ M５９９ |．８５

５ }６００ 妹．４０ １１ M５９９ |．８０

６ }６００ 妹．３６

注：表中测点间距为 ８００ ～１ ０００ ｍｍ不等，１ 点为缸体顶部，１１
点为缸体底部。

由表 １测量数据可知，龚嘴水电站４Ｆ机组液压启
闭机活塞缸内径并非矱６００ ｍｍ 标准尺寸，活塞缸顶
部保压区间与底部充水阀启闭区间内径最大差值达到

了 ０．８３ ｍｍ。
活塞头及密封在缸体内部运行过程中，与缸壁各

部位产生的摩擦力并不一致，按照设计图纸上油封选
用 ５６０ ｍｍ×６００ ｍｍ×９０ ｍｍ型号 Ｖ型组合油封进行
安装，安装后工作门在全开位置经 ４８ ｈ 保压试验，沉
降量满足要求；落门试验时，闸门全关后，充水阀
２６ ｍｍ开度无法进行关闭。

２　充水阀关闭克服摩擦力计算
为避免后期返工，针对非标准液压活塞缸，在活塞

缸油封安装过程中，通过计算判断充水阀能否顺利关
闭以及活塞缸能否保持压力显得尤为重要。 活塞运动
至充水阀启闭区间的摩擦力和顶部保压区的摩擦力可

通过下式计算：
M充 ＝T充 －G１ （１）
M保 ＝T顶 －G１ （２）

式中：M充 和 M保 分别为活塞在缸体充水阀启闭区间

运动的最大摩擦力和最小摩擦力；T充 和 T保 分别为起
重机在充水阀启闭区间提升活塞杆时最大荷重值和最

小荷重值；G１ 为活塞杆的重力。
充水阀关闭的条件为

G＞M充 ＋F （３）
式中：G为充水阀关闭所需重力；F为充水阀部件排开
水体所受浮力。
活塞缸密封形式为 Ｖ型组合封，只需要 Ｖ型组合

封唇边与活塞缸内壁接触处有一定的过盈量即可，因
此活塞缸保压条件为 M保 ＞０即可。
以龚嘴水电站 ４Ｆ机组进水口液压启闭机工作门

为例，活塞杆直径为标准矱３００ ｍｍ，下油封按规程要
求预压缩量安装，Ｖ型组合封与活塞杆为过盈配合，在
活塞缸泄压闸门关闭过程中与活塞杆的摩擦力较小，
故可忽略不计。 查阅设计图纸资料，龚嘴水电站机组
进水口工作门充水阀、连接器、吊头及活塞杆总重量约
为 １１．９５ Ｔ，以上部件排水体积约为 ２ ｍ３ ，所受浮力约
为 ２ Ｔ。

１）活塞缸上油封采用 ５６０ ｍｍ ×６００ ｍｍ ×９０ ｍｍ
型号 Ｖ 型组合油封进行安装时，在未连接门体情况
下，起重机在充水阀启闭区间提升活塞杆时最大荷重
显示为 １９．８ Ｔ，提升到活塞缸保压区时最小荷重显示
为 １２ Ｔ，活塞杆重力为 ６．８ Ｔ，通过式（１）计算

M充 ＝T充 －G１ ＝１９．８ －６．８ ＝１３（Ｔ）
由上可知，活塞缸上油封采用 ５６０ ｍｍ ×６００ ｍｍ

×９０ ｍｍ型号 Ｖ型组合油封进行安装时，活塞在充水
阀启闭区间运动的最大摩擦力 M充 ＝１３ Ｔ。
已知充水阀部件排开水体所受浮力为 ２ Ｔ，根据

式（２）可知，充水阀关闭条件为
G＞M充 ＋F（Ｔ）
G＞１３ ＋２（Ｔ）
G＞１５（Ｔ）
工作闸门正常关闭时充水阀总重量为 G ＝１１．９５

Ｔ＜１５ Ｔ，由此可判断，充水阀无法正常关闭。
通过式（２）计算
M保 ＝T顶 －G１ ＝１２ －６．８ ＝５．２（Ｔ）
由上可知， 活塞缸上油封采用 ５６０ ｍｍ ×

６００ ｍｍ×９０ ｍｍ型号 Ｖ型组合油封进行安装时，活塞
在活塞缸保压区间运动的最小摩擦力M保 ＝５．２ Ｔ＞０，
可判断 Ｖ型组合油封唇边与活塞缸内壁接触处有较
大的过盈量，可以确保活塞缸保压。

２）活塞缸上油封采用 ５６０ ｍｍ ×５９９ ｍｍ ×９０ ｍｍ
型号 Ｖ 型组合油封进行安装时，在未连接门体情况
下，起重机在充水阀启闭区间提升活塞杆时最大荷重
显示为 １２ Ｔ，提升到活塞缸保压区时最小荷重显示为
７．５ Ｔ，活塞杆重力为 ６．８ Ｔ，通过式（１）计算

M充 ＝T充 －G１ ＝１２ －６．８ ＝５．２（Ｔ）
由上可知， 活塞缸上油封采用 ５６０ ｍｍ ×

５９９ ｍｍ×９０ ｍｍ型号 Ｖ型组合油封进行安装时，活塞
在充水阀启闭区间运动的最大摩擦力 M充 ＝５．２ Ｔ。
已知充水阀部件排开水体所受浮力为 ２ Ｔ，根据

式（２）可知，充水阀关闭条件为
G＞M充 ＋F
G＞５．２ ＋２（Ｔ）
G＞７．２（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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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闸门正常关闭时充水阀总重量为 G ＝１１．９５
Ｔ＞７．２ Ｔ，由此可判断，充水阀可以正常关闭。
通过式（２）计算
M保 ＝T顶 －G１ ＝７．５ －６．８ ＝０．７（Ｔ）
由上可知， 活塞缸上油封采用 ５６０ ｍｍ ×

５９９ ｍｍ×９０ ｍｍ型号 Ｖ型组合油封进行安装时，活塞
在活塞缸保压区间运动的最小摩擦力M保 ＝０．７ Ｔ＞０，
可判断 Ｖ型组合油封唇边与活塞缸内壁接触处有一
定的过盈量，可以确保活塞缸保压。

３　非标准活塞缸油封安装方案研究
为确保充水阀顺利关闭以及活塞缸正常保持压

力，在检修过程中制定正确的检修试验方案，对非标准
液压活塞缸油封安装调整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通过前述计算方法分析，制定非标准液压活塞缸

油封安装调整检修试验方案如下。
１）未连接门体试验。 ①活塞缸油封安装完毕后，

采用起重机全行程提落活塞杆，观察并记录起重机在
充水阀启闭区间和顶部保压区间的荷重显示，按前述
计算方法计算活塞杆在充水阀启闭区间和顶部保压区

间运动的摩擦力；②选用合适的油封规格型号，确认活
塞杆在充水阀启闭区间和顶部保压区间运动的摩擦力

满足充水阀正常关闭和活塞缸正常保压后进行连接门

体工序。
２）无水试验。 ①连接门体后采用液压启闭机进

行无水提落门试验，重复多次操作，确认每次充水阀均
能正常关闭到位；②充水阀关闭到位后，将工作闸门提
至全开位置，进行 ４８ ｈ活塞缸保压试验。

３）带水试验。 ①所有部件安装完毕后，进行带水

提落门试验；②采用液压启闭机将工作闸门提至全开，
进行落门操作，观察充水阀关闭情况，确认充水阀关闭
到零位，重复多次操作；③充水阀关闭到位后，将工作
闸门提至全开位置，进行 ４８ ｈ活塞缸保压试验。
采用此方案进行非标准活塞缸油封安装调整，可

有效避免设备回装完成后试验不合格而引起的返工作

业，对工期进度能起到较好的控制作用。

４　结　论
以龚嘴水电站 ４Ｆ机组进水口液压启闭机非标准

活塞缸油封安装调整方法为例，讨论了非标准活塞缸
油封安装摩擦力计算的方法，通过计算选用合适规格
型号的 Ｖ型组合油封，可有效地控制非标准活塞缸修
后保压及充水阀正常关闭，避免在计划工期内出现因
试验不合格而发生的返工事件，确保项目计划工期不
受影响。 此方法在同类型非标准液压活塞缸检修中具
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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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位移传感器在卧式机组测量轴向位移中的应用

韩　翀
（国投甘肃小三峡发电有限公司，甘肃 兰州　７３００７０）

摘要：在发电机组的轴向位移测量中多数使用的是电涡流传感器，但在卧式机组中由于安装位置选择困难导致电涡流

传感器应用不佳。 基于本厂的实际情况，通过对各种位移传感器的研究，首次应用了激光位移传感器测量轴向位移，收

到了预期效果。

关键词：轴向位移；卧式机组；电涡流传感器；激光位移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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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the Laser Displacement Sensor in
the Axial Displacement Measurement of Horizontal Generator Units

ＨＡＮ Ｃｈｏｎｇ
（ＳＤＩＣ Ｇａｎｓｕ Ｘｉａｏｓａｎｘｉａ Ｐｏｗｅｒ Ｃｏ．， Ｌｔｄ．， Ｌａｎｚｈｏｕ ７３００７０， Ｃｈｉｎａ）

Abstract：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ｅｄｄｙ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ｅｎｓｏｒ ｉｓ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ｔｏ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ｔｈｅ ａｘｉａｌ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ｔｏｒ ｕｎｉｔｓ．Ｈｏｗｅｖｅｒ， ｉｔ
ｉｓ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ｔｏ ｓｅｌｅｃｔ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ａｌｌａｔｉｏｎ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ｄｄｙ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ｅｎｓｏｒ ｉｎ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ｇｅｎｅｒａｔｏｒ ｕｎｉｔｓ．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ｃｔｕ-
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ｔ， ｔｈｅ ｌａｓｅｒ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ｓｅｎｓｏｒ ｉｓ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ｌｙ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ａｘｉａｌ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ｇｅｎｅｒａｔｏｒ ｕｎｉｔｓ．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ｓ ｆｅａｓｉｂｌｅ ａｎｄ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ｏｒｙ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ｒｅ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Key words： ａｘｉａｌ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ｇｅｎｅｒａｔｏｒ ｕｎｉｔ； ｅｄｄｙ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ｅｎｓｏｒ； ｌａｓｅｒ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ｓｅｎｓｏｒ

　　水轮发电机组状态在线监测系统是一套实时在线
监测水轮发电机组各部位运行状态的测量系统。 水轮
发电机组实时运行状态数据收集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

工作。 通过积累大量水轮发电机组的长期状态数据，
归纳总结水轮发电机组的最优运行工况，建立具有实
际应用价值的数据库，有助于分析判断水轮发电机组
的一些潜在故障和缺陷，评价水轮发电机组的真实
状态。
这其中轴向位移是一项重要的参考数据。 推力轴

承并非绝对刚性，也就是说在轴向推力作用下会产生
一定程度的弹性位移。 如果轴向推力过大，超过了推
力轴承允许的负载限度，则会导致推力轴承的损坏，较
常见到的就是推力瓦磨损和烧毁。 所以轴向位移监测
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１　现状调查及原因分析
轴向位移的监测普遍采用大直径电涡流传感器，

通过前置器电子线路的处理，将线圈阻抗 Ｚ 的变化，
即头部体线圈与金属导体的距离 Ｄ 的变化转化成电
压或电流的变化。 输出信号的大小随探头到被测体表
面之间的间距而变化，电涡流传感器就是根据这一原
理实现对金属物体的位移测量。 电涡流传感器对测量
面有极高的要求，探头须对准有效测量面，有效测量面
是指测量表面不存在刻痕、洞眼、凸台等，表面光洁、无
镀层。 卧式机组轴向位移传感器的安装位置不像立式
机组选取垂直正对镜板即可，卧式机组的安装位置由
于机组机械部分的特殊结构，导致很难选取合适位置。
我厂轴向位移传感器的安装位置由厂家现场勘查后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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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安装于垂直正对滑环。 经安装使用后发现选取此安
装位置无法满足现场使用要求，主要问题有以下两点，
第一点是电涡流传感器的测量原理是通过前置器中高

频振荡电流通过延伸电缆流入探头线圈，在探头头部
的线圈中产生交变的磁场。 当被测金属体靠近这一磁
场，则在此金属表面产生感应电流，与此同时该电涡流
场也产生一个方向与头部线圈方向相反的交变磁场，
由于其反作用，使头部线圈高频电流的幅度和相位得
到改变，以此来测量与被测物体的距离。 但是滑环表
面虽然能满足金属测量面的加工要求，但是作为给旋
转体连通、输送能源的电气部件，其表面流经很大的电
流，这对于以交变磁场为测量原理的电涡流传感器来
说无疑是最大的影响，直接导致其无法正常工作。 第
二点是测量环境也无法满足要求，由于转动部件的长
期磨损，导致滑环和碳刷摩擦产生粉尘，碳粉散落在滑
环附近。 经过长期观察发现如果长时间不对摩擦产生
的碳粉进行清扫的话，碳粉会附着在电涡流传感器的
表面。 电涡流传感器的测量探头将被完全覆盖，这也
是影响电涡流传感器正常工作的原因之一。

图 1　安装于滑环附近的电涡流传感器

２　制定对策
考虑到电涡流传感器在测量卧式水轮发电机组轴

向位移中的诸多不利因素，我们经过多方调研，决定采
用以激光为测量源的激光位移传感器。 激光位移传感
器采用工业级线阵 ＣＭＯＳ接收器件，具有高分辨率，高
可靠性的特点。 基于激光三角测距原理实现非接触绝
对测距。 激光发射器通过镜头将可见红色激光射向被
测物体表面，经物体反射的激光通过接收器镜头，被内
部的 ＣＣＤ线性相机接收，根据不同的距离，ＣＣＤ线性
相机可以在不同的角度下看见这个光点。 根据这个角
度及已知的激光和相机之间的距离，数字信号处理器

就能计算出传感器和被测物体之间的距离。 采取三角
测量法的激光位移传感器最高线性度可达 １ ｕｍ，分辨
率更是可达到 ０．１ ｕｍ的水平。

图 2　激光位移传感器测量原理

３　效果检查
选取激光位移传感器代替电涡流传感器是否可

行。 我们来看以下对比：
１）分辨率。 电涡流传感器的分辨率最高也可达

到 ０．１ ｕｍ，与激光位移传感器基本相当
２）线性度。 电涡流传感器的线性度一般较低，为

量程的 １％左右，激光位移传感器则一般为 ０．１％。
３）测量条件。 电涡流传感器要求被测体为导体

而且非导磁；激光位移传感器则对无论被测体是否导
磁、是否导电都能测。
通过实际应用我们也发现，激光位移传感器能有

效反映出卧式水轮发电机组在开停机及负荷变化期间

轴向位移的明显变化且由于其特殊的测量原理能有效

克服现场的恶略环境，通过试验论证基本达到使用
要求。

图 3　激光位移传感器现场应用情况
从电厂机组运行效果来看，机组大轴轴向位移测

点的波形规律且稳定，信号干扰也较少。 机组在带一
定负荷稳定运行时，大轴轴向窜动的峰峰值大约为
０．６ ｍｍ，且变化稳定。 如 ４图所示。

（下转第 ５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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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岗山水电站水轮机转轮叶片裂纹分析及处理

廖家富
（国电大渡河检修安装有限公司，四川 乐山　６１４９００）

摘要：水轮机转轮是把水能转换成机械能的核心部件。 转轮叶片若出现裂纹缺陷，将引起机组水力不平衡，加剧振摆程
度，严重影响机组的安全稳定运行。 针对大岗山水电站 １Ｆ机组 １３号叶片裂纹，分析了裂纹产生的原因，并通过处理，消
除了裂纹缺陷，使机组运行正常。

关键词：水轮机；转轮；裂纹；探伤；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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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and Treatment of Cracks in
Hydro-turbine Runner Blades in Dagangshan Hydropower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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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Ｔｈｅ ｒｕｎｎｅｒ ｉｓ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ｉｎ ｈｙｄｒｏ-ｔｕｒｂｉｎｅ ｕｎｉｔｓ ｔｏ ｃｏｎｖｅｒｔ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 ｆｌｏｗ ｅｎｅｒｇｙ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Ｉｆ ｃｒａｃｋｓ ｏｃｃｕｒ ｉｎ ｒｕｎｎｅｒ ｂｌａｄｅｓ，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ｏｆ ｔｈｅ ｒｕｎｎｅｒ ｗｉｌｌ ｂｅ ｂｒｏｋｅｎ， ｗｈｉｃｈ ｃｏｕｌｄ ａｇｇｒａｖａｔｅ ｔｈｅ
ｕｎｉｔ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ｅｒｉｏｕｓｌｙ ａ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 ｓａｆｅ ａｎｄ ｓｔａｂｌ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Ｉｎ Ｄａｇａｎｇｓｈａｎ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ｃｒａｃｋｓ
ａｒｅ ｆｏｕｎｄ ｏｎ ｔｈｅ Ｎｏ．１３ ｂｌａｄｅ ｉｎ ｕｎｉｔ １Ｆ．Ｒｅａｓ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ｒａｃｋｓ ａｒ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ａｒ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ｃｒａｃｋ ｄｅｆｅｃｔｓ ａｒｅ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 ｃａｎ ｏｐｅｒａｔｅ ｗｅｌｌ．
Key words： ｈｙｄｒｏ-ｔｕｒｂｉｎｅ； ｒｕｎｎｅｒ； ｃｒａｃｋ； ｄａｍａｇｅ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ｗｅｌｄｉｎｇ

　　大岗山水电站位于大渡河中游石棉县挖角乡境
内，为大渡河干流水电规划的第十四级电站，电站的任
务主要是发电，电站装设 ４ 台 ６５０ ＭＷ混流式水轮发
电机组，总装机容量 ２ ６００ ＭＷ，在系统中担负调峰及
调频，枯期担负峰腰荷，汛期主要担负基荷，是四川省
电力系统中骨干电站之一。 ２０１８ 年初，该公司在 １Ｆ
机组 Ｃ修过程中，发现转轮 １３ 号叶片有贯穿性裂纹，
裂纹位于出水边靠近下环处，叶片迎水面裂纹长度为
３６３ ｍｍ（见图 １），背水面长度为 ２５５ ｍｍ（见图 ２），厚
度 ３０ ｍｍ（见图 ３），总长度为 ６４８ ｍｍ。
１　水轮机基本参数及结构特点

大岗山水电站水轮机型号为 ＨＬＶ１５４ －ＬＪ－７０１，
由上海福伊特水电设备有限公司制造。 转轮由上冠、
下环、泄水锥和 １５个叶片组成，最大直径７ １４６．６ ｍｍ，

图 1　迎水面裂纹情
总高 ３ ８５５．５ ｍｍ，净重 １８２ ０１６ ｋｇ，其母材采用低碳马
氏体不锈钢 ＡＳＴＭ Ａ７４３ ＣＡ６ ＮＭ （相当于国内的
ＺＧ０６Ｃｒ１３Ｎｉ４Ｍｏ材料），采用散件运输、工地现场组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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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背水面裂纹情况

图 3　叶片根部裂纹情况
并精加工成整体。 水轮机额定水头 １６０ ｍ，额定转速
１２５ ｒ／ｍｉｎ，飞逸转速 ２５０ ｒ／ｍｉｎ，额定流量 ４５１．１ ｍ３ ／ｓ。
２　１Ｆ机组运行情况

１Ｆ机组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完成了 ７２ ｈ 试运
行，并于 ２０１６年 １月 １日转为转商业运行，到 ２０１７ 年
５月 １０ 日已运行 １３ ２０９ ｈ。

２０１６年 ２ 月 ２３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９ 日，１Ｆ 机组
开展过消缺性检修，但由于刚转商业运行，未对转轮进
行检查。

２０１７年 ５ 月 １１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３０ 日，１Ｆ 机组
开展了 Ｃ 修工作，对转轮进行了检查（未搭设检修平
台），未发现异常情况。

１Ｆ机组 ２０１７年振摆数据如表 １所示。
从表 １数据看，虽然机组振摆没有超过规范，但水

导摆度自 ５月起（除 １２ 月外）有明显增大。
而 ２０１８年初，１Ｆ机组再次 Ｃ 修时发现了前述的

叶片裂纹情况。

表 1　1F机组 2017 年振摆数据

月份
上导

摆度

下导

摆度

水导

摆度

顶盖水

平振动

顶盖垂

直振动

水导水

平振动

１ �８６ 枛．８６ ２１６  ．２７ １１０ 敂．５２ ２８ 蝌．４３ １９ f．８９ ２７ 谮．５１

２ �８１ 枛．３３ ２１２  ．０３ １１２ 敂．０２ ３１ 蝌．３７ ２２ f．１４ ３０ 谮．６０

３ �８２ 枛．０９ ２０８  ．１３ １１１ 敂．０５ ３０ 蝌．１８ ２１ f．３３ ２９ 谮．８８

４ �１１３ �．４５ ２０９  ．８３ １１３ 敂．５９ ３０ 蝌．９７ ２１ f．００ ３０ 谮．５２

５ �１４５ �．７７ ２０１  ．８０ １５３ 敂．９６ ２６ 蝌．８３ １７ f．７９ ２６ 谮．３６

６ �１２９ �．３７ ２２１  ．０４ １４５ 敂．９４ ２５ 蝌．２１ １７ f．１５ ２５ 谮．３４

７ �１３０ �．７４ ２２９  ．７４ １５４ 敂．１２ ２２ 蝌．０７ １３ f．８７ ２２ 谮．５３

８ �１４９ �．９８ ２２０  ．６５ １８２ 敂．３５ ２６ 蝌．４３ ２０ f．６８ ２６ 谮．６８

９ �１３３ �．４８ ２２０  ．３２ １６５ 敂．２１ ２５ 蝌．３４ １８ f．４５ ２４ 谮．６６

１０ 妹１２６ �．９４ ２１９  ．８２ １６０ 敂．７７ ２３ 蝌．９０ １４ f．７５ ２４ 谮．３３

１１ 妹１１９ �．０５ ２２０  ．３８ １５１ 敂．１１ ２５ 蝌．９２ １５ f．２１ ２６ 谮．４８

１２ 妹８３ 枛．８５ ２２２  ．８５ １１８ 敂．１８ ２７ 蝌．７２ １６ f．９１ ２８ 谮．６０

３　转轮叶片裂纹原因分析
１）由于叶片形状较为复杂（Ｘ 型叶片），且厚度较

小，内部可能存在超标或难以探测的铸造、焊接缺陷。
机组运行中，该缺陷在动态应力的作用下，成为裂纹发
生源头，引发裂纹产生。

２）裂纹部位内应力高，导致裂纹的扩展。
３）机组长时间旋转备用（２０１７ 年 １Ｆ机组总运行

时间为 ７ ０８３ ｈ，旋转备用时间为 １ １４５ ｈ），造成转轮
高应力区域长期受到动态交变应力的作用，加速裂纹
的发生与扩展。

４　转轮裂纹处理

4．1　转轮裂纹修补方案及处理
１）确定裂纹位置及尺寸。 根据预先发现的裂纹

位置，在裂纹周围 ３００ ｍｍ 范围内做着色探伤确定裂
纹准确位置，并记录下裂纹的详细尺寸。

２）清除裂纹。 ①根据检验结果标出所要挖除的
区域，从裂纹端部起至少 ８０ ｍｍ的区域应包括在内以
得到一个平缓的过渡区（见图 ４）。

②裂纹清除时应从操作相对困难的一侧开始碳刨
（仰焊，负压侧），碳刨深度为叶片 １／３ 厚度。 正压侧
只有在负压侧焊接完成后才能进行碳刨。 从标识区的
端部开始碳刨及打磨（无裂纹处），见图 ４，打磨去除氧
化层和渗碳层，厚度不小于 １ ｍｍ（见图 ５），负压侧碳
刨清根后打磨要求同正压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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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图 5
③用角磨机修磨出焊接坡口，坡口角度约呈 ５０°。
３）ＰＴ复查。 通过 ＰＴ 复查，确认裂纹已经彻底清

除，检验打磨坡口表面，不允许有任何缺陷。
４）预热（加热片加热）。 叶片坡口背面贴合一张

加热片，预热温度设定为 １２０℃，加热片用强磁铁固定
于叶片上，加热片应由专人操作。

５）焊接工艺。
①通用要求。 现场负责转轮补焊的焊工必须具备

相应的焊工资格证书；热输入 E按以下公式计算：
E（ＫＪ／ｍｍ） ＝U（Ｖ） ×I（Ａ） ×６０／v（ｍｍ／ｍｉｎ） ×

１ ０００
焊接环境要求。 若出现下雨、下雪或滴水天气；或

者环境相对湿度高于 ９０％，或风速高于 １０ ｍ／ｓ环境，
除非采取有效措施，否则不允许进行焊接。

②焊前在叶片出水边安装引弧板，焊接时每道焊

缝都应在引弧板上起弧且熄弧点都必须在坡口外。 引
弧板的材料为 ３０４或同等不锈钢材料。

③裂纹端部坡口顶端外侧应焊上补强板，拉住裂
纹以避免扩张（见图 ６）。 补强板形状见图 ７（具体尺
寸需经现场核实），材料为 ３０４ 或同等不锈钢材料。
焊接完成 ４８ ｈ后，割掉补强板，打磨后着色检查（严禁
锤击）。

图 6　补强板示意图

图 7　补强板形状（单位：ｍｍ）
④采取多层多道、分段倒退的方式进行焊接。 焊

接的层间厚度是焊条直径的 １ ～１．２ 倍，焊道宽度是焊
条直径的 １ ～１．５ 倍。 施焊过程中，正缝底部第一、二
层要连续施焊，不能停留，整个过程严禁用风动工具锻
打，防止冷却速度过快形成淬硬组织；焊接过程中，每
层每道焊缝需手工敲击并认真打磨；焊接完成后，裂纹
端部用砂轮磨掉 ４ ｍｍ左右深度，并进行重新补焊；焊
接过程中，焊工严格执行工艺要求，确保焊接质量，如
施焊过程中发现问题应及时处理，避免成型后再处理。

６）工艺参数。 工艺参数如表 ２。
表 2　工艺参数表

焊接方式 熔敷金属
预热温度

／℃
层间温度

／℃
焊接电流

／Ａ
焊接电压

／Ｖ
保护

气体

气体流量

／（Ｌ· ｍｉｎ －１）

焊接速度

／（ｍｍ· ｍｉｎ －１）

热输入

／（ｋＪ· ｍｍ－１）

ＳＭＡＷ手工焊 Ｅ３０９Ｌ-１６ 摀１００ ～１２０ zＭａｘ１８０  ９５ ～１５０ 鬃２１ ～２８ z－ － ５０ ～１２０ Ё２ |．４

ＧＴＡＷ氩弧焊 ＥＲ３０９Ｌ ６０ 耨Ｍａｘ１８０  ９５ ～１８０ 鬃１６ ～２０ zＡｒ９９ }．９９％ １２ ～１６  ５０ ～１３０ Ё３ |．２

　　７）操作要求。 ①焊接过程中应尽可能采用分层
进行焊接，应严格控制层间温度不超过 １８０℃。 手工
电弧焊条规格为矱３．２ ｍｍ；氩弧焊丝规格为 矱２．０

ｍｍ；②焊条应按焊条包装上要求烘焙并一直保存在
１００ ～１５０℃的烘箱内。 使用时，焊条必须保存在密封
性良好的保温筒内，焊条在保温筒内的时间不得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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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ｈ，否则需重新烘焙。 同一焊条烘焙的次数不得超过
３次。 钨极氩弧焊用焊丝必须保持清洁干净。

８）回火焊道。 在最终焊层上用氩弧焊焊接回火
焊道以增加热影响区和焊缝的韧性。 回火焊道位置如
图 ８所示。 同时应用石棉布对焊缝进行保温，起到消
氢和消应力的作用。

图 8　回火焊道（单位：ｍｍ）
９）焊后消氢。 焊后消氢温度应比层间温度高

２０℃，保温 ２ ｈ后，并以 ３０ ～５０℃／ｈ 的速度将温度降
至常温，表面用石棉布覆盖。

１０）打磨及抛光。 打磨焊缝表面至光滑且与母材
平齐，并将出水边区域抛光至粗糙度 Ｒａ１．６。

１１）无损检验。 对打磨抛光后的焊缝表面进行着
色检测，着色检验合格后，焊缝整体进行超声波检查。

4．2　转轮修补后的情况
大岗山 １Ｆ机组转轮 １３号叶片按前述方法进行了

修复，处理后探伤合格（见图 ９、１０、１１、１２、１３、１４），机
组运行正常。

图 9　迎水面补焊

图 10　迎水面打磨修型

图 11　背水面补焊

图 12　背水面打磨修型

图 13　迎水面裂纹探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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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背水面裂纹探伤

５　结　语
大岗山 １Ｆ机组转轮 １３号叶片裂纹经修补处理，

并经超声波检查后，处理合格，机组运行正常。 本文所

述的叶片裂纹修补处理方法及工艺流程，可为其它电

站同类型转轮叶片裂纹处理提供参考借鉴。

参考文献：
［１］胡金荣．刘家峡水电厂水轮机转轮叶片裂纹及其处理［ Ｊ］．
大电机技术， １９８４（３）： ４７ －５１， ５４

［２］程则久．龚咀水电厂水轮机叶片断裂事故的初步分析［ Ｊ］．
大电机技术， １９８８（４）： ５３ －５９

［３］薛伟， 陈昭运．水轮机叶片裂纹原因及预防措施研究［ Ｊ］．
大电机技术， ２００２（５）： ４２ －４５

［４］黄文， 吴彤峰， 毛汉领．水轮机转轮叶片的应力分布及其

裂纹成因［Ｊ］．实用测试技术， １９９９， ２５（３）： ３３ －３４

［５］马庆增， 阚伟民．水轮机转轮叶片裂纹分析及处理［Ｊ］．广
东电力， ２００３， １６（６）： ７０ －７２

（上接第 ５０页）

图 4　轴向位移采集波形

４　结　语

通过此次技改有效的解决了卧式水轮发电机组在

测量轴向位移当中的一些困难，也为其他电厂在日后
应用中提供一些参考和借鉴。

参考文献：
［１］ＧＢ／Ｔ ２８５７０ －２０１２， 水轮发电机组状态在线监测系统技术

导则［Ｓ］
［２］枟石油化工仪表自动化培训教材枠编写组．旋转机械状态监

测及控制系统［Ｍ］．北京： 中国石化出版社，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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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轮机活动导叶设备更新改造与装配工艺处理

张胜强
（国网新源控股有限公司，北京　１０００８６）

摘要：泰山抽水蓄能电站的混流式水泵水轮机组，由于活动导叶中轴密封结构问题，中轴密封大量漏水，虽然处理多次，
但效果不佳。 通过检修中研判漏水原因，对水轮机活动导叶中轴密封结构进行了改造，经运行检验效果良好。

关键词：水轮机导叶；中轴密封；结构分析；更新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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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ovation and Assembly Process of
the Movable Guide Vane Equipment in Hydro-turbine Units

ＺＨＡＮＧ Ｓｈｅｎｇｑｉａｎｇ
（Ｓｔａｔｅ Ｇｒｉｄ Ｘｉｎｙｕａｎ Ｃｏ．， Ｌｔｄ．，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８６， Ｃｈｉｎａ）

Abstract： Ｉｎ ｔｈｅ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ｔｕｒｂｉｎｅ ｕｎｉｔｓ ｉｎ Ｔａｉｓｈａｎ Ｐｕｍｐｅｄ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Ｐｏｗｅｒ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ｗａｔｅｒ ｌｅａｋａｇｅ ｉｓ ｆｏｕ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ｓｈａｆｔ ｓｅ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ｖａｂｌｅ ｇｕｉｄｅ ｖａｎｅｓ．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ｉｓ ｎｏｔ ｓｏｌｖｅｄ ｅｖｅｎ ａｆｔ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ｍａｎｙ ｔｉｍｅｓ．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ａｋａｇｅ ａｒ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ｓｈａｆｔ ｓｅ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ｓ ｒｅｎｏｖａｔｅ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ｒｅ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ｏｒｙ．
Key words： ｈｙｄｒｏ-ｔｕｒｂｉｎｅ ｇｕｉｄｅ ｖａｎ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ｓｈａｆｔ ｓｅ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ｒｅ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泰山抽水蓄能电站位于山东省泰安市泰山风景区
西南麓，距泰安市 ５ ｋｍ。 电站安装的四台机组，由
ＷＯＩＴＨ公司制造。 水轮机型号：ＨＬＮＶ１２５ －ＬＪ－４５５，
额定水头：２２５ Ｍ，额定转速：３００ ｒ／ｍｉｎ，额定出力：
２５０ ＭＷ。 发电机型号：ＧＤＨ７１５５Ｓ －１０，总装机容量
１００多万 ｋＷ，分别于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７ 年相继投产运行，在
电网中承担调峰、填谷、调频、调相和旋转备用等任务。
机组长年运行后，水轮机活动导叶中轴密封漏水故障，
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漏水问题仍然存在。 经过分
析研究后，于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１ 号机 Ａ级检修期间，对中
轴密封结构部件进行了更新改造。

１　中轴密封结构分析及漏水状况

1．1　中轴密封结构装配
中轴密封结构相关部件由顶盖、导叶、套筒、支撑

环等组成。 装配关系是：将不同规格的橡胶密封，分别
套入支撑环内外密封槽里，支撑环一端装配在套筒里，
打入销钉，并与套筒固定一起。 吊起套筒，法兰面朝

上，口朝下，套进导叶轴，缓慢落到顶盖孔内，检查套筒
口与顶盖下端孔，周围无误后，套筒法兰与顶盖连接固
定。 结构原理图 １ 显示，导叶轴颈、密封支撑环、顶盖
下孔构成一道密封结构。 密封结构的两道橡胶密封在
密封槽里，分别与导叶轴颈面和顶盖孔内园面接触，当
装配到位时，橡胶密封会产生一定的压缩量，形成密封
止漏，阻挡蜗壳压力水，漏入顶盖。

图 1　活动导叶中轴密封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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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漏水原因及严重性
１）从图 １活动导叶中轴密封结构位置分析，支撑

环是止水的主要部件，密封支撑环的内圆密封与导叶
轴颈，形成密封止口，外圆与顶盖套筒孔壁，形成密封
止口。 两道密封止口，有着不同的密封止水作用，内园
密封是承受动态和静态止水作用，外圆密封承受静态
止水作用。 如果这两道密封处的导叶轴颈面、顶盖套
筒孔面、有划勾磨损痕迹，毛刺，导叶轴与套筒不同心，
支撑环倾斜，都会影响密封作用。

２）在检修过程中，从中轴密封设备拆卸分解，设
备部件易损情况，认定是外圆密封结构的主要问题。
从机组冲水，开机运行，中轴密封实际漏水状况，也是
套筒下端与顶盖孔周围往外溢漏水，而且漏水量越漏
越大，有些套筒下端还往外喷水。

３）由于大量的漏水，顶盖内排漏失衡，积水量增
加，迫使顶盖排水泵频繁启动。 一旦排水泵故障，水位
就会上升到水导轴承，水导轴承进水，水导轴瓦润滑油
将失效，瓦温会急剧升高或发生烧瓦事故。 所以严重
的漏水问题，已影响到机组的安全运行。

２　结构技术改造

2．1　设备处理更新
中轴密封结构改造的部件导叶，是原不锈钢材质

导叶，因为有的部位磨损较为严重，运至厂家，进行翻
新修补处理，翻新后的轴颈面平整光滑，符合技术要
求。 改造前的原 ２２ 个套筒是碳钢材质，锈蚀氧化程度
严重，用手锤轻轻敲击，表面锈蚀氧化层大面积脱落，
套筒拆卸时，套筒底部又发生销钉孔豁开，套筒下止口
内园面锈蚀粗糙。 根据中轴密封结构改造要求，旧套
筒从结构、尺寸、材质、已不符合所需部件要求，全部废
除，更换成不锈钢材质套筒。

2．2　结构改造
１）新套筒构造，为了中轴密封结构的需要，新套

筒与旧套筒的不同区别，是在套筒下端口底部，往上
６０ ｍｍ位置，套筒外圆进行加工改造，增设两道密封
槽，分为上密封槽，下密封槽。

２）新密封支撑环是铜材料加工而成，与原不锈钢
密封支撑环不同，整个密封支撑环通过公差配合，镶嵌
在套筒里，密封支撑环下面与套筒口底部面平齐，与旧
密封支撑环相比，结构尺寸发生了变化。 新密封支撑
环的密封位置改变，而取消了外圆密封结构。

３）由于新密封支撑环外圆密封结构改变，防止水
从密封支撑环与套筒内接触立面漏入套筒内，在支撑
环与套筒夹角处，增设一道角密封。 新密封支撑环的

内园密封槽，与原旧密封支撑环的密封槽没有改变，仍
装设 Ｕ型密封。 套筒外壁下密封槽采用 ＤＩＣＨ －Ｈ－
ＰＵ专用密封材料，上密封槽是 Ｏ 型密封圈。 改造后
的活动导叶中轴密封结构，如图 ２所示。

图 2　活动导叶中轴密封结构示意图

３　装配技术工艺与运行状况

3．1　套筒装配调整
新套筒装入前，检查了导叶是否垂直，导叶轴颈面

有无毛刺，顶盖下孔面，有无高点、杂质、锈蚀等其它异
常情况。 新套筒装入导叶轴，落入顶盖下孔，到位后，
检查套筒上下两道密封是否损伤，或扭曲变形。 用长
塞尺检查套筒四周橡胶密封处，是否有间隙，有间隙的
套筒，重新调整为零。 套筒法兰与顶盖连接螺丝对称
拧紧后，重新配钻销钉孔和销钉。

3．2　开机漏水状况
水轮机冲水时，设专职工作人员监视 ２２个套筒底

部，有无漏水情况。 冲水完成后，经过检查，各套筒下
端与顶盖孔周围没有漏水。 开始进入开机调试运行，
再次检查了顶盖内状况，除了主轴密封的正常漏水，没
有发现其它部件异常漏水。 机组自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投入运行以来，至今未发生有漏水现象，封水效果显
著达到了预期的改造效果，从根本上解决了导叶漏水
这一技术难题。

４　结　语
泰山蓄能电站 １号机 Ａ级检修期间，对 １ 号机活

动导叶中轴密封结构，进行了更新改造。 改造后的新
中轴密封，通过机组冲水，试运行，中轴密封漏水实际
观察，其效果很好，认定这次改造后的中轴密封，起到
了密封止漏作用。 为泰山电站 ２、３、４ 号水轮机活动导
叶中轴密封漏水处理，打下基础，积累经验。 也可以作
为其它电站同类型机组出现的类似漏水问题，提供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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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综合分析由水泵、尾水换热器、隔膜式气压罐、机组冷却设备组成的循环技术供水系统，结合 ＨＬＧ２ 技术供水
系统设计实例，提出了几种尾水换热器的布置及起吊方式，以满足不同型式水电站对循环技术供水的实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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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the Circulating Technical Water Supply System
in HLG２ Hydropower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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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兰庞雅下游水电站（简称 ＨＬＧ２）位于老挝南部
拉曼县境内，工程枢纽主要建筑物有：右岸接头坝、进
水口、均质土坝、溢洪道、左岸接头坝、主厂房。 ＨＬＧ２
采用一管两机的坝后式厂房布置，主要参数为：装机
２ ×７．５ ＭＷ，转轮型号 ＨＬＡ５５１ －ＬＪ －１５８，额定水头
４４ ｍ，额定流量 １９．８６ ｍ３ ／ｓ，转轮直径 １．５８ ｍ，额定转
速 ３３３．３ ｒ／ｍｉｎ，水轮机安装高程１５１．０８ ｍ。 水库具有
日调节性能，其来水接自上游的会兰庞雅水电站（装
机 ２ ×４４ ＭＷ）的发电尾水。

１　二次循环冷却供水系统设计

1．1　技术供水方式的选取

根据规范要求［１］ ，水电站工作水头为 １５ ～８０ ｍ
时，ＨＬＧ２ 水电站适宜采用自流供水方式。 鉴于会兰
庞雅水电站因出现微生物堵塞技术供水管路、油冷却
器、空气冷却器问题，造成机组供水干管压力大幅下
降，严重影响到机组安全运行，且在该电站投运 ８个月

后被迫将已投运的尾水取水方式改建成循环技术供

水。 综合考虑水泵供水成本及日常清理微生物的维护
成本后，确定 ＨＬＧ２水电站采用循环技术供水系统，该
系统可以有效解决泥沙、漂浮物、微生物堵塞管路的运
行缺陷［２］ ；适用于该电站的常规一次供水系统和循环
技术供水系统组成详见表 １。

表 1　

供水方式 系统组成

常规

一次供水

①蜗壳取水或压力钢管取水，②滤水器，③管
路、阀门、自动化原件

循环技术

供水

①水泵供水，②尾水换热器，③管路、阀门、自
动化原件，④隔膜式气压罐

1．2　循环技术冷却系统工作原理
ＨＬＧ２水轮发电机组供水对象包括发电机空气冷

却器、上导及推力轴承、下导轴承、水导轴承。 循环技
术供水流程详见图 １，整个水流系统为密闭式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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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流经水泵加压输送至尾水换热器与机组发电尾水进

行换热冷却后，通过输水干管分别送至各轴承油冷却
器、空气冷却器吸收机组热量，升温后的水流再经输水
管回流至水泵吸入口处。 经过水流的循环流动后，油
冷却器、空气冷却器吸收的机组热量经尾水换热器与

下游尾水的热传导得到释放，从而维持轴承系统瓦温、
发电机机坑内空气温度在合理的运行范围内，保证机
组正常运行。 此外，通过在密闭水流中添加防腐剂、软
化剂、防微生物药剂等措施，可以延长密闭系统的使用
寿命。

图 1　循环技术供水系统示意图

1．3　循环水泵参数
每台水轮发电机组的循环水泵均采用一主一备、

交替切换的运行方式。 供水泵房位于安装间下层，为
了节省泵房尺寸，选用立式离心泵。 由于整个水流系
统为封闭状态，供水泵扬程不受上导、推力轴承与水泵
安装高程差的影响，等于克服管路、阀门、尾水换热器、
各轴承油冷却器、空气冷却器的水力损失之和。 根据
规范要求，供水泵额定工作容量按用水设备总用水量
的 １０７％ ～１１０％设计，根据主机厂提供的各用水设备
水量要求，循环水泵参数选用 Q ＝１４０ ～２００ ～
２４０ ｍ３ ／ｈ，H＝２１．８ ～２０ ～１７ ｍ，N ＝１８．５ ｋＷ，满足系
统水量、水压要求。

1．4　尾水换热器
尾水换热器是强迫热水在其主、次管内流动，通过

换热器壁面与下游发电尾水实现热量交换的设备。 根
据主机厂提供的 ＨＬＧ２ 水轮发电机组换热量资料，换
热器型号选取 ＨＥＸ１５０ －１９４／３５０，总散热面积为
９７．３ ｍ２ ，最高出水温度 ３０℃，换热量 ３５０ ｋＷ，每台水
轮发电机组对应一套尾水换热器。 由于换热器需常年
淹没在下游最低尾水位以下，为了防止换热器主、次散
热管发生腐蚀、锈蚀等损坏，缩短换热器的使用寿命，
其本体及附属部件全部采用 ３０４不锈钢。
由于 ＨＬＧ２的转轮吸出高度为正值，水轮机相对

开挖深度较浅，在换热器下游侧修建挡水坎是为了保
证下游尾水能够完全淹没换热器。 若下游尾水无法修
建挡水构筑物，当两台机组因水库无水或机组检修时，
换热器将暴露于大气中，由此将加剧换热器表面金属
腐蚀、结垢而恶化其换热效果。
换热器可根据枢纽布置的方便程度，布置于尾水

渠两侧墩墙、闸墩下游侧、尾水管出口上方、闸门槽下
游侧［３ －４］ 。 根据换热器的布置位置，换热器主要有以
下几类起吊方式：

１）若水轮发电机组开挖较深，下游尾水淹没深度
较大，应将换热器布置于尾水管出口两侧墩墙上，便于
利用尾水闸门的起重机械进行设备吊装；换热器外形
尺寸应结合闸门槽大小进行设计；

２）若下游校核洪水位较低，可以考虑修建高于校
核洪水位的专用道路或利用进厂公路，将换热器沿尾
水渠水流方向依次布置，通过汽车吊或新建其它固定
起重机械进行设备吊装；

３）若换热器布置于闸门槽下游侧，又无法修建汽
车吊的通行道路，应综合考虑尾水闸门和换热器的布
置空间、闸门和单套换热器的起吊重量，弃用传统的固
定卷扬机式启闭机构，选用桥式起重机或门式起重机
兼顾闸门和换热器的吊装。
从换热效果来看，换热器布置在尾水管出口两侧

有利于热量交换，但由于 ＨＬＧ２尾水淹没深度较浅，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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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器直接布置于闸门槽下游侧影响尾水管内水流流

态，而布置于尾水渠道两侧不便于设备布置及检修。
综合考虑起吊及换热效果，两台换热器均布置在 １、２
号机组尾水的中间闸墩下游侧，详见图 ２ 和图 ３。 由
于老挝业主要求换热器必须能够在某一台机组运行

时，另一台机组的换热器能够拆装，单套换热器专门设
置了 ４ 套定向滚轮及底部锥体卡扣。 若换热器需要检
修，将钢丝绳穿入其预留吊环，无需人员潜水至换热器
底部拆除普通型式的螺栓固定装置即可完成设备起

吊，既减少了人员拆装成本，又降低了人员潜水的危险
程度。

图 2　换热器布置平面示意图

图 3　换热器布置剖面示意图

1．5　隔膜式气压罐

隔膜式气压罐通常布置于水泵的吸入侧［５］ ，由于
罐内有预充压力的惰性气体，可以吸收系统内水流因
流经尾水换热器、油冷却器、空气冷却器水体的热涨冷
缩体积，当系统因阀门或管路漏水，可利用罐内存水来
补充系统用水［６］ 。 此外，气压罐作为系统内的一个恒
定压力点，可以有效的减少系统的压力脉动，保障系统
运行的安全性、经济性。

1．6　补水系统
为了及时补充系统内耗水，ＨＬＧ２ 在主厂房上游

侧修建了一个 ５０ ｍ３ 的雨水池，因雨水池底高程大于
系统内管路的最大顶高程，可以通过开启水泵吸入口
前连接雨水池的阀门进行补水。 此外，为了保证水流
始终充满整个管路系统，在循环技术供水系统的局部
凸起位置均设置有空气阀，且在最高处设置验水阀，以
便及时排除管路系统内的积气，判断水流的充满状态。

２　运行及维护
１）系统首次充水或检修后充水，应开启验水阀、

空气阀的检修阀门，待水流充满整个系统后，关闭所有

的空气阀的检修阀门、验水阀，避免空气进入循环水
系统；

２）应及时监测水流系统的水质，避免水流 ＰＨ 值
恶化及腐臭变质；

３）由于换热器常年淹没于下游尾水，不可避免的
在其表面附着微生物或因泥沙较多而结垢，应定期将
换热器拆卸吊出并用高压水枪对其表面附着物进行冲

洗，从而保证换热器的换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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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压并列及切换装置原理与 ＰＴ 常见故障
张　勇，肖启露

（雅砻江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２１）

摘要：当母线 ＰＴ退出运行或者倒闸操作后，如果母线电压不能跟随设备运行方式的调整正确切换，运行过程中可能导
致保护装置误动、拒动。 为防范因电压切换或 ＰＴ故障，本文详细分析了电站电压并列及切换装置的原理和 ＰＴ的常见故
障，有助于及时准确判断故障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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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水电站主接线采用双母线接线方式（图 １）。 正
常运行时，２１２、２１２１、２１２２ 均在合闸位置，Ⅰ母和Ⅱ母
并列运行；各母线 ＰＴ 及避雷器随母线投入运行。 在
开关站保护室内装有 ＰＴ 并列及切换装置，该套装置
用于母线电压的并列与切换，包括并列屏（ＭＰＴＢＬ）、
切换屏（ＭＰＴＱＨ）。

图 1　某水电站 220 kV部分主接图

根据运行经验发现，母线电压切换与 ＰＴ 故障原
因主要集中在：ＰＴ 回路断线、母联断路器辅助接点／隔
离刀闸辅助接点／二次回路接触不良、人为误操作等，
造成保护装置发“ＰＴ断线”信号、保护拒动或误动、ＰＴ
反充电、ＰＴ异常并列、设备损坏等情况发生。

１　电压并列及切换装置原理

1．1　电压并列装置
电压并列含义：对于双母线接线方式，每段母线上

装有一台 ＰＴ，当某一母线上的 ＰＴ 因检修、故障等原因
需要停运时， 母联开关在合闸位置，待停 ＰＴ所在母线
上的所有负载将继续运行，考虑到因母线失压，保护装
置很可能发生误动。 此时，需要采集正常运行的母线
电压供待停 ＰＴ 所在母线上的负载保护装置用，这个
就是电压并列。
如图 ２ 所示，正常运行方式下，从图中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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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ＭＹＨ采集 Ｉ母母线电压后，经母线 ＰＴ汇控屏内三个
空开 ＸＤＬ４、ＸＤＬ５、ＸＤＬ６ 分别送至并列屏（ＭＰＴＢＬ）、
切换屏（ＭＰＴＱＨ）。

图 2　母线测量电压并列回路原理图
其中一路经母线 ＰＴ汇控屏内空开 ＸＤＬ４，送至母

线电压切换屏，通过隔刀位置辅助继电器触点 １ＧＷＪ
判断后，送至 １ＹＭ１。 因采集后的母线电压为相关元
件共享，为了减少电缆铺设，设计了电压小母线 １ＹＭ
１、１ＹＭ ２、１ＹＭ ３（前面数值 １ 代表 Ｉ母 ＰＴ，此处 １ＹＭ１
在设计图中为 １ＹＭａ１，１ＹＭｂ１，１ＹＭｃ１）。 并将采集到
的母线电压送至开关站 ６ＬＣＵ Ａ１、Ａ２ 柜，供计量和同
期用。
同理，另外两路经开关 ＸＤＬ５、ＸＤＬ６，送到并列屏，

然后经隔刀位置辅助接点 １ＧＷＪ 判断后送至小母线
１ＹＭ ２、１ＹＭ ３。 其中，１ＹＭ ２ 的母线电压供第一套保
护装置用，１ＹＭ ３的母线电压供第二套保护装置用，如
图 ３ 所示。 （ Ｉ 母零序电压采集回路未画，但原理
类似）
假设 ２ＭＹＨ停运检修，需通过压切继电器 ＹＱＪ 进

行切换，将采集后的Ⅰ母电压供两段母线上的保护装
置和计量用。

1．2　电压切换装置
电压切换：对于连接到母线上的所有电气元件，为

了保证其一次和二次系统保持一致，要求电压采集回
路具有自动切换功能。 保护和自动装置的二次电压回
路与主接线一起进行切换，以防止保护或自动装置误
动、拒动。 也就是说某条线路在哪条母线上运行，二次
回路就使用哪条母线 ＰＴ采集的电压。
如图 ４所示，假设将拉开开关靠 Ｉ母侧刀闸，合上

靠 ＩＩ母侧刀闸，开关靠 Ｉ母侧刀闸常开触点断开，靠 ＩＩ
侧刀闸常开触点闭合。 此时，１ＹＱＪ１ ～１ＹＱＪ５ 线圈失

图 3　母线电压并列回路
磁，２ＹＱＪ１ ～２ＹＱＪ５线圈励磁；１ＹＱＪ４ 触点断开，２ＹＱＪ４
触点接通，Ｌ１ 熄灭／Ｌ２ 点亮表明采集 ＩＩ 母母线电压。
１ＹＱＪ２ 与 １ＹＪＱ３ 断开，２ＹＱＪ２ 与 ２ＹＪＱ３ 闭合，将切换
后的 ２２０ｋＶ 母线电压送至各保护和计量等元件用。
为防止 ＰＴ 在二次侧异常并列或者母线电压同时消
失，当两段母线的压切继电器辅助触点同时接通或断
开时，应发出报警信号。

图 4　电压切换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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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操作过程中，拉开 ２２０ｋＶ靠 Ｉ母侧隔刀后，
靠 Ｉ母隔刀常开辅助接点因故障未断开，引起了辅助
接点粘死，电压切换回路会采集两段母线电压。 另外，
在拉开母联开关 ２１２ 后，而 ＰＴ 二次空开又在合闸位
置，致使 ＰＴ二次电压经电压切换回路反充至 Ｉ 母 ＰＴ
及母线，容易造成设备损坏。
在某 ２２０ ｋＶ母线 １号保护屏上装有一套 ＳＧＢ７５０

－２ 模拟盘（图 ５），用来显示 ２２０ ｋＶ隔离刀闸的状态
信息。

图 5　模拟盘原理图
在模拟盘上，可以显示每个隔刀当前的位置状态，

Ｋ１、Ｋ２ 是强制开关的辅助触点。 强制开关有三种位
置状态：自动、强合、强分［１］ 。

１）自动。 Ｋ１在断开位置，Ｋ２ 闭合，母线保护开入
量取决于隔刀的辅助位置接点。

２）强合。 Ｋ１在接通位置，母线保护开入状态被强
制为导通。

３）强分。 Ｋ１、Ｋ２ 均在断开位置，开入状态被强制
为断开。
该装置通过使用隔刀辅助触点去启动继电器

ＹＱＪ，从而实现母线电压的自动切换［２］ 。

２　几种常见的 ＰＴ故障
2．1　ＰＴ断线

ＰＴ断线可分为 ＰＴ一次断线和二次断线，无论是
哪种情况，都将使 ＰＴ 电压回路出现异常［３］ 。 具体分
类和现象如图 ６ 所示。

图 6　PT断线分类和现象

2．2　二次开关跳闸
造成二次开关跳闸的原因注意如图所示 ７。

图 7　开关跳闸的原因
保护在运行中空气开关跳闸后，应迅速检查该装

置及其回路有无异音、异味及发热现象，如无异常可试
合该空气开关一次，但在此之前应停用该保护装置。
如再次跳闸，联系检修人员处理。 具体处置流程如图
８所示。

图 8　二次开关跳闸处置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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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母联开关、隔离刀闸辅助位置触点切换不良

如果在操作过程中，母联开关、隔离刀闸辅助位置
触点或者 ＹＱＪ辅助触点切换不良，可能会出现异常并
列的情况。 当隔刀位置辅助触点异常时，通过人为操
作强制开关强制隔刀的位置，此时，报警信号自动复
归，以确保在此期间母差保护的正常运行。 应注意的
是，当设备恢复正常运行时，应及时将强制开关切换至
自动位置。 强制开关具有自锁功能，防止人员误碰，在
操作强制开关时，必须先拉出强制开关操作杆，才能强

制隔刀位置。 在进行母线倒闸操作时，应检查确认隔
刀位置指示是否正确，当保护装置发出隔刀位置报警
信号时，运行人员应现场检查确认隔刀位置无误的情
况下，再按保护屏上隔刀位置确认按钮，复归报警
信号。
对于 ＳＧＢ７５０ －２模拟盘，增加了隔刀辅助触点判

别母线运行方式，并对隔刀辅助触点进行自检。 常见
异常报警及后果如图 ９所示。

图 9　模拟盘异常报警

2．4　ＰＴ二次切换回路反充电
当某一母线因检修或故障需停运，须将待停母线

上的所有负荷转移至另一条母线上继续运行。 如果待
停母线已停电，但该母线 ＰＴ隔刀未拉开，隔刀辅助触
点也就没有断开其二次回路［４］ 。 ＰＴ二次切换回路中
个继电器的辅助触点出现黏合或触点连接错误，ＰＴ二
次回路将误并列。 正常运行母线的电压经二次回路倒
送至停电母线 ＰＴ二次，再按 ＰＴ变比倒送电至已停电
母线上。 因此，对于母线 ＰＴ 操作，应按以下原则
进行：

１）分段运行的两段母线上的 ＰＴ，在其二次侧禁止
并列；并列运行的两段母线上的 ＰＴ，正常运行时在其
二次侧也不宜长时间并列。

２）ＰＴ停电操作时应先拉开二次开关，再拉开一次
侧刀闸，送电操作顺序与其相反。

３）当某一母线 ＰＴ 发生故障，在故障原因未查明
或未作隔离措施前，禁止将故障 ＰＴ 与正常 ＰＴ 并列
运行。

４）如果因停用 ＰＴ，可能导致保护及自动装置误

动、拒动，则应在 ＰＴ停电前停用相关保护及自动装置
或采取其他隔离措施。 若停用 ＰＴ可能影响电能量计
量、电能量采集、监控系统功能等，则应作好相关记录，
并向有关部门汇报。

３　结　语

通过对电压并列及切换装置原理及 ＰＴ常见故障
进行分析，可以帮助我们在实际运行和操作过程中，及
时发现设备异常消除故障，避免因设备故障、误操作、
电压切换不正确等造成保护装置误动、拒动引起设备

损坏，从而保证电站的安全稳定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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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唐震， 易向阳．ＲＣＳ－９１５型微机母线保护装置功能及运行
操作注意事项［Ｊ］．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 ２０１１（２５） ：３２３

－３２３

［３］杜景远， 崔艳．浅议 ＰＴ断线、系统接地、母线失压的判据

［Ｊ］．电力系统保护与控制， ２００２， ３０（１）： ６０ －６１

［４］李植松．一起电压互感器二次侧误并列发生倒送电事故的

分析［Ｊ］．机电信息， ２０１４（１２）： 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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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ＳＭＷ（Ｓｏｉｌ Ｍｉｘｉｎｇ Ｗａｌｌ）工法是基坑工程中的一种新型支护形式，是在水泥土搅拌桩内插入型钢的组合式支护结
构，具有止水性能较好、施工简便、工程造价较低、对基坑周边影响较小等优点。 结合某基坑工程的地质条件，对组合式
支护结构施工过程中的抗倾覆、整体抗滑动、基坑底部抗隆起等稳定性进行的计算及分析表明，支护参数设计合理、经济
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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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ａｓ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ｌｏｗ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ｃｏｓｔ ａｎｄ ｌｅｓ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 ａｒｅａ ｏｆ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ｐｉｔｓ．Ｔｈｅ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ｉｌ ｍｉｘｉｎｇ ｗａｌ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 ａ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ｐｉｔ ａｒｅ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ｏｖｅｒｔｕｒｎｉｎｇ， ｓｌｉ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ｕｐｌｉｆ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ｔ ｂｏｔｔｏｍ．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ｉｓ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ｌｌｙ ｆｅａｓｉｂｌｅ．
Key words：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ｐｉｔ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ＳＭＷ；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人口急剧增加，在
用地紧张的城市中心大规模修建高层建筑地下基础、
地下商场、地铁车站、地下综合管廊工程等地下空间工
程已成为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势。 在地下空间开发中，
基坑的规模及深度在不断加大，深基坑工程事故的发
生概率较高，事故的原因也较为复杂［１］ 。 地下工程基
坑开挖支护施工技术及其研究利用显得越来越重要。
ＳＭＷ（Ｓｏｉｌ Ｍｉｘｉｎｇ Ｗａｌｌ）工法是基坑工程中的一种新型
支护形式，是在水泥土搅拌桩内插入型钢而组成的组
合式支护结构。 ＳＭＷ支护结构因具有止水性能较好、
施工简便、工程造价较低、对基坑周边影响较小等优
点，近年来在我国工程建设中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

用［２ －３］ 。 本文以某基坑支护结构在开挖支护施工过程
中的变形、受力、稳定性计算为研究重点，计算结果及
分析对支护参数设计的合理性提供一定的参考意义。

１　工程概况和场地地质条件
某城市地下综合管廊总长 ３７．４ ｋｍ，服务范围

５４ ｋｍ２ ，综合管廊工程位于道路一侧的绿化带内，综合
管廊工程主要由主体结构及通风口、出线口、吊装口等
附属结构组成。 拟建场地处于低丘陵缓坡地段，地形
较为平缓开阔。 地层的划分以地基土的沉积环境所形
成的不同成因类型为主，根据场地内钻探揭露的地基
各岩上层的岩性特征自上而下可划分为：第四系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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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积杂填土、第四系人工堆积素填土、第四系冲洪积粘
土、第四系冲湖积粘土、新第三系全风化泥灰岩、新第
三系强风化泥灰岩。 综合管廊基坑属于临时性工程，
基坑安全等级为二级。 管廊基坑采用 ＳＭＷ 工法桩
（水泥搅拌桩）进行支护，本次根据综合管廊施工地段
的地质条件及管廊基坑支护结构设计，对管廊基坑支
护结构进行计算，对支护结构的稳定性及受力进行分
析，以验证基坑支护结构设计的合理性。

１　开挖支护计算分析

1．1　计算主要荷载及参数取值
本次水泥搅拌桩支护结构承载力及稳定性计算分

析考虑的主要水平荷载为作用在支护结构外侧的主动

土压力和作用在支护结构内侧的被动土压力，岩土体
自重，地下水压力，钢支撑预压力；考虑到施工期间基
坑顶部交通及施工机械等施工荷载的影响，本次计算

中施工荷载取为 ２５ ｋＰａ。
基坑岩（土）体的物理力学参数按照地质勘察建

议的力学特性参数选取（如表 １ 所示）。 本次设计基
坑开挖支护采用由单排直径矱８５ ｃｍ，间距６０ ｃｍ的水
泥搅拌桩及单排间距 １２０ ｃｍ 的 Ｈ 型钢（Ｈ７００ ｍｍ ×
３００ ｍｍ ×１３ ｍｍ ×２４ ｍｍ）组合而成的支护形式。 水
泥搅拌桩及 Ｈ型钢力学参数如表 ２所示。

表 1　岩（土）体力学特性参数

地层

编号
岩性

天然密度 ρ

／（ｇ· ｃｍ －３）
粘聚力 C

／ｋＰａ
内摩擦角矱

／（°）

１ －２ N素填土 １ 哪．８３ ２４ 耨．０ ８ ǐ．５

２ －１ N粘土 １ 哪．８０ ３８ 耨．３ ８ ǐ．１

２ －２ N粘土 １ 哪．８５ ４２ 耨．７ ８ ǐ．３

３ －１ N全风化泥灰岩 ２ 哪．００ ３８ 耨．３ ８ ǐ．８

３ －２ N强风化泥灰岩 ２ 哪．０２ ３４ 耨．０ ９ ǐ．６

表 2　水泥搅拌桩及 H型钢计算参数

水泥土弹性模量

E／ＧＰａ
水泥土抗压强度

σ／ＭＰａ
水泥土抗拉

抗压强度比

水泥土墙抗

剪断系数

水泥土抗剪强度

标准值τ／ＭＰａ
型钢弹性模量

E／ＧＰａ
型钢抗弯／抗剪强度
设计值（ f／fv）／ＭＰａ

１７ !．５ ０ 篌．５ ０ g．１５ ０ �．４ ０ e．５ ２０６ 种２１５／２１５ v

1．2　支护结构计算断面及计算工况

本次管廊基坑支护采用 ＳＭＷ 工法（由水泥搅拌
桩及 Ｈ型钢组成的支护形式），型钢水泥搅拌桩中型
钢采用“插一跳一”的布置形式（如图 １ 所示）。 该基
坑防护高度为 ６ ｍ，基坑开挖时剥离表层 １ ｍ厚覆土，
基坑最大开挖深度为 ７．９５ ｍ，最大开挖宽度为 １１ ｍ，
水泥搅拌桩与 Ｈ型钢组合支护深入基坑底部 ５ ｍ，搅
拌桩顶部设置冠梁，在冠梁处设置一道矱６０９ ×１６ ｍｍ
的钢管内支撑，并施加 １７５ ｋＮ的预压力。 本次选取地
质勘查钻孔柱状图所揭示的地层作为典型断面，本次
计算的基坑尺寸及地层土体分布典型断面如图 ２
所示。
管廊基坑支护工程为临时支护工程，本次计算施

工过程为表层素填土剥离、钢支撑及 ＳＭＷ支护、基坑
开挖施工，本次主要进行该工况下的计算分析。

图 1　内插型钢的水泥搅拌桩布置

2．3　计算结果与分析
２．３．１　支护结构变形及内力计算结果与分析

对管廊基坑开挖施工过程的支护结构变形、内力
及地表沉降进行计算。 本次计算主要采用弹性增量法
进行计算，计算结果如图 ３ 及图 ４ 所示。 支护结构上
部由于钢支撑的作用，上部水平向位移较小，钢支撑以
下随着基坑深度的增加水平向位移逐渐增加。 基坑开
挖底部以下，随着基坑深度的增加，水平向位移逐渐减
小。 最大水平向位移为 ６．２９ ｍｍ，距离墙顶约 ７．５ ｍ
处。 支护体结构弯矩的分布规律与位移分布规律类
似，其所受最大弯矩为 ３９４．３２ ｋＮ · ｍ，距离墙顶
７．２５ ｍ。 最大剪力为 １１４．１５ ｋＮ，距墙顶 ９．５８ ｍ。 基
坑开挖完成后，地表沉降变形量的分布如图 ４所示，可
以看出，地表沉降最大处位于基坑开挖边界处，地表沉
降量最大值为 １４ ｍｍ，距离基坑开挖边界越远处地表
沉降量越小，距基坑约 １１ ｍ以外区域地表沉降可基本
忽略不计。 根据枟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枠及相关工
程经验［４］ ，该基坑变形控制标准为地面最大沉降量≤
０．２５％H （１９．８８ ｍｍ），支护结构最大水平位移≤
０．３％H（且≤５０ ｍｍ）（２３．８５ ｍｍ），其中 Ｈ 为基坑开
挖深度。 可见，该基坑的变形及沉降量均能满足变形
控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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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基坑尺寸及地层岩土体分布

图 3　基坑开挖完成后变形及内力分布图

图 4　基坑开挖完成后地表沉降分布图

２．３．２　型钢水泥土搅拌桩承载力验算
根据支护结构的内力计算结果对 Ｈ 型钢进行截

面承载力计算，选取基坑底部（距墙顶 ７．９５ ｍ）为计算
截面进行计算，计算结果如表 ３ 所示。 从计算结果可
以看出，型钢所受最大正应力为－８１．２７ ＭＰａ，最大切
应力为 ９．６５ ＭＰａ。 其值均小于型钢抗弯强度设计值
（２１５ ＭＰａ）、抗剪强度设计值（２１５ ＭＰａ）。 可见，型钢
截面承载力能够满足安全要求。

表 3　型钢截面承载力计算结果

截面深度 h
／ｍ

弯矩设计值 M
／（ｋＮ· ｍ）

剪力设计值 Q
／ｋＮ

最大正应力σ
／ＭＰａ

最大切应力τ
／ＭＰａ

抗弯强度设计值 f
／ＭＰａ

抗剪强度设计值 fv
／ＭＰａ

７ 破．９５ －４６８ �．１４ ６７ 蝌．２３ －８１ �．２７ ９ 蝌．６５ ２１５ y２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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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３　支护结构稳定性验算
对支护结构进行抗倾覆稳定性、整体滑动稳定性

及基坑底部抗隆起稳定性验算，如表 ４ 及图 ５ ～图 ７
所示。 经计算，支护结构抗倾覆安全系数为 １．７３，其
大于二级基坑安全系数允许值 １．２。 采用瑞典圆弧条
分法对基坑整体稳定性进行验算，计算中土条宽度取
为 １．０ ｍ，经计算基坑整体稳定安全系数为 １．４３４，其
大于二级基坑整体滑动稳定性安全系数允许值 １．３。
从支护底部开始，逐层验算抗隆起稳定性，计算结果显
示基坑底部抗隆起安全系数为 １．９３３，其大于二级基
坑底部抗隆起安全系数允许值 １．６。
可以看出，支护结构抗倾覆、基坑整体稳定性及底

部抗隆起均能够满足稳定性的安全要求。

表 4　支护结构抗倾覆计算结果

抗倾覆弯矩

Ｅｐｋａｐ２
／（Ｎ· ｍ）

倾覆弯矩

Ｅａｋａａ２
／（Ｎ· ｍ）

抗倾覆安全

系数 Ke

抗倾覆安全

系数允许值

［K］

５ ７１７ ６１３ �３ ２９８ ３５６ �１ !．７３ １ 侣．２

图 5　基坑支护结构抗倾覆稳定性计算简图

图 6　基坑整体稳定性计算结果

图 7　基坑底部抗隆起稳定性计算结果

３　结　语

本文根据某工程相关地质及基坑设计资料，选取
基坑典型断面，对基坑开挖、支护施工过程进行了计
算，对其支护结构受力、变形、及结构承载力、稳定性进
行了分析，主要结论如下：

１）管廊基坑最大开挖深度为 ７．９５ ｍ，单排水泥搅
拌桩支护结构在现有地质条件下，嵌固深度取为 ５ ｍ
时，其抗倾覆安全系数为 １．７３，能够满足稳定性的安
全要求。

２）采用现有支护方案，基坑水平最大位移为

６．２９ ｍｍ，地表最大沉降量为 １４ ｍｍ，经验算，基坑的
变形及沉降量均能够满足变形控制要求。

３）支护结构整体稳定安全系数为 １．４３４，基坑底
部抗隆起安全系数为 １．９３３，其均能满足基坑整体稳
定及抗隆起的安全要求。

４）根据型钢的内力计算结果，对型钢截面进行承
载力验算，计算结果显示型钢截面承载力能够满足强
度安全要求。

５）基坑支护计算结果显示设计所采用的支护参
数能够满足支护结构强度、变形稳定性的要求，且存在
一定的安全裕度，下一步可依据基坑支护计算分析结

果对基坑支护设计进行优化研究。
参考文献：
［１］刘润， 闫玥， 闫澍旺．支撑位置对基坑整体稳定性的影响

［Ｊ］．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２００６， ２５（１）： １７４ －１７８

［２］刘建航， 侯学渊．基坑工程手册［Ｍ］．北京： 中国建筑工

业出版社， １９９７

［３］张忠苗．桩基工程［Ｍ］．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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晒谷坪水电站 ６ ｋＶ 系统运行方式优化分析
唐楚杰，熊　凯

（湖北清江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湖北 宜昌　４４３０００）

摘要：利用晒谷坪水电站增效改造的契机，通过对晒谷坪水电站 ６ｋＶ系统运行方式的优化，可使晒谷坪水电站成为隔河
岩水电站 ６ ｋＶ厂用电及隔河岩大坝防汛电源的独立电源点，左岸变也将具备一主一备两路独立电源，晒谷坪水电站作
为隔河岩水利枢纽重要自备保安电源的供电可靠性得到大幅提升。

关键词：晒谷坪水电站；增效改造；运行方式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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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ization Analysis of the Operation Mode
of ６ kV System in Shaiguping Hydropower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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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晒谷坪水电站系清江隔河岩水利枢纽保安自备电
厂，电站装机 ２ ×５ ＭＷ，布置在隔河岩水利枢纽左岸，
利用清江隔河岩水电站施工导流隧洞改建成引水式地

下厂房。 为确保隔河岩水利枢纽的运行安全，充分发
挥隔河岩水电站（装机 ４ ×３００ ＭＷ）调峰调频作用及
提高隔河岩水利枢纽的经济效益而修建。
晒谷坪水电站已投运超 ２０余年，主辅设备已达到

或超过设计使用年限，根据国家农村水电增效扩容改
造相关政策，该电站于 ２０１７ －０９ －０６日开始增效改造
施工，工程内容主要包括水轮发电机组的更换，主变及
厂用变更换，３５ ｋＶ、６ ｋＶ开关柜及线缆更换，调速器、
励磁系统及监控系统整体更换等内容。
利用晒谷坪水电站增效改造项目中配电设备全面

更改的机会，通过对晒谷坪水电站 ６ ｋＶ运行方式局部

调整优化，可实现晒谷坪水电站作为隔河岩水利枢纽
重要自备保安电源的供电可靠性大幅提升。

１　原运行方式配置情况
常规运行方式中，晒谷坪水电站晒 ０７开关提供隔

河岩水电站 ６ ｋＶ厂用电二大段主供电源，晒 ０２ 开关
提供左岸变备用电源，晒 ０３开关同时提供左岸变主供
电源以及隔河岩大坝防汛备用电源。 其中，左岸变是
隔河岩水利枢纽中一个重要的变电所，承担了大坝武
警、清江画廊船码头、一二级升船机等重要电源负荷，
所内两路电源进线均取自晒谷坪电站，分别为晒 ０２开
关及晒 ０３开关（见图 １）。
　　西寺坪电站坪 ０８开关经晒谷坪电站晒 １１开关为
晒谷坪电站 ６ ｋＶ Ⅱ段母线提供电源，该线路连接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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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原运行方式电气一次接线图

配置为双回 ３ ×１２０ 电缆（型号为 ＺＲＹＪＶ２９ －６／１０），
采用此双回电缆配置的设计初衷是因当时晒谷坪电站

为民营性质，从经济效益最大化考虑，为在盖屋岭变电
站线路故障及线路检修等情况时，晒谷坪电站可经坪
晒线反送西寺坪电站上网发电。 自清能公司改制转型
以来（在 ２００８年以前是民营企业，２００８ 年随着清江公
司资产重组，成为清江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要求把
为隔河岩电厂安全可靠保电放在首位，对发电不做硬
性要求，故利用西寺坪电站上网的设计在如今已失去
了实际意义。

２　运行方式优化必要性
晒谷坪电站 ６ ｋＶ 系统原运行方式存在以下几点

弊端：一是晒谷坪电站是左岸变 ６ ｋＶ 的唯一电源点，
故晒谷坪电站无法确保实现对隔河岩电厂 ６ ｋＶ厂用
电及隔河岩大坝防汛电源的单独供电，使其对隔河岩
电厂供电可靠性形成制约；二是左岸变供应的坝上武
警、清江画廊码头等重要负荷（约 ３００ ｋＷ 左右）不允
许长时间停电，而左岸变 ６ ｋＶ两路电源均取自晒谷坪
电站，故晒谷坪电站母线全面停电检修势必影响重要
用户的供电，带来一定社会影响；三是晒 ０３ 开关有两
路电源馈线，一路接至隔河岩大坝 ６ ｋＶ Ⅰ段，提供大
坝防汛备用电源，另一路接至左 ０４ 开关，提供左岸变
备用电源，两路馈线共用一个开关，使防汛电源的供电

可靠性降低。

３　增效改造期间临时运行方式
晒谷坪电站增效改造项目开工后，因涉及 ６ ｋＶ开

关柜、厂用变等配电设备的更换，为保证厂用及施工用
电的正常供应，故对原运行方式进行了临时调整。
２０１７ －１２ －２９日，为满足晒谷坪电站电缆主沟清理开
工条件，达到电缆主沟内电缆全部停电的目的，对晒谷
坪电站 ６ｋＶ运行方式做出临时调整：将坪 ０８ 开关至
晒 １１开关的 ２根电缆中的 １根（晒１１侧）直接拉至左
岸变并接至左 ０５ 开关下触头，在经过电缆头重新制
作、预防性试验以及开关的相关保护试验后实现送电，
实现了西寺坪电站坪 ０８开关直接为左岸变左 ０５ 开关
供电。

４　优化后运行方式
结合以上原因，为进一步优化隔河岩工区 ６ ｋＶ网

络运行方式，消除安全隐患，提高供电可靠性。 提出对
晒谷坪 ６ ｋＶ运行方式进行如下优化措施：一是分拆坪
０８开关至晒 １１ 开关的 ２ 根电缆，１ 根仍用于坪 ０８ 开
关至晒 １１开关间的连接电缆（坪晒线），另 １ 根改为
坪 １２开关至左 ０５开关间的连接电缆（晒左线），以实
现西寺坪电站坪 １２ 开关为左岸变左 ０５ 开关供电，西
寺坪电站成为左岸变的主供电源点；二是晒 ０３开关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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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侧的两路电源馈线改为单路馈线，保留晒 ０３开关至
６３１２Ｇ刀闸电缆，停用晒 ０３开关至左 ０４ 开关电缆，实
现晒 ０３开关对大坝防汛电源的单独供电；三是晒 ０２

开关改为为左 ０４开关供电，晒谷坪电站成为左岸变的
备用电源点（见图 ２）。

图 2　运行方式优化后电气一次接线图

５　运行方式优化可行性
针对本次运行方式优化，充分考虑方案可行性，总

结出以下几点：①不需要重新敷设电缆，整个变更过程
仅需利用原有旧电缆进行小范围调整，施工难度及经
济成本较低；②技术变更举措中施工难度最大的坪 ０８
开关至晒 １１开关电缆施工已在临时供电方式调整中
完成，工程量大大减小；③西寺坪电站坪 １２ 开关为备
用开关，可直接投入使用；④变更后坪晒线及晒左线电
缆均采用单回 ３ ×１２０ 电缆（型号为 ＺＲＹＪＶ２９ －６／
１０），经查阅相关技术资料，该电缆在空气中允许持续
载流量为 ３４５ Ａ，经计算允许最大负荷约为 ３ １９６ ｋＷ
（ｃｏｓ 矱取 ０．８５），左岸变最大负荷约为 ３００ ｋＷ，晒站
厂房最大负荷约为 １５０ ｋＷ，该电缆的负载能力远远超
出实际使用需求，故采用单回电缆可以满足长期供电
技术要求；⑤西寺坪电站 ６ 台机组（６ ×０．５５ ＭＷ）供
电可靠性高，长期为隔河岩工区安全供电，将左岸变、
坝上武警、清江画廊船码头等重要负荷纳入西寺坪电
站主供、晒谷坪电站备供后，供电综合可靠性进一步提
升，晒站检修不再受外界条件制约。

变更计划实施后，根据国家标准对变更电缆完成
预防性试验，对相关开关完成保护定值的重新整定、校
验以及保护联动试验等系列送电前相关试验后即可投

入正常运行。

６　结　语
本文充分结合晒谷坪水电站增效改造期间的实际

情况，通过对晒谷坪水电站 ６ ｋＶ系统运行方式优化的
必要性、可行性的研究，提出晒谷坪水电站 ６ ｋＶ 系统
运行方式优化方案，使得晒谷坪水电站成为隔河岩水
电站 ６ ｋＶ厂用电及隔河岩大坝防汛电源的独立电源
点，左岸变也将具备一主一备两路独立电源点，使得晒
谷坪电站作为隔河岩水利枢纽重要自备保安电源的供

电可靠性得到大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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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清洁能源越来越受到重视，风能已成为清洁能源发展重点。 风机基础作为风机机组支
撑部分，其选型及结构的安全性十分重要。 以某风电场工程为例，充分考虑其地质、水文等条件，对风机基础展开受力分
析，以其稳定安全性及经济性为优化指标，得出了最优基础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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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and Structural Safety Analysis of
the Wind Turbine Foundation for a Land Wind Fa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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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ａｐｉ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ｃｌｅａ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ｈａｓ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ｍｏｒｅ 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ｗｉ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ｔｈｅ ｆｏｃｕｓ．Ａｓ ｔｈ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ｉｎｄ ｔｕｒｂｉｎｅ， ｔｙｐ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ｓａｆｅ-
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ｗｉｎｄ ｔｕｒｂｉｎ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ａ ｓｔｒｅｓ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ｓ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ｗｉｎｄ ｔｕｒｂｉｎ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ｌａｎｄ ｗｉｎｄ ｆａｒｍ．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ｓａｆｅｔｙ ａｎｄ ｅ-
ｃｏｎｏｍｙ，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 ｉｓ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Key words： ｗｉｎｄ ｆａｒｍ； ｗｉｎｄ ｔｕｒｂｉｎ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ｓａｆｅ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风力发电是目前世界新能源市场应用最广、技术
最成熟的主流新能源发电形式之一［１］ 。 风机基础作
为风力机组的固定端，是保证风机正常发电的组成部
分［２］ 。 由于地质条件、施工环境等复杂性，故对其选
型及安全性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以某风电场为
例，对场址、风机荷载等设计资料进行研究，提出不同
设计方案，采用木联能风机基础设计软件ＷＴＦ进行设
计计算，有针对性地对风机基础型式进行评价并提出
合理化优选方案。 通过对风机基础进行选型及安全性
计算分析，为今后的风机基础优化设计及安全结构分
析提供参考。

１　工程概况
某风电场总装机容量为 ３４ ＭＷ，拟装设 １７ 台单

机容量为 ２ ＭＷ的风力发电机组。 风电场场址为低山
丘陵地形，地势西南隆起，东北低平，山地、丘陵、平原

面积各占三分之一。 大部分场区内有新修水泥路与公
路相通，交通条件较为便利。 风电场集电线路采用
３５ ｋＶ电压等级的直埋电缆和架空线混合方案，风电
场 １７ 台风电机组分 ２ 回集电线路接入风电场已建
１１０ ｋＶ变电站。

２　设计基本资料

2．1　地质资料

２．１．１　地质参数及地震效应
根据地质资料可知，本工程地基土属中硬土，场地

覆盖层厚度一般小于 １ ｍ，建筑场地类别为Ⅰ１ 类，抗
震设防烈度为Ⅵ 度，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为 ０．０５ｇ，设
计地震分组为第一组，属于抗震有利地段，部分为建筑
抗震一般地段。
各风机机位及周边场地内无饱和成层的粉、细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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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存在，覆盖层厚度较薄，风机基础一般坐落于强～弱
风化基岩上，场地地基土不存在液化的可能，即为不液
化场地。 地基土岩土参数见表 １。

表 1　地基土岩土参数表

岩性

岩体基

本质量

等级

地基承载力

特征值 fak
／ｋＰａ

变形模量

E０

／ＧＰａ
基坑开

挖边坡

含碎石粉质粘土 － １６０  － １∶１ e．２５

碎石土 － １８０  － １∶１ e．２５

全风化花岗岩 － ２００  － １∶１ ┅
强风化花岗岩 Ⅳ ５５０  ２ ǐ．０ １∶０ e．７５

弱风化花岗岩 Ⅲ ＞８００ 5５ ǐ．０ １∶０ |．５

２．１．２　地下水类型、深度及其对混凝土侵蚀评价
拟建风场各风机均布置于山脊或山顶，工程区地

下水类型主要为基岩裂隙水，富水性受岩体风化程度、
构造及裂隙发育程度的控制，接受大气降雨补给，向沟
谷排泄。 根据地质资料并结合风机基础埋深及当地施
工经验，风机施工时不涉及地下水，故不存在地下水腐
蚀性问题。 本场地环境类型属Ⅲ类，覆盖层土对混凝
土结构具有微腐蚀性；对混凝土结构中的钢筋具有微
腐蚀性。

2．2　风机荷载
由该工程风机厂家提供的塔筒底部风机荷载标准

值见表 ２。
表 2　风机基础荷载（标准值）表（不包含安全系数）

工况
Fxy

／ｋＮ
Fz

／ｋＮ
Mxy

／（ｋＮ· ｍ）
Mz

／（ｋＮ· ｍ）
正常运行工况 ４１４ ǐ．０ ２ ７４６ E．２ ２９ ５２９ Z６０６  ．５

极端荷载工况 ７６７ ǐ．９ ２ ７０１ E．９ ５３ ６９７ Z－２ ５２２ r．６

注：表中 Fxy为荷载水平力；Fz 为荷载竖向力；Mxy为荷载弯矩；
Mz 为荷载扭矩。

2．3　设计控制标准
根据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编的新规范枟风电场

工程等级划分及设计安全标准枠ＦＤ００３ －２００７［３］和枟风
电机组地基基础设计规定（试行）枠ＦＤ００３ －２００７［４］ ，风
机基础设计内容主要包括基础抗滑、抗倾覆安全验算，
地基承载力验算及基础结构验算等。 因场区覆盖层较
薄，风机基础基本坐落在岩石地基上，基底岩石变形模
量 Ｅ０ 较大，地基土的压缩变形量甚微，故本阶段不计
算基础沉降。
根据枟风电机组地基基础设计规定 （ ＦＤ００３ －

２００７）枠［４］第 ７．３．３条要求：在进行基础配筋、抗弯、抗
剪抗冲切、基础稳定性及裂缝宽度等验算时，各种荷载
的分项系数取值如表 ３所示。

表 3　主要荷载的分项系数表

设计内容
主要荷载分项系数

Frk Mrk Fzk G１ ゥG２  

截面抗弯验算 １ 晻．５ １ �．５ １ 棗．２／１．０ １  ．２／１．０ １ �．２／１．０

截面抗剪验算 １ 晻．５ １ �．５ １ 蝌．２

截面抗冲切验算 １ 晻．５ １ �．５ １ 蝌．２

抗滑稳定分析 １ 晻．０ １ �．０ １ 蝌．０ １ f．０ １ 谮．０

抗倾覆稳定分析 １ 晻．０ １ �．０ １ 蝌．０ １ f．０

裂缝宽度验算 １ 晻．０ １ �．０ １ 蝌．０ １ f．０

变形验算 １ 晻．０ １ �．０ １ 蝌．０

注：Ｆｒｋ为上部水平力；Ｍｒｋ为上部水平力矩；Ｆｚｋ为上部竖向力；
Ｇ１ 为基础自重；Ｇ２ 为回填土重；“／”为“荷载效应对结构不利／
荷载效应对结构有利”。

结构重要性系数取 １．１，荷载修正安全系数 １．３５，
基本组合（计算截面内力配筋时）永久荷载分项系数
不利 １．２，有利 １．０；基本组合可变荷载分项系数取值
不利 １．５，有利 ０。 风机基础设计主要的控制指标见
表 ４。

表 4　风机基础设计控制指标

设计工况 抗滑 抗倾覆
最大基底压力

pkｍａｘ ／ｋＰａ
最小基底压力

pkｍｉｎ ／ｋＰａ
平均基底压力

pk ／ｋＰａ
偏心距／
底板半径

正常运行荷载工况 ≥１ h．３０ ≥１ 枛．６０ ≤１  ．２［P］ ≥０ 刎≤［P］ ≤０ 摀．２５

极端荷载工况 ≥１ h．３０ ≥１ 枛．６０ ≤１  ．２［P］ － ≤［P］ ≤０ 摀．４３

注：表中［P］为修正后的地基承载力特征值。

３　计算成果分析
风机塔架属于高耸建筑，风机基础作为风机塔架

的基础，其所承受上部的水平风力和倾覆力矩较大，基
础型式通常采用扩展基础或桩基础，具体基础型式的
选用应根据建设场地地基条件确定。 扩展基础技术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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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施工方便、工程造价适中，应优先考虑。 本工程风
电场场地地基承载力较高、基础覆盖层较薄，风机基础
可通过开挖坐落于强风化岩基上，不需要采用桩基或
复合地基，考虑局部存在软弱夹层部位采用 Ｃ１５ 混凝
土换填。
选用两种基础型式进行方案比较，分别为圆形扩

展基础和圆形环肋梁基础，采用木联能风机基础设计
软件ＷＴＦ进行设计计算。

3．1　常规圆形扩展基础
根据选定风机的类型、塔架预埋件结构型式以及

地质条件，拟定风机基础结构采用 Ｃ４０ 现浇钢筋混凝
土圆形扩展基础。
基础总厚度为 ３．２ ｍ，下节为直径 １８．２ ｍ 高

１．１０ ｍ的圆柱体，上节为直径 ７．２ ｍ 高 １．００ ｍ 的圆
柱体，中节为连接上下节高度为 １．１０ ｍ 的圆台，坡面
比为 １∶５，基础混凝土用量 ４７４．９４ ｍ３ 。
３．１．１　稳定性计算

风机基础主要有自重、土重及上部风机荷载等。
扩展基础的稳定性根据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条件进行

抗滑、抗倾覆稳定计算。 抗滑、抗倾覆稳定根据枟风电
机组地基基础设计规定枠（试行）ＦＤ００３ －２００７［４］计算。
除罕遇地震工况外的其它荷载工况下，抗滑、抗倾

覆稳定按下列公式计算。
抗滑稳定最危险滑动面上的抗滑力和滑动力应满

足下式要求：
（Fz ＋G）μ

Fx
≥１．３ （１）

式中：Fz 为风机传至基础底面的竖向力标准值；G 为
基础自重标准值包括基础上的土重；μ为基础底面对
地基的摩擦系数，按枟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枠ＧＢ５００７
－２０１１［５］表 ６．６．５ －２ 采用；Fx 为风机传至基础底面

的水平力修正标准值。
沿基础底面的抗倾覆稳定计算，其最危险工况下

抗倾力矩和倾覆力矩应满足如下要求：
MR

MS
≥１．６ （２）

式中：MR 为荷载效应标准组合下，对基础边的抗倾力
距（荷载采用标准值）；MS 为荷载效应标准组合下，对
基础边的倾覆力矩（荷载采用修正标准值）。
结构计算结果见表 ５。
由计算结果知抗滑稳定和抗倾覆稳定计算满足规

范要求。
３．１．２　地基承载力计算

地基承载力验算主要包括地基抗压计算、偏心距

计算及基底应力计算。 根据枟风电机组地基基础设计
规定枠（试行）ＦＤ００３ －２００７［４］要求计算，得计算结果见
表 ６、表 ７。

表 5　稳定计算结果表

工况名称

抗滑计

算安全

系数

抗滑允

许安全

系数

抗倾覆

计算安

全系数

抗倾覆

允许安

全系数

结论

正常运行荷载工况 ９ �．８７ １ 8．３ ４ 晻．６１ １  ．６ 满足

极端荷载工况 ５ �．３１ １ 8．３ ２ 晻．５３ １  ．６ 满足

表 6　承载力复核

工况名称

基地平

均应力

pk ／ｋＰａ

地基

承载力

fa ／ｋＰａ
１ ]．２ ×fa
／ｋＰａ

基地最

大应力

pkｍａｘ ／ｋＰａ
结论

正常运行荷载工况 ７８ 哪．１３ ５５０ 拻６６０  １４９ 6．０３ 满足

极端荷载工况 ９８ 哪．７９ ５５０ 拻６６０  ２２１ 6．６１ 满足

表 7　基础底面脱开面积比

工况名称 偏心距
偏心距／
底板半径

允许

最大比值
结论

正常运行荷载工况 ２ �．０７ ０ 9．２２７ ０  ．２５０ 满足

极端荷载工况 ３ �．７７ ０ 9．４１４ ０  ．４３０ 满足

　　由计算结果可知，基地平均应力、基地最大应力及
基底脱空面积占全部面积的比例均满足规范要求。
３．１．３　基础结构计算

按枟风电机组地基基础设计规定枠 （试行） ＦＤ００３
－２００７［４］第 ９．２．１ 条要求计算基础底板受冲切承载
力，第 ９．２．２条计算基础底板弯矩，可进行基础底板配
筋。 取单位宽度的底板弯矩，按矩形截面配筋。 经计
算，按 ＨＲＢ４００级钢筋配筋，底板最大弯矩处单米需配
置 ４ ５３６ ｍｍ２ 钢筋。 径向钢筋选配矱２８＠１２５，实际配
筋面积 ４ ９２６ ｍｍ２，加强钢筋矱２２＠２５０。
将极端荷载、运行荷载的标准值计算得到的基础

底板弯矩输入理正结构设计工具箱软件。 只进行低水
位的荷载标准组合裂缝验算，计算得裂缝宽度为：按
ＨＲＢ４００级钢筋配筋：极限荷载裂缝宽度为０．２２８ ｍｍ，
小于规范要求的 ０．３ ｍｍ；同时运行荷载裂缝宽度为
０．０４８ ｍｍ，小于正常运行荷载裂缝宽度规范要求的
０．２ ｍｍ。 由此可见，裂缝宽度符合要求。

可以看出，风机基础结构各项设计均满足规范要
求，风机基础是安全的。

3．2　圆形环肋梁基础
根据选定风机的类型、塔架预埋件结构型式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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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条件，拟定风机基础结构为现浇 Ｃ４０ 圆形环肋梁
基础，基础可置于强、中或弱风化基岩上，基础总厚度
为 ３．５０ ｍ，由底部圆形底板，以基础环为中心的圆柱
体，８根辐射状的肋梁，以及沿基础边缘连接肋梁的环
梁共四部分组成。 底部圆形底板半径为 ９．１ ｍ，厚度
为 ０．６ ｍ；中部圆柱体半径为 ３．４ ｍ，底板以上厚度为
２．９ ｍ；８根辐射状肋梁每根宽度 １．２ ｍ，底板以上高度
０．６ ～２．１ ｍ，单根长度为 ４．９ ｍ，坡面比为 １∶３．２７；沿
基础边缘的环梁单根宽度 ０．８ ｍ，底板以上高度
０．６ ｍ，基础混凝土用量 ３５１．２ ｍ３。 结构计算结果见
表 ８、９、１０。

表 8　稳定性复核

工况名称

抗滑计

算安全

系数

抗滑允

许安全

系数

抗倾覆

计算安

全系数

抗倾覆

允许安

全系数

结论

正常运行荷载工况 １２ 8．６６ １ �．３ ４  ．３７ １ 敂．６ 满足

极端荷载工况 ６ !．８１ １ �．３ ２  ．３９ １ 敂．６ 满足

表 9　承载力复核

工况名称

基地平

均应力

pk ／ｋＰａ

地基

承载力

fa ／ｋＰａ

基地最

大应力

pkｍａｘ ／ｋＰａ
１ E．２ ×fa
／ｋＰａ 结论

正常运行荷载工况 ８１ N．４ ５５０  １５２ 6．６１ ６６０ 铑满足

极端荷载工况 １０２ N．０２ ５５０  ２２８ 6．５１ ６６０ 铑满足

表 10　基础底面脱开面积比

工况名称 偏心距
偏心距／
底板半径

允许

最大比值
结论

正常运行荷载工况 ２ !．０８ ０ �．２２９ ０ ~．２５０ 满足

极端荷载工况 ３ !．８１ ０ �．４１８ ０ ~．４３０ 满足

　　从上表可以看出，风机基础结构各项设计均满足
规范要求，风机基础是安全的。

3．3　风机基础方案比较
３．３．１　造价分析

单个风机基础两种方案工程量对比见表 １１。
由表 １１ 可知，单个基础造价，方案一为 ６１．１ 万

元，方案二为 ５７．９ 万元，方案二的造价上略有优势。
３．３．２　施工技术与施工质量分析

方案一为传统圆形扩展基础，基础型式简单，基础
混凝土可一次浇筑完成，采用传统的风机基础环连接
上部塔筒，基础混凝土方量较大，施工技术较成熟，适
应性比较好，工期短。
方案二为采用风机基础环的圆形环肋梁基础，采

用辐射状的肋梁、环梁和底板、中央圆台柱组成梁板柱
结构受力，基础方量较方案一小，但施工需要立模板
多，浇筑时需要有顺序浇筑混凝土，施工难度相对较
大，对施工质量要求较高，且施工工期较长。

表 11　单个风机基础两种方案工程量对比

项目 方案 １ 煙方案 ２ 抖
基础类型 常规圆形扩展基础 圆形环肋梁基础

基础直径／ｍ １８  ．２ １８ 6．２

征占地面积／ｍ２  ２６５ 6．９ ２６５ M．９

基础埋深／ｍ ３  ．０ ３  ．３

钢筋混凝土／ｍ３  ４７４  ．９４ ３５１ M．２

钢材用量／ｔ ４９  ．８８ ４９  ．９０

Ｃ２０素混凝土／ｍ３ .３９  ．８９ ３９  ．８９

土石方开挖／ｍ３  １ １９７ 妸１ ３２８ 牋
土石方回填／ｍ３  ６８１ 6．７ ９３６ M．５

工程费用／万元 ６１  ．１ ５７ 6．９

３．３．３　可靠性分析
方案一圆形扩展基础为重力式基础，对地基的适

应能力强，施工方便、施工质量容易控制，基础可靠性
较好。
方案二基础环的圆形肋梁基础对地基的适应能力

强，但基础的结构较复杂，施工时所需模板较多，施工
工序和工艺较复杂，对施工单位的经验和管理水平要
求较高，且肋梁的施工质量直接关系到整个风机基础
的安全，施工可靠性一般。
综合以上各因素，推荐方案一：圆形扩展基础。

４　结　语
本文通过对某风电场风机基础的选型及应力分析

计算，得出两个典型风机基础的安全及经济情况，从而
确定最终风机基础型式及尺寸，对此风电场基础设计
具有实际应用价值，其中运用的计算基础安全及经济
比较等计算方法可供今后的风电场风机基础设计进行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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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新能源场站调度规程培训质量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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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新能源发电并网容量的持续快速增长，新能源场站运行人员违反电网调度纪律的情况却屡屡发生，进一步提
高执行新能源场站电网调度规程水平的培训工作势在必行。 针对新能源场站调度规程培训的现状提出了改进建议，希
望能为提升新能源场站电网调度规程的培训质量提供有益的思考。

关键词：新能源场站；调度规程；改进建议；培训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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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es to Improve the Dispatching Rule Training Quality
for New Energy Power S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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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Ｉｎ ｎｅｗ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ｏｗｅｒ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ｗｉｎｄ ｆａｒｍｓ ａｎｄ ｐｈｏｔｏｖｏｌｔａ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ｖｉｏ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ｇｒｉｄ
ｄｉｓｐａｔｃｈｉｎｇ ｒｕｌｅｓ ｂｙ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 ｏｃｃｕｒ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ｌｙ．Ｔｈｕｓ， ｉｔ ｉｓ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ｕｒｇｅｎｃｙ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ｇｒｉｄ ｄｉｓｐａｔｃｈｉｎｇ
ｒｕｌｅ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ｆｏｒ ｎｅｗ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ｏｗｅｒ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ａｒ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Ｉｔ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ｕｓｅｆｕｌ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ｎｅｗ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ｏｗｅｒ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ｄｉｓｐａｔｃｈｉｎｇ ｒｕｌｅ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ｑｕａｌｉｔｙ．
Key words： ｎｅｗ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ｏｗｅｒ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ｄｉｓｐａｔｃｈｉｎｇ ｒｕｌｅｓ；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ｑｕａｌｉｔｙ

　　电网调度规程是电网调度系统的工作准则，熟练
掌握电网调度规程是调度系统运行人员从事调度业务

的基本条件。 按照规定，电网调度机构应依法进行风
电场、光伏发电站调度，风电场、光伏发电站应服从电
网调度机构的统一调度，遵守调度纪律，严格执行电网
调度机构制定的有关规程和规定［１ －２］ 。 但近年来在新
能源场站迅速发展的同时，新能源场站运行人员违反
电网调度纪律的情况却屡屡发生。
以承德地区电网为例，按照枟华北区域风电场并

网运行管理实施细则枠、枟华北区域光伏发电站并网运
行管理实施细则（试行）枠中违反调度纪律行为的定
义，２０１３ －２０１７年承德电网调管范围内新能源场站违
反调度纪律行为共有 ７７ 起，违规情况普遍存在且高居
不下，如图 １所示。 违反调度纪律（以下简称违规）的
行为不仅直接影响了新能源企业的经济效益，更为电
网安全生产埋下了重大隐患，进一步加强新能源场站

电网调度规程的培训工作势在必行。

图 1　2013 －2017年承德电网新能源场站
违反调度纪律情况统计

１　新能源场站调度规程培训工作现状
一段时间以来，新能源场站长期处于“自由”运行

状态，基础管理水平与常规电源之间存在着明显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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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网调度规程等有关制度的理解和落实方面薄弱，
对员工的培训严重不足；新能源场站普遍建设在环境
艰苦的偏远地区，人员流动性大、人员普遍短缺，员工
对培训积极性不高［３ －４］ 。 虽然调度部门针对新能源场
站严格执行培训制度，专业人员尽心进行培训，但从运
行人员对调度规程的实际执行情况来看，仍存在培训
目标不明确、培训效果不明显等问题。

１）培训缺乏针对性。 目前针对新能源场站调度
规程的课程设置基本以问卷调查为依据，问卷调查的
方式简单快速，但由于新能源企业对培训不重视，运行
人员对培训积极性不高，在有关培训需求和培训建议
等开放性问题上作答常常敷衍了事，甚至一笔带过或
不做意见。 由于无法掌握运行人员的真实需求，培训
内容的制定缺乏针对性。

２）培训方法单一。 调度规程的培训教师多为调
度部门技术专家，他们对调度规程中的理论知识十分
了解，但教学经验相对欠缺，培训方法单一，在实际培
训中往往采取一言堂和满堂灌的传统培训模式，甚至
一本规程读到底，内容枯燥，与学员缺少有效的交流互
动，加之新能源运行人员文化素质相对不高，培训学时
有限，难以保证培训效果。

３）培训缺少跟踪评估。 调度规程培训往往以集
中培训的笔试成绩作为培训考核依据，由于培训时间
紧张，培训时普遍存在圈范围，画重点的情况。 运行人

员学习目的不明确，为应付考试机械记忆，使集中培训
的成绩无法真正反应培训效果。 另外考试完毕后缺少
后续追踪，无法对运行人员的实际调度业务能力进行
有效评估。

２　改进建议
１）问卷调查与历史数据相结合，针对性制定培训

重点。 调度生产管理系统（ＯＭＳ）中的日志数据能反
映出新能源场站长期运行中的总体情况，因此在运行
人员发生违规行为时，应及时将违规信息准确进行记
录。 集中培训前对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并组织培训人
员就调度规程执行不力的场站开展需求调研工作，最
后结合所有场站的问卷调查情况有针对性的制定培训

内容。
仍以承德地区电网为例，通过 ＯＭＳ系统的历史数

据分析，２０１３ －２０１７ 年在新能源厂站发生的 ７７ 起违
规事件中，未经值班调度员同意，擅自改变地调管辖范
围内一、二次设备状态的最为普遍，共有 ３３起，占全部
违规行为的 ４２．８％，如图 ２ 所示，经分析主要为以下
三种情况：①不能正确理解许可调度设备的含义和操
作要求，未经许可改变相关设备运行状态；②不理解调
度综合操作命令含义，操作过程中擅自扩大停电范围；
③站内设备发生异常后，对无需等待值班调度员的命
令可自行处理的内容理解不透彻，扩大事故停电范围。

图 2　2013 －2017年承德电网新能源场站违反调度纪律情况分类统计
　　因此，培训人员在培训前应结合运行数据与现场
调研情况，就擅自改变地调管辖范围内一、二次设备状
态的普遍性违规问题有针对性的编制培训教材（如新
能源场站调度命令使用手册），结合实例对母线、主
变、线路等典型操作进行讲解，并就调管范围内许可设
备的操作要求进行重点说明。

２）注意规程理论与实际工作相结合，丰富培训手
段。 培训中要先解决工作实际问题，逐步到提升运行
人员的业务理论能力。 培训内容要避免规程条款的简

单罗列，以案例教学为主，鼓励学员结合自身的工作经
验对典型案例进行讨论。 如将近 ３年发生的新能源场
站典型违规事例汇编成册，对照规程相关条款进行分
析。 针对部分运行人员汇报信息时存在迟报和误报的
情况，培训前调取近期相关调度录音文件，授课时正反
对比说明信息汇报对完整性、准确性、及时性的要求，
进行针对性的指导。
借鉴国网公司网络大学的经验，运用“互联网＋”

的培训模式，充分利用网络学习的快速性、交互性、即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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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性、多样化等特点［５］ ，解决新能源场站由于数量多、
位置偏远、不易组织集中的问题。 依托 ＯＭＳ系统开发
新能源教育培训模块，组织技术专家就规程中重点条
款录制微课，供运行人员自学；根据规程内容建立网上
题库，定期组织网上考试；同时加入学员提问和专业解
答板块，实现双向互动，提高运行人员规程学习主
动性。

３）过程性考核与结果性考核相结合，加强培跟踪
评估。 过程性考核为调度规程的实际执行情况（总成
绩的 ４０％），结果性考核可包括集中培训的笔试成绩
（３０％）、网上考试成绩（２０％）、微课学习课时（１０％），
共同作为运行人员的最终考核成绩。 由于过程性考核
更偏重于实际能力的考核，因此有利于对运行人员的
实际调度业务能力进行有效评估［６］ 。
在实际执行情况的考核上，调度员应严格按照

枟华北区域风电场并网运行管理实施细则枠和枟华北区
域光伏发电站并网运行管理实施细则（试行）枠中违反
调度纪律行为的定义，根据违规行为严重程度对存在
违规行为的运行人员给予不同的扣分考核，并将违规
情况记录到 ＯＭＳ 系统。 过程性考核与结果性考核相
结合，即对上期培训的结果进行了有效评估，也为下一
期的培训制定提供了依据，形成规程培训的有效闭环，
如图 ３所示。

３　结　语
新能源事业的蓬勃发展在给我们带来清洁能源的

图 3　新能源场站电网调度规程闭环培训流程
同时，也给电网调度运行管理带来了极大挑战，进一步
加强新能源场站电网调度规程培训工作变得愈发重

要。 本文针对新能源场站调度规程培训现状提出了相
关建议，希望能够为新能源场站电网调度规程的培训
工作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使调度规程培训有计划、有
准备、有考核、有效果。
参考文献：
［１］Ｑ／ＧＤＷ ４３２ －２０１０， 风电调度运行管理规范［Ｓ］
［２］Ｑ／ＧＤＷ １９９７ －２０１３， 光伏发电调度运行管理规范［Ｓ］
［３］汪宁渤， 马彦宏， 丁坤， 等．酒泉风电基地脱网事故频发
的原因分析［Ｊ］．电力系统自动化， ２０１２， ３６（１９）： ４２ －４６

［４］向异， 孙骁强， 张小奇， 等．２？ ２４甘肃酒泉大规模风电脱
网事故暴露的问题及解决措施［ Ｊ］．华北电力技术， ２０１１
（９）： １ －７

［５］曹建梅．国家电网公司： 创新构建网络大学立体化闭环运
维服务体系［Ｊ］．中国电力教育， ２０１６（６）： ４６ －５１

［６］杨忠国， 张吉军， 贾昕宇， 等．高校专业课程课堂教学模
式与考核体系探索与实践［Ｊ］．中国电力教育， ２０１４（２４）：
２３ －２４

（上接第 ２８页）

3．6　0．4 ｋＶ厂用电系统
乌东德水电站的 ０．４ ｋＶ 厂用电系统可以分为厂

内和厂外两大部分。 由于厂外供电点均离 １０ ｋＶ配电
室较远，为确保现地检修安全，在厂外供电变压器高压
侧均安装有现地负荷开关。 所有 ０．４ ｋＶ 供电点均设
置两段 ０．４ ｋＶ母线，分段运行，设母联开关并设备用
电源自动投入装置。 ０．４ ｋＶ 供电点均设 ２ 台变压器
分别为两段 ０．４ ｋＶ 母线供电，为保证大坝安全，在大
坝和泄洪洞工作闸门室供电点各增加一台变压器为

０．４ ｋＶ两段母线供电。

3．7　现阶段存在的问题
１）乌东德水电站现处在建设期间，有不确定因

素，可能会导致部分厂用电设计的变化。
２）乌东德水电站受地址条件限制，场地狭小，对

设备布置有影响。

３）乌东德水电站设备分布广，需思考部分偏远供
电点遇到极端情况下的应对问题。

４　结　语
乌东德水电站机组单机容量大，设备分布广，其在

电力系统中有重要的地位，对厂用电的设计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 为了提高系统可靠性和灵活性，需在前期
充分考虑、仔细计算、考虑适当余量；随着工程进度的
推进，电站各方案的调整，积极调整相关设计，并做好
后续设备选型、采购、安装、实验等相关工作，以确保厂
用电系统的稳定运行。
参考文献：
［１］樊启祥， 杨宗立．践行新发展理念建好乌东德水电站［ Ｊ］．
中国水利， ２０１７（ｓ１）： １ －１２

［２］李莎， 吴超．金沙江乌东德水电站施工供电规划设计简介
［Ｊ］．水电与新能源， ２０１８， ３２（４）： ３１ －３５

［３］杨红， 李强．溪洛渡水电站厂用电系统设计［Ｊ］．东北水利
水电， ２０１１， ２９（１０）： １０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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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新能源开发资料选登

本刊编辑部

●布局生物燃料乙醇产业需稳字当先

为发展绿色能源，消化部分粮食品种过多库存，８
月 ２２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生物燃料乙醇
产业总体布局。 坚持控制总量、有限定点、公平准入，
适度布局粮食燃料乙醇生产，加快建设木薯燃料乙醇
项目，开展秸秆、钢铁工业尾气等制燃料乙醇产业化示
范。 会议决定扩大车用乙醇汽油推广使用，除原有 １１
个试点省份外，今年进一步在北京等 １５个省份推广。
实际上，早在去年 １０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

源局、财政部等十五部门就联合印发了枟关于扩大生
物燃料乙醇生产和推广使用车用乙醇汽油的实施方

案枠。 根据枟方案枠，到 ２０２０ 年，我国将在全国范围内
基本实现车用乙醇汽油全覆盖。 这一次在原有 １１ 个
试点的基础上，又增加了 １５ 个省份，这离全覆盖又进
了一步。
乙醇从产生、提取、消耗，全过程实现了碳的闭路

循环，具有清洁、方便、安全等诸多不可替代的优势。
为解决石油短缺、消化陈化粮、推进生态环保，我国从
２００３年开始，在吉林、安徽、黑龙江、河南等省份陆续
封闭推广以消化陈化粮为起点的乙醇汽油使用，也就
是在普通无铅汽油中调配加入 １０％比例的燃料乙醇。
同时通过补贴终端，降低乙醇汽油的价格，引导消费者
选择使用乙醇汽油。 乙醇汽油可有效减少汽车尾气中
的氮氧化物、碳氢化合物以及一些细小颗粒和其他有
害物质的排放，能使碳烃排量下降 １６．２％，一氧化碳
排量下降 ３０％。 乙醇汽油的辛烷值高，抗爆性好，对
于那些较高的压缩比的发动机适应性强，不容易爆震，
乙醇汽油的好处十分多。
乙醇汽油多数以超期超标的秸秆、玉米等粮食作

物作为原料，可谓是来源非常“绿色”。 我国粮食连年
丰收，玉米库存高企，亟待消化。 发展生物燃料乙醇，
将有力推动农业供给侧改革。 如果在确保我国口粮供
应安全和饲料用粮供应安全的情况下，适度发展以玉
米、红薯干等为原料的生物燃料乙醇，将有利于加速粮
食等去库存，是解决问题粮食、变质粮食的最好方式。

在保护环境的同时，还将有利于通过产业发展带动农
民持续增收。
但对乙醇汽油坚持控制总量、有限定点、公平准

入，适度布局粮食燃料乙醇生产。 如果盲目发展，由于
乙醇汽油生产国家会给予一定的补助，一些地方和一
些企业出于经济利益考虑，不顾实际，不计后果，盲目
收购粮食进行乙醇汽油加工和生产，一旦失控，就可能
会出现乙醇汽油“与人争粮”的局面。 特别是随着汽
车保有量、成品油消耗量的快速增长，将会加剧粮食紧
缺等矛盾，还有可能会使油价大幅上涨。
乙醇汽油加工和生产应稳步推进，不能一哄而上。

相关部门从顶层设计角度，因地制宜、科学规划乙醇汽
油生产的布局，按照粮食的总量，控制产能，同时要优
先考虑到地区特性。 如在东北等产粮大省，可以继续
发展粮食乙醇汽油和利用秸秆等生产的非粮乙醇汽

油；在长江流域和南部亚热带地区，如广西，可以发展
甜高粱、木薯等燃料乙醇混配的汽油；在西北等产煤大
省，可以发展甲醇汽油；在其他不具备生物作物和煤炭
资源的地区，可以发展天然气动力能源等。 只有让燃
油、乙醇、甲醇、天然气、太阳能、电动等多样化发展，才
能让民众各取所需，降低乙醇汽油可能带来的风险。

（来源，红网，２０１８ －０８ －３１）

●我国 ＬＨＤ 海洋潮流能发电　并网运行时间打破世
界纪录

　　由中国完全自主研发的 ＬＨＤ海洋潮流能发电项
目，已发电并网两年整，其中全天候连续发电并网运行
１５个月，稳定发电并网运行时间打破了世界纪录。 日
前，在浙江杭州举办的 ２０１８ 海洋潮流能战略发展研讨
会上，又一值得骄傲的纪录诞生了。
从 ２００９年开始，ＬＨＤ 海洋发电项目总工程师林

东率浙江省海归科研团队历时 ８ 年，成功研发出世界
首台“３．４ ＭＷ ＬＨＤ 模块化大型海洋潮流能发电机
组”系统群，申请并已获授权的国际国内专利合计 ５８
项，其中发明专利 ２２项，拥有完整自主知识产权。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２７ 日， ＬＨＤ 海洋发电项目首批
９７



水 电 与 新 能 源 ２０１８年第 １０期

１ ＭＷ机组，在舟山顺利下海发电，当年 ８ 月 ２６ 日成
功并入国家电网。

２０１７年 ５ 月 ２５ 日开始，该 １ 兆瓦发电机组实现
全天候发电并网。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２５ 日，该 １ ＭＷ
机组累计发电量超过 ９５ 万 ｋＷ· ｈ，其中并入国家电
网 ６５９ ９２５ ｋＷ· ｈ。
项目机组发电并网两年来，全天候连续发电并网

运行 １５个月，稳定发电并网运行时间打破世界纪录。
此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潮流能机组由 ＧＥ、劳斯莱斯、阿
尔斯通 ３家国际巨头联合研发，装机功率 １ ＭＷ，该机
组最长发电并网时间未超过 ４个月。
林东告诉记者，与国际主流技术相比，中国 ＬＨＤ

海洋发电项目采用了“平台式＋模块化”的科学路径，
有效破解了海上安装、运行维护、垃圾防护、电力传输
等关键问题，具有装机功率大、资源利用率高、环境友
好性强、海域兼容性好、项目可复制性强等特点，实现
了海洋能开发规模化、产业化、商业化的重大突破。
据了解，世界上掌握海流能发电并网科技的国家，

目前只有英国、美国和中国。 但在持续稳定发电并网
时间上，中国 ＬＨＤ海洋发电项目已经领跑世界。

“ＬＨＤ海洋潮流能发电项目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
台连续发电并网运行的海洋潮流能发电项目，标志着
海流能发电技术进入产业化应用阶段，我国海洋能开
发实现了大功率发电、稳定发电、并入电网三大跨
越。”林东说道。

（来源，科技日报，２０１８ －０８ －３１）

●“清洁能源＋储能”是未来能源革命的方向

“如果没有储能解决方案的配套，光伏未来 ２０ 年
内替代常规能源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近日，国家电投
集团黄河上游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下称黄河公
司）董事长谢小平对界面新闻等媒体表示。
他指出，“清洁能源＋储能”是未来能源革命的方

向。 “由于间歇性和波动性的缺陷，光伏尚不能在电
网中独立存在，只有储能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或以其
他能源做补充，才能实现替代常规能源。”谢小平说。
近年来，储能产业“蹭”着清洁能源的热度快速发

展，在解决“弃风弃光”的消纳问题上被寄予重望。 但
光伏行业还未实现整体平价上网，且储能系统成本仍
然较高，在清洁能源发电侧大规模布局储能设施的经
济性暂不能体现。
谢小平称，目前储能系统价格约为 １．５ ～２ 元／Ｗ，

若大量应用后，中间材料价格将有很大下降潜力，“但
目前没有一种商业模式，可以使储能得到大规模
应用。”

“如果‘５３１’新政晚来两年，储能产业一定能（被
光伏产业）带动起来。”谢小平认为，在深圳、浙江、上
海等东部地区，峰谷价差达到约 １ 元／ｋＷ· ｈ，储能具
备广阔的发展前景。

６月 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家能源局
联合发布枟关于 ２０１８ 年光伏发电有关事项的通知枠
（业内称“５３１”新政），对光伏行业的控制力度空前，涵
盖限制新建规模、降低补贴强度和电价等措施，被业内
称为“史上最严厉光伏政策”。

“５３１”新政下发后，国内光伏电站装机量需求大
幅缩水，光伏市场出现动荡。 不少仅聚焦于国内市场
的中小型光伏制造企业面临停产、乃至破产的窘境。
这也间接影响了储能行业的大规模发展。

“‘５３１’新政的时代早晚会来，只不过比预期早一
些。” 谢小平向界面新闻记者表示，新政后，黄河公司
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把投资降下来。 “从多晶硅到
电站管理的每个环节都需通过技术进步降低成本。”
他说。
黄河公司是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控股的大型综合性

能源企业，成立于 １９９９ 年 １０月。 截至目前，该公司电
力装机投产规模为 １ ６９７万 ｋＷ，其中，已建成 ３７ 座光
伏电站，装机容量为 ３８８ 万 ｋＷ，占全国光伏装机总量
的 ５％，是全球最大的光伏电站运营商。
它还拥有年产 ２ ５００ ｔ 电子级多晶硅、１．２ 亿片硅

片、８００ ＭＷ 太阳能电池及 ４００ ＭＷ 组件等生产线
项目。
黄河公司计划，到 ２０２２ 年，公司的光伏电池转换

效率达到 ２４％，电站系统转换效率达到 ８５％，光伏售
电成本降至 ０．２３元／ｋＷ· ｈ，推动光伏平价上网。

“５３１”新政发布后，很多光伏企业开始抛售大量
电站资产。 对此，谢小平表示，黄河公司不会通过收购
电站来扩大规模，“要通过高质量发展做强做大，而不
是盲目做大”。
目前，黄河公司正在青海海南州建设“水风光储”

千万千瓦级新能源基地，规划光伏发电装机 １ ２００
万 ｋＷ，同时在协调推进青海省海南州特高压外送通
道配套电源点建设。

３月 ２８日，国家发改委发布枟可再生能源发电全
额保障性收购管理办法枠，明确加强可再生能源发电
全额保障性收购管理。
据谢小平介绍，目前各地的可再生能源保障性收

购电价、保障性利用小时数，均是根据五年前技术条件
下的发电量测算得出。

（来源，界面，２０１８ －０８ －３１ ）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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