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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坪河水电站厂房左挡墙设计变更与施工

吴启煌
（湖北清江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湖北 宜昌　４４３０００）

摘要：江坪河水电站初期施工留下了诸多隐患：上游副厂房右侧超挖、主机间混凝土施工质量较差、②机侧墙结构安全
堪忧、安装间桩基础存在安全隐患。 江坪河水电站复工以后，根据工程需要，对厂区建筑物的布置及结构进行了调整，经
参建各方的共同努力，厂区主体工程基本完建，并通过了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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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Change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Left-side Retaining Wall
of Powerhouses in Jiangpinghe Hydropower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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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Ｊｉａｎｇｐｉｎｇｈｅ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ｐｏｗｅｒｈｏｕｓｅ； ｌｅｆｔ-ｓｉｄｅ ｒｅｔａｉｎｉｎｇ ｗａｌｌ； ｄｅｓｉｇｎ ｃｈａｎｇ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溇水江坪河水电站工程位于溇水上游河段，坐落
在湖北省鹤峰县走马镇境内，坝址区至走马镇 １６ ｋｍ。
江坪河水电站坝址以上河段长 １１３ ｋｍ，控制流域面积
２ １４０ ｋｍ２ ，多年平均流量 ８１．１ ｍ３ ／ｓ，年径流总量
２５．５８ 亿 ｍ３ 。 江坪河水电站工程的开发任务是以发
电为主、兼顾防洪。 电站装机 ２ ×２２５ ＭＷ，设计多年
平均发电量 ９．６４亿 ｋＷ· ｈ。
枢纽工程由挡水工程、泄水工程、引水系统、厂房、

渗控工程及安全监测等工程组成。

１　厂房原设计
厂房布置于河床左侧陡坎下游地面高程 ２９０ ～

３００ ｍ 一级阶地上，厂区地面高程３０７．４ ｍ。 厂区主要
建筑物包括主、副厂房（包括中控楼）、主变开关站、出
线平台、尾水渠及厂区地面排水系统。 副厂房分两部

分布置，下游副厂房布置在主厂房下游与尾水闸墩之
间；上游副厂房包括上游主变副厂房和上游中控楼副
厂房。 两者并排布置在主厂房上游，两者之间以及与
主厂房之间设置结构缝。
主厂房安装 ２台机组、１台 ２ ×３５０ ｔ桥式起重机，

主厂房总长 ７３．５０ ｍ，其中桩号 ＣＺ０ ＋０００．０００ ～ＣＺ０
＋０４０．０００ 为主机段，桩号 ＣＺ０ ＋０００．０００ ～ＣＺ０ －
０３３．５００ 为安装间。 安装间分两层布置，上层高程
３０７．５０ ｍ，为机组安装和检修时放置定子、转子、下机
架、转轮和顶盖的安装场；下层高程 ３０２．５０ ｍ，布置透
平油库室、透平油处理室、油库排风机室及焊接车间。
安装间上部（高程 ３０７．５０ ｍ 以上）采用排架结构；高
程 ３０７．５０ ～２９１．５０ ｍ为框架＋周围连续墙结构，墙顶
高程 ３０７．５０ ｍ；高程 ２９１．５０ ｍ以下为桩基础，共布置
４排 １６根桩，其中 １０根边桩直径采用 ２ ４００ ｍｍ，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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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根桩直径 １ ８００ ｍｍ，桩基础为人工挖孔嵌岩灌注桩，
桩端嵌入完整的硬质岩体内，桩承台之间设置连梁。
可研阶段厂区左档墙布置图见图 １，安装间桩基础连
梁布置图见图 ２，桩基础剖面图见图 ３。

图 1　可研阶段厂区左档墙布置图

图 2　桩基础连梁布置图

图 3　桩基础剖面图

２　初期施工情况
江坪河水电站厂房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开工建设，业

主为华清公司，施工单位为江夏水电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原业主资金链断裂，工程全面停工。 ２０１５ 年初，湖
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拍得华清公司的破产资产

后，组建湖北能源溇水水电有限公司（简称溇水公司）
负责江坪河水电站的建设和管理。
工程复工前，厂房部分的形象是；主厂房锥管已浇

筑至 ２８１．４００ ｍ 高程；主机段一期混凝土已浇筑至
２８２．１９０ ｍ高程。 安装场集水井、排架柱及框架柱已
施工至 ２９１．４７０ ｍ 高程；桩号 ＣＺ０ －００９．１２０ ～ＣＺ０ －
０３３．５００ 段墙体、排架柱、透平油处理室边墙已施工至
高程 ２９８．９００ ｍ；桩基础连梁及安装间底板均已施工
完毕。 下游副厂房已浇筑至高程 ２８６．４７０ ｍ，尾水闸
墩已浇筑至高程 ２９１．４５０ ｍ。 复工前左侧挡墙（位于
主厂房安装场下游侧）未施工。 左侧挡墙后续施工工
程包括：开挖、支护、基础处理以及重力式挡墙混凝土
浇筑等。 江坪河水电站初期施工管理存在一定问题，
厂房部分留下的隐患包括：

１）上游副厂房右侧超挖。 复工以后现场检查发
现原出线平台位置超挖严重。 出线平台基础最低处可
研阶段高程 ３００．６００ ｍ 变为现阶段高程 ２９２．０００ ｍ，
上游副厂房右侧挡水岩体挖除，因此需将原上游副厂
房挡墙高度和范围加大，挡墙底宽相应加大。

２）主机间混凝土施工质量较差。 根据枟江坪河水
电站已建工程质量评价补充检测项目阶段性成果报

告枠，厂房主机间共布置 ６ 个Φ１５０ 钻孔，对芯样进行
混凝土抗压强度、容重、抗冻、抗渗试验、透水率及孔内
录像。 ①机局部混凝土最大透水率为 ２６ ｌｕ（全部位于
混凝土内）；②机局部混凝土最大透水率为 ２．１９ ｌｕ。

３）②机侧墙厚度仅仅 ２．５ ｍ，墙体单薄，而最大挡
水高度 １４ ｍ。 结构安全堪忧。

４）厂区止水损坏。 江坪河水电站停工期间对暴
露在外的止水未采取保护措施，复工前检查发现上游
副厂房与主厂房之间、上游副厂房两个单元之间暴在
外的铜止水部分损坏，橡胶止水老化破损严重。

５）安装间桩基础存在安全隐患。 复工后开挖揭
露发现安装间下部桩基础施工质量差，安装间个别桩
基础位于巨大孤石基础上，且有钢筋外露，存在一定安
全隐患（见图 ４）。
前期施工留下的问题只有采取综合措施，才能彻

底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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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安装间下游侧桩照

３　厂区建筑物布置及结构调整
由于现场情况的变化，厂房建筑物的布置需要进

行调整［１］ 。 其要点是：通过修建左侧重力式挡墙和上
游副厂房挡墙，将左侧挡墙的右端向①机方向延伸并
与尾水闸墩相接；厂区上游副厂房挡墙向外移动，上游
与山体相接，下游与②机厂房边墙相接，并将②机端墙
厚度加大（从 ２．５ ｍ 加厚至 ７．５ ｍ）。 调整后左侧挡
墙、主厂房、上游副厂房挡墙混凝土形成连续封闭的防
洪（防渗）系统，也顺便形成了通向厂房右侧的消防通
道，同时可以在加厚的上游副厂房挡墙内布置生态供
水管，一举多得。 调整后的厂区建筑物布置图见图 ５。

图 5　调整后的厂区建筑物布置图
厂区左侧挡墙原设计方案为安装间下游设置交通

桥、厂区回车场下游设置有挡土墙，挡土墙中部设置有
厂后 １５ 号冲沟的排水箱涵。 与可研阶段相比，主要变
化为厂区后侧 １５ 号冲沟的水流通过公路排水沟顺公
路排往下游。 因此，取消了厂区回车场内部以及挡墙
上的排水箱涵；安装间（包括集水井）下游交通桥调整
为重力式挡墙，厂区回车场挡墙向下游移动与与主厂
房尾水平台下游边线对齐。
变更后的设计方案为：左侧挡墙位于安装间下游、

①机组左侧。 左侧挡墙全长约为 ９０ ｍ，分 ５ 个单元布
置，每个单元之间设结构缝，缝宽 ２０ ｍｍ。 １ 单元挡墙

布置在安装间下游侧，挡墙型式为重力式，长度为
２４．３８ ｍ，上部宽度 １２ ｍ，下部按照 １∶０．７５ 的坡比伸
入安装间底板以下；挡墙上游边与安装间间距 ６．７ ｍ，
在 ３０７．４７０ ｍ高程通过板梁布置连接安装间与挡墙间
隙；挡墙右端布置一面端墙，墙厚 ２ ｍ，端墙底部与挡
墙底板连接。 ２ ～５单元挡墙均为重力式，从 １ 单元挡
墙左侧依次排列，其中 ２、３、４ 单元挡墙轴线长度为
１８ ｍ，上游侧坡比为 １∶０．４５，下游侧坡比 １∶０．１３３；
５单元挡墙轴线长度为 １０．８５５ ｍ，上游侧坡比为
１∶０．４５，下游侧坡比 １∶０．１３８，５ 单元右侧接 ４ 单元挡
墙，左侧与进厂公路连接。 另外，左侧挡墙已经与安装
场底板直接接触（见图 ６），并在此处布置了回填灌浆，
以保安全［２ －３］ 。

图 6　左侧挡墙 1单元剖面图

４　左挡墙施工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６ 日，溇水公司主持召开厂房防洪

墙方案设计交底会，由设计单位介绍了厂区防洪及排
水方案。 与会人员从技术、经济和方便施工的角度充
分发表了意见。 建议左侧防洪墙结构型式尽量单一，
方便施工。
由于厂房尾水基坑右侧是大坝下游坡，左侧是下

游围堰，施工面非常狭窄，出入基坑的道路布置困难，
挡墙混凝土靠泵浇或溜槽浇筑。 左侧挡墙由于向河床
侧外移，当开挖至 ２８５ ｍ高程以后，就很难继续进行下
去了。 江坪河水电站厂房环境图见图 ７。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溇水公司召开了一次专题会
议讨论解决施工中出现的问题。 会议听取了葛洲坝二
公司关于厂房左侧挡墙开挖施工，可能会造成上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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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江坪河水电站厂房环境图
路挡墙和边坡失稳的汇报，听取了中南设计院关于厂
房左侧挡墙临时支护设计方案的汇报，并就支护方案
相关问题进行分析和讨论。 会议决定：

１）请中南院进一步细化左侧挡墙开挖临时支护
方案，必须保证厂房安装间、进场道路的稳定，保证下
游围堰防渗体边坡的稳定。 并减少对后续施工的干
扰。 鉴于工期较紧，建议对左侧挡墙二单元内侧覆盖
层边坡采用两排高压旋喷加型钢桩或钢筋桩的支护方

案，间排距 １ ｍ×１ ｍ梅花型布置，暂定高程 ２８５ ｍ，平
台上下边坡挂网喷护，下部支护根据后期开挖揭露情
况再进行处理。 请中南设计院根据会议意见尽快开展
相关设计复核，并在本周内提供临时支护方案。

２）左侧挡墙一、二单元开挖如有类似情况，参考
上述支护方案处理。

３）请葛二公司立即组织施工资源实施，保证工程
实施进度。

４）尾水基坑开挖施工过程中，必须确保下游围堰
边坡稳定，确保防渗体不受破坏。

５）请葛二公司加强厂房尾水基坑开挖四周（进厂
道路混凝土墙、安装间、下游围堰开挖边坡、右岸施工
道路）施工期临时安全监测，遇异常情况立即报告参
建各方。

６）请工程部按设计图纸要求监理督促连升公司
抓紧白岩尖开采料场高边坡的截水沟、边坡支护、高边
坡顶部钢丝网防护施工（政府要求），并设置安全警
示，防止人员发生意外事故。 现在看来，这是在关键时
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对于保证工程安全，起了不可
或缺的作用。
为了保障尾水基坑的安全施工，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８

日，溇水水电公司又召开了专题会议，讨论当前的施工
问题。 其中有一项重要内容是涉及下游围堰的补充防
渗抢险处理。

７）现场需解决的问题。 下游围堰左侧突现漏水，
防渗抢险处理的措施。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３ 日上午，下游围
堰左侧上游边坡（坐标 Ｘ：３３．１３８，Ｙ： －６７．０５２，Ｚ：
２９０．２５３）发现两个渗漏出水点，３ 月 ７ 日在原渗漏点
左侧新增一个渗漏出水点，总漏量逐渐加大。 在下游
水位 ２９４．６５ ｍ 左右，初估渗漏水量稳定在 １ ～
２ ｍ３ ／ｍｉｎ（见图 ８）。 鉴于下游尾水渠等部位全年安
全、连续施工的要求，经过充分讨论，需对下游围堰漏
水段进行补充防渗抢险处理。

图 8　通过下游围堰向电厂尾水基坑漏水
８）现围堰渗漏水量较大，随下游水位上升而加

大，且防渗体的实际受损部位及程度难以查明，鉴于
２０１６ 年汛前已完成围堰自右岸至 Ｗ３ 点防渗补强，合
议决定围堰防渗补强轴线自 Ｗ３ 延至左岸山体，高程
３０３．５ｍ以下堰体进行高压旋喷灌浆防渗抢险处理。

９）请中南设计院进一步研究防渗处理轴线布置
和补强方案，并充分考虑汛期下游围堰结构安全及厂
房左侧挡墙第四、五单元施工防渗问题，建议沿第四、
五单元开挖边线外布置，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１５ 日前提交具
体防渗处理设计方案。

１０）会议要求葛洲坝二公司快速进行防渗处理平
台开挖，拆除现场值班房，施工平台降至高程 ３０５ ｍ左
右，并进行施工准备工作。

１１）会议要求现场加强高压旋喷施工质量控制并
对钻孔资料分析，避免因孤石、大石的影响造成防渗凝
结体与基岩存在空隙、不能形成封闭的防渗体系。
这次会议之后，有关各方密切配合，确保了尾水基

坑内的施工安全。 左侧挡墙基础开挖得以按照网络计
（下转第 ３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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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孔内起爆位置调整的台阶爆破根底控制方法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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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露天台阶爆破普遍存在根底率偏高的问题，不仅影响铲装效率，而且增加二次施工成本。 从条形药包爆轰过程中
爆炸能量分配的角度，分析了起爆位置对爆炸能量传输的影响作用规律，并对起爆体处于炮孔装药段上部和底部两个不
同位置开展爆破对比试验。 结果表明，起爆位置对爆炸能量的分配有较大影响，爆炸能量偏向于爆轰波传播的正向分
配，适当上调起爆位置，可明显降低根底率，即可基于起爆位置调整实现对爆炸能量传输的控制，从而达到减少根底产生
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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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天台阶爆破普遍存在根底率偏高的问题，不仅
影响铲装效率，而且增加二次施工成本［１］ 。 产生根底
的影响因素较多，究其原因主要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
①岩石的物理和力学性质；②装药结构；③孔网参数和
起爆方式；④钻爆施工质量；⑤起爆位置。 针对上述影
响因素，国内外许多学者结合具体的工程项目展开研
究，并提出了一些控制爆破根底的方法。 陈寿如等［２］

结合喀斯特铝土矿生产进行多次深孔台阶爆破试验，
试验结果表明空气间隔装药及增加装药密度能减少爆

破根底；于治斌等［３］对露天多段深孔微差爆破孔网参

数进行优化，优化设计后爆破根底得到降低；陈晶晶
等［４］对经山寺铁矿近千次爆破进行总结分析，发现通
过局部加大超深、改变炮孔密集系数、采用 Ｖ 型起爆
技术等能减少爆破根底；Ｓｉｎｇｈ Ｍ Ｍ 等［５］指出采用大

孔距、小抵抗线能减少爆破根底的产生；Ｓｉｎｇｈ Ｐ Ｋ
等［６］通过现场试验说明优化爆破参数、改变装药结构
能减少爆破根底。 上述研究主要侧重于岩石性质、装
药结构、孔网参数及起爆方式、钻爆施工质量等方面，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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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起爆位置对爆破根底的影响以及相应的根底控制方

法的研究较少。
现有的研究结果表明，起爆位置对条形药包爆破

的爆炸能量分配和岩石破碎效果有很大的影响。 张宝
平等［７］基于一维流动的假定，从理论上分析了起爆位
置对爆轰产物质量和能量分配的影响；龚敏等［８］开展

条形药包不同起爆位置的全息动光弹试验，试验结果
表明应力场与起爆位置相关；向文飞等［９］采用数值模

拟方法研究起爆点数量与起爆点位置对条形药包爆炸

应力场的影响；周楠等［１０］采用数值分析方法比较孔底

起爆、中间起爆、两端起爆和同时起爆等不同起爆方式
的爆炸应力场；刘亮等［１１］对台阶爆破不同起爆位置的
爆破损伤效应进行了数值模拟；Ｌｏｎｇ［１２］等从爆轰气体
在孔内作用时间的角度分析了不同起爆位置下爆炸能

量的利用率以及岩体的破碎效果。 上述研究均表明不
同起爆位置下爆炸能量分布和岩石破碎效果不同，而
爆炸能量分布和岩石破碎效果与根底形成紧密相关，
因此可从爆炸能量分布和岩石破碎效果角度分析起爆

位置对爆破根底的影响。
为针对性地探讨起爆位置对爆破根底的影响，本

文从爆炸能量分配的角度，分析了起爆点位置对爆炸
能量传输的影响作用规律，并在实际工程项目中开展
了基于不同起爆位置的爆破对比试验，提出了调整孔
内起爆位置的台阶爆破根底控制方法，总结了一些具
有施工参考意义的结论。

１　 起爆位置对爆炸能量的调整机制
岩石中装药爆炸产生的爆炸能量通常经爆轰产物

传入周围的岩体。 因充填于孔内的炸药多为柱状药
包，而工业炸药的爆轰速度一般是有限的（２ ５００ ～
７ ０００ ｍ／ｓ），沿着药包的轴线方向不可避免地存在时
间和方向效应，所以起爆位置会影响爆炸能量的分配。
张宝平等［７］基于一维流动假定，分析了柱状药包

爆轰过程中，起爆点位置对分配于起爆点两侧能量的
影响。 如图 １所示，设起爆点两端药包的长度分别 b、
a（b≤a），炸药的初始密度为 ρ０，爆轰速度为 D０，药包
截面积为 A，起爆后，达到平稳自持状态的爆轰速度为
DJ。 炸药起爆后，会逐渐形成 ８种不同的流场，最终分
配于药包左右两侧的能量如式（１）所示：

E１ ＝
１
２７ρ０ADJ

２（１１１６a ＋b）

E２ ＝１
２７ρ０ADJ

２（a ＋１１１６b）
（１）

式中，E１、E２ 分别为起爆点左右两侧的能量。 若假使 b
＝０，即起爆点位于左端，则可得到：

E１ ＝
１１
２７

l
１６ρ０ADJ

２

E２ ＝
１６
２７

l
１６ρ０ADJ

２
（２）

图 1　柱状药包爆轰产物一维流动模型
由式（１）可知，最终分配于药包左右两侧的能量与起
爆点的位置密切相关。 式（２）显示，若药包一端起爆，
分配于非起爆侧的能量约为起爆侧的 １．５ 倍，表明爆
炸能量偏向于爆轰波传播的正向分配。
基于张宝平等［７］的研究成果，考虑实际爆破上部

起爆（起爆雷管位于装药段顶部）和底部起爆（起爆雷
管位于装药段底部）两种特殊情况。 如图 ２ 所示，对
于底部起爆，爆轰波向上传播，爆炸能量偏向于孔口分
布，孔口岩体破碎充分，而孔底岩体破碎范围较小，孔
底易形成较大根底；对于上部起爆，爆轰波向下传播，
能量偏向于孔底分配，孔底岩体的破碎效果最好，可以
有效控制爆破根底。 由图 ２可知，上调起爆位置，有助
于增加爆炸能量向孔底分布，加强孔底岩体破碎，减少
根底生成，为验证这一结论，开展了起爆体处于炮孔装
药段上部和底部两个不同位置的爆破对比试验。

图 2　不同起爆情况下炮孔的破碎轮廓

２　现场试验

2．1　试验方案
本次爆破对比试验区位于某石化基地围垦工程开

山爆破施工场地，试验爆区长 ５５ ｍ，宽 ２０ ｍ，炮孔总数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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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 个，根据起爆位置不同将爆区划分为上部起爆区和
底部起爆区，炮孔各布置 ３６ 个，均为垂直孔，如图 ３ 所
示。 上部起爆区炮孔内起爆体位于装药长度 ３／４ 处；

底部起爆区炮孔内起爆体位于装药长度 １／４ 处，装药
结构如图 ４所示。

图 3　试验爆区

图 4　装药结构图

　　试验过程中做好详细技术交底，保证上部起爆区
和底部起爆区的炮孔深度、装药结构、单孔药量和填塞
长度等试验条件一致，把起爆位置不同作为唯一变量，

力求对比试验的准确性。 爆破主要参数如表 １ 所示。
两个试验区域在同一个爆破网路中起爆，采用逐孔起
爆网路，如图 ５所示。

表 1　 爆破主要参数

孔径

／ｍｍ
药卷直径

／ｍｍ
孔距

／ｍ
排距

／ｍ
孔深

／ｍ
超深

／ｍ
堵塞长度

／ｍ
装药长度

／ｍ
单孔药量

／ｋｇ
１１５ 7９０ O４ 9．５ ３ g．０ ８ 晻．０ １ 妹．０ ３ 耨．５ ４  ．５ ３２ 憫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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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爆破试验起爆网络示意图

2．2　试验结果
爆破清渣后，在底板以 ０．５ ｍ×０．５ ｍ的间隔布置

控制测点，测量底板高程，局部起伏较大处进行测点加

密处理。 将底板点云数据进行超欠挖统计，统计结果
见表 ２。

表 2　底板超欠挖统计数据 ｃｍ　

爆区
欠挖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超挖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最大高差

上部起爆区 － － － １２５ 6．２ １１ M．０ ６９ {．０ １１４  ．２

底部起爆区 ２６ 8．０ ０ P．０ ８ ~．４ １２３ 6．０ ０ 7．０ ５７ {．４ １４９  ．０

　　根据测量得到的底板点云数据，利用 Ｃｉｖｉｌ ３Ｄ 软
件绘制底板的三维曲面图，更加直观显现爆后上部起
爆区和底部起爆区的根底控制效果，如图 ６所示，爆破
后底板的纵剖面图如图 ７所示。

图 6　底板三维曲面图
由表 ２可知，上部起爆区域底板无欠挖，底部起爆

区域底板存在欠挖，最大欠挖 ２６．０ ｃｍ；上部起爆区域
底板平均超挖 ６９．０ ｃｍ，底部起爆区域底板平均超挖
５７．４ ｃｍ。 此外，从图 ６、图 ７ 可以看出，上部起爆区域
底板总体低于底部起爆区域底板，且上部起爆区域相
对于底部起爆区域总体更为平整，底部起爆区域一侧

图 7　底板纵剖面图
根底较为凸显。
以上统计数据表明上部起爆区域根底控制优于底

（下转第 ６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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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ＱＣ 活动减少软土地基水泥土搅拌桩成桩故障率
田佳平，黄　炜

（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陆水枢纽工程局，湖北 赤壁　４３７３００）

摘要：石基镇旧滘涌泵站工程位于深厚软土地区，水闸泵站基础主要采用水泥土搅拌桩复合地基方式处理。 在施工初
期水泥土搅拌桩施工故障率高达到了 ８．５％，为找出了故障率高的主要因素，通过 ＱＣ活动，探索出切实可行的整改方
法，使故障率降低至 １．７％，质量目标显著提高。

关键词：软土地基；故障率；降低；ＱＣ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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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uction of the Piling Failure Rate of Cement-soil Mixing Piles in
Soft Soil Foundation by QC Activities

ＴＩＡＮ Ｊｉａｐｉｎｇ， ＨＵＡＮＧ Ｗｅ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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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Ｔｈｅ Ｊｉｕｊｉａｏｃｈｏｎｇ Ｐｕｍｐｉｎｇ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ｉｎ Ｓｈｉｑｉ Ｔｏｗｎ ｉｓ ｌｏｃ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ｅａ ｗｉｔｈ ｄｅｅｐ ｓｏｆｔ ｓｏｉ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ｍａｉｎｌｙ ｂｙ ｔｈｅ ｃｅｍｅｎｔ-ｓｏｉｌ ｍｉｘｉｎｇ ｐｉｌｅｓ．Ｗｈｉ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ｐｉｌｉｎｇ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ｒａｔｅ ｉｓ ｕｐ ｔｏ ８．５％．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ＱＣ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ｍａｊｏｒ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ｒａｔｅ ａｒ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ａｎｄ
ｆｅａｓｉｂｌ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ａｒ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Ｔｈｅ ｐｉｌｉｎｇ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ｓ ｔｈｕ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ｒａｔｅ ｉｓ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ｔｏ １．７％．
Key words： ｓｏｆｔ ｓｏｉ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ｒａｔｅ；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ＱＣ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石基镇旧滘涌泵站工程位于旧滘涌与市桥水道交
汇处，原址为旧滘涌水闸，建于 １９６９ 年，旧闸为单孔，
净宽 ５．０ ｍ，由于旧闸年久失修且单靠水闸自排不能
满足区内排涝要求，拟拆除旧闸并新建泵闸工程。 本
工程所属排涝区为市石联围官涌排涝区，排涝区集雨
面积为 ９．６９ ｋｍ２ ，泵站设计排涝流量为 ５．８０ ｍ３ ／ｓ，水
闸为单孔闸，净宽 ６．０ ｍ，是一宗集防洪（潮）、排涝和
景观等多功能于一体的泵闸枢纽工程。
泵闸枢纽底部基础采用水泥土搅拌桩，搅拌桩直

径矱５００ ｍｍ，桩长采用１２．５ ～１８．５ ｍ。 水泥选用强度
不低于 ４２．５的普通硅酸盐水泥。 水泥掺入量暂定为
６．６７ ｔ／１００ ｍ，水泥浆水灰比 ０．４５ ～０．５５，泵站各结构
部位水泥搅拌桩工程量约为 １３９ ７３０．４ ｍ。

１　小组概况

1．1　小组简介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日，由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陆水
枢纽工程局番禺区石基镇旧滘涌泵站工程项目部总工

田佳平担任小组组长，以工程部、质检部骨干为组员的
卓越（石基镇旧滘涌泵站工程）ＱＣ小组正式成立。 重
点针对减少软土地基水泥土搅拌桩成桩质量进行详细

分析了解，找出产生质量问题的原因，并针对性采取解
决措施，寻找出切实可行解决问题的方法［１］ ，以减少
软土地基水泥土搅拌桩成桩故障率。 小组主要简介见
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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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QC小组主要简介

小组名称 卓越（石基镇旧滘涌泵站工程）ＱＣ小组
所在部门 番禺区石基镇旧滘涌泵站工程项目部

活动日期 ２０１７ 年 ７月至 ２０１７年 １２月

课题名称

减少软土地基

水泥土搅拌桩

成桩故障率

注册编号 ＬＳＱＣ－２０１７ －０２ (
课题类型 现场型

小组人数 ８人

活动频次 每月 ４次

1．2　小组活动计划
小组活动计划见表 ２。

２　选择课题
１）选题分析。 地基基础处理是水工建筑物重要

的分部工程，水泥搅拌桩的施工质量是泵闸基础工程
质量的关键，前期施工中统计发现水泥搅拌桩成桩故
障率达 ８．５％，不仅影响该工序的工程质量，而且会延
误整个工程的施工进度和工期。其中，较难控制的故

表 2　小组活动计划表

障是桩体强度不均。
２）质量要求。 本工程软基工程量相对较大，水泥

搅拌桩施工工艺复杂，可变因素多，由此引起桩体质量
复杂，控制难度大，对工程质量和经济效益有很大影
响。 对水泥土搅拌桩的质量和进度自然要求迫切，这
也是保证整个工程进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水泥
土搅拌桩的成桩故障率能降低到 ２％以下。

３）现状。 现在的情况是，在水泥土搅拌桩的施工
中，常常会出现卡钻、桩体疏松、断桩、桩体强度不均、
漏桩等故障。 成桩故障率达到 ８．５％，这无疑是一个
亟待解决的问题。

４）课题确定。 本 ＱＣ小组本着为保证工程施工质
量与施工进度的目的，将枟减少软土地基水泥土搅拌
桩成桩故障率枠作为课题，以解决此工序施工中较难
避免的这一故障，从而保证水泥土搅拌桩工序的顺利
完工。

３　现状调查
为了全面掌握其存在的问题，本次 ＱＣ 活动小组

对已施工桩体的质量进行了调查，调查组共抽取了

２００ 个已施工成型的桩体进行了质量调查统计，结果
如表 ３、图 １所示。

表 3　不合格桩体统计表

质量问题种类 数量
占调查总数

比例／％
占质量故障总数

比例／％

桩体强度不均匀 １４ 摀７ 3．０（１４／２００） ８２ e．３

桩体疏松，返工复喷 ２ }１ J．０（２／２００） １１ e．８

出现过断桩的 １ }０ J．５（１／２００） ５ N．９

漏桩 ０ }０  ０ |
成桩故障率／％ ８ �．５

　　由表 ３可以看出，水泥土搅拌桩成桩故障率达到
了 ８．５％。 其中“桩体强度不均匀”的成桩故障率达到
７．０％，占质量故障总数的 ８２．３％。

可以看出，水泥土搅拌桩 “桩体强度不均匀”是引
起成桩故障率高的“症结”。

４　设定目标
本次 ＱＣ小组活动设定的目标为：水泥土搅拌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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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QC小组活动前成桩故障比例
的成桩故障率从 ８．５％降低到 １．７％。 见图 ２。

图 2　目标：搅拌桩的成桩故障率从 8．5％降低到 1．7％

５　原因分析
通过 ＱＣ小组进行项目调查、研究分析及集中讨

论，并进行统计分析后，小组成员利用鱼刺图进行了因
果分析，综合分析可能出现的原因。 如图 ３。

６　确定主要原因
ＱＣ小组成员通过对 ６ 个末端原因逐一进行分析

和排除，制定了要因确认表，如表 ４所示。
综上所述，要因确认结果：根据以上考察和综合分

析，由于这些要因：①钻头喷浆口堵塞；②钻杆提升速
度不均；③管道检查不勤。 造成“水泥土搅拌桩桩体
强度不均匀，成桩故障率高”。

７　制定对策
ＱＣ小组成员针对上述发现的要因，按照将水利部

长江水利委员会陆水枢纽工程局“番禺区石基镇旧滘
涌泵站新建工程”中的水泥土搅拌桩的成桩故障率降
低在 １．７％或以下的目标，制定了以下对策、措施，见
表 ５。

图 3　水泥土搅拌桩质量故障分析因果

表 4　要因确认表

序号 末端原因 确认方法 确认情况 判定

１ �胶凝剂受潮 现场检查 胶凝剂无受潮现象 非要因

２ �钻头喷浆口堵塞 现场检查 喷浆口有堵塞现象，喷浆速度不均衡 要因

３ �人员培训未达到要求 现场调查 进行了技术交底、交底合格率 １００％ 非要因

４ �钻杆提升速度不均 现场调查 导致同步率非 １００％ 要因

５ �遇疏松土层基础 现场考察 基础整体性好，个别小坑洞 非要因

６ �管道检查不勤 现场调查 检查不规律，检查频次少于 １次／４小时 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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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对策实施计划表

序号 要因 对策 目标 措施 完成日期

１ ~钻杆提升

速度不均

１ 吵．对操作人员进行教育；
２．对桩机操作技能进行强化
训练

避免质量故障

发生在人为因素

检查机械提钻控制的灵敏性，操作
人员严格控制提钻速度，确保均匀
提升，均匀喷浆、均匀搅拌

２０１７ 憫．１２．

２ ~喷浆管道或

管口输浆不畅
改变管道管口检查现状

目的在于

输浆畅通

缩短管道管口检查周期，增加检查
频次，保持经常检查，确保输浆
畅通

２０１７ è．１２

３ ~管道检查

不勤

修订施工方案检查

及隐患排查治理

管道做到日常

一般检查，每
周专项检查

１、完善检查及排查治理制度；
２、项目部按要求进行监督检查，核
查相关记录

２０１７ è．１２

８　对策实施
１）实施一：技术培训教育。 总结已施工中存在的

问题，指出了影响水泥土搅拌桩成桩故障率的各种因
素，分析了要因的集结后形成的“症结”。 强调所有施
工人员必须严肃态度、提高技能、精细操作、和谐配合。
力争完满地实现公司的质量目标。

２）实施二：土层的排查。 对项目施工现场土层进
行排查确认是否为疏松土层。 针对整个项目工程中所
需要实施水泥土搅拌桩，质量安全管理小组全体人员
都进行了走访调查，除了进入当地土建部门与土建企
业单位询问调查了解外，还详细地对本地居民进行深
入调查。 然后将了解的数据以及资料在施工作业地图
上做出标注［３］ ，方便施工操作人员在现场操作时提前
注意。

３）实施三：因素检查。 对比施工操作，实施发现
一个、解决一个、杜绝重现的处理原则。 从设备、人员、
措施给与大力支持。 同时，加强施工人员的管理，制定
行之有效的利于钻机操作的制度，严格设备管理与检
修、材料的保证与保管。 提高操作换岗频次，使之既不
疲劳作战，又能集中注意力掌控钻机提升速度。

４）实施四：奖惩制度。 对钻机操作人员和管道管
口检查人员实施更有利于质量提高的奖惩制度，奖勤
罚懒，以提高现场施工人员的积极性。
对策实施后，ＱＣ小组对后续的施工 ２００ 个桩体检

查结果进行统计，统计结果为：质量故障发生比例
１．０％；再次又统计了另 ２００ 个桩体，检查结果为：质量
故障发生比例 １．５％。

９　效果检查
经过本次 ＱＣ小组活动，在 ＱＣ小组成员和项目部

其他员工的努力下，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陆水枢纽
工程局“番禺区石基镇旧滘涌泵站新建工程”中的水
泥土搅拌桩的成桩故障率降低到 １．７％。 工人的施工
责任心、处理工程施工中出现问题的水平得到了提高，
操作技能得到了进一步的规范。

9．1　目标检查
１）ＱＣ小组经过选题、分析、调查、要因确认、目标

设定、制定对策和实施对策后，实现了课题设定的
目标。

２）实施对策后，ＱＣ 小组成员将后续的施工 ５００
个桩体检查结果统计如下，见表 ６，分析见图 ４。

表 6　桩体检查结果统计表

质量故障 数量
占调查总数

比例／％
占质量故障

总数比例／％

桩体强度不均匀 １ 谮１ O．０ ２０ 摀．０

发现桩体疏松，返工复喷 ２ 谮０ O．３ ４０ 摀．０

出现过断桩的 １ 谮０ 8．３０ ２０ 摀．０

漏桩 １ 谮０ O．０ ２０ 摀．０

质量故障发生比例／％ １ 谮．７

图 4　QC小组活动后引起成桩故障率下降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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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经济效益

通过本次质量安全管理小组活动，有效地提高了
工程施工的质量，降低了工程返工情况的出现，节省了
工程成本。

9．3　社会效益

通过搅拌桩的实施，本工程合格率得到了有效的
保证，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合格率的保证就是企业的立
命之基。 正因为降低了成桩故障率，企业的品牌才得
以竖立。

１０　制定巩固措施
由于 ＱＣ小组基本实现了设定的目标，在施工工

程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水泥土搅拌桩的一次成桩率
大大提高，相应地，成桩故障率大大降低了。 因此，小
组将本次活动过程行之有效的对策和相关措施纳入到

巩固措施阶段，在项目部的同意后，并制作和下发了
枟水泥土搅拌桩施工作业指导书枠（编号 ＪＺＨＬ －ＱＳＧＣ
－２０１７ －１），在同类工程上推广应用。
本工程自 ２０１７ 年 ７月到现在，小组在活动进行过

程和结束后的几个月的时间对后续的水泥土搅拌桩施

工进行了质量跟踪， ＱＣ小组活动成果得到巩固。

１１　小组活动总结和展望
１）专业技术总结。 小组成员通过开展 ＱＣ小组活

动，掌握了搅拌桩成桩故障的要点，确保了番禺区石基
镇旧滘涌泵站工程顺利完工，专业技术方面得到很大
的提高。

２）管理技术总结。 通过本次活动，小组成员积极
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整个过程严格按照 ＰＤＣＡ的流程
来进行，发现问题做到细致入微，分析问题做到有理有
据，解决问题做到有章可依，可以说整个 ＱＣ 活动做到
了卓有成效，并且能通过统计图表来分析和解决问题。

３）小组总结。 本次 ＱＣ活动小组成员遵循质量安
全管理小组活动程序，圆满完成了活动目标，综合素质
得到了提高，体现了良好的团队精神，活动积极性大大
提高。 小组成员熟练掌握了 ＱＣ 工具的应用，提高了
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了全体成
员的创新精神［４］ 。 ＱＣ小组自我评价见表 ７，雷达图见
图 ５。

表 7　QC小组自我评价

序号 评价内容 活动前（分） 活动后（分）

１ 圹团队精神 ３ O．９ ４ }．８

２ 圹质量意识 ４ O．３ ４ }．９

３ 圹进取精神 ３ O．４ ４ }．２

４ 圹ＱＣ工具运用技巧 ３ O．３ ４ }．２

５ 圹工作热情干劲 ３ O．６ ４ }．２

６ 圹改进意识 ３ O．０ ４ }．０

注：自我评价采用 ５分制。

图 5　自我评价雷达图
枟减少软土地基水泥土搅拌桩成桩故障率枠课题已顺
利结题，ＱＣ小组决定在以后的工作中，继续围绕以健
全制度、提高质量、创造效益为核心地开展 ＱＣ 活动，
针对施工质量问题开展新一轮的 ＰＤＣＡ 循环，全面提
施工质量和员工的综合素质。 质量安全管理小组决定
在将枟提高搅拌桩施工效率枠为下一个课题。 继续推
广 ＱＣ小组活动，以期提高工程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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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峡电站机组原供水系统因蜂窝斜管沉淀池产水量不足、泥沙含量较大，且浑水期经常将 １ ～２ 台机组采用蜗壳
自流供水，导致冷却器管路中吸入大量空气、机组冷却器磨损严重等而产生多种问题，造成多次被迫停机事件。 通过对
技术改造前原始资料的收集、分析，对供水系统进行了有效的改造，消除了机组安全隐患，使得供水系统的年维护量大大
减少，降低了生产成本；供水系统的改造对电站原厂房结构的影响等因素也做到了最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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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ｎｉｔ ｃｏｏｌｅｒ．Ｅｖｅｎｔｕａｌｌｙ， ｉｔ ｃａｕｓｅｓ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ｕｎｉｔ ｓｈｕｔｄｏｗｎ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ｓ．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 ｒｅｎｏｖａ-
ｔｉｏ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ａｒ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ｒｅ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ｓａｆｅｔｙ ｒｉｓｋ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ｓ ａｒｅ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ｗｏｒｋ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 ｓｕｐｐｌ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ｓ ｇｒｅａｔｌｙ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ｃｏｓｔ ｉｓ ｃｕｔ ｄｏｗｎ ．Ａｌｓｏ，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ｗｏｒｋ ｏｎ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ｐｏｗｅｒｈｏｕｓ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ｉｓ ｍｉｎｉｍｉｚｅｄ ．
Key words：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ｓｕｐｐｌｙ ｓｙｓｔｅｍ ；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ｒｅ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ｔａｉｌ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ｏｌｅｒ

　　大峡水电站位于甘肃省白银市和榆中县交界处的
水川乡境内黄河干流上，距白银市 ３５ ｋｍ，距兰州市中
心河道距离 ６５ ｋｍ，包兰线沿电站北西方向通过，交通
便利。 电站共安装 ５ 台轴流转桨式水轮发电机组，其
中 ４台单机容量为 ７５ ＭＷ，１台单机容量为２４．５ ＭＷ。
总装机容量 ３２４．５ ＭＷ。
大峡水电站原采用的机组冷却供水方式为：浑水

期过机含沙量大于 ２ ｋｇ／ｍ３ 时，以坝前取水经全厂公
用滤水器过滤、供水泵加压、蜂窝斜管沉淀池除沙后自
流进入 ＤＮ８００ 机组冷却总管，供至各机组为主，蜗壳
取水经滤水器过滤供至本机组冷却用水为备用；清水
期以各自蜗壳取水为主，坝前取水作为备用；当蜗壳取

水水压偏低，不能满足机组冷却用水要求时，采用水泵
加压供水；当某台机蜗壳取水包括取水口滤水器需要
临时检修处理时，采用坝前取水经一组（３ 台）全厂公
用滤水器和 ＤＮ８００ 机组冷却供水总管供该机组冷却
用水；每台机组冷却供水排水均设正反向运行电动蝶
阀，可短时间反向运行防止冷却器被堵塞。
技术供水系统的主要供水对象为发电机空气冷却

器、机组上导、推力、水导轴承油冷却器、以及主轴密封
润滑用水。 机组技术供水进水温度要求≤２３℃。
大峡水电站工程 １９９１ －１０ －１５ 日正式开工，

１９９６ －１２ －０８ 日第一台机组正式并网发电，１９９８ 年
１２月工程全部竣工。该供水方式经过近１０年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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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原始设计技术供水主要供水对象及水量、水压

供水对象
用水量／（ｍ３ · ｈ －１）

１ ～４号机 ０号机

水压

／ＭＰａ
发电机空气冷却器 ４８０ ×４ 鬃３３０ 4０ N．２

发电机推力轴承冷却器 １３０ ×４ 鬃６６  ０ N．２

发电机上导（０号机为下导）
轴承冷却器

４５ ×４ 览２７  ０ N．２

水轮机导轴承冷却器 ～２５ ×４ 镲１５  ０ N．２

调速器油冷却器 １０ ×４ 览１  ０ N．２

合计 ２ ７６０ 父４３８ 4
行，存在如下主要问题：

１）蜂窝斜管沉淀池产水量不足。 原设计蜂窝斜
管沉淀池产水量为 ２ ×１ ５００ ｍ３ ／ｈ，但经过实际运行发
现沉淀池供水时，冷却水压偏低，冷却器水量不足，冷
却器管路中吸入大量空气，冷却效果差，机组各部温度
上升明显。 为了保证机组运行，浑水期经常将 １ ～２ 台
机组采用蜗壳自流供水，导致机组冷却器磨损严重；在
机组运行中曾多次发生冷却器铜管破损、推力轴承进
水，机组降负荷以及被迫停机事件，严重影响机组的安
全稳定运行。

２）经过沉淀池处理的水泥沙含量仍然较大，对机
组冷却器的磨损严重。

３）系统管路、阀门存在较多问题：部分管路出现
锈蚀、壁厚减薄等情况；部分阀门，特别是正、反冲用电
动蝶阀活门、阀体磨损严重，大部分存在内漏，造成水
量损失，汛期时多次发生过冷却水管进气，造成机组各
部温度升高，影响机组的正常运行。

１　公用技术供水系统技术改造
鉴于上述存在的问题，经过充分调研论证后，于

２００７ 年至 ２００８ 年对电站公用技术供水系统进行了
改造。

１）改造的主要内容。 在尾水副厂房 １ ４４３．７０ ｍ
层新建 ３ 个循环水池，３ 个循环水池用原坝前取水
ＤＮ８００ 管联通。 将 １ ４４３．７０ ｍ 层原来公用供水设备
全部拆除，重新布置供水设备，包括供水加压泵、阀门、
管路、控制盘柜等。 每个循环水池出口布置 ２ 台加压
水泵。 ２套尾水冷却器集中布置在 ４ 号机尾水出口右
导墙上，冷却器托架基础板落坐在尾水底板上，冷却器
本体固定和支撑在托架上。

２）新系统与原设备连接方式。 冷却器进水总管

与原沉淀池进水总管用三通连接，冷却器出水管与全

厂机组冷却供水总管连接。

３）改造后机组冷却供水方式。 清水期以各自蜗

壳取水自流为主供水，闭式循环加压供水为备用水源。

蜗壳取水自流供水直接取自河水，经滤水器过滤后供

机组冷却用水，从机组排出的冷却水排至尾水；浑水期

过机流量含沙量大于 ２ ｋｇ／ｍ３ 时，以闭式循环加压向

机组供冷却水为主水源，蜗壳取水自流作为备用水源。

闭式循环加压供水是从循环水池取水，经加压泵加压

后进入尾水冷却器，利用尾水冷却降温后进入机组，从

机组排出的冷却水流回循环水池，机组的热量通过尾

水带走。

４）闭式循环加压供水方式的优点。 具有冷却水

的水质满足无泥沙、无漂浮物不堵塞不结垢、内部不生

长水生物、电站冷却水管及空冷器不结露等优点，延长

了机组各冷却器的使用寿命，降低了电站检修维护

费用。
表 2　改造后循环水泵基本参数

名称 单级双吸卧式离心泵

水泵型号 ＶＳＸ－ＶＳＨ１０ ×１２ ×１７ 葺．５

电机型号 ４４７ＴＳ
数量／台 ６ e
扬程／ｍ ６０ {

流量／（ｍ３· ｈ －１） ９５０ 拻
进／出水管公称直径／ｍｍ ＤＮ３００／ＤＮ２５０ f

配套电机型式 鼠笼式

配套电机功率／ｋＷ ３００ＨＰ（２２５ ｋＷ）

配套电机防护等级 ＩＰ５５ い
配套电机绝缘等级 Ｆ
工作电源 ＡＣ３８０ Ｖ、５０ Ｈｚ
传动方式 弹性联轴器

起动方式 软起动

工作介质 水（含泥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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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改造后尾水冷却器基本参数

名称 尾水冷却器

型号 ＸＬＱ－１７４ ＃．５／１８２０ －Ｌ
数量 ２套

公称压力 １ J．０ ＭＰａ
冷却器供水量 １ ８２０ ｍ３ ／ｈ
设计冷却容量 ３２４ |．５ ＭＷ

进，出水管公称直径 ＤＮ５００ ｍｍ
工作介质 水

重量 ２ I．５ ｔ／套
冷却器外形尺寸 ３ ４４３ ｍｍ×１ ６３０ ｍｍ×１６ ０２０ ｍｍ

两台冷却器进出口总管尺寸 ＤＮ５００ C
单台冷却器进出口支管尺寸 ＤＮ１５０ C

冷却器散热支管
矱３２ ×３ ｍｍ，每台尾水冷却器
共计有 ５ ４００根散热管

技术供水总管尺寸 ＤＮ８００ C

表 4　循环水池参数

名称 循环水池

１ ～２号循环水池内净尺寸
（长×宽×高）

２０ ｍ×３ c．５ ｍ×３．２ ｍ

３号循环水池内净尺寸
（长×宽×高）

１７ J．５ ｍ×３．５ ｍ×３．２ ｍ

数量 ３个

２　技术改造后闭式循环加压供水系统
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闭式循环加压供水系统设备及设计运行方式
循环冷却供水设备安装在电站副厂房 １ ４４３．７０ ｍ

层，主要由 ６台循环加压水泵、３个循环水池、２组循环
冷却器及供水管道组成。 循环冷却供水时采用循环水
池→循环加压水泵→尾水冷却器→机组各部冷却器及
其进出水管路→循环水池的闭式循环冷却供水方式运
行，自动控制。 １台水泵供 １ 台机组用，４ 台机组同时
运行时启动 ４台水泵并联运行，开第 ５ 台机组时不再

另外启泵，剩余 ２ 台水泵作为备用。 ０ 号机组和 １ 号
机组共用 １台水泵，０号机组单独运行时开 １ 台水泵。
０号机组和其他机组同时运行时，停 ０ 号机组时不停
水泵。 运行过程中若出现 １台水泵故障或机组供水管
路水压低于 ０．２ ＭＰａ 时启动 １ 台备用水泵；若出现 ２
台水泵故障或机组供水管路水压低于 ０．１５ ＭＰａ时再
启动另 １台备用水泵；机组供水管路水压正常（大于
０．２５ ＭＰａ）时停备用水泵。

2．2　技术改造后闭式循环加压供水系统存在的主要
问题

　　１）在浑水期闭式循环加压供水系统投入后，不能
满足电站 ５台机组同时运行时冷却供水的需要，投运
后主要出现的问题表现在技术供水总管水压低、上导
瓦温、定子铁心温度上升，厂房内温度上升明显。 就此
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测量、对比试验，检测情况如表 ５ ～
表 ９。
表 5　实测 2、3号机组采用蜗壳取水自流供水时压力及流量

２号机组蜗壳自流供水 ３号机组蜗壳自流供水

蜗壳水压：０ 刎．２４ ＭＰａ 蜗壳水压：０ 憫．２４ ＭＰａ
机组总冷却水量：９３６ ｍ３ ／ｈ 机组总冷却水量：１ ０５８ ｍ３ ／ｈ
空气冷却器水量：７９９ ｍ３ ／ｈ 空气冷却器水量：８１０ ｍ３ ／ｈ
表 6　实测循环加压供水 2台循环泵带 2 台机压力及流量

２台循环水泵带 １号、３号机组

１号机组 ３号机组

机组水压：０ 刎．２０ ＭＰａ 机组水压：０ 憫．２０ ＭＰａ
机组总冷却水量：１ ０８０ ｍ３ ／ｈ 机组总冷却水量：１ ０４４ ｍ３ ／ｈ
空气冷却器水量：９１８ ｍ３ ／ｈ 空气冷却器水量：９１８ ｍ３ ／ｈ
ＤＮ８００ 母管水压：０ d．２３ ＭＰａ ＤＮ８００母管水压：０  ．２４ ＭＰａ

表 7　实测循环加压供水 3 台循环水泵带 1、2、
3号机组时的压力及流量

３台循环水泵带 １、２、３号机组

３号机组

机组水压：０ 4．１９ ＭＰａ
机组总冷却水量：９７２ ｍ３ ／ｈ
ＤＮ８００ 母管水压：０ 览．２０ ＭＰ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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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实测循环加压供水 3台循环水泵带 1、2、
3号机组时的压力及流量

３台泵带 １、２、３号机

ＤＮ８００ 总管压力：０ 4．１６ ＭＰａ
ＤＮ８００ 总管流量：２ ８８０ ｍ３ ／ｈ

表 9　实测循环加压供水 4台循环水泵带 1、2、
3、4 号机组时的压力及流量

４台泵带 １、２、３、４号机

ＤＮ８００ 总管压力：０ 4．１６ ＭＰａ
ＤＮ８００ 总管流量：２ ８８０ ｍ３ ／ｈ

　　从实测数据可以看出，电站 ７５ ＭＷ机组技术供水
实测供水量最小值 ９３６ ｍ３ ／ｈ，与设计供水量为
６９０ ｍ３ ／ｈ之间相差 ２４６ ｍ３ ／ｈ，其中主要差别在空气冷
却器的供水量，设计供水量为 ４８０ ｍ３ ／ｈ，实测供水量
最小值为 ７９９ ｍ３ ／ｈ，相差 ３１９ ｍ３ ／ｈ。 ２ 台循环水泵带
２台机组冷却供水时，流量及压力能够满足机组运行
的需要；当 ３台循环水泵带 ３ 台机组冷却供水时压力
与流量均有所下降，但基本能够满足机组的运行需要；
当 ４台循环水泵带 ４ 台机组冷却供水时压力与流量均
无法满足机组运行需要。
综上记录分析，现有循环加压供水系统只能同时

满足 ３ 台机组正常的冷却供水。 主要原因为循环加压
供水系统设计时机组冷却用水量参照 ６９０ ｍ３ ／ｈ 为依
据，较实测最小值 ９３６ ｍ３ ／ｈ 有较大差距，导致循环加
压供水系统设备和管路的容量设计偏小；从表 ８ 和表
９测量数据对比可知，当系统中开启 ４ 台循环水泵后，
ＤＮ８００ 总管流量不能成正比上升，初步判断系统内水
泵的设计和选型能满足机组供水要求，而尾水冷却器
的设计容量偏小，无法满足机组供水要求。

２）２０１１ 年发现 ２ 台尾水冷却器本体有不同程度
的漏水情况，因不具备检查处理条件，尾水冷却器始终
退出运行，机组技术供水方式正常采用蜗壳取水供水。

３　公用技术供水系统尾水冷却器技改
鉴于大峡电站公用技术供水系统无法满足设计需

要及尾水冷却器存在的问题，于 ２０１５ 年对尾水冷却器
进行技术改造。

3．1　冷却器技改相关参数
１）材质选择。 尾水冷却器的常用管材为 ２０ 号优

质无缝钢管和 ３０４ 无缝管（０Ｃｒ１８Ｎｉ９）。 国内尾水冷却
器的材质一般采用 ２０ 号优质无缝钢管，因为其成本低

廉，相同面积的设备具备更好的换热性能。 大峡水电
站位于黄河上，现有尾水冷却器出现点蚀穿孔现象，为
尾水中含氯离子造成的。 经过对水体取样分析，黄河
水体中含氯离子，是造成冷却器穿孔腐蚀的直接原因。
在氯离子存在的水体中，３０４ 不锈钢对氯离子的耐受
力较碳钢差，更容易发生电化学腐蚀。 ３０４ 不锈钢的
成本是 ２０ 号钢的 ３ ～４ 倍，成本高，并不经济。 所以，
尾水冷却器材质采用 ２０号钢（见表 １０）。

表 10　20号钢钢管标准

标准 名称 用途 说明

ＧＢ８１６２ 噰结构用无缝钢管 结构、机械结构用 不适用

ＧＢ／Ｔ８１６３ 构输送流体

用无缝钢管
输送流体

ＧＢ３０８７ 噰低中压锅炉

用无缝钢管

用于低中压锅炉 的

受热面管子；用于高
压锅炉（工作压力一
般在 ９ 屯．８ ＭＰａ 以上，
工作温度在 ４５０℃ ～
６５０℃之间）的过热
器、再热器、石化工
业用管

　　ＧＢ／Ｔ８１６３，ＧＢ３０８７ 材质都是 ２０ 号碳钢，平均含
碳量均为 ０．２％，导热系数相同，查传热学第四版，其
导热系数 ４９．８ Ｗ／（ｍ· ｋ）。
由于循环冷却器内外部介质为水，内部进出口水

温和外部的河水温度都不超过 ３０℃，为常温状态，同
时工作压力不到１．０ ＭＰａ，采用 ＧＢ／Ｔ８１６３ 的管材完全
符合要求。

２）表面防腐。 ２０ 号无缝钢管的表面防腐采用热
喷锌。 ①喷锌工艺预处理采用喷砂工艺除锈，表面处
理达到 Ｓａ２．５标准，粗糙度为 ４０ ～７０ μｍ；②喷锌。 锌
丝：锌丝纯度为 ９９．９９％，且无油污；喷锌设备：空压
机，火焰喷涂枪。 流程：用氧气和乙炔焰作熔融焰，用
净化过的压缩空气，推动锌丝前进，并使熔融的部分形
成一种雾状喷射到设备表面上，形成均匀锌层，对冷却
器表面进行保护。

３）配套机组容量为：３２４．５０ ＭＷ（４ ×７５ ＭＷ＋１ ×
２４．５ ＭＷ）。

４）总冷却水量：４ ４００ ｍ３ ／ｈ。
５）每小时散热量 q：１０ ０３６．０８ ｋＷ。
６）河水设计温度：１９℃。
７）冷却器进出水温度：２４．９５５℃／２３℃。
８）安全系数取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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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冷却器技改设计方案
大峡电站公用技术供水系统设计 ４ 套尾水冷却

器，每套冷却器尺寸和容量和原冷却器相同。 在现有
冷却器托架上布置两套冷却器，另新增一套托架布置
两套冷却器。 单套冷却器的设备重量约为 ２７．５ ｔ，安
装时吊车选用 １００ ｔ和 ５０ ｔ的汽车吊配合吊运（见图 １
～图 ３）。

图 1　新增托架现场组焊

图 2　新增托架吊装

3．3　冷却器进出口总管
由于实际运行水量增大，将右岸尾水平台上冷却

器进出口总管 ＤＮ８００ 改为 ＤＮ１０００ 的螺纹管，以减小
流速，降低水头损失（见图 ４）。

3．4　冷却器技改后效果
公用技术供水系统尾水冷却器技改后自 ２０１６ 年

汛期投入运行，机组各部运行监测数据正常，系统设计
功能目标全部得以实现，满足机组设备的安全稳定运
行需要。

４　结　语
在技术改造时，对技术改造前原始资料（包括设

备及机组设计参数和运行实测数据等）的收集、分析
总结十分重要，这是做好技术改造工作的前提。

图 3　冷却器吊装

图 4　冷却器进出口管
大峡水电站机组公用技术供水系统的改造，消除

了机组安全隐患，避免了由于机组冷却水问题可能引
起的停机事件；使得技术供水系统的年维护量大大降
低，降低了生产成本；有效地解决了泥沙、漂浮物、结垢
等长期困扰电站技术供水系统运行的问题。 系统改造
中对原系统的破坏程度、对电站原厂房结构的影响等
因素也做到了最小化，对同类电站技术改造具有很好
的推广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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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王铁汉．水轮发电机组自动化和运行［Ｍ］．北京： 中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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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徐治淮．ＺＤ７６０ －ＬＭ －１２０ 型水轮机组冷却供水系统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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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石少华．莲麓一级水电站技术供水系统设计［ Ｊ］．甘肃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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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藏高原地区海拔高、昼夜温差大、气候干燥、夏季高温、冬季寒冷、空气稀薄，为快速且高质量的完成西藏藏木水
电站厂房土建及金属结构安装工程施工，针对特殊气候条件下基坑爆破开挖方式和混凝土温控措施进行了深入研究与
探索，采用了合理的爆破开挖参数和混凝土温控措施，提高了爆破开挖效率，解决了混凝土施工的难题，确保了藏木水电
站按期保质的完成了工程建设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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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是我国水力资源最富集的省区，但由于特殊
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西藏水电开发程度相对滞后，
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西藏水电迎来空前发展
机遇，解决高原缺氧地区水电站快速施工技术难题，对
加快西藏水电开发具有重大意义。 本项目依托西藏藏
木水电站厂房土建及金属结构安装工程施工，对高原
缺氧地区电站厂房快速施工技术进行研究，探索在高
原缺氧地区电站厂房快速施工的技术要点，保证在施
工条件差、任务重的前提下，能够顺利完成厂房土建及
金属结构安装工程的所有节点工期。 借此，通过本项
目的成果，可为高原地区以后承建类似电站的建设起
到借鉴的意义，从而发挥技术成果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１　概　述
藏木水电站位于西藏自治区山南地区加查县境

内，为二等大（２）型工程，开发任务为发电，无航运、漂
木、防洪、灌溉等综合利用要求。 坝后式厂房内安装 ６
台 ８５ ＭＷ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 ５１０ ＭＷ。 藏木水电
站工程规模大，地处海拔高，冬期长，昼夜温差大，空气
稀薄，施工环境恶劣。 依托藏木水电站厂房土建及金
属结构安装工程施工，通过基坑爆破开挖方式和混凝
土温控措施两方面对电站厂房快速施工技术进行研

究，探索在西藏高原、缺氧地区进行电站厂房基坑开挖
与混凝土快速施工的技术要点，确保快速优质高效完

９１



水 电 与 新 能 源 ２０１９ 年第 ２期

成藏木水电站施工，为以后类似高原地区水电站建设
提供可以借鉴的成果。

２　重点、难点分析
为快速、高质完成工程建设，根据工程建设程序及

实际气候条件分析，基坑爆破开挖和混凝土温控措施
控制是藏木水电站厂房土建及金属结构安装工程施工

需要解决的重点和难点。

３　研究过程情况

3．1　基坑爆破开挖研究
本课题 ２０１１ 年主要研究项目为藏木水电站高原

缺氧地区基坑开挖爆破方式研究，根据开挖强度，对爆
破方案进行试验研究，制定合理的开挖施工组织设计。
在藏木水电站基坑开挖中先后进行了梯段爆破试验、
预裂爆破试验、保护层开挖水平预裂爆破试验、保护层
开挖垂直孔加柔性垫层爆破试验，对基坑开挖爆破参
数不断进行优化，加快了基坑开挖施工进度［１］ 。
厂房标二期基坑梯段爆破共进行了 ４ 组试验，得

出梯段爆破优化参数：梯段高度 １０ ～１２ ｍ；孔距 ４ ｍ；
排距 ３ ｍ；单耗 ０．４５ ｋｇ／ｍ３；堵塞长度 ２ ～２．５ ｍ；该爆
破参数下爆后效果良好，其爆后大块较少且块径均匀，
适合挖装机械出渣施工，有效提高机械施工效率。
厂房标二期基坑预裂爆破共进行了 ４ 组试验， 得

出预裂爆破优化参数：孔径 １０５ ｍｍ；不耦合系数 ３；孔
距 １ ｍ；线装药密度 ４００ ｇ／ｍ；该爆破参数下残留炮孔
痕迹均匀分布，残留炮孔半孔率均达到 ８５％以上，且
相邻两残留炮孔间不平整度均小于 １５ ｃｍ，且预裂孔
距 １ ｍ能有效加快预裂孔钻孔施工进度，降低施工
成本。
厂房标二期基坑保护层爆破共进行了 ４ 组试验，

水平预裂爆破进行了 １ 组试验；垂直孔加柔性垫层爆
破进行 ３ 组试验；水平预裂爆破优化参数为：孔径
１０５ ｍｍ；不耦合系数 ３；孔距 １ ｍ； 线装药密度
４００ ｇ／ｍ；水平预裂主爆区参数为：孔距 ２ ｍ；排距
１．５ ｍ；单耗 ０．４５ ｋｇ／ｍ３ ；垂直孔加柔性垫层爆破试验
优化参数为：孔距 １ ｍ；排距 ０．９ ｍ；单耗 ０．４５ ｋｇ／ｍ３ ；
超钻 １０ ｍｍ；柔性垫层厚度 １０ ～１２ ｃｍ。
保护层爆破试验爆后均未对建基面岩体产生明显

的爆破裂隙，未损害岩体的完整性。 其中设水平预裂
爆后建基面平整度较好，最大超挖为 ２０ ｃｍ，最大欠挖
为 １０ ｃｍ，完全满足开挖超欠挖设计指标要求。 设柔
性垫层的小梯段爆破爆后最大超挖为 ２０ ｃｍ，最大欠

挖为 １５ ｃｍ，基本满足设计超欠挖指标要求。 施工中
具备较好水平预裂施工条件的部位，按保护层水平预
裂方案开挖；其他保护层开挖采用垂直孔加柔性垫层
爆破方法施工，降低施工难度，加快保护层开挖施工
进度。

3．2　混凝土温控措施控制研究
２０１２ 年，藏木水电站已全面进入混凝土施工阶

段，针对西藏地区海拔高、昼夜温差大、气候干燥、冬季
寒冷、夏季高温等气候特点，为防止或减少混凝土温度
裂缝产生，提高施工质量，本项目研究采用了冬季用预
热混凝土拌合物和混凝土外保温法进行保温施工（蓄
热法及综合蓄热法）；夏季用预冷混凝土拌合物、混凝
土通水冷却和混凝土外保温法等措施，减少混凝土的
水化热，降低内外温差，从而达到防止或减少混凝土温
度裂缝的发生。 成功解决了在西藏高原恶劣气候条件
下对混凝土浇筑限制的难题，其主要措施如下：
３．２．１　优化配合比及控制混凝土出机口温度

１）优化配合比。 针对西藏气候特点，为满足高寒
地区冬季施工中混凝土的性能指标，对混凝土的原材
料、配合比进行优选，采用较低的水胶比、掺优质粉煤
灰，缓凝高效减水剂和引气剂、合理控制混凝土的含气
量及其气泡的间距，从而达到有效降低混凝土温升、提
高混凝土抗裂性能和耐久性能的目的。 优化后的混凝
土配合比如表 １。

２）控制出机口温度。
冬季：混凝土拌制中进行加热水、预热骨料拌合，

保证了出机口温度不低于 １０℃；
预热骨料工艺：采用“真空电加热水预热系统” 通

过热水循环泵将温度为 ６０℃热水输送至高效空气加
热器。 空气加热器将冷空气加热后，对骨料进行预热。
加热器的回水温度为 ３５℃，回水返回真空电热水机
组。 如此连续循环，实现骨料的持续加热和保温。
预热骨料配套综合措施：①对骨料储罐采取保温

措施，使其保持在最冷月的日平均气温以上，不致冻
仓。 骨料罐采用 ４０ ｃｍ 厚钢筋混凝土，能有效保温。
②在拌合楼上设附壁式热风机，给大石、中石、小石加
热。 在拌和楼砂仓内设置加热盘管。
热水拌合：水温不大于 ６０℃。
夏季：混凝土拌制中进行加制冷水或冰、预冷骨料

拌合，保证了出机口温度满足设计要求。
预冷工艺：（楼上）二次风冷骨料＋加冰＋冷冻水

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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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优化后混凝土配合比表

混凝土

强度等级

配合比参数

水胶比
砂率

／％
粉煤灰掺量

／％
减水剂掺量

／％
引气剂掺量

（１／万）

每方材料用量／ｋｇ

水 水泥 粉煤灰 人工砂
混合

骨料

控制坍

落度／ｍｍ
控制含

气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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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２　混凝土保温运输
无论冬季或夏季，为确保混凝土入仓温度满足设

计要求，混凝土水平运输及垂直运输均采取保温措施。
即混凝土运输车辆及吊罐周边采用保温卷材、苯板或
其他保温材料包裹，并在运输混凝土之前采用热水将
车厢、罐体内冰块清除干净，控制混凝土温度回升或降
温小于 １℃［２ －３］ 。
３．２．３　低温季节混凝土现场浇筑温控措施

在坝址区气温不低于零度的低温期初期和末期，
采用蓄热法施工，模板采用外嵌 ５ｃｍ 聚氯乙烯泡沫板
的保温模板，混凝土顶面用保温被或聚氯乙烯卷材覆
盖保温，以充分利用混凝土自身的水化热供给，使混凝
土缓慢冷却，在受冻前达到规范所要求的混凝土强度；
当日平均气温在 ０℃以下时采用“综合蓄热法”新工艺
进行施工。

“综合蓄热法”包括对模板周边部位采用搭设简
易保温篷升温及仓号中间部位采用电热毯升温，仓面
清洗采用高压风枪，避免用水冲洗。
３．２．４　高温季节混凝土现场浇筑温控措施

１）混凝土浇筑过程中每一层浇筑完毕在上一层
覆盖前，采用覆盖保温被或 ３ ｃｍ 厚、导温系数≤

０．１５８ ｋＪ／ｍ· ｈ· ℃保温卷材，以减少混凝土的温度
倒灌。

２）当浇筑仓内气温高于 ２３℃时，进行仓面喷雾，
以降低仓面环境温度，雾滴直径 ４０ ～８０ μｍ。

３）混凝土仓内布置冷却水管进行通水冷却，以降
低混凝土内部温度。
厂房混凝土分层厚度≤１．６５ ｍ时，水管水平间距

为 １．５ ｍ，布置一层；当 １．６５ ｍ ＜层厚≤２ ｍ 时，水管
水平间距按 １．２５ ｍ，布置一层；当 ２ ｍ ＜层厚≤３ ｍ
时，水管水平间距按 １．５ ｍ，布置 ２ 层。 单根循环水管
长度不大于 ３００ ｍ，管内径 ２８ ｍｍ，导热系数≥
１ ６２０ Ｊ／ｍ· ｈ· ℃。
３．２．５　混凝土养护

高温季节流水或蓄水养护。 在日平均气温为 ０℃
～５℃时，采用蓄热法养护（覆盖一层或双层聚乙烯泡
沫保温卷材）；在日平均气温为 －５℃ ～－２０℃时，采
用工程电热毯升温。 混凝土养护时间不少于 ２８ ｄ，且
拆模前，混凝土必须达到允许受冻临界强度。
气温骤降期间暂停湿养护，对龄期未满 ２８ ｄ的混

凝土采用导热系数β≤０．１５８ ｋＪ／ｍ· ｈ· ℃、５ ｃｍ厚聚
（下转第 ４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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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缆机操作系统的优化，实现对取料点及卸料点位置的确认，使缆机吊罐运行到目标位置时自动减速和软限位
停机保护，从而使缆机运行速度和范围进行标准化、程序化，让缆机对司机及指挥人员的误操作、误指挥拒绝执行，达到
了“想误操作都难”的目的，有效避免了缆机人为误操作和误指挥引起的安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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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鹤滩大坝工程共布置平移式缆机 ７台，采用高、
低线双层布置，其中高线布置 ３台，低线布置 ４台。 主
要取料平台同样采用高、低双层布置，即高程 ８３４ ｍ的
高线取料平台和高程 ７６８ ｍ的低线取料平台［１］ 。

１　目标位置安全限位功能设置的必
要性

　　缆机作为峡谷式水电站大坝混凝土浇筑、吊杂、金
属结构安装吊运的唯一手段，其横跨整个大坝，是水电
站建设期间安全风险最高的施工设备，其中，人的因素
引起的缆机安全事故率较高。
由于白鹤滩缆机数量多，且分高低布置，大坝取料

平台也有高低线平台，指挥信号串线、误指挥、误操作
等安全隐患较大。 据统计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至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因缆机运行相关引起的安全风险共 ７ 起，其中因误

指挥、误操作等因素引起的安全风险共 ３ 起，占 ４３％。
做好缆机运行的误指挥、误操作的安全隐患的预控，可
降低缆机运行的安全风险，急需对缆机操作系统进行
优化设计。

２　目标位置安全限位功能设置
通过读取缆机上吊钩及小车的行程检测系统的位

置数据，增设缆机前目标位（浇筑仓位目标）和后目标
位（上料平台目标）功能［２］ 。 其中，前目标位包括对小
车和吊钩的限速和限位，后目标位对小车进行限位。
且以前、后目标位作为缆机运行的起点和终点，建立了
一个吊罐安全运行区，如图 １中矩形框所示，缆机吊罐
运行至超出此方框区域时，司机室报警器将报警，并减
速直至停止。
安全限位示意图如图 ２，该系统可实现如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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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当大坝混凝土仓面浇筑时，对该仓混凝土首次
取料点和首次卸料点进行定位，以该定位坐标点作为
中心，设定安全限位区，见图 １中黄色方框。 同时以前
目标位定位坐标点作为基准点，实时显示吊罐与前目
标位的水平、垂直距离，见图 １ 红圈中小车、吊钩距离
显示数值。

２）当混凝土吊罐接近该安全限位区时向缆机司
机语音播报减速的提示，司机室显示屏上的安全限位
区由绿色变为黄色，同时开始闪烁，随着吊罐的缓慢靠
近，闪烁频率逐渐加快；当吊罐进入该安全限位区时，

缆机大钩及小车强制减速直至停止。
３）因前目标位和后目标位形成的矩形吊罐安全

运行区中，各坝段高度不一，现场模板及施工机具布置
情况复杂。 为避免在此区域因操作失误造成事故，程
序中设定，在距仓面 ５０ ｍ范围内，重罐时（卸料前）吊
钩可正常运行，小车速度限制在 ２ 档以内；轻罐时（卸
料后）只能运行吊钩，小车被程序锁定限动。 当吊钩
高度提升至高于 ５０ ｍ，小车限速或限动锁定解除，恢
复正常运行状态。

图 1　安全限位功能人机交互界面示意图

图 2　安全限位示意图

３　应用成效
该系统通过对取料点及卸料点位置进行确认，从

而限定了缆机大钩及小车运行范围［３］ 。 对卸料点和
取料点进行了安全区域的设定，通过程序对目标位设
定和限位功能进行联合运行，使缆机运行速度和范围
进行标准化、程序化，缆机对司机及指挥人员的误操
作、误指挥拒绝执行，达到了“想误操作都难”的目的，
有效避免了缆机人为误操作和误指挥引起的安全风

险，形成了另一道缆机运行安全防护墙，同时减轻了操
作司机的精神压力。

４　结　语
该系统已使用于白鹤滩 ７ 台缆机，投运后未发生

误操作、误指挥引起的安全风险，应用效果良好，今后
可在所有水电行业的缆机中进行推广应用，甚至可推
广用于其他起重设备，具有良好的推广应用价值［４ －５］ 。
下一步将继续优化、完善缆机控制系统，力争做到

无误指挥、误操作引起的安全风险。 同时在该系统现
有条件下，研发缆机吊罐自动送达功能，辅助缆机司机
实现自动操作，降低缆机事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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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水电站 ５００ ｋＶ 线路均压环裂纹缺陷原因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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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电力系统快速发展，输电线路的电压等级越来越高，均压环的使用也日渐普遍，而高电压等级线路对均压环

运行的稳定性要求更加严格。 通过对某水电站 ５００ｋＶ出线场均压环裂纹缺陷进行分析，得出造成均压环出现裂纹缺陷

的主要原因是运行环境恶劣和均压环结构及安装制造工艺不合理，并提出相应的防范措施，为该类设备的运行维护以及

技术改进提供了新的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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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ｌｙ．Ｉｔ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ｕｓｅｆｕｌ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
Key words： ５００ ｋＶ； ｇｒａｄｉｎｇ ｒｉｎｇ； ｃｒａｃｋｉｎｇ ｆａｕｌ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ｓｅｖｅｒ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均压环普遍存在于超高压线路中，它能改善高压

线路绝缘子周围的电场分布，防止超高压绝缘子出线

电晕、劣化，起到保护线路绝缘子的作用，超高压线路

均压环体积较大，长期在大风恶劣天气下运行，经常会

发生裂纹现象，而裂纹的出现会进一步加剧均压环的

震动，进而造成更大的裂纹，甚至会出现断裂，给线路

的安全稳定运行造成不利后果。 本文通过某水电站升

压站均压环裂纹现象进行分析论证，找出造成均压环

裂纹的原因，进而通过分析结果，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处

理此类缺陷。

１　现象描述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１０ 时 ０５ 分，某水电站运行人

员在对户外升压站出线设备进行巡回检查时，发现该
条线路电压互感器均压环发出嗡嗡的震动声，随即通
知检修人员，对该条线路均压环进行开票检查。 检修
人员利用高清望眼镜及摄像机对该条线路进行了检

查，发现该条线路 Ａ相电压互感器均压环出现轻微裂
纹。 同时伴随着出线场风力的增大，该均压环会发出
嗒嗒声，持续时间约为 ４ ～５ ｍｉｎ，当风力减弱时，均压
环的震动声也会随之消失。 １１ 月 １０ 日，在对该条线
路年检时，对发出异响的均压环进行检查，发现该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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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焊接部分出现裂纹，均压环支撑筋出现断裂。 均压
环裂纹情况如图 １，均压环支撑筋断裂情况如图 ２。

图 1　均压环裂纹情况

图 2　均压环支撑筋断裂情况

２　裂纹原因分析

2．1　均压环裂纹的初步分析
通过对均压环进行全面检查，发现出现裂纹的地

方都分布在均压环支撑筋固定桩与均压环焊接部分，
具体裂纹情况如图 ３、图 ４。

图 3

仔细观察均压环裂纹处，会发现裂纹均是从焊缝
处开始发展的，进而排除其被空中物体撞击造成的可
能性；同时在均压环裂缝处，发现有水流出，初步判断
水是由于均压环出现裂纹后，遭遇降雨天气，雨水通过
裂缝进入均压环本体内，雨水进入均压环内，会增加均
压环的重量，由于 ５００ ｋＶ 强大的磁场，会对重量增加
的均压环产生强大的电磁力，该电磁力会同峡谷内的
疾风，对均压环产生强大的冲击力，在该冲击力的作用
下，一方面会增加裂缝的深度与广度，另一方面会增加

图 4
均压环筋条的承受力，如此一来，就会造成恶性循环，
持续增大的裂缝会进一步加大均压环支撑筋的承载

力。 同时，均压环支撑筋固定螺栓孔径过大，造成支撑
筋受力面积过小，承载力不足，当冲击力大于支撑筋最
大承受力时，支撑筋随之断裂。 综上所述，均压环在长
期恶劣环境中运行，由于其制造工艺、材料、结构等因
素，加上长期遭受的风力、电磁力等疲劳载荷作用，是
造成均压环裂纹、支撑筋断裂的主要原因。

2．2　均压环制造工艺及材料分析
该水电站升压站均压环都是采用的铝合金圆管

型，出现裂纹的电压互感器均压环是由厚度为 ３ ｍｍ
的铝合金圆管以及 ６ ｍｍ的支撑筋组成，如 ５所示。

图 5　铝合金圆管型均压环
这种均压环是通过支撑筋与螺栓连接固定到绝缘

子支柱上的，而均压环圆管与支撑筋之间存在焊接的
螺栓孔支柱，由于焊接工艺原因，常常在焊接处出现不
同程度微小裂缝，在长期恶劣环境下运行后，细微的裂
缝会被放大，进而造成均压环开裂。

2．3　均压环结构及安装工艺分析
在结构上，该类型的均压环主要受力部位是在均

压环支撑筋与螺栓连接处，而支撑筋与绝缘支柱连接
处受力最大，该处除了承受均压环自身的额重量外，还
要承受均压环由于电磁场、风等造成的均压环振动，通
过观察，出现裂纹的均压环支撑筋螺栓孔明显比其他

（下转第 ５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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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河岩电厂大坝廊道排水控制系统改造及优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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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解决隔河岩电厂原大坝廊道排水控制系统在长久运行之后凸显的各种设备故障及运行缺陷问题，针对该控制
系统进行了全面升级改造。 本文详细介绍了大坝廊道排水控制系统改造的相关背景及设计思路，简述了设备改造后的
系统功能、系统结构、回路分析及软件设计。 新系统在控制、检测、通信等方面，都进行了较大升级，在具备常规功能的基
础上，也实现了各种功能冗余，保证了系统的稳定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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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坝廊道排水系统主要作用是将坝体和山体渗水
集中排出，保证廊道内的观测设备和下游消力池观测
廊道的安全。 隔河岩电厂水利枢纽大坝廊道排水控制
系统分布于 ４ 个泵站，分别在右护（潜水泵 ２ 台，各
３７ ｋＷ）、５８ 廊道 １３ 坝段（潜水泵 ２ 台，各 ３０ ｋＷ）、５８
廊道 １６ 坝段（潜水泵 ２ 台，各 ３０ ｋＷ）和左护（潜水泵
３台，各 ３７ ｋＷ）。 每个泵站中，各水泵电机互为备用，
根据集水井水位自动启停，也可手动控制启停。
隔河岩电厂原大坝廊道排水控制系统为 ２００３ 年

投运，其所处的大坝廊道内环境潮湿且通风效果差，在
长达 １４ 年的运行中，逐渐凸显出以下问题：①各泵站
盘柜柜内元件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曾出现接触器烧
损、信号频繁误报、停泵按钮接点粘连导致不能正常停

泵等缺陷；②该排水控制系统信号上送 ＰＬＣ布置在右
护泵站，通过远程 Ｉ／Ｏ 采集左护、５８ 廊道 １６ 坝段、５８
廊道 １３ 坝段三个泵站的信号，通信传输由左护→５８
廊道 １６ 坝段→５８ 廊道 １３ 坝段→右护→监控系统主
站，以此形成的链式结构在传输可靠性方面存在瓶颈；
③接触器过于老旧，厂家不再生产，备品备件兼容性
差，无法满足消缺要求。
为解决以上问题，隔河岩电厂大坝廊道排水控制

系统于 ２０１７ 年进行了改造和升级。 新系统的电气单
元加装软启动器，在直接启动基础上增加软启动方式；
由液位变送器和浮球开关组成测量部分，实现模拟量
＋开关量的双重测量通道；采用施耐德 ＰＬＣ进行控制
及通信，并通过双环网方式优化通讯拓扑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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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系统总体设计

1．1　系统功能

１．１．１　根据大坝廊道排水控制系统的设计要求，主要
设置以下 ５种功能

　　１）自动排水。 各泵站均采用液位变送器采集水
位模拟量信号，分别设置有启主泵水位、启备用泵水
位、停泵水位。 在自动运行方式下，同一泵站内各水泵
电机轮换启动，各泵站依据水位模拟量信号或浮球开
关量信号自动启停水泵电机。

２）手动排水。 在手动运行方式下，可通过对应的
转换开关和按钮单独控制被控水泵电机的启停。

３）实时监控。 各泵站水位模拟量信号及重要开
关量信号均由工业以太网通信上传至监控系统主站，
各泵站运行状态变化以报文及语音方式经监控系统语

音工作站实时播报，实现对该排水控制系统 ４ 个泵站
的实时监控。

４）故障诊断。 由现地单元 ＰＬＣ 可直接诊断出来
的故障分为两类：一类故障和二类故障。 一旦一类故
障发生，故障指示灯会常亮示警，且出现该故障的水泵
电机将无法启动，直至故障解除。 二类故障不会影响
系统运行，但故障指示灯会常亮示警，直至故障解除。

５）数据记录。 监控系统主站历史服务器会有效
记录各泵站数据信息，排水控制系统在后期运行中如
若出现故障，将以此数据记录作为故障分析重要依据。

１．１．２　根据大坝廊道排水控制系统的设计要求，主要
实现以下 ４种功能冗余

　　１）启动方式冗余。 新系统采用水泵电机软启动
方式及旁路接触器直接启动方式。 优先选用软启动方
式启动水泵电机，避免水泵电机启动电流过大而冲击
厂用电。 在软启动器故障且短期内无法修复时，可切
至旁路接触器直接启动方式，以保证水泵电机顺利
投运。

２）启停判据冗余。 各泵站优先以水位传感器采
集的水位模拟量信号为依据控制水泵电机自动启停，
此时浮球采集的开关量信号作水位报警。 在水位传感
器故障时，系统将再以浮球采集的开关量信号为依据
自动启停水泵电机。

３）通信链路冗余。 系统双环网通信在功能冗余
方面有两点体现。 其一，４ 个泵站的环网通信组成闭
合回路，环中数据可以双向传输，避免了因某一结点故
障导致的通信中断。 其二，环网设置为两套，Ａ套环网

由右护泵站的光电交换机 Ａ１ 通过多模光纤与监控系
统主站的核心交换机 Ａ通信，Ｂ 套环网由左护泵站的
光电交换机 Ｂ１ 通过多模光纤与监控系统主站的核心
交换机 Ｂ通信，任何一套网络掉电或故障均不会影响
系统正常通信。 系统通信链路如图 １所示。

４）电源供应冗余。 系统动力柜及控制柜均从两
路电源取电，以避免单路电源失电导致系统掉电，且动
力柜断电不影响控制柜电源，控制柜断电不影响光电
交换机电源，从而保证系统可靠运行。

图 1　系统通信链路图

1．2　系统构成
控制系统分 ３层结构，依次为主站监控层、ＰＬＣ控

制层、现地设备层。 主站监控层以工业计算机为中心，
采用双网模式，通过工业以太网与 ＰＬＣ控制层的各泵
站进行通信，实现对整个系统的集中监控以及必要的
数据记录和显示。 ＰＬＣ控制层作为各泵站运行监视和
控制终端，能实时采集水泵电机控制方式、启动方式、
水位数据、故障信息等运行状态，并针对不同运行工
况，实现对水泵电机的自动控制。 现地设备层即现场
的各执行设备及检测报警装置等，包括水泵电机、接触
器、软启动器、继电器、传感器等。

４个泵站各自设置一套施耐德 Ｑｕａｎｔｕｍ １４０ 系列
ＰＬＣ作为各泵站的控制核心。 各泵站的 ＰＬＣ 相互独
立，配合数字量输入模块、数字量输出模块、模拟量输
入模块、以太网接口模块共同完成系统要求的控制及
通信功能。 各泵站 ＰＬＣ控制系统结构图如图 ２ 所示。

２　控制系统硬件设计

2．1　ＰＬＣ模块选型
大坝廊道排水控制系统中 ＰＬＣ 主要作用是：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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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各泵站 PLC控制系统结构图
据采集，如水泵电机运行工况、水位信息等；②数据处
理，通过程序逻辑，对采集的数据进行处理，并输出控
制信号；③数据交互，各泵站间及泵站与监控系统主站
间通过工业以太网进行数据传输，以完成对该控制系
统的运行状态监控。 该控制系统现地单元位置离主厂
房有较远距离，比较偏僻，稳定通信是对该控制系统进
行有效监控的必要条件；且该控制系统工作在比较潮
湿环境中，因而对 ＰＬＣ工作性能要求比较高。 本项目
所选用的控制器为施耐德 Ｑｕａｎｔｕｍ 系列 ＰＬＣ，工作性
能较为稳定。 各模块配置为：ＣＰＵ６５１５０，数字量输入
为 ＤＤＩ３５３００ （２４ＶＤＣ ３２ 点输入），数字量输出为
ＤＤＯ３５３００ （ ２４ＶＤＣ ３２ 点输出 ）， 模拟量输入为
ＡＣＩ０４０００ （ １６ 通道电流 ）， 以太网接口模块为
ＮＯＥ７７１０１。 ＰＬＣ模块配置如图 ３所示。

图 3　各泵站 PLC模块配置
2．2　水泵电机控制原理

水泵电机控制原理由主回路和控制回路组成。
主回路主要由断路器、主接触器、旁路接触器、软

启动器、热继电器、空气开关及水泵电机等组成，接线
如图 ４所示。
控制回路由控制电源监视、软启动、直接启动、水

泵电机运行指示、软启动器故障指示、热继电器动作指

图 4　主回路接线图
示、系统故障指示等组成。 控制回路部分如图 ５所示，
其中继电器 １ＫＡ３线圈在软启动器 １ＲＱ正常时励磁，
此时 １ＫＡ３常开结点 ６ －１０ 闭合，当软启动器故障时，
该常开结点断开。 在软启动或直接启动方式下，均可
手动或自动启停水泵电机。
以软启动方式自动控制为例：启动方式转换开关

１ＳＡ１切至“软启动”，控制方式转换开关 １ＳＡ２ 切至
“自动”；当 ＰＬＣ开出启动水泵电机指令时，其相应开
出继电器 Ｋ１线圈励磁，Ｋ１ 常开结点 ５ －９ 闭合，此时
继电器 １ＫＭ４ 线圈励磁；则 １ＫＭ４ 常开结点 １ －２ 闭
合，使得继电器 １ＫＭ３线圈励磁，主回路中 １ＫＭ３ 常开
结点 ６７ －６８ 延时闭合，为软启动器运行作准备，同时
１ＫＭ４常开结点 ５７ －５８ 闭合，使得主接触器 １ＫＭ１ 线
圈励磁，则主接触器闭合；主回路中 １ＫＭ１ 常开结点
１５３ －１５４ 闭合，此时软启动器具备启动条件，水泵电
机经主接触器、软启动器开始启动。 水泵电机软启动
完成后，软启动器 Ｒ２Ａ －Ｒ２Ｃ 常开结点闭合，旁路接
触器 １ＫＭ２线圈励磁，则旁路接触器闭合，水泵电机经
主接触器、旁路接触器运行。
当 ＰＬＣ开出停止水泵电机指令时，其相应开出继

电器 Ｋ１线圈失电，Ｋ１ 常开结点 ５ －９ 断开，此时继电
器 １ＫＭ４线圈失电；则 １ＫＭ４ 常开结点 １ －２ 断开，使
得继电器 １ＫＭ３线圈失电，同时 １ＫＭ４ 常开结点 ５７ －
５８ 延时断开，使得主接触器 １ＫＭ１ 线圈失电，则主接
触器断开，水泵电机停止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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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控制回路部分接线图

３　控制系统软件设计
本项目采用编程软件 Ｕｎｉｔｙ Ｐｒｏ ＸＬ Ｖ７．０ 组态项

目程序，各泵站 ＰＬＣ 控制程序由主程序、数字量输入
输出映射处理、水位模拟量处理、电压模拟量处理、电
流模拟量处理、水泵电机轮换启停控制、故障诊断、数
据上送主站等程序组成。
主程序：主程序内的程序语句总是会被循环扫描

并执行，并通过主程序调用各子程序，将所有子程序的
运算结果均递交到主程序，以实现相应功能。
数字量输入输出映射处理程序：数字量输入输出

为 ＢＯＯＬ／ＥＢＯＯＬ 型变量。 ＥＢＯＯＬ 类型为定位变量，
是与 Ｉ／Ｏ硬件模块输入输出通道相关联的。 ＢＯＯＬ类
型作为本项目中非定位变量，既不与 Ｉ／Ｏ 硬件模块输
入输出通道相关联，也不与内存引用地址相关联。 将
ＥＢＯＯＬ类型变量映射为无需设定地址的 ＢＯＯＬ 类型
变量，经此处理后，首先可有效避免编写程序时有外部
变量重复输出，其次在设备后续运行中，若 Ｉ／Ｏ硬件模
块某通道故障，则需对该通道进行变更，对通道接线更
改后，在修改 ＰＬＣ程序时只需在映射处理程序中修改
新的变量通道对应的 ＥＢＯＯＬ 地址即可，简化了程序

修改工作量。 数字量映射部分程序段如图６，其中 Ｂ１＿
ＲＱＷ（％Ｉ１．４．２）、Ｂ２＿ＱＴ（％Ｑ１．５．２）为 ＥＢＯＯＬ 型，
ＤＩ１［１］、ＤＯ１［１］为 ＢＯＯＬ型。

图 6　数字量度输入输出映射部分程序

模拟量处理程序：本项目中模拟量输入模块采集
的为 ４ ～２０ ｍＡ电流信号，在该模块内经过 Ａ／Ｄ 转换
装置转换为 ０ ～１６０００ 的数字量。 本项目中所选用的
１６ 通道模拟量输入模块，位于 １ 号导轨上 ６ 号插槽，
每个通道经 Ａ／Ｄ转换后所得的数字量占一个字内存
（即 １６ 位），数据类型为 ＩＮＴ 型。 模拟量各通道地址
如表 １所示（其中 ３号水泵电压、３ 号水泵电流只存在
于左护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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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模拟量输入通道地址

变量名 通道地址 变量名 通道地址

水位值 ％ＩＷ１ q．６．１ ２号水泵电压 ％ＩＷ１ *．６．４

１号水泵电压 ％ＩＷ１ q．６．２ ２号水泵电流 ％ＩＷ１ *．６．５

１号水泵电流 ％ＩＷ１ q．６．３ ３号水泵电压 ％ＩＷ１ *．６．６

３号水泵电流 ％ＩＷ１ *．６．７

　　水泵电机轮换启停控制程序：作为水泵电机自动
启停的重要逻辑部分，在该程序中，依据水位定值（模
拟量主用，开关量备用）启停水泵电机，控制水泵电机
轮换启动。 控制流程（以右护泵站为例）如图 ７所示。
故障诊断程序：经 ＰＬＣ诊断出的故障分为一类故

障和二类故障。 针对某台水泵电机而言，出现一类故
障时，需将该故障消除，该水泵才能投入自动运行；二

图 7　水泵电机启停控制流程
类故障不切除水泵，但会通过指示灯报警，如此不会影
响系统的运行。 系统故障报警信号会上送至监控系统
主站。 系统故障具体组成如表 ２ 所示。

表 2　系统故障

一类故障 二类故障

水泵控制电源消失 控制柜 １号电源消失

软启动器故障 控制柜 ２号电源消失

热继电器故障 模拟量水位超高

水泵启动超时 浮球水位超高

水泵停止超时 水位传感器故障

浮球故障

电压变送器故障

电流变送器故障

４　结　语
本项目以施耐德 ＰＬＣ 为核心，应用自动控制技

术、传感器检测技术、通信网络技术等对隔河岩电厂大
坝廊道 ４个泵站进行监测并控制，经过全面改造后的
大坝廊道排水控制系统，功能更完善、性能更稳定、维
护更便捷，在后期运行过程中状态良好，该项目整体设
计通用性较强，在同类型控制系统中有较高的推广
意义。
参考文献：
［１］刘磊， 黄友鹤．煤矿井下排水控制系统设计［ Ｊ］．煤炭技
术， ２０１７， ３６（１２）： １６８ －１７０

［２］张鑫．井下排水控制系统改进设计［Ｊ］．广东化工， ２０１８，
４５（８）： ２１５ －２１６

［３］姜永健， 吕丁一．大盘卷电气自动控制系统［Ｃ］．全国冶
金自动化信息网 ２０１８ 年会议论文集．北京： 冶金自动化杂
志社， ２０１８

０３



２０１９ 年第 ２ 期
２０１９ Ｎｕｍｂｅｒ ２ 水 电 与 新 能 源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ＮＥＷ ＥＮＥＲＧＹ 第 ３３ 卷Ｖｏｌ．３３

ＤＯＩ： １０．１３６２２／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２ －１８００／ｔｖ．１６７１ －３３５４．２０１９．０２．００９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 －１０ －１１
作者简介：袁永智，男，工程师，长期从事水电站一次设备检修及管理方面的工作。

一种可拆式 ２２０ ｋＶ 户外隔离刀闸检修平台的应用研究
袁永智，唐云武，张栩铖，高代阳，范　勇
（国家能源集团大渡河检修安装有限公司，四川 乐山　６１４９００）

摘要：目前，在户外 ２２０ ｋＶ高压隔离开关的现场检修工作中，传统登高工具和设备易受空间限制，工作效率低，安全风
险较大。 结合检修现场实际探索研制了一种 ２２０ ｋＶ户外隔离刀闸的可拆式专用检修平台，该平台具有互换性强、携带
方便、组合简便，并可减轻检修人员工作强度、提升检修质量和工作效率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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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ｉｇｈ ｓａｆｅｔｙ ｒｉｓｋ．Ｔｈｕｓ， ａ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ｄｅｔａｃｈａｂｌｅ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ｆｏｒ ２２０ ｋＶ ｏｕｔｄｏｏｒ 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 ｓｗｉｔｃｈｅｓ ｉ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ｏｆ ｓｔｒｏｎｇ ｉｎｔｅｒｃｈａｎｇｅａｂｉｌｉｔｙ， 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ｔ ｐｏｒ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ｉｍｐｌｅ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Ｉｔ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ｉｓ ｎｏｖｅｌ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ｃａｎ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ｅ ｔｈｅ ｗｏｒｋ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 ，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Key words： ｈｉｇｈ ｖｏｌｔａｇｅ 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 ｓｗｉｔｃｈ；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某水电站开关站主接线为双母线带旁母接线方

式，其 ２２０ ｋＶ户外隔离刀闸共计 ３０余组，隔离开关是

高压输变电中使用最为广泛的开关电器，在电力系统

中的用量约为断路器的 ３ ～４ 倍。 高压隔离开关多安

装在室外，受到环境的影响，运行一段时间后，导电部

分出现锈蚀、氧化现象而导致回路电阻增加。 其传统

的检修工作方式是采取在两支柱绝缘子中间捆绑杉杆

搭设临时检修作业“平台”，检修作业人员通过站在杉

杆上对隔离刀闸导电杆进行检修处理，作业人员通常

是将自身安全带直接系在瓷瓶上或者刀闸构件上，安

全隐患较大。 本文围绕如何降低 ２２０ｋＶ 隔离刀闸检
修安全风险，结合现场检修实际探索研究制作一种可

拆式 ２２０ ｋＶ户外隔离刀闸检修平台。 该平台将为检

修作业人员提供较牢固的作业平台，同时设计较独立

的安全带挂点，全面保证作业人员的人身安全。

１　方案比较
根据现场实践作业情况，初步拟定了三个方案，具

体情况如下。
方案一：通过抱箍安装专用检修梯子至隔离刀闸

基础水泥支柱，无需底座。 具有结构简单，制作容易的
优点，但因大部分隔离刀闸其基础为钢架机构，具有不
规则性，加上抱箍不够牢固，且实际检修作业时间较
短，因此针对如母线检修时每天 ２ ～３组刀闸的时候需
要的专用梯子较多。
方案二：在隔离刀闸构架上焊接永久性的底座，用

于安装临时支架，具有牢固可靠拆穿方便的，但永久性
底座需要对隔离刀闸基础进行焊接改造，增加了隔离
刀闸基础的附件，且改造周期较长。
方案三：采用固定在隔离刀闸构架上的可拆卸底

座，用于安装临时检修支架。 材料选材为轻型材料，具
有安全可靠、拆装方便、便于携带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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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三种方案的优缺点综合比较，计划根据方
案三进行制作实施。

２　支架组成部分及介绍
２２０ ｋＶ户外隔离刀闸检修支架共由四大部分组

成，分别为可拆卸底座、绝缘支架、检修平台、安全带支
架及挂钩四大部分。

１）可拆卸底座。 ２２０ ｋＶ 户外隔离刀闸底座为 １０

号槽钢焊接（文中所有焊接部分均为满焊，以确保平
台强度）而成，其底座宽度为为 ３００ ±５ ｍｍ，长度为
２ ６５０ ｍｍ，因此设计可拆卸底座为“卡扣式”，其中在
槽钢上面焊接绝缘支架“插孔”，并在“插孔”可设置锁
销，确保方杆不脱出孔。 “插孔”的内部尺寸与绝缘支
架配合，孔截面积尺寸为 ８０ ｍｍ ×４０ ｍｍ。 在隔离刀
闸检修时 ２组底座为一对，分别装至每相底座槽钢上
（见图 １）。

图 1　可拆卸底座示意图
　　２）绝缘方杆。 绝缘方杆材质为由环氧树脂、玻璃
纤维布、和 ３０６树脂苯酐组成，俗称令克杆，轻巧、具备
优良的机械性能和绝缘性能。 绝缘方杆截面积为
８０ ｍｍ×４０ ｍｍ×５ ｍｍ，长度为 １ ３００ ｍｍ。 在安装检
修支架时将绝缘支架插入至底座“插孔”中，每 ４ 根绝
缘方杆为一组（见图 ２）。

图 2　绝缘方杆示意图
３）检修平台。 该检修平台采用高强度铝合金材

质，平台长度为 ２ ０５０ ｍｍ，厚度为 ５ ｍｍ，平台下表面
同样焊接“插孔”，即将检修平台安装至 ４ 根绝缘方杆
上，检修平台上表面焊接钢管，钢管截面积 Φ２５ ×５
（外径×壁厚），长度为 ５０ ｍｍ，钢管套内螺纹，配合安
全带悬挂杆使用（见图 ３）。

图 3　检修平台示意图

４）安全带悬挂杆。 该安全带悬挂点其支撑材料
仍为令克棒（类似于高压试验的专用支架），环氧树
脂、玻璃纤维布和 ３０６ 树脂苯酐等材料制成其截面为
圆管，底部外包金属部分，对金属部分套外螺纹（与检
修平台钢管内螺纹配合使用），顶部外包金属部分，并

制作出安全点挂点（见图 ４）。

图 4　安全带悬挂杆

３　检修平台组装介绍
整个检修平台的组装需根据检修现场实际情况调

整检修作业平台的整体水平位置，组装时按由下到上
进行组装，示意图如图 ５。
组装流程：将可拆卸底座通过卡扣固定在所检修

隔离刀闸基础槽钢上→将 ４根绝缘方杆插入连接槽口
中，并用锁销锁好→将检修平台放置 ４根绝缘上，此时
需根据检修平台连接槽口位置调整可拆卸底座位置，
位置调整好后锁定绝缘方杆上端→将安全带悬挂令克
棒通过螺纹连接至检修平台。

４　结　语
此检修平台构造简单，生产成本低，使用方便快

捷，可以极大的提高检修人员工作效率。 从硬件条件
上提高了检修人员施工的安全性，极大降低了检修人
员的安全。 同时，在这个结构合理、设计科学的新型电
力检修工具的应用之中，增强电力检修的安全性，成为
了电力检修的一项改革，在减轻检修人员工作强度的
同时，缩短了停电检修时间，提升了电力检修质量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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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效率。

图 5　220 kV隔离刀闸检修作业平台组装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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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顺利施工。 左挡墙基础照片见图 ９。

图 9　左侧挡墙基础照片

５　几点启示
安装场采用人工挖孔嵌岩灌注桩是正确的。 我曾

请教过两位设计大师，并且听取了多位专家的意见。

他们一致认为，岸坡式电站厂房的安装场采用桩基
（端承桩）没有任何问题。
厂房初期施工粗放，遗留隐性缺陷。 对此采取系

统、有效的整治措施是必要的。
２０１７ 年７月１７ 日至２２ 日，在溇水公司主持下，完

成了江坪河水电站厂 ２ ×３００ ｔ／５０ ｔ／１０ ｔ 桥机负荷试
验，包括空载试验、７５％、１００％、１２５％静负荷试验、
１１０％动负荷试验。 其中 １２５％静负荷试验、１１０％动
负荷试验是在安装间进行的。 当时，左挡墙还没有开
挖，挖孔桩的质量缺陷亦没有发现。 从某种意义上讲，
建设单位为此承担了风险。
参考文献：
［１］ＮＢ／Ｔ３５０１１ －２０１６， 水电站厂房设计规范［Ｓ］
［２］牟春来， 芦伟宏， 刘嫦娥， 等．汉江兴隆水电站厂房粉细

砂地基处理设计［Ｊ］．水电与新能源， ２００５（１１）： １３ －１５，
２０

［３］叶成林．初溪水利枢纽工程电站厂房地基加固处理［ Ｊ］．
水利水电快报， ２００２， ２３（２１）： ２６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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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水电工程是技术密集型、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行业，投入的队伍、人员、物资、设备等资源要素种类多、数量大，
施工环境复杂，风险因素多变，对建筑市场准入管理要求严格。 资源要素准入管理以现行法律为基础，以要素属性为标
准，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智能化等技术手段，确保合法与合格的人员、队伍、物资、设备等资源要素进入工程现场，严

格规范资源要素在既定时间、空间发挥作用，确保工程建设质量、安全、进度、造价等管理目标可控受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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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ａｍｓ，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ｂｅ ａｄｍｉｔｔ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ｓｉｔｅ ．Ｔｈｕ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ｃａｎ ｂｅ ｆｕｌｌｙ ｅｘｐｌｏｉ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ｓｐａｃｅ ， ｗｈｉｃｈ ｅｎｓｕｒ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ｑｕａｌｉｔｙ ，
ｓａｆｅｔｙ， ｓｃｈｅｄｕｌｅ ａｎｄ ｃｏ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ａｒ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
Key words：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ａｃｃｅｓ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大型水电工程资源要素主要包括单位、人员、物
资、设备，资源要素准入管理是项目全周期管理的基础
环节，是规避和防范转包、违法分包、挂靠等各类违法
行为的防火墙，关系到整个工程建设的质量、安全、进
度及整体工程建设总目标的实现。 为此，需要建立建
筑市场综合管理平台，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技
术为手段，将法律的、行政的、合同的、企业内控的管理
要求通过技术手段和智能化管控落到实处，确保工程
建设有序开展。

１　传统建筑市场资源要素准入管理面
临的形势

　　１）资源要素准入管理难。 传统的建筑市场管理
依托人工，信息收集与反馈途经单一，主要靠各单位定
期报送相关表格及申请单，如果仅仅只靠人来管理、控
制，势必要派出大量的项目管理人员、监理人员去值
班、站岗、登记、检查、对比、分析、判断、决策，还要注意
克服许多人情世故、主观过错带来的问题，合规性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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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本、代价十分高昂，且效果不明显。 同时，无法从
单位、人员的多属性划分管理中找到切入点，管理的针
对性和有效性缺乏，导致建筑市场管理效率、管理覆盖
面、管理水平不高，为工程质量、安全、进度等留下管理
隐患。

２）违法分包管控难。 建筑施工项目规模大、专业
多、分工细、技术复杂，施工过程中需要多单位协同，需
要大量技术、管理和作业人员参与，需要投入大量的物
资、材料、设备，存在大量的分包。 分包的过程又是一
个复杂且充斥着各类风险的过程，程序违规、利益输送
等问题都容易造成分包管理失误，造成质量、安全、进
度管理的失控，最终可能导致整个工程项目的失控。

３）资源要素多属性管理难。 大型水电工程物流
（材料、设备）、人流（民技工、技术工人）、交通流（施工
机械、车辆）、资金流（现金、电子货币）、信息流（合同、
档案等）的复杂流动状态，现场作业面的交叉运行状
态，以及人员的主观意识、设备的安全隐患等不可控
状、不确定状态交叉融合，决定了大型工程现场管理是
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对信息化、智慧化管理有着极
高的内在要求。

４）合同履约管控难。 质量方面，施工单位无资
质、借用资质或超越资质等级承揽工作，不具备具体作
业的实力和能力，偷工减料，不严格落实质量“三检
制”，质量、安全、技术、生产“四体系”管理不规范、不
按要求在施工现场配置项目经理及质量、安全、技术、
财务负责人等“五大员”，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不到
位，造成工程质量、安全管理的隐患。

５）现场作业协调难。 大型水电工程现场作业环
境复杂，作业面多位于高边坡、地下洞室、高山峡谷，安
全风险源较多。 同时，多作业面同时开工，交通路线交
叉、地下洞室交叉、机械设备交叉、输电线路交叉、人员
流动交叉、高空作业交叉，情况十分复杂，对资源要素
的系统管理和系统控制有较高的要求。

２　大数据共享平台背景下资源要素准
入管理

　　１）依托资源要素多属性划分实现资源要素建筑
市场准入合规审查。 资源要素多属性划分的目的是解
决准入复核的关键控制点问题，即明确准入审核把关
的具体内容和重点、难点。 首先，建筑市场准入审核的
关键，是要解决进入建筑市场的队伍、人员等要素的合
法性、合规性问题。 关键要按照法律、法规、招标合同

文件的要求，对队伍、人员的属性进行细分，明确准入
审核的关键控制点，作为合规审查的依据。 如：将队伍
的属性按照类别属性、经济属性、社会属性、资格属性、
业务属性、时间属性、质量安全属性来划分，明确审核
的关键控制点（见表 １）。

２）依托政府、企业大数据共享平台实现资源要素
建筑市场准入精准控制。 依托政府、企业大数据共享
平台的目的是解决怎么进行信息识别的问题。 以政府
工商、税务、住建等部门信息系统采集的数据为基础数
据，以水电工程企业资源要素信息系统平台采集的数
据为待核数据，通过企业、政府平台的对接，在企业目
标审核平台中设定条件参数（招标、合同条件等），实
现待核数据与基础数据的实时自动比对，及时、有效、
准确的验证资源要素的工商注册信息、资格信息、信用
信息、违法犯罪信息、行政处罚信息、安全事故信息等，
实现建筑市场准入的精准控制。

３）依托资源匹配识别与同一认定等技术手段实
现资源要素作业区精准准入。 资源要素作业区精准准
入是在建筑市场准入的基础上，根据施工合同要求、施
工组织设计、施工工序及进度安排，通过总承包单位规
划、监理单位符合、业主单位（或项目管理单位）逐级
审定的施工计划，通过身份证数据采集系统、人脸指纹
识别系统、施工管理手持终端等建筑市场信息集成系
统对基础数据、动态数据、环境数据进行多次相互认定
校验，实现对人员、材料、机械、设备的精准投入，以有
效应对质量、安全、进度管控风险。 例如在对人员作业
区精准投入管理中，通过身份证数据系统、人脸指纹识
别系统、施工管理手持终端系统等进行复核验证，对其
身份证、登记照、准入照、动态照进行复核验证，通过三
次同一认定，核实作业人员的安全状态（是否进行岗
前教育）、绩效状态（是否符合工作计划）、时间状态
（工作时间、非工作时间）、要素真实性（是否非本人、
本单位）等，避免未采集信息人员进入施工作业面，规
范资源要素进入施工作业面的时间、空间合规性，监控
资源要素在作业面的状态，实现动态预警。

３　大数据背景下的资源要素准入管理
以三峡集团公司工程建筑市场管理系统为例，建

筑市场信息系统综合考虑资源要素的属性特点、合同
管理范围和合同项目对应的资源要素需求、进度、施工
时间和地点等，巧妙灵活地设置不同的系统，并合理、
有机地把它们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完善的资源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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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入管控系统。 方案包括身份信息识别录入系统、信
息对比系统、出入口控制系统、现场识别系统、智能分

析系统、建筑市场集成联动管理平台（见图 １）。

表 1　资源要素属性划分表

作业队伍 类别属性 经济属性 社会属性 资格属性 业务属性 时间属性 质量安全属性

总承包

队伍

工程总承包

（ＥＰＣ、ＤＢ）
１ f．法人资格

２．注册资本
３．合同金额

１ 敂．信用评价
２．行政处罚

１ 侣．施工总承包资质

２．综合设计
甲级资质

１  ．工程范围

２．工程类型
３．工程业绩

１ 5．工程工期

２．进度计划
３．目标节点

１  ．质量认证
２．安全生产许可证

施工总承包

１ f．法人资格
２．注册资本

３．合同金额

１ 敂．信用评价
２．行政处罚

施工总承包资质

１  ．工程范围
２．工程类型

３．工程业绩

１ 5．工程工期
２．进度计划

３．目标节点

１  ．质量认证
２．安全生产许可证

分包队伍

专业分包

１ f．法人资格
２．注册资本
３．合同金额

１ 敂．信用评价
２．行政处罚

３６类专业承包资质，
每类分 ３个等级

１  ．工程范围
２．工程类型
３．工程业绩

１ 5．工程工期
２．进度计划
３．目标节点

１  ．质量认证
２．安全生产许可证

劳务分包

１ f．法人资格
２．注册资本
３．合同金额

１ 敂．信用评价
２．行政处罚

劳务资质，
不设类别、等级

１  ．劳务范围
２．工程类型
３．工程业绩

１ 5．劳务期限
２．目标节点

安全生产许可证

（非强制要求）

派遣队伍 劳务派遣

１ f．法人资格

２．注册资本
３．合同金额

１ 敂．信用评价
２．行政处罚

派遣资质
１  ．派遣范围
２．派遣性质

１ 5．派遣期限
２．工作内容

安全生产许可证

（非强制要求）

设备租赁

队伍
设备租赁

１ f．产权证明
２．合同金额

１ 敂．信用评价
２．行政处罚

租赁资质
１  ．使用范围
２．工程类型

租赁期限
车辆、设备
质量安全认证

表 2　

序号 数据类型 用途（关键控制点） 采集方式

１ P施工区人员身份证数据 固定、流动人员进出施工区的状态 施工区公安分局（派出所）

２ P建筑市场信息系统登录数据 建筑市场准入信息源（单位、人员、资质等） 施工区建筑市场管理部门

３ P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

（信用评价、黑名单）
作为对比数据，验证源数据的合法性、

合规性、有效性
各级政府住建、工商管理部门

４ P全国建筑工人实名制信息平台 作为对比数据，验证建筑工人资格、身体状况等 住建部

４ P政府安全生产管理平台数据库
作为对比数据，验证源数据的合法性、

合规性、有效性
各级政府安全监管部门及

行业安全主管部门

５ P公安动态信息平台数据库
作为对比数据，验证源数据（人员、车辆）

的合法性、合规性、有效性
施工区公安机关（分局、派出所）

６ P作业区刷卡、指纹识别、人脸识别数据 作为

７ P作业区手持终端抽查或全面检查 作业人员与工作区域的匹配性检查 监理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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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两级动态符合及准入管理

3．1　资源要素多属性准入复核

以三峡集团公司建筑市场准入管理为例，一级准
入解决资源要素进入建筑市场过程中人、设备、材料、
车辆等要素的必要性、合法性、合规性问题，即按照当
前法律法规及三峡集团枟分包管理办法枠，依据总承包
合同及合法的分包合同对于资源要素的需要，确保合
格的人、合格的单位、合格的物资材料、车辆设备等资
源要素进入水电工程建筑市场。 同时要求以基础数据
的真实性、及时性、准确性为基础，为后续资源要素二
级准入及实时管理提供基础数据。

１）队伍的建筑市场准入管理。 队伍准入关键在
于根据承包商、分包商、供应商等队伍的多属性特征，
对队伍的类别属性、经济属性、社会属性、资格属性、业
务属性、时间属性、质量安全属性等进行审核，确保与
招标、合同及现场管理的要求投入的要素保持一致。
为此，结合建筑市场法律法规管理要求及三峡集团
枟分包管理办法枠的规定，针对关键控制点建立登记和
审批流程。

２）人员准入管理。 依据三峡集团枟分包管理办
法枠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全国建筑工人信息平台
的相关要求，在三峡集团建筑市场信息系统中开发人
员准入管理模块，通过身份证阅读器自动采集或人工
采集人员基本信息功能，对业主、设计、监理、施工及协
作队人员基本信息进行录入管理。 对特殊工种人员及
监理人员资质进行管理，对协作队人员食宿信息、合同
签订情况、体检信息、培训信息、保险信息、工资发放及

劳保用品发放等“七统一”信息进行管理。 针对以下
关键控制点进行管理：一是关键管理人员的准入管理。
关键管理人员的准入是指对法律规定总承包单位、专
业分包单位“五大员”（项目经理及质量、安全、技术、
财务负责人），及施工员、质量员、安全员、标准员、材
料员、机械员、劳务员、资料员等现场重要管理人员，以
及现场作业中的特殊工种的准入。 根据枟分包管理办
法枠要求，建立人员资质信息数据库，对关键管理人员
的资质、劳动合同、社保关系、培训背景的真实性、合法
性、有效性进行审核，确保主体合格、合法。 二是民技
工的准入管理。 民技工个体的准入，按照三峡集团
枟分包管理办法枠及民技工“七统一”（统一用工、统一
体检、统一食宿、统一培训、统一劳保、统一支付、统一
表彰）要求，在建筑市场信息系统中分别建立了劳动
合同数据模块、体检信息模块、保险信息模块、工资发
放统计模块、培训统计模块、纠纷解决模块，将系统应
用与建筑市场日常管理结合起来，每季度通过系统生
成各施工区枟建筑市场管理季报枠，及时掌握施工区人
员信息，有效防止安全事故及劳资纠纷，维护劳动者的
合法权益。 三是黑名单信息管理。 建筑市场动态管理
过程中发现未定期进行安全培训、为按要求统一体检、
未配备统一劳保用品、特种作业人员资质造假或过期
等情况的，系统做出清退相关人员的提示，管理人员应
当做出相关处理。

３）车辆、设备准入管理。 在建筑市场信息系统中
开发设备、车辆管理模块，对施工单位投入的车辆、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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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等进行审核登记，确保合格的车辆、设备进入施工
区，便于对施工资源投入情况进行统计，便于为实现车
辆、设备的定位及实时管理提供基础数据。 关键控制
点：一是车辆、设备信息录入的完整性。 通过设置设
备、车辆信息管理模块，对承包单位、分包单位、货物供
应商等单位的进场设备、车辆信息进行录入，建立施工
区车辆、设备基础数据库。 二是车辆、设备的合法性、
安全性。 在设备、车辆准入模块中，对车辆出产证明、
保险证明、年检证明经坝区公安机关审核后录入系统，
必要时可以与公安系统进行对接做出自动审核，其依
据作为核发一级准入通行证的依据，并为后续作业区
准入提供基础数据和判断。

４）材料、物资建筑市场准入。 以 ＴＧＰＭＳ 系统物
资管理模块为基础平台，基于物资采购、验收、调拨、核
销等系统管理流程，对入库的材料、物资的厂家、数量、
规格、验收证明、运单进行审核，符合工程计划采购的
材料、物资予以办理准入。

3．2　资源要素作业区准入

资源要素二级准入控制的关键，在于按照实地、实
据、实时、实物“四实化”管理要求。 基于资源要素一
级准入（ＴＧＰＭＳ建筑市场、物资管理模块）中已有的人
员、车辆、设备登记信息，利用标准流程全过程在线签
证系统，将资源要素、时间、地点三要素与岗位职责履
约相匹配，即特定人员、车辆、设备、材料必须在指定位
置和规定时间内完成数据采集、表格填写及审验签字
确认等工作，对不合规的资源要素及时清退，从而实现
施工现场最基础并真实可靠的质量管控目标。 重点核
查进入特定施工区域的人员身份、岗位、资质，车辆保
险、行驶证有效性以及物资材料的质检、数量等信息是
否与该部位的准入条件相符，以实现合规的资源要素
在要求的地点按照既定计划发挥合规的作用。

１）人员作业区准入。 一是对关键管理人员（五大
员及关键作业人员等）的二级准入管控。 关键管理人
员完成一级准入后，按照施工计划在现场作业面进行
二级准入时通过指纹打卡、刷卡、人脸识别等管理手段
或技术手段实现系统自动教验和预警监控，确保关键
管理人员按照管理要求在现场履职。 对项目经理等重
要人员在未经备案或许可的情况下离开施工区现场的

情况进行实时监控。 二是对民技工的二级准入管控。
以民技工建筑市场一级准入时“七统一”管理模块录
入的数据为基础，按照分包单位、总承包单位、监理单
位共同认定的当日用工计划，对进入现场作业面的民

技工通过指纹打卡、刷卡、人脸识别等管理手段或技术
手段实现系统校验，对其资格、培训、健康、保险、违法
犯罪记录等信息进行校核。 符合要求的系统自动放
行，不符合要求的系统做出报警提示，由管理人员（监
理人员或业主代表）进行复验，并根据规定作出该人
员能否进入作业面的决定，在系统中作出说明以备
查验。

２）车辆、设备作业区准入。 以建筑市场设备、车
辆管理模块一级准入录入的数据为基础，按照分包单
位、总承包单位、监理单位共同认定的当日设备、车辆
使用计划，对进入现场作业面的设备、车辆通过刷卡、
电子标签、自动识别系统等技术手段实现系统校核，对
其出厂合格证、保险、行驶证、违法犯罪记录等信息进
行校核。 符合要求的由系统自动放行，不符合要求的
系统不予准入并做出报警提示，由管理人员（监理人
员或业主代表）进行复验，并根据规定作出该人员能
否进入作业面的决定，在系统中作出说明以备查验。

３）物资、材料作业区准入。 以 ＴＧＰＭＳ 系统物资
管理模块入库的物资、材料数据为基础，按照分包单
位、总承包单位、监理单位共同认定的当日物资、材料
投入计划，以特定数量的车辆装车，对进入现场作业面
的运输车辆通过刷卡、电子标签、自动识别系统等技术
手段实现系统校核，核实特定车辆上特定物资名称、规
格、数量及质量验收等情况，符合既定标准的，允许作
业区准入，不符合要求的系统不予准入并做出报警提
示，由管理人员（监理人员或业主代表）进行复验，并
根据规定作出该人员能否进入作业面的决定，在系统
中作出说明以备查验。

４　结　语
建立大型水电工程建筑市场综合管理平台，以大

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为手段，通过对资源要素
准入管理中的关键控制点和重大风险点进行有效识

别、评价，实现企业内部系统平台与政府信息系统平台
进行数据共享、比对、分析、判断，实现建筑市场准入管
理的智能化，形成全天候、无死角的实时监控管理，解
决资源要素不确定性、不可靠性的问题，解决工程建设
的合规性问题，为工程建设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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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Ｊ］．水力发电学报， ２０１７， ３６（２）： １１２ －１２０

［２］孟友瑞， 彭平．浅析乌东德工程分包单位准入管理［Ｊ］．中
国水利， ２０１７（增刊）： １４７ －１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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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氧类材料修补技术在隔河岩大坝水垫池的应用

杨　鸿，吴道仓
（湖北清江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湖北 宜昌　４４３０００）

摘要：隔河岩大坝水垫池经多次泄洪破坏，为解决护坦抗冲耐磨和薄层修补填充混凝土与老混凝土结合问题，采用 Ｃ５０
一级配亲水性环氧混凝土进行修补，面积达８６２ ｍ２ ，浇筑方量１５３ ｍ３ ，均为国内罕见，且在高温、多雨的汛前施工，采用改
造的自制搅拌、振捣设备，提高了施工效率和质量。 经 ２０１７ 年泄洪考验，修补工程取得了成功。

关键词：大坝；垫池；环氧；修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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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the Epoxy Material Repairing Technique in
the Plunge Pool of Geheyan Hydropower Station

ＹＡＮＧ Ｈｏｎｇ， ＷＵ Ｄａｏｃａｎｇ
（Ｈｕｂｅｉ Ｑｉｎｇｊｉａｎｇ Ｈｙｄｒｏ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 Ｌｔｄ．， Ｙｉｃｈａｎｇ ４４３０００， Ｃｈｉｎａ）

Abstract： Ｄａｍａｇｅｓ ａｒｅ ｆｏｕ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ｐｌｕｎｇｅ ｐｏｏｌ ｏｆ Ｇｅｈｅｙａｎ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ｄｕｅ ｔｏ ｒｅｐｅａｔｅｄ ｆｌｏｏｄ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ｉｎｇ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ｓｏｌｖｅ ｔｈｅ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ｒｏ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ｂｒａｓｉｏｎ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 ｒｅｐａｉｒｉｎｇ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Ｃ５０ ｆｉｒｓｔ-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ｈｙｄｒｏｐｈｉｌｉｃ ｅｐｏｘｙ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ｉｓ ｕ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ｐａｉｒｉｎｇ．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ｒｅｐａｉｒｉｎｇ ｗｏｒｋ ｉｓ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 ｒｅｐａｉｒｉｎｇ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ｖｏｌｕｍｅ ，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ｏｔ ａｎｄ ｒａｉｎｙ ｐｅｒｉｏｄ ，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ｒｅ ｅｎｓｕ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ｒｅｎｏｖａｔｅｄ ｍｉｘｉｎｇ ａｎｄ ｖｉｂｒａｔｉｎｇ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ｒｅｐａｉｒｉｎｇ ｗｏｒｋ ｉｓ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ｏｒｙ ａ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ｐａｓｓｅｄ ｔｈｅ ｆｌｏｏｄ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ｉｎ ２０１７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ｌｙ．
Key words： ｄａｍ； ｐｌｕｎｇｅ ｐｏｏｌ； ｅｐｏｘｙ； ｒｅｐａｉｒｉｎｇ

　　清江隔河岩水利枢纽工程是清江中下游梯级开发
的三个梯级中间一级，工程于 １９９６ 年全部建成。 隔河
岩大坝为上重下拱的重力拱坝，坝顶高程 ２０６ ｍ，最大
坝高 １５１ ｍ，坝下游设水垫池。 泄洪设备由 ７ 个溢流
表孔和 ４个全压下弯型泄洪深孔组成。 为了克服拱坝
泄水的向心水流，采用不对称宽尾墩将水舌纵向拉开
变成薄片，水流平行地落在水垫池内消能。 其结构将
高速水流束窄、拉长、分散，在空中充分掺气后再落入
水垫池中紊动消能， 水力学条件复杂。
水垫池由护坦、尾坎和左右贴坡式边墙组成。 护

坦板顶高程 ５８ ～５９ ｍ，尾坎顶高程 ６５ ｍ。 水垫池结构
布置为３ ～４ ｍ厚混凝土护坦加锚桩、封闭抽排系统型
式，池上游宽度 １３３ ｍ，下游宽 １１２ ｍ，顺流向最大池长
１５３．５ ｍ，分 ９排，自上至下分别编号 ０ ～８，每排分 ７ ～

９ 块护坦板，自左岸至右岸分别编号。 为防止高速水
流磨蚀、冲蚀水垫池，护坦表层采用厚 ５０ ｃｍ 的 Ｃ４０
抗冲耐磨混凝土。 由于受大坝泄洪冲蚀的影响，隔河
岩大坝水垫池先后在 １９９３、１９９６、１９９９ 年进行过三次
修补，详见表 １。

１　缺陷情况
２０１６ 年受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影响，汛期清江流域

降雨持续偏多，其中梅雨期间降水达到 ５６３．６ ｍｍ，较
多年均值偏多 ８２．７％，尤其是在“７．１９”强降水过程
中，隔河岩入库洪峰 ９ ７４２ ｍ３ ／ｓ，其中区间最大流量
８ ７００ ｍ３ ／ｓ，接近百年一遇，大坝表孔开闸泄洪，最大
下泄流量 ５ ４１６ ｍ３ ／ｓ，持续时间 ２１５ ｈ，累计泄洪 １１．２
亿 ｍ３ 。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运行单位组织了隔河岩大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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垫池水下检查，发现护坦底板有大面积冲蚀磨损。
２０１７ 年 ４月 １９ 日完成水垫池抽排水工作，经全面检
查发现，底板护坦有一处面积 ８６２ ｍ２ 的冲蚀磨损区，
靠近左侧边墙的护坦 ３ －１ 至 ７ －４ 排之间，形状为不
规则“Ｔ”字形，钢筋裸露，最大深度为 ２５ ｃｍ；护坦底板

与左侧边墙连接部位发现一处堆积物（距下游尾坎
１０ ｍ），淤积物直径 ５ ｍ，高度 ２ ｍ，由钢筋和混凝土块
缠绕形成团状；另有局部蜂窝麻面、钢筋裸露等缺陷，
见图 １。

表 1　历次缺陷及修补内容

修补年份 主要缺陷 修补内容

１９９３ 痧
１、护坦板 １ ～４排大面积磨损严重，一般磨蚀深度 ３ ～４ ｃｍ
２、两边墙锥形体下游形成冲洼
３、两侧边墙局部有钢筋外露
４、各块结构缝缝口多处破损

１、护坦 １ ～４排表面均匀浇筑一层 Ｃ４５ 一级配素混凝
土，平均厚度 １０ ｃｍ
２、水垫池两侧墙及锥体范围冲坑采用预缩砂浆补平
３、在部分浇筑块上增设矱１８ ｍｍ锚筋和矱６钢筋网

１９９６ 痧基本完好
护坦 ５ ～７ 排表面均匀浇筑一层 Ｃ４５ 一级配素混凝
土，平均厚度 １０ ｃｍ，未布置锚筋

１９９９ 痧

１、水舌入池区的四至六排护坦板表层除少量残留物外，９４
年修补的高标混凝土和钢筋网全部被冲走

２、９６ 年修补的部位，大部分加厚混凝土被冲掉，残留不规
则的一块块漫滩状体

３、０排部位护坦表面冲蚀严重，冲坑深 ３ ～５ ｃｍ，表面磨损，
混凝土粗骨料露出

４、偏右的水垫池检修道边缘护面混凝土冲坍成一直径约
８ ～１０ ｍ的大坑，坑深 ２ ～３ ｍ

１、凿掉前两次修补的残留混凝土，表面凿毛，清理干
净后，加填厚 １５ ｃｍ 的 Ｃ４５ 一级配高标号混凝土，
５０ ｃｍ×５０ ｃｍ，矱１６ ｍｍ 锚筋，１０ ×１０ ｃｍ，矱１０ ｍｍ 钢
筋网

２、左右侧墙及尾坎迎水面坑深大于 ２ ｃｍ的用预缩砂
浆处理，麻面及粗骨料裸露涂刷环氧基液保护
３、护坦止、排水系统处理
４、围堰上游护坡处理

图 1　水垫池缺陷图

２　原因分析
经初步分析，隔河岩大坝水垫池破损主要原因

如下：
１）１９９９ 年在水垫池原护坦板上新浇一层高标号

混凝土，厚 １５ ｃｍ，布置了锚筋和钢筋网。 但新浇薄层
混凝土与下部的老混凝土结合面粘结强度不足，局部
可能形成缝隙。 泄洪的水舌跌落在水垫池内产生强烈
的紊动，强烈的脉动压力作用在缝内和板表面，在随机
组合下组成向上的力将修补混凝土板折断、抬起。

２）修补区新老混凝土层面结合弱面问题在高速
水流冲蚀下更容易显现，水垫池表面一旦破损，“破坏

链”反映就会迅速加快，从而造成大面积破坏。
３）冲毁的混凝土板、团状钢筋网残留在水垫池

内，形成“推磨”效应，磨蚀护坦板、水垫池尾坎和左右
侧边墙，造成局部粗骨料、钢筋外露，蜂窝麻面等。

３　修补方案
随着近年来认识的提高，许多工程实例表明，单纯

提高水垫池护坦板表面抗冲耐磨混凝土强度等级，仍
然不足以抵抗泄洪高速水流的冲蚀破坏，隔河岩大坝
水垫池底板反复被冲毁，说明传统高标号抗冲耐磨混
凝土填充锚固法修复效果不佳。 而环氧类修补材料与
高标号抗冲耐磨混凝土相比，可以提高材料表面抗高
速水流冲磨能力、抗冲击韧性以及与基底老混凝土结
合面的粘结强度和大面积薄层施工适应性等性能。 随
着修补工艺和抗冲耐磨材料研究的进步，采用环氧类
材料修补水工建筑物过流面已在工程实践中得以成功

应用，如贵州乌江沙陀水电站水垫池、乌江构皮滩水电
站水垫塘、二滩水电站水垫塘等均采用环氧类材料进
行修补，并取得了成功的经验［１］ 。
经反复研究、论证和方案比选，确定修补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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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水垫池护坦板“Ｔ”字形破损区面积达到 ８６２ ｍ２ ，

最大深度达 ２５ ｃｍ，具有面积大、破损深度深的特点，
针对该区域采用高性能 Ｃ５０ 一级配亲水性环氧混凝
土修补，为增加锚固力，设置矱２０ ｍｍ，间排距 ５０ ｃｍ×
５０ ｃｍ的锚筋。

水垫池局部冲坑、钢筋外露等缺陷部位最大深度
不大于 ６ ｃｍ，针对该区域采用高性能改性环氧砂浆
修补。
水垫池表面存在粗骨料裸露的情况，对原抗冲耐

磨混凝土表面粗骨料裸露深度小于 ３ ｍｍ的区域暂不
处理，裸露深度大于 ３ ｍｍ 而不足 １０ ｍｍ 的区域采用
抗冲磨环氧胶泥修补，裸露深度大于 １０ ｍｍ 的区域采
用高性能改性环氧砂浆修补［２］ 。

４　主要修补材料性能
隔河岩大坝水垫池修补工程对修补材料不仅要求

其具有较高的抗压强度，而且要有良好的粘结能力和
韧性，同时应有好的抗冲耐磨性能，环氧混凝土、环氧
砂浆性能指标见表 ３、表 ４。

５　施工工艺
现以“Ｔ”字形冲坑环氧混凝土修补过程为例，简

述修补施工过程。

5．1　修补范围确定
水垫池积水抽干以后，确定修补范围，进行标识，

然后用全站仪进行测量。

5．2　破损混凝土凿除
人工利用风镐、电镐凿除切割范围以内的破损混

凝土，局部深度不足 ８ ｃｍ的，凿除深度控制在 ８ ｃｍ以
上，有松动块的一并凿除。

5．3　基面处理
修补区基面凿毛采用风镐、电镐进行凿毛，凿毛完

成后人工清除混凝土灰渣，使用高压水枪与空气压缩
机清洗，基面采取自然风干、高压风枪吹干。

5．4　基面界面剂涂刷
基面界面剂采用环氧基液，环氧树脂与固化剂配

比为 １００∶２５，预先配制好后送入仓内涂刷。 采用毛刷
涂刷，基液涂刷均匀完整，无漏涂，在基面凹凸的部位
反复涂刷，凹坑处无积液，做到薄而均匀，无流挂、无露
底。 基液涂刷完成后 ３０ ｍｉｎ左右开始浇筑混凝土，浇

筑前用手指触摸，起指时能拉丝时为最佳时间。

5．5　环氧混凝土拌制
１）原材料。 水泥：采用 ４２．５ 普通硅酸盐水泥；砂

子：为保证浇筑面平整，砂最大粒径应小于 ２．５ ｍｍ，现
场砂中 ２．５ ｍｍ以上颗粒予以筛除，砂子完全晒干；骨
料：采用当地产的天然骨料，粒径在 ５ ～２０ ｍｍ 之间，
对粒径大于 ２０ ｍｍ的进行筛除，为保证混凝土施工质
量，石子完全晒干；环氧树脂、固化剂：选用巴陵石化公
司生产的环氧树脂，环氧树脂型号为 ＹＣＤ１２８，固化剂
型号为 ５３１ －ＩＩ。

２）环氧混凝土配合比试验。 根据现场项目进度
情况，将环氧混凝土计划采用的环氧胶凝材料、现场施
工砂石料样品送至专业检测机构，开展配合比试验，选
用 ２种环氧基液、２ 种固化剂，每种环氧材料 ３ ｄ与７ ｄ
试块分别成型一组。 根据实验结果，对混凝土配合比
进行了优化调整，最终实施配比见表 ２。

表 2　环氧基液、混凝土配合比表

材料名称

环氧基液

（环氧树脂∶固化
剂＝１００∶２５）

水泥 砂子 石子

环氧砂浆用量／％ ２０ 痧０  ８０ 5０ 6
环氧混凝土用量／％ １２ 痧２  ３６ 5５０ L
　　３）环氧混凝土搅拌。 由于环氧混凝土在国内目
前尚无成熟的搅拌设备，于施工前分别在市场上采购
了 ３５０ Ｌ自落式混凝土搅拌机、３００ 型砂浆搅拌机，在
现场开展搅拌试验，最终确定采用 ３００ 型横轴式砂浆
搅拌机进行搅拌，因环氧混凝土粘性大，多次造成设备
损坏，现场对原定型产品的电机、传动轴、搅拌叶片等
部位进行改造，最终能适应环氧混凝土搅拌需要。

5．6　环氧混凝土浇筑
１）分仓。 混凝土分仓按原设计结构块进行分仓，

在原护坦混凝土结构缝处立模，先浇块环氧混凝土固
化以后拆模，在结构缝处夹 １０ｍｍ 厚高密度沥青泡沫
板作为分缝板，再开始后浇块施工。 浇筑顺序原则上
采用从上游向下游、从左岸向右岸的顺序隔仓进行
浇筑。

２）仓内分条分块。 由于环氧混凝土内有环氧树
脂原材料，环氧树脂固化反应过程中释放大量热量，如
浇筑速度过快，大量混凝土聚积在一起热量无法散发
出去，会导致环氧树脂出现爆聚，混凝土出现酥松、翘
起，所以在同一仓内，需要分条块施工，分条时顺水流
方向分条。 分条块宽度先浇块按 １．５ ～２．０ ｍ控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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浇筑块按 ０．５ ～１．０ ｍ，根据仓号的形状和环氧混凝土
的拌制速度进行分条。 现场施工情况见图 ２。

图 2　环氧混凝土施工照片
３）环氧混凝土振捣。 由于环氧混凝土中加入了

环氧树脂，拌合物黏性大，无法用常规振捣器振捣。 现
场施工中，加工了部分木锤，利用风镐、电镐改装制作
了四套冲击振捣设备，同时配置了两套平板振捣器。
混凝土入仓后，人工用钉耙将混凝土铺平，分两层进行
振捣，每层铺平后首先用改装的冲击振捣设备进行振
捣，边角处加强振捣，局部用木锤辅助锤实，达到收面
高程后，在混凝土初凝以前，再用平板振捣器振捣
平整。

４）收面养护。 浇筑前根据原仓面高程和结构体
形，按分条情况布置施工线，收面时利用刮尺、抹刀收
面，保证仓面光滑平整，与原结构体型一致，与周边原
混凝土齐平，浇筑后效果见图 ３。

图 3　收面后效果照片

５）接缝处理。 修补区域与老混凝土边界接缝应
在环氧混凝土填补冲坑或缺陷部位完成 ３ ｄ 后，新老
混凝土结合缝表面两侧 ２０ ｃｍ范围内涂刷界面基液粘
结剂，保证基液尽量渗入接触缝之内，条带结合缝两侧
１０ ｃｍ范围内涂刷界面基液粘结剂，确保有效结合。

5．7　混凝土表面缺陷处理

环氧混凝土修补后表面出现了一些缺陷，主要是：
先浇条与后筑条之间收面不平整产生错台，新老混凝
土之间结合缝、先浇条与后浇条之间结合缝、新混凝土
表面出现宽 ０．５ ｍｍ左右的裂缝。 处理措施如下：

１）对于表面错台，采用角磨机带金刚石磨片进行
打磨，磨出 １∶２０ 的斜坡顺接。 错台较高不能打磨出
１∶２０的顺接斜坡的，将错台较低的一侧表面凿毛后，
涂刷环氧基液，利用环氧砂浆进行修补平顺，环氧砂浆
表面涂刮环氧基液，使表面光滑平顺。

２）对于新老混凝土结合缝、先浇和后浇条带之间
结合缝产生收缩缝的部位，对于缝宽小于 ０．５ ｍｍ的，
利用医用注射器向缝内灌注高渗透改性环氧灌浆材料

（ＨＫ－Ｇ２），重复多灌几次，充分向缝内渗透使缝内浆
液充填饱满，浆液不再下沉为止。 对于缝宽大于
０．５ ｍｍ的，直接从缝口灌注环氧混凝土用环氧基液，
返复多灌几次，直至缝内浆液充填饱满不再下沉为止，
最后在混凝土表面缝口两侧 ２０ ｃｍ范围内涂刮环氧基
液覆盖。

６　质量检查

6．1　现场材料取样检测成果
现场施工时，将试验模具运到现场，从出机口取样

成型再寄回专业实验室检测，环氧混凝土检测结果见
表 ３，环氧砂浆检测结果见表 ４。
表 3　C50 一级配环氧混凝土主要性能参数检测结果

检测项目 设计指标要求 实测值

操作时间（２０℃）／ｍｉｎ ＞６０  ＞６０  
７ ｄ抗渗压力／ＭＰａ ＞１ 谮．２ ＞１ 谮．２

７ ｄ抗压强度／ＭＰａ ＞５０  ８０ 侣．６

７ ｄ抗拉强度／ＭＰａ ＞１２  ７ 晻．８８

抗冲磨强度（７２ ｈ水下钢球法）

／ｈ／（ｋｇ／ｍ２ ）
＞５０  ６２ 侣．６

７ ｄ与老混凝土粘结强度（干粘结）／ＭＰａ ＞３ 谮．５ ３ 晻．７４

７ ｄ与老混凝土粘结强度（湿粘结）／ＭＰａ ＞３ 谮．０ ３ 晻．２６

线膨胀系数／℃ ≤２ Q．４ ×１０ －５ １ "．５ ×１０ －６

注：７ ｄ抗拉强度小于设计值。

6．2　拉拔实验
同时，在现场施工时，在 ５ －３ 仓号左侧完好混凝

土面上，利用同仓浇筑混凝土在完好混凝土表面做了
两小块修补样品，钻孔后用 ＡＢ胶粘拉拔头，利用拉拔
仪进行检测，测试新老混凝土结合面的粘结强度［３］ ，
测试结果见表 ５，现场测试效果见图 ４。
从检测成果看，在样品粘结强度小于设计指标，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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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加锚筋情况下，实验粘接块均从老混凝土处断裂，说
明新老混凝土粘结效果良好，且新修补混凝土强度大
于老混凝土，同等泄洪条件下，不会再出现前两次从接
合面处破坏，新混凝土被剥离现象。

表 4　环氧砂浆主要性能参数检测结果

检测项目 指标要求 实测值

操作时间（２０℃）／ｍｉｎ ＞４５ 拻
７ ｄ抗渗压力／ＭＰａ ＞１ N．６ ＞１ N．６

７ ｄ抗压强度／ＭＰａ ＞６０ 拻７０ 6．９

７ ｄ抗拉强度／ＭＰａ ＞１２ 拻１１ 6．５

抗冲磨强度（７２ ｈ水下钢球法）

／ｈ／（ｋｇ／ｍ２ ）
＞５０ 拻６２ 6．２

７ ｄ与老混凝土粘结强度（干粘结）／ＭＰａ ＞３ N．５ ３  ．７４

７ ｄ与老混凝土粘结强度（湿粘结）／ＭＰａ ＞３ N．０ ３  ．４２

线膨胀系数／℃ ≤２ 排．４ ×１０ －５ １ 枛．６ ×１０ －６

抗冻融循环 ≥Ｆ２００ 妹
表 5　现场粘结强度测试成果统计表

粘结强度／ＭＰａ 断裂面情况描述 备注

１ 篌．１２ 基层老混凝土断裂 ３ ｄ检测
１ 篌．３９ 基层老混凝土断裂 ３ ｄ检测
１ 篌．５０ 基层老混凝土断裂 ３ ｄ检测
２ 篌．４１ 基层老混凝土断裂 ７ ｄ检测
２ 篌．２７ 基层老混凝土断裂 ７ ｄ检测

图 4　现场拉拔检测照片

6．3　水下检查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隔河岩大坝经历泄洪，持续时间

２６１．２ ｈ，最大泄量 ４ ７７０ ｍ３ ／ｓ，累计泄洪量 ７．５６

亿 ｍ３ ；汛后潜水员对水垫池进行了全面水下检查，对
修补工程进行了重点检查，未见异常，见图 ５。

图 5　水下检查环氧混凝土修补效果

７　结　语
隔河岩大坝水垫池 Ｃ５０ 一级配环氧混凝土修补

面积达 ８６２ ｍ２，浇筑方量 １５３ ｍ３ ，无论修补面积、体积
均为国内罕见，且在高温、多雨的季节实施，积累了一
些经验教训，具体如下：

１）环氧混凝土使用量较少，国内少有成熟经验借
鉴，尤其是大面积施工。 所以环氧混凝土施工前，一定
要根据现场具体使用要求、采用的材料，充分开展配合
比试验研究，确保环氧混凝土各项力学性能指标满足
使用要求。 本工程因需赶在汛前完工，时间紧，未对环
氧材料进行预先选型及材料配比实验，导致抗拉强度
指标未达到设计要求。

２）受环氧材料性能限制，环氧混凝土养护无法采
用常规混凝土的养护方法进行，以后有类似工程施工
时，要根据混凝土的特性，专门研究制定温度控制措
施，防止出现裂缝。

３）环氧混凝土自身线膨胀系数比常规的水泥混
凝土大，受环境温度变化影响后自身变形大，在大面积
薄层浇筑时，受基础约束，出现裂缝的可能性比较大，
浇筑之前，要根据其特性研究合理的分块、分条方式。

４）环氧混凝土宜选择在低温、降雨少的季节施
工，减少施工中防雨、防潮施工措施费用。

５）环氧混凝土黏性大，市场上暂无适应的搅拌和
振捣设备，如再有大规模施工，要根据需要设计制作适
合的搅拌以及振捣设备。

６）水垫池在后期运行过程中每次泄洪后应及时
进行检查、杂物清理和缺陷修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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枕头坝一级水电站受油器甩油分析及处理

杨建林，朱昌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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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枕头坝一级水电站 ４台机组受油器自投运以来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甩油现象，２ 号机组较为严重，造成油压装置油
泵启动频繁，给机组安全稳定运行造成了一定隐患。 通过对受油器甩油问题进行分析，发现在机组运行过程中由于下浮
动瓦和套筒间隙过大，压力油沿浮动瓦向下流至甩油盆上，造成严重甩油现象。 浮动瓦上下侧密封圈老化、设计结构缺
陷也是甩油的原因，经更换密封圈和在连接缝处加装倒 Ｌ型挡油板，运行表明挡油板挡油效果良好，为机组安全运行解
除了隐患。

关键词：受油器；轴流转桨式水轮机；甩油；浮动瓦；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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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and Treatment of Abnormal Oil Spill of the Oil Supply Head in
Zhentouba I Hydropower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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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枕头坝一级水电站位于四川省乐山市金口河区，
为大渡河干流水电梯级规划的第十九个梯级，上一级
为深溪沟水电站，下一级为枕头坝二级和沙坪水电站，
２０１４ 年首台机组发电。 电站装机 ４ 台立轴半伞式的
轴流转浆式水轮机发电机组，单机容量 １８０ ＭＷ，总容
量 ７２０ ＭＷ，水轮机型号 ＺＺ５１９．３ －ＬＨ －８７５，额定转
速 ８３．３ ｒ／ｍｉｎ。 受油器作为水轮机的重要部件，水轮
机受油器的主要作用是将调速器压力油自固定油管引

入转动的操作油管，并通过操作油管将压力油输送至
轮叶接力器，以实现轮叶开度的控制［１］ 。 枕头坝一级
水电站 ４台机组受油器自投运以来均存在不同程度的
甩油现象，２号机组较为严重，造成油压装置油泵启动

频繁，发电机顶罩内油污现象严重，给机组安全稳定运
行造成了一定隐患。 轴流转桨式水轮机甩油需要操作
桨叶，漏油问题既普遍又很难根本性解决［２］ 。

１　受油器甩油原因分析

1．1　受油器基本结构

枕头坝一级水电站受油器基本结构如图 １，由浮
动瓦、套筒、受油器体、甩油盆等部件组成，浮动瓦、进
排油管路、受油器体为固定部件，套筒和操作油管为旋
转部分。 浮动瓦上下设有 Ｏ型密封圈，防止浮动瓦上
下侧渗油和开启腔及关闭腔相互窜油。 浮动瓦和套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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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间隙为 ０．１２ ～０．１５ ｍｍ，开启腔和关闭腔的进排
油管路压力油为 ６．３ ＭＰａ。

图 1　受油器基本结构图

1．2　甩油现象

枕头坝一级水电站受油器甩油主要为压力油从受

油器下浮动瓦（图 １ 件 ８）和套筒间隙中流出，在操作
油管的旋转力作用下压力油沿盖板向外侧流动，到达
外侧后在重力作用下流至甩油盆，甩油盆在旋转力作
用下将油甩至集油槽内。 在机组运行中观察，四台机
组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甩油，按照设计要求一定的甩油
对浮动瓦的具有润滑降温作用，但 ２ 号机组甩油量明
显过大，造成油泵频繁启动。

1．3　原因分析

１）浮动瓦和套筒间隙过大。 按照设计安装要求，
浮动瓦和套筒装配双边间隙为 ０．１２ ～０．１５ ｍｍ，对分
解后的下浮动瓦处套筒进行测量，直径 d１ 为

４１４．９０ ｍｍ，测量下浮动瓦的内径为 d２ 为４１５．０８ ｍｍ，
间隙 d０ ＝d２ －d１ ＝４１５．０８ －４１４．９０ ＝０．１８ ｍｍ，实际测
量间隙大于设计间隙最大值，且下浮动瓦表面有严重
磨损痕迹。 在机组运行过程中由于下浮动瓦和套筒间
隙过大，压力油沿浮动瓦向下流至甩油盆上，造成甩油
现象严重［３］ 。

２）浮动瓦上下侧密封圈老化。 浮动瓦上下侧的
密封圈主要作用是将浮动瓦外侧腔体压力油与压盖和

套筒间隙隔离，避免渗油。 分解后检查浮动瓦上下侧
密封圈严重老化变形，无压缩量，由于浮动瓦上下侧密
封圈老化，造成浮动瓦上下密封失效，压力油沿着浮动
瓦外侧腔体经过压盖和套筒间隙渗出，造成渗油量
较大。

３）设计结构缺陷。 从图 １ 中可以看出，甩油盆与
受油器体底座和发电机顶罩内盖板连接缝高度一致，

在甩油盆甩油时，由于旋转力的作用下，油沿着甩油盆
外侧边缘向四周呈伞装落下， 甩油盆直径为
１ １６５ ｍｍ，机组转速为 ８３．３ ｒ／ｍｉｎ，甩油盆至受油器体
外侧距离为 ６５０ ｍｍ。

v１ ＝ndπ （１）
由式（１）可以求出甩油盆外侧线速度
v１ ＝８３．３ ×１．１６５ ×π＝５．０８ ｍ／ｓ
甩油盆至受油器体外侧距离 d１ ＝６５０ ｍｍ，可以求

出油滴到达受油器体的时间 t

t ＝d１

v１ ＝０．１２ ｓ
油滴在飞出的过程中下落的高度为 h

h ＝１
２ at２ （２）

h ＝１
２ ×９．８ ×０．１２ ×０．１２ ＝０．０７ ｍ

当甩油盆甩油过程中，油滴沿着甩油盆甩至受油
器体底座与发电机顶罩盖板连接处下侧 ７ ｃｍ处，速度
为较高，在盖板壁上向四周溅射，由于连接缝中有环氧
板，只有下侧有密封，上侧无密封，导致油从受油器体
与发电机盖板连接缝渗出，发电机顶罩内盖板油迹现
象严重。

２　甩油处理措施

2．1　更换浮动瓦和密封

由于原下浮动瓦磨损严重，导致装配间隙不符合
要求，对下浮动瓦进行更换材质为 ＺＧ２３０ －４５０ ＋ＺＣｈ-
ＳｎＳｂ１１ －６ 的新浮动瓦，配合间隙（双边）为 ０．１３ ｍｍ，
同时对浮动瓦上下密封圈进行更换，更换后密封圈的
密封效果良好，压缩量符合设计要求。 更换结束后经
机组试运行观察受油器甩油现象明显好转，运行 ３ 个
月后观察，甩油现象无明显变化，说明浮动瓦和套筒配
合间隙过大及密封老化是受油器甩油的主要原因。

2．2　加装倒 Ｌ型挡油板
甩油盆与受油器底座和发电机顶罩内盖板连接缝

高度一致，导致连接缝存在渗油，在连接缝处加装倒 Ｌ
型挡油板如图 ２，挡油板上侧焊接在受油器体底座内
侧，焊接后在受油器体和挡油板之间涂抹一圈平面密
封胶，避免油从挡油板上侧流入受油器底座。 挡油板
设计高度为 １５ ｃｍ，甩油盆甩出的油打在挡油板上，从
挡油板流入集油槽，避免了甩油盆直接将油珠甩在连
接缝中导致的发电机顶罩内盖板油迹问题。 经加装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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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型挡油板后试运行观察挡油板挡油效果良好，发电
机顶罩内盖板油迹现象明显好转。

图 2　倒 L型挡油板示意图

３　结　语
受油器主要是将压力油从固定部分传送至转动部

分，在运行过程中均不能避免渗油问题，适量甩油能对

浮动瓦起到润滑降温作用，但是大量渗油的出现必然

对机组的安全稳定运行造成不利影响。 因此在受油器

出现大量甩油时，观察受油器甩油现象，发现甩油具体

位置及四周是否为均匀甩油，从而判断是密封断裂还

是浮动瓦磨损问题。 枕头坝一级水电站受油器甩油问

题更换浮动瓦及浮动瓦密封和在受油器底座及发电机

顶罩内盖板加装倒 Ｌ型挡油圈后，甩油问题得到有效

解决，根除了受油器甩油问题。

参考文献：
［１］谢琰， 曾宏， 付玉．沙湾水电站机组受油器甩油原因分析

与对策［Ｊ］．科技视野， ２０１３（１）： ４３ －４３， ３１

［２］周康武， 刘兴平．黄河龙口水电站受油器甩油原因分析及

处理［Ｊ］．西北水电， ２０１２（３）： ４６ －４７， ５１

［３］李长君．青山殿水电站机组受油器甩油的处理［ Ｊ］．小水
电， ２００１（１）： ４３ －４４

（上接第 ２１ 页）
苯乙保温卷材进行全面保护，并对棱角部位采取加强
措施。
３．２．６　永久外露面表面保护措施

对于上下游面、墩墙外壁等永久暴露面，施工期保
温采用外挂保温方式。

１１ 月～次年 ３ 月上旬（冬季）浇筑的混凝土，采用
外挂保温方法保温，即待模板拆除后，立即在外露面粘
贴３ ｃｍ厚聚苯乙烯保温材料进行保温，并应适当推迟
拆模时间，气温骤降期间不允许拆模。 对间歇期较长
的部位，表面增设防裂钢筋。 ３ 月中旬～１０ 月浇筑的
混凝土，入冬前（１０ 月底）永久外露面粘贴 ３ ｃｍ厚聚
苯乙烯保温板，临时外露面粘贴 ３ ｃｍ厚保温卷材封闭
保温。
３．２．７　混凝土侧面及上表面临时保护

上表面保护在浇筑收面后采用土工膜覆盖，或覆
盖保温被保温。 侧面保护利用大模板的爬升锥孔或遗
留的拉筋头作为固定点张挂保温材料，再用铅丝、木
板、钢筋等加以固定，保温层之间搭接严密。 若采用聚
氯乙稀卷材，则全部横向固定。
对于保温过冬的混凝土在每年 １０ 月底完成所有

部位混凝土表面保温工作。 当年 １１ 月～次年 ３ 月上
旬浇筑的混凝土，混凝土浇筑完毕，其上表面及侧面立
即覆盖保温材料，直至上层混凝土开始浇筑前方可揭
开［４］ 。

４　结　语
高原缺氧地区水电站厂房快速施工技术研究，通

过基坑爆破开挖方式研究爆破试验确定了合理选择的

爆破开挖参数，既加快了爆破钻孔施工速度，爆渣块度
合理方便出渣，提高机械施工效率，加快基坑开挖施工
进度，又有效保证了基坑开挖施工质量；通过混凝土温
控措施研究，遵循“早保温、小温差、早冷却、慢冷却”
的原则，通过在冬季采用预热混凝土拌合物和混凝土
外保温法进行保温施工（蓄热法及综合蓄热法）；夏季
采用预冷混凝土拌合物、混凝土通水冷却和混凝土外
保温等措施，成功解决了西藏高原特殊气候条件对混
凝土浇筑的限制，不仅加快了工程建设速度，也确保了
施工质量。 本项技术研究成功解决了西藏高原海拔
高、昼夜温差大、气候干燥、夏季高温、冬季寒冷、空气
稀薄地区电站厂房快速施工技术难题，对加快西藏水
电工程建设施工具有重大意义，具有突出的经济和社
会效益。
参考文献：
［１］ＤＬ／Ｔ ５１３５ －２０１３， 水电水利工程爆破施工技术规范［Ｓ］
［２］马树财， 王成武， 林天祥．水工混凝土的施工温度与裂缝
分析［Ｊ］．黑龙江科技信息， ２０１０（９）： ２３７ －２３７

［３］马顺利， 刘艳．浅谈水工混凝土常见裂缝与控制措施［ Ｊ］．
山西建筑， ２０１０， ３６（２）： １６９ －１７０

［４］曾军新．施工中大体积混凝土温度裂缝的控制［ Ｊ］．四川
建材， ２００７（５）： ４６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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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水轮发电机转子
金属性一点接地真机故障模拟与快速查找试验

郭钰静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检修厂，湖北 宜昌　４４３００２）

摘要：为了缩短发电机转子一点接地故障查找时间，保障机组等效可用系数，减少因故障停机造成的电量损失，通过在
大型水轮机上真机模拟不同类型的转子金属性一点接地故障，比较各类故障查找方法的有效性、准确性及快速性，从而
针对不同类型故障制定最为有效的查找方法。

关键词：转子一点接地；真机模拟；故障查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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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l-machine Simulation of the Metallic One-point Grounding Faults of
Large-scale Hydro-turbine Generator Rotor and Fast Detection Experiment

ＧＵＯ Ｙｕｊ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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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ｏｎｅ-ｐｏｉｎｔ ｇｒｏｕｎｄｉｎｇ ｆａ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ｏｒ ｒｏｔｏｒ ，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ｅ-
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ｕｎｉｔ 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ｌｏｓｓ ｄｕｅ ｔｏ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ｓｈｕｔｄｏｗｎ ， ｒｅ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ｔａｌｌｉｃ ｏｎｅ-ｐｏｉｎｔ ｇｒｏｕｎｄｉｎｇ ｆａ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ｏｒ ｒｏｔｏｒ ｉｓ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ｉｎ 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ｈｙｄｒｏ-ｔｕｒｂｉｎ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ｏｒ ｕｎｉｔ．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ｒａｐｉｄｉｔｙ 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ｆａｕｌｔ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ｒｅ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ｆａｕｌｔ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ｒｅ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ｅｄ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ｙｐｅ ｏｆ ｆａｕｌｔｓ．
Key words： ｏｎｅ-ｐｏｉｎｔ ｇｒｏｕｎｄｉｎｇ ｆａｕｌｔ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ｔｏｒ ｒｏｔｏｒ ； ｒｅ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ｆａｕｌｔ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水轮发电机发生转子一点接地故障后，较易诱发
转子两点接地［１］ ，进而威胁机组的安全稳定运行，因
此在发电机发生转子一点接地故障后迅速采取措施，
找出故障点并及时消除，以免诱发两点接地故障引起
机组强烈振动、大轴磁化、转子擦伤定子铁心及烧坏转
子绕组、磁极铁芯或集电环等不安全现象，保障发电机
组的安全稳定运行［２］ 。
某大型水轮发电机投运于上世纪 ８０ 年代，此次试

验利用其改造增容的机会进行，该水轮发电机转子绕
组有 ９６ 个磁极，编号 １号～９６号，其中 ４９ 号、５０ 号磁
极连接励磁回路正负极引线。 试验过程中在转子绕组
上模拟金属性接地故障，分别采用现有 ３ 种转子金属
性一点接地故障查找方法进行故障查找定位对比试

验，对不同的故障查找方法有效性、快速性及精确性进
行横向比较，确定不同故障类型的查找方法，并对故障

查找流程进行标准化，实现对故障的快速定位，大幅缩
短故障查找时间［３］ 。

１　金属性一点接地故障模拟设置
故障设置前将转子磁轭接地，除去转子磁极不同

部位油漆使其裸露，通过保险丝将磁极端部引线的裸
露部分与转子磁轭连接的方式以及利用短接线将转子

不同部位的裸露金属直接接地，模拟转子不同部位的
接地故障。 其中 ７７ 号磁极引线处故障点现场模拟设
置如图 １所示，通过保险丝将磁极引线与磁轭螺栓连
接接地。

２　交流压降法查找转子金属性一点接
地故障

　　试验过程中，使用 １ ０００ Ｖ摇表测量转子绝缘，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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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绝缘电阻为 ０ ＭΩ，确定转子有接地故障。 利用调
压器，经隔离变从 ４９ 号和 ５０ 号磁极转子正负极引线
通入 １ Ａ交流电流，回路电流使用电流表进行监测。
利用 ＦＬＵＫＥ 数字多用表分别测量 ４９ 号磁极和 ５０ 号
磁极之间的电压、４９ 号磁极对地电压、５０ 号磁极对地
电压。 记录各个电压值和实际设置故障点的磁极序列
号。 试验接线如图 ２ 所示。

图 1　77号磁极金属性一点接地故障点现场模拟照片

图 2　交流压降法查找转子金属性一点接地故障试验接线图
　　通过公式利用试验数据计算出磁极接地点计算值
并与实设值进行比较。
计算公式：

磁极接地点＝５０ ＋（
Ｕ５０＃＿Ｅ

Ｕ４９＃＿Ｅ ＋Ｕ５０＃＿Ｅ
） ×９０ （１）

该方法共进行 ５次试验（更换其它设定接地点）。
试验数据与计算结果如表 １所示。
通过对表 １中磁极接地点计算值与实设值进行分

析比较，可以发现通过试验测得的接地点与实际设置
的故障点位置存在偏差，但偏差极小，不超过左右相邻
的两个磁极，交流压降法有效地缩小了故障查找范围。

３　直流压降法查找转子金属性一点接
地故障

　　试验过程中，使用１０００Ｖ摇表测量转子绝缘，转

表 1　交流压降法查找转子金属性一点接地故障试验数据与计算结果

试验编次
电压／Ｖ

４９ －５０ 号 ４９号－Ｅ ５０号－Ｅ
磁极接地点／Ｅ

计算值 实设值 偏差

第一次 １１９ 7．５ ８４ 晻．７４ ３４ 7．７ ７７  ．８９ ７７ 号与 ７８ 号磁极间接头 －０ d．１１

第二次 １１９ 7．６ ６３ 晻．５５ ５６  ．０５ ９４  ．９９ ９４ 号与 ９５ 号磁极间接头 －０ d．０１

第三次 １１８ !．２９ ４０ 晻．５６ ７７  ．７１ １７  ．０８ １６ 号与 １７ 号磁极间接头 ０ 6．０８

第四次 １１８ 7．９ １１２ �．９４ ５ 篌．９５１ ５４  ．８１ ５４ 号与 ５５ 号磁极间接头 －０ d．１９

第五次 １１８ !．２７ １１６ �．０３ ２ 篌．２３３ ５１  ．８１ ５１ 号与 ５２ 号磁极间接头 －０ d．１９

子绝缘电阻为 ０ ＭΩ，确定转子有接地故障。 利用直

流弧焊机，通过 ４９ 号、５０ 号磁极转子正负极引线对转

子绕组通入 ２００ Ａ 直流。 利用 ＦＬＵＫＥ 数字多用表分
别测量量 ４９号磁极和 ５０ 号磁极之间的电压、４９ 号磁

极对地电压、５０号磁极对地电压，并记录数据［４］ 。

试验接线如图 ３ 所示。

本组试验共进行了 ６ 次（更换其它设定接地点），

试验数据与计算结果如表 ２所示。 图 3　直流压降法查找转子金属性一点接地故障试验接线图

８４



郭钰静：大型水轮发电机转子金属性一点接地真机故障模拟与快速查找试验 ２０１９ 年 ２月

表 2　直流压降法查找转子金属性一点接地故障试验数据与计算结果

试验序次
电压／Ｖ

４９ －５０ 号 ４９号－Ｅ ５０号－Ｅ
磁极接地点／Ｅ

计算值 实设值 偏差

１ 圹３６  ２９  ．２ ６ !．７５ ６７ 妹．０２ ６７号与 ６８号磁极间接头 ０ d．０２

２ 圹３６ 蝌．１ １７  ．３０ １８ 8．８５ ３ �．０６ ３号与 ４号磁极间接头 ０ d．０６

３ 圹３５ 苘．７２ １７  ．４１ １８ 8．３０ ２ �．２０ ３号磁极本体（靠近阻尼环侧） ≈０ 鬃
４ 圹３５ 苘．７２ １７  ．３３ １８ N．５ ２ �．５７ ３号磁极本体（正中） ０ d．０７

５ 圹３５ 蝌．６ １７  ．１０ １８ 8．５８ ２ �．９９ ３号磁极本体（靠近磁轭侧） ≈０ 鬃
６ 圹３６  ２４  ．０ １２ |８１  ８１ 号与 ８２号磁极间，靠近 ８１号磁极引线处 ０ è

　　通过对表 ２中磁极接地点计算值与实设值的分析
比较，直流压降法可精确定位转子一点接地的故障点
位置。 分析试验原理和结果可知，在对试验数据进行
处理时，磁极在视为单独个体的同时，也可视为多股线
圈，在进行接地故障点查找时，结合计算结果的小数位
和查找方向（计算时引用的引线磁极侧），可准确判定
接地故障点在磁极上的位置。

４　电位分布法查找转子金属性一点接
地故障

　　用电位分布法进行转子金属性一点接地故障查找
试验时，利用调压器在 ４９ 号磁极与地或 ５０ 号磁极与
地之间通入 １Ａ 交流电流，然后使用万用表自相应通
入电流的转子引线端逐个测量各磁极对地电压。 在不
同故障点下进行 ２ 次试验。 试验接线如图 ４所示。

图 4　电位分布法查找转子金属性一点接地故障试验接线图
第 １次试验：将 ７７ 号磁极靠近 ７８ 号磁极端引线

设为故障点。 从 ５０ 号磁极通入 １ Ａ 交流电流。 用万
用表自 ５０号磁极测量各磁极对地电压。 试验数据如
表 ３所示。
数据折线图可直观看出变化趋势，如图 ５所示。
通过对表 ３中的试验数据进行分析比较，可以发

现每两个磁极间电压降在 １ Ｖ左右，７７ 号磁极的对地
电压已小于 １ Ｖ，且 ７７ 号之后的磁极对地电压都接近
０ Ｖ并趋向稳定。 据此可初步判定，故障点应在 ７７ 号

磁极靠近 ７８ 号磁极侧或 ７８ 号磁极靠近 ７７号磁极侧，
这与实际故障点所在磁极误差在 １个磁极以内。

表 3　电位分布法查找转子金属性一点接地故障
第 1次试验数据 Ｖ　

磁极号 电压 磁极号 电压 磁极号 电压

５０号 ３４ h．４１ ６１ 号 ２０ �．９６ ７２ 号 ７ 哪．２２

５１号 ３３ h．４５ ６２ 号 １９ �．７２ ７３ 号 ５ 哪．９６

５２号 ３２ h．１９ ６３ 号 １８ �．４７ ７４ 号 ４ 哪．７３

５３号 ３０ h．９３ ６４ 号 １７ �．２１ ７５ 号 ３ 哪．４８

５４号 ２９ h．６８ ６５ 号 １５ �．９８ ７６ 号 ２ 哪．２２

５５号 ２８ h．４４ ６６ 号 １４ �．７１ ７７ 号 ０ 哪．９７

５６号 ２７ h．２２ ６７ 号 １３ �．４８ ７８ 号 ０ 哪．０６

５７号 ２５ h．９７ ６８ 号 １２ �．２２ ７９ 号 ０ 哪．２７

５８号 ２４ h．７０ ６９ 号 １１ �．００ ８０ 号 ０ 哪．２７

５９号 ２３ h．４６ ７０ 号 ９ 枛．７２

６０号 ２２ h．２２ ７１ 号 ８ 枛．４８

图 5　电位分布法查找转子金属性一点接地故障
试验数据变化趋势图（1）

　　第 ２次试验：将 １６ 号磁极靠 １７ 号磁极端引线设
为故障点。 在 ４９ 号磁极通入 １ Ａ 交流电流。 用万用
表自 ４９ 号磁极测量各磁极对地电压。 试验数据如表
４所示。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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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电位分布法查找转子金属性一点接地故障
第 2次试验数据 Ｖ　

磁极号 电压 磁极号 电压 磁极号 电压

４９号 ４０ 苘．８２ ３６号 ２４ !．７８ ２３ 号 ７ 8．３０

４８号 ３９ 苘．８６ ３５号 ２３ !．５４ ２２ 号 ６ 8．０４

４７号 ３８ 苘．６０ ３４号 ２２ !．２９ ２１ 号 ４ 8．７８

４６号 ３７ 苘．５５ ３３号 ２１ !．０７ ２０ 号 ３ 8．５１

４５号 ３６ 苘．０８ ３２号 １９ !．７９ １９ 号 ２ 8．２５

４４号 ３４ 苘．８５ ３１号 １８ !．５５ １８ 号 １ 8．００

４３号 ３３ 苘．６５ ３０号 １７ !．３０ １７ 号 ０ "．１０９

４２号 ３２ 苘．３６ ２９号 １６ !．０４ １６ 号 ０ "．２６９

４１号 ３１ 苘．０９ ２８号 １４ !．８１ １５ 号 ０ "．２５８

４０号 ２９ 苘．８２ ２７号 １３ !．５７ １４ 号 ０ "．２５０

３９号 ２８ 苘．５０ ２６号 １２ !．３３ １３ 号 ０ "．２５６

３８号 ２７ 苘．２９ ２５号 １１ !．０７ １２ 号 ０ "．２４０

３７号 ２６ 苘．０６ ２４号 ８  ．５６

　　数据折线图可以直观的看出变化趋势，如图 ６
所示。
通过对表 ４中的试验数据及数据变化趋势进行分

析比较，可以发现 １７ 号磁极的对地电压已接近 ０ Ｖ，
且 １７ 号之后的磁极对地电压都接近 ０ Ｖ并趋向稳定。
据此可初步判定，故障点应在 １７ 号或 １６ 号磁极，这与
实际故障点所在磁极误差在 １个磁极以内。

图 6　电位分布法查找转子金属性一点接地故障
试验数据变化趋势图（2）

５　结　语
本次真机模拟试验研究，客观、专业地检验与比较

了 ３种转子金属性一点接地故障查找方法的有效性和
精确性，在实际生产工作中，可结合各方法的有效性、
精确性与可操作性等，科学合理地选择试验方法进行
故障查找，以便进行后续的故障处理工作［５］ 。

１）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可通过对转子测量绝缘电
阻判断转子发生金属性一点接地故障。

２）试验已验证了直流压降法、交流压降法或电位
分布法可有效进行接地故障点的查找。
通过分析 ３ 种方法的试验原理、试验过程与试验

结果，可以发现其各有优劣，其优缺点
比对结果如表 ５ 所示，实际生产中可结合现场情

况进行选择应用。
表 5　交流压降法、直流压降法、电位分布法查找转子金属性接地故障的优缺点比对

试验方法 优点 缺点

交流压降法

１）对于转子金属性一点接地故障查找，精确度较高；
２）对于磁极接头绕包绝缘，无裸露金属部分的转子绕
组交、直流压降法可以进行有效查找

最终定位故障点位置，需拆解磁极，工作量较大

直流压降法

１）对于转子金属性一点接地故障查找，精确度较高；
２）对于磁极接头绕包绝缘，无裸露金属部分的转子绕
组交、直流压降法可以进行有效查找

最终定位故障点位置，需拆解磁极，工作量较大

电位分布法 可有效定位转子金属性一点接地故障点位置

１）相对直流压降法和交流压降法，采集数据较多，工
作量较大；
２）对于磁极接头绕包绝缘，电位分布法不能查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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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树坪电站导水机构结构和功能的改进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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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针对柳树坪水电站出现的剪断销频繁剪断的问题，通过对系统深入分析，确定是拐臂端盖上导叶顶丝功能缺陷、

导叶止推装置结构缺陷、底环泄压孔缺失等原因造成导叶上浮与顶盖剐蹭，使剪断销受力过大而频繁剪断。 对此制定了

相应的改进预案和措施，经检修中进行相应的处理，从根本上解决了剪断销频繁剪断的问题，提高了机组运行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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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树坪水电站是清江水布垭电站的保安自备电
站，其中水轮机由哈尔滨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制造。 水
轮机的型号为 ＨＬＡ７９１Ａ －ＬＪ －１４６，为立轴混流式悬
吊型机组，单机额定功率 ２０．６２ ＭＷ，最大工作水头
２０３ ｍ，设计工作水头 １７０ ｍ，最小工作水头 １４７ ｍ，机
组额定转速 ６００ ｒ／ｍｉｎ。 导水机构主要包括：底环、顶
盖、活动导叶、导叶操作机构、导叶止推装置等。 底环、
顶盖为整体结构，活动导叶共 ２０ 片，导叶端、立面密封
均为刚性。 控制环为整体焊接结构，其全关至全开的
旋转角度为 １２．６°。 活动导叶及底环、顶盖的抗磨环
用耐腐蚀、抗磨损的不锈钢材料制造，导叶轴套用

ＦＺ－６自润滑轴套。

１　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 ２００９ 年开始，柳树坪电站机组逐渐暴露出剪断

销频繁被剪断，表 １ 为统计的 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５ 年柳树

坪电站剪断销剪断数据。

柳树坪电站机组在多次检修中检查发现活动导叶

与顶盖摩擦，检修中打磨抛光恢复了顶盖抗磨面，下一

次检修检查发现又会出现活动导叶与顶盖摩擦的情

况。 活动导叶与顶盖摩擦情况如图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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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柳树坪电站剪断销剪断数据统计表

年份 １ －６月剪断数 ７ －１２ 月剪断数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儋０ d
２０１０ 年 ４ 侣５ d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儋０ d
２０１３ 年 ５ 侣２ d
２０１４ 年 ２ 侣３ d
２０１５ 年 ６ 侣０ d
２０１６ 年 ２ 侣２ d

图 1　活动导叶与顶盖摩擦情况

２　原因分析
柳树坪电厂导叶的端面、立面密封均为刚性密封，

且端面设计总间隙为 ０．１０ ～０．２０ ｍｍ，实际间隙为
０．３０ ｍｍ。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６ 年的检修和专项检查处理，
从接力器和控制环的水平，接力器的动作行程，导水机
构的端面间隙调整固定方式和止推装置以及剪断销剪

切力矩试验等方面进行检查处理，导致剪断销频繁剪
断的主要原因是因机组多年运行底环导叶下轴端密封

老化、磨损等原因失效使得活动导叶受到了上浮力，导
叶止推装置不能有效阻止活动导叶上浮，活动导叶有
微量上窜与顶盖剐蹭。 活动导叶与顶盖剐蹭会增大活
动导叶动作的阻力，当阻力增大到临界值后，剪断销就
会被剪断。 因仅更换剪断销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剪断销出现频繁被剪断。
柳树坪电站为中高水头（额定水头 １７０ ｍ），导叶

自重轻（５７ ｋｇ），如果在导叶下轴颈密封失效，导叶下
轴端受到的作用力 F ＝PS ＝１．７ ×１０６ ×３．１４ ×（９ ×
１０２）２ ＝４３ ２３７．８ Ｎ，而导叶重力为 G１ ＝mg ＝５７ ×１０
＝５７０ Ｎ，（其中 P为额定水头压力，S为导叶下轴端面
面积），拐臂重力为 G２ ＝mg ＝１７ ×１０ ＝１７０ Ｎ，F远远
大于导叶和拐臂自重。 如果止推间隙过大，水压力必
然克服导叶和拐臂以及其他附件自动而上浮至导叶上

端面与顶盖抗磨板，在活动导叶动作时发生剐蹭。

３　改进处理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６ 年在柳树坪电站机组检修中已经

对导叶顶丝和导叶止推装置等进行优化改进，剪断销
被剪断和导叶与顶盖摩擦的情况得到一定程度的改

善。 但是根本原因和防范措施仍不到位，剪断销被剪
断和导叶与顶盖摩擦的情况还会发生。

２０１５ 年柳树坪电站机组检修中对导叶端面间隙
调整结构设计进行改进处理。 此次改进处理内容为：
取消原来的导叶顶丝结构，采用在拐臂端盖和导叶轴
间添加铜垫片调整导叶端面间隙并保证导叶与拐臂之

间无相对运动。 图 ２为导水机构装配图。

图 2　导水机构装配图
２０１６ 年柳树坪电站机组检修中对导叶止推装置

进行改进处理。 此次改进处理内容为：增大导叶止推
压板与拐臂止推槽的接触面积，导叶止推压板紧固螺
栓由 Ｍ１２ 增大至 Ｍ１６。 此次优化改进处理后，导叶止
推装置限制活动导叶上窜效果得到提升，延长了活动
导叶从调整好端面至活动导叶上窜与顶盖摩擦的时

间。 如图 ３为改进处理后的导叶止推装置，图 ４ 为止
推装置图纸。

图 3　改进处理后的导叶止推装置

４　扩修检查和处理方案
１）方案一：检查底环的导叶轴孔内泄压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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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改进处理后的导叶止推装置图纸
根据柳树坪电站机组设计图纸显示，底环的导叶轴孔
内各有一个直径 １０ ｍｍ 的泄压孔。 底环导叶轴内的
泄压孔通畅可减轻活动导叶上浮，但据目前的运行状
态此泄压孔工作是不正常的。 由于不能确定设计图纸
中的底环泄压孔是否存在，所以需在机组 Ａ 修时现场
检查确认。 若机组已有底环泄压孔，则作为检修项目
疏通即可。 若机组没有底环泄压孔，依据图纸钻孔，同
时开通泄压槽。 图纸显示座环有开两根Φ２０ 的导叶
轴径排水管，但是否存在也需要现场确认。 如果没有
建议根据机组实际情况开设泄压槽孔。 如图 ５为底环
导叶轴孔内泄压孔。

图 5　底环导叶轴孔内泄压孔
２）方案二：增大活动导叶端面总间隙至 ０．４５ ｍｍ。

根据检修实测机组现端面总间隙为 ０．３０ ｍｍ，计划增
大活动导叶端面总间隙至 ０．４５ ｍｍ。 即将底环抗磨工
作面车去 ０．１５ ｍｍ。
根据哈尔滨电机厂提供枟柳树坪电站水轮机结构

与运行维护说明书枠中对导叶漏水量的要求为：新投
入时不超过 ０．０４ ｍ３ ／ｓ，运行 ８ ０００ ｈ 后不超过
０．０５ ｍ３ ／ｓ。 因为导叶端面密封为刚性密封，所以增大
导叶端面间隙有必要计算导叶漏水量。
导叶漏水量近似计算公式

Q ＝μA（２ρg（P１ －P２ ）／ρ）
１／２ ＝μA（２g（H１ －H２ ））

１／２

式中：μ为管道流量系数，因仅过导叶端面，沿程损失
和摩擦损失可以忽略不计，近似取值为 １；A为过水面
积，计算为 １．３１１ ×１０ －３ ｍ２ 其中端面总间隙计算值为

０．４５ ｍｍ；g 为重力加速度；P１ 为导叶靠蜗壳侧压力；
P２ 为导叶靠转轮侧压力，取 ０．１ ＭＰａ；H１ 为工作水头；
H２ 为转轮侧水头。
经计算当 H取最小工作水头，即 H ＝１４７ ｍ时，Q

＝０．０６７ ９ ｍ３ ／ｓ＞０．０５ ｍ３ ／ｓ。
经计算当 H取设计工作水头，即 H ＝１７０ ｍ时，Q

＝０．０７３ ４ ｍ３ ／ｓ＞０．０５ ｍ３ ／ｓ。
经计算当 H取最大工作水头，即 H ＝２０３ ｍ时，Q

＝０．０８０ ６ ｍ３ ／ｓ＞０．０５ ｍ３ ／ｓ。
同理当漏水量取最大值 ０．０５ ｍ／ｓ 计算最小水头

１４７ ｍ允许最大总间隙值为 ０．３３ ｍｍ；额定水头 １７０ ｍ
下允许最大总间隙值为 ０．３０ ｍｍ；最小水头 ２０３ ｍ允
许最大总间隙值为 ０．２７９ ｍｍ。
由以上导叶漏水量计算可知，当导叶端面间隙增

大至 ０．４５ ｍｍ时，导叶漏水量超过了枟柳树坪电站水
轮机结构与运行维护说明书枠中对导叶漏水量的
要求。

３）方案三：增大活动导叶端面刚性总间隙至 ０．６０
ｍｍ，并增加导叶上端面密封结构设计。 本方案计划增
大活动导叶端面刚性总间隙至 ０．６０ ｍｍ，在顶盖与活
动导叶上端面间增加端面密封结构，活动导叶上、下端
面间隙均分，并把活动导叶上、下端面边沿导圆角。 端
面密封槽深 １５ ｍｍ，槽宽 ６５ ｍｍ。 端面密封条厚 １５．６
ｍｍ，端面密封条上端宽 ２５ ｍｍ，下端宽 ３５ ｍｍ，并且上
端边沿导斜角。 端面密封条压板上端宽 ３０ ｍｍ，厚 ７
ｍｍ。 端面密封条压板下端宽 ２５ ｍｍ。 如图 ６ 为端面
密封设计示意图。

图 6　端面密封设计示意图
本方案增大了导叶端面刚性总间隙，但是导叶全

关时上端面无间隙，下端面间隙与方案实施前的端面
总间隙一致，所以本方案实施后导叶漏水量不会增大。
本方案增加了端面密封结构后，会增大导叶动作

阻力，有导致剪断销被剪断的可能性。 并且由于要增
加端面密封结构，需要破坏一层导叶中轴颈密封圈，可
能导致导叶套筒漏水量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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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现场处理
２０１７ 年柳树坪电站机组 Ａ修中因底环无法拆卸，

通过打压灌水试验确认底环有导叶轴孔泄压孔并且底

环有环形排水槽联通各导叶下轴孔，座环没有开两根
Φ２０的导叶轴径排水管。 为从根本上防止导叶下轴
颈密封失效而产生上浮，根据检查机组底环实际情况，
觉得在底环内侧水平钻Φ８ 泄压孔，位置如图 ７ 标注
所示。

图 7　底环导叶轴孔内泄压孔

６　改进效果
柳树坪水电站导水机构结构和功能改进处理完成

后至今，导水机构工作正常且再无剪断销剪断现象，底
盖和底环无剐蹭现象。 至此根本性地解决了困扰柳树
坪水电站多年的活动导叶剪断销频繁剪断的顽疾。

７　结　语

针对柳树坪水电站活动导叶剪断销频繁剪断的问

题，通过深入分析确认了造成问题的根本原因，并有针
对性地制定了改进措施，解决了柳树坪水电站剪断销
频繁剪断的问题。 柳树坪水电站导水机构结构和功能
的改进处理消除了机组运行过程中存在的缺陷，节约
了成本，保证了机组的年利用小时数，提高了机组安全
运行的可靠性。
参考文献：
［１］杨波．大朝山水电站一号机组活动导叶上浮的处理［ Ｊ］．
云南水力发电， ２０１０， ２６（４）： ８２ －８５

［２］刘华清．昆明柴石滩水库电站导叶止浮措施的改进［ Ｊ］．
云南水力发电， ２００４， ２０（４）： ８５ －８６

［３］薛捍权， 高忠继．混流式水轮机导水叶操作系统的改造与

漏水治理［Ｊ］．东北电力技术， ２０１２， ３３（６）： ４５ －４９

（上接第 ２５ 页）
完好的均压环大，过大的螺栓孔会造成支撑筋实际受
力面积大大减小，进而造成支撑筋与螺栓连接部位所
承受的压力变大，造成支撑筋断裂。 在安装工艺方面，
均压环安装过程中，如均压环发生碰撞、被踩踏等事
件，会对均压环的安全稳定运行造成隐患。

图 6　均压环筋条螺栓孔

３　处理方法

鉴于均压环在高压线路中的重要性，以及出现裂
纹的危害性，在运行维护时，要加强定期对出线设备均

压环的巡回检查，特别是运行工况恶劣的变电站，更要
加强对运行年限长的均压环进行跟踪巡查，做到及早
发现、及时处理。
鉴于对均压环裂纹原因的分析，可以从制造工艺、

使用材料、结构、安装方法等方面对均压环进行改进，
如增加均压环管壁厚度、支撑筋厚度，缩小支撑筋螺栓
孔径，加大支撑筋固定桩面积，严格焊接工艺及安装方
法，确保均压环良好的运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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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发电机动力柜是水电厂重要的动力电源供应设备，其有条不紊的运行是机组正常启停的关键。 通过对某水电厂
发生的机组停机投电制动时发电机动力柜断路器动作现象进行模拟试验，分析导致发电机动力柜母线电压下降和断路
器脱扣的原因，并据此提出相关建议和措施，以保证发电机启停过程中发电机动力柜供电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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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水电站重要的电气设备之一，发电机动力柜
的作用不仅能够为用电设备提供动力电源，还能够启
停操作用电设备，控制着高压油顶起油泵、加热器、制
动器吸尘装置、碳粉吸收装置和下导油雾吸收装置等
机组重要辅助设备［１ －２］ 。 其中，高压油泵是启停发电
机所需重要设备，可见发电机动力柜在机组启停过程
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有条不紊的运行是机组正常启
停的关键。
本文针对某实际水电厂发生的一起停机投电制动

时发电机动力柜断路器动作事件进行分析，探究断路
器动作的原因，并据此提出了相关的建议和措施，保证
发电机动力柜的正常运行。

１　事件经过描述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８ 日 １６ 时 ２０ 分，某水力发电厂在做

３１Ｆ发电机停机试验投入电制动时，引起了该发电机
机端母线 ３１Ｐ ４００ Ｖ Ｉ 段的电压下降至 ３６３ Ｖ，并持续
了大约为 ３ ｍｉｎ左右的时间，此后，母线电压才恢复至
正常电压 ３８２ Ｖ 左右。 与此同时，系统监控到其他相
关故障，如表 １所示。
如表 １所示，由于 ３１Ｆ 发电机动力柜 １ 号电源取

自 ３１Ｐ机组自用电 ４００ Ｖ Ｉ 段母线。 当投入电制动电
压降低到３６３ Ｖ后，Ｉ段进线的电压监控继电器检测到
其电压降低到欠压保护动作值（相电压设定为 ２１０ Ｖ，
线电压约为 ３６３．７），ＰＬＣ 动作，Ｉ 段进线断路器分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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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同时分段断路器没有正常合闸而是脱扣，２００ ｍｓ 后
ＩＩ段进线断路器也脱扣，最终导致两端母线都失电。

表 1　停机投电制动时故障描述

故障时间 事件描述 状态

１６：２０：５７：９５２  ３１Ｆ：电制动方式

１６：２１：０９：６２３  ３１Ｆ：发电机动力柜 ３８０ＶＡＣ分段
断路器断路器脱扣

１６：２１：０９：６２３  ３１Ｆ：发电机动力柜 ３８０ＶＡＣ
１号进线断路器合闸

复归

１６：２１：０９：８６３  ３１Ｆ：发电机动力柜 ３８０ＶＡＣ
２号进线断路器脱扣

１６：２１：０９：８６３  ３１Ｆ：发电机动力柜 ３８０ＶＡＣ
２号进线断路器合闸

复归

２　原因分析

2．1　母线电压下降分析
图 １给出了本次断路器动作事件中，停机电制动

投入后 ３１号机组自用电 Ｉ 段母线电压和电流的变化
情况。

图 1　31F机组自用电 I段母线电压和电流的变化情况
分析图 １可知，在电制动投入后，３１Ｆ机组自用电

Ｉ段母线急剧下降，而进线电流出现励磁涌流。 在

１６：２２左右，进线电流增加了约 １ ０００ Ａ 左右，而 Ｉ 段
母线电压下降至 ３６９．４ Ｖ，下降幅度达 ３１ Ｖ左右。 此
外，１０ ｋＶ母线电压偏低（９．５ ｋＶ），从而导致恢复正常
后 ４００ Ｖ母线电压也偏低（３８２ Ｖ左右），这也是出现
发电机动力柜进线断路器欠压动作的一个很重要的

因素。
图 ２给出了 ２５Ｆ、２８Ｆ 停机过程中投入电制动时，

两机组对应 ４００ Ｖ自用电母线电压和电流的变化。 此
外，在该试验过程中，两机组动力柜均未发生断路器动
作事件。

图 2　25F、28F机组对应自用电母线电压和电流的变化情况
从图 ２中可明显看出，两台机组停机时投入电制

动时，进线处电流均会出现较大的涌流分量，进而导致

母线电压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 其中，与 ３１Ｆ 停机
投电制动情况类似，２５Ｆ在停机投电制动后，产生了大
小约为 １ ０００ Ａ左右的涌流，并引起 ２５Ｆ 自用电 ２ 号
母线电压下降至 ３６３ Ｖ左右，持续时间约为 ３ ｍｉｎ。
上述分析表明，机组停机时投电制动时都会出现

不同程度的电压下降。 经过分析，可知其电压下降的
原因在于停机试验时投入的电制动增大了系统中的负

荷，而系统中滞后的无功功率会引起系统的电压损失，
从而造成母线电压的下降。 通过上述测试可知，在停
机过程中电制动投入时，系统会产生一个 １ ０００ Ａ 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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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的励磁电流。 此外，一些文献资料表明，在该大小的
电流下能够引起 ２０ Ｖ左右的电压降，但单纯的电压下
降不会导致断路器动作［３ －４］ 。

2．2　断路器脱扣现象原因分析
由表 １可知，该停机投电制动发电机断路器动作

事件中，分段断路器和 ＩＩ段进线断路器均发生脱扣现
象，使得动力柜不能为发电机正常启停提供可靠电源，
因此，值得深入探究该现象发生原因。
图 ３给出了该发电机动力柜接线情况。
该 ３１Ｆ机组动力柜 Ｉ段和 ＩＩ段母线所带负荷主要

为 ４５ ｋＷ的油泵和 １０ 个 ４ ｋＷ 的加热器，ＱＦ１、ＱＦ２、
ＱＦ３分别为进线 Ｉ、进线 ＩＩ断路器和分段断路器，均为
西门子 ３ＶＬ系列，其额定电流 Ｉｎ 分别为 ２５０ Ａ、２５０ Ａ
和 １６０ Ａ。 脱扣器类型为热磁式，配有瞬时保护和过
载保护。 其中，高压油泵在机组转速＜９０％时启动，开
停机过程中的作用是在镜板和推力瓦之间建起油膜，
以防止机组启停过程中慢速旋转使推力瓦承重过大造

成瓦面或镜面磨损，是发电机启停过程必带的重要
负荷。

图 3　发电机动力柜接线图
　　为了探究断路器脱扣原因，本文通过加减动力柜
所带油泵和不断修改断路器的保护定值的电源切换试

验，调节 ＫＶ０１ 失压以模拟 ３１Ｆ 停机投电制动过程。
所得不同情况下的试验结果，如表 ２ ～表 ６ 所示。 其
中，Ｉｉ和 Ｉｒ分别表示瞬动保护电流整定值和过载保护
电流整定值。

表 2　动力柜负荷不带油泵

断路器 ＱＦ１ 档ＱＦ２  ＱＦ３ m状态

脱扣器定值 Ｉｉ＝６Ｉｎ，Ｉｒ＝２５０ Ａ Ｉｉ＝６Ｉｎ，Ｉｒ＝２５０ Ａ Ｉｉ＝６Ｉｎ，Ｉｒ＝１６０ Ａ －

断路器初始状态 合闸 合闸 分闸 －

下端带负荷情况 加热器 加热器 － －

调节电压监控继电器 调节 ＫＶ０１模拟失压 － － －

断路器动作后状态 分闸 合闸 合闸 动作正确

调节电压监控继电器 调节 ＫＶ０１ 至正常 － － －

断路器动作后状态 合闸 合闸 分闸 动作正确

表 3　动力柜负荷带单台油泵

断路器 ＱＦ１ 档ＱＦ２  ＱＦ３ m状态

脱扣器定值 Ｉｉ＝６Ｉｎ，Ｉｒ＝２５０ Ａ Ｉｉ＝６Ｉｎ，Ｉｒ＝２５０ Ａ Ｉｉ＝６Ｉｎ，Ｉｒ＝１６０ Ａ －

断路器初始状态 合闸 合闸 分闸 －

下端带负荷情况 加热器＋油泵 加热器 － －

调节电压监控继电器 调节 ＫＶ０１模拟失压 － － －

断路器动作后状态 分闸 脱扣 脱扣 动作错误

　　针对三台断路器脱扣 Ｉｉ ＝６Ｉｎ，Ｉｒ ＝Ｉｎ 的定值情况
时，分析表 ２ ～表 ３ 可知，当两母线只带加热器，母线 Ｉ
失压后进行电源切换时，断路器均能正确动作，该现象
表明单纯的母线失压进行电源切换不会引起断路器异

常动作。 而当母线 Ｉ 加带单台油泵时，调节 ＫＶ０１ 模
拟母线 Ｉ失压后，在切换到另一条母线供电的过程中，

分段断路器和母线 ＩＩ进线断路器均出现了脱扣现象，
导致两段母线同时失电。 此外，由于所选断路器容量
足够，可排除过载跳闸的影响。 经推断分析，该现象发
生的原因在于油泵停止又立即启动过程中产生了很大

的启动电流，且其值大于两断路器最大瞬动设置值
１ ５００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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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动力柜带单台油泵，断路器瞬时保护定值 Ii均调至 8In

断路器 ＱＦ１ 档ＱＦ２  ＱＦ３ m状态

脱扣器定值 Ｉｉ＝８Ｉｎ，Ｉｒ＝２５０ Ａ Ｉｉ＝８Ｉｎ，Ｉｒ＝２５０ Ａ Ｉｉ＝８Ｉｎ，Ｉｒ＝１６０ Ａ －

断路器初始状态 合闸 合闸 分闸 －

下端带负荷情况 加热器＋油泵 加热器 － －

调节电压监控继电器 调节 ＫＶ０１模拟失压 － － －

断路器动作后状态 分闸 合闸 合闸 动作正确

调节电压监控继电器 调节 ＫＶ０１ 至正常 － － －

断路器动作后状态 合闸 合闸 分闸 动作正确

表 5　动力柜负荷带两台油泵，三台断路器瞬时保护定值 Ii调至 8In

断路器 ＱＦ１ 档ＱＦ２  ＱＦ３ m状态

脱扣器定值 Ｉｉ＝８Ｉｎ，Ｉｒ＝２５０ Ａ Ｉｉ＝８Ｉｎ，Ｉｒ＝２５０ Ａ Ｉｉ＝８Ｉｎ，Ｉｒ＝１６０ Ａ －

断路器初始状态 合闸 合闸 分闸 －

下端带负荷情况 加热器＋油泵 加热器＋油泵 － －

调节电压监控继电器 调节 ＫＶ０１模拟失压 － － －

断路器动作后状态 分闸 合闸 脱扣 动作错误

调节电压监控继电器 调节 ＫＶ０１ 至正常 － － －

断路器动作后状态 合闸 合闸 分闸 动作正确

表 6　动力柜带两台油泵，分段断路器瞬时保护定值 Ii调至 10In

断路器 ＱＦ１ 档ＱＦ２  ＱＦ３ m状态

脱扣器定值 Ｉｉ＝８Ｉｎ，Ｉｒ＝２５０ Ａ Ｉｉ＝８Ｉｎ，Ｉｒ＝２５０ Ａ Ｉｉ＝１０Ｉｎ，Ｉｒ＝１６０ Ａ －

断路器初始状态 合闸 合闸 分闸 －

下端带负荷情况 加热器＋油泵 加热器＋油泵 － －

调节电压监控继电器 调节 ＫＶ０１模拟失压 － － －

断路器动作后状态 分闸 合闸 合闸 动作正确

调节电压监控继电器 调节 ＫＶ０１ 至正常 － － －

断路器动作后状态 合闸 合闸 分闸 动作正确

　　增大断路器瞬动保护整定值，针对三台断路器脱
扣整定值为 Ｉｉ ＝８Ｉｎ，Ｉｒ ＝Ｉｎ 时，分析表 ４ ～表 ５ 可知，
在仅母线 Ｉ 段加带一台油泵情况下，调节 ＫＶ０１ 模拟
母线 Ｉ失压后，在进行电源切换过程中，分段断路器和
母线 ＩＩ正常合闸均能正常合闸，由于此时流经两断路
器的电流值大小相等，说明在油泵停止又立即启动过
程中产生的启动电流小于两断路器所设定瞬动电流值

的最小值，即 １ ２８０ Ａ；在每段母线都带一台油泵情况
下，分段断路器脱扣，而母线 ＩＩ正常合闸，发生该现象
的原因在于电源切换过程中，启动电流值 １ ２８０ ～

２ ０００ Ａ之间，进而仅导致分段断路器脱扣。 如表６所
示，若将分段断路器的瞬时保护定值提高到 １０ 倍额定
电流值，两断路器均能正确工作，表明两段母线分别加
带一台油泵情况下，在电源切换过程中，油泵停止又立
即启动过程中产生的启动电流小于 １ ６００ Ａ，不会导致
ＱＦ２和 ＱＦ３脱扣。
综合上述分析可知，４月 ８ 日 １６：２０ 监控报“发电

机动力柜分段和 ＩＩ段进线断路器脱扣”都是正常的保
护动作，其原因是动力柜所带负荷油泵在停止又瞬间

（下转第 ７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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枕头坝一级水电站调速器压油装置压力油罐
进油管路振动较大问题分析及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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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枕头坝一级水电站水轮机调速器压油装置压油泵在停泵过程中，存在压力油罐进油管路振动较大的问题，对其原

因进行了深入分析研判，经对压油装置控制逻辑程序修改，压油泵启停试验中压力油罐进油管路剧烈振动情况消失，彻

底根除了设备运行过程中的隐患，保障了设备安全稳定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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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and Treatment of Excessive Vibration of the Pressure Tank Inflow Pipeline
in the Oil Pressure Device in Zhentouba I Hydropower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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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枕头坝一级水电站水轮机调速器系统压油装置由
长江三峡能事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供货，压油装置型
号为 ＹＺＬ２６，压油装置主要由压油泵、过滤器、组合阀、
油罐、电液隔离阀等组成［１］ 。
调速器回油箱透平油经压油泵→过滤器→组合阀

→电液隔离阀，注入工作油罐（事故油罐）。 其中电液
隔离阀开关受逻辑程序控制，电液隔离阀的作用是在
停机或油位过低时用来隔离压力油罐与控制油，防止
空气进入管道，以及在检修时代替手动截止阀切断油
路［２］ 。
电液隔离阀由隔离阀、先导电磁阀组成，其控制油

源来自压力油罐，主要靠先导电磁阀切换油路来控制

主阀的阀芯开关［３］ 。
隔离阀与先导电磁阀之间油源管路采用不锈钢无

缝钢管连接。

１　故障现象
２０１６ 年度检修期间，枕头坝一级水电站 ４Ｆ 机组

水轮机调速器系统进行修后试验时，发现工作油罐进

口管路电液隔离阀先导电磁阀控制油源管路活接头渗

漏问题处理后，再次出现活接头渗漏并有松动现象。

经作业人员进一步排查发现，调速器压油装置油

泵在停泵时，工作油罐、事故油罐进油管路伴随着剧烈

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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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防止管路活接头再次松动出现渗漏现象，检修

技术人员初步拟定方案将不锈钢无缝管更换为压力等

级为１０．０ ＭＰａ的金属软管，暂时解决因管路振动造成
的管路活接头松动渗油现象。

２　原因分析
检修技术人员经初步判断分析，在停泵过程出现

管路振动较大的原因是形成了“水锤” ［４］现象，对油管

路造成剧烈冲击、振荡。 管路振动将是设备运行存在

严重的安全隐患。 为找出确切原因及将隐患彻底消

除，技术人员细致研究探讨调速器压力油罐补油原理。

调速器压力油罐补油过程中，压油泵、组合阀、电

液隔离阀参与压油装置逻辑控制程序，在原有控制逻

辑中，在压油泵启停泵时，电液隔离阀、组合阀与油泵

同时开关。 在油泵向油罐泵油过程中，油罐压力达到
额定后，电液隔离阀、组合阀立即同时关闭，由于压力

油流的惯性作用，产生油流冲击波，形成“水锤”现象。

组合阀与电液隔离阀之间管路距离较长（约 ８ ｍ），油
流冲击波在管路内来回产生的力，导致了油管路的剧

烈振动［５］ 。

３　解决方案

针对因压油装置逻辑控制导致的管路振动，技术
人员提出了以下解决方案（以下方案均以主用电液隔
离阀为例）：

１）将开电液隔离阀控制程序开出脉冲时间修改
为 ２ ｓ，控制方式增加阀开启位置复归开阀脉冲，关阀

命令闭锁开阀命令。 关电液隔离阀命令增加关闭位置

复归关阀脉冲（见图 １）。

２）关闭电液隔离阀控制方式修改为：油罐启动压
油泵命令消失 ＆三台泵均不在运行（见图 ２）。

３）启泵控制逻辑程序修改为：油罐压力达到启泵
油压→开启电液隔离阀→ＰＬＣ收到电液隔离阀反馈信
号，启动油泵→启动油泵命令延时 ６ ｓ，电机达到额定
转速→组合阀加载建压（见图 ３）。

停泵控制逻辑程序修改为：油罐压力达到停泵油

压→组合阀卸载 ２ ｓ→油泵停止运行→ＰＬＣ 收到油泵
停止信号，关闭电液隔离阀。

图 1　修改后程序段

图 2　修改后程序段

图 3　电液隔离阀控制

４　结　语

压油装置控制逻辑程序修改后，经压油泵启停试

验，压力油罐进油管路剧烈振动情况消除，彻底根除了

设备运行过程中存在的安全隐患，有力保障了设备安

全稳定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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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天生桥一级水电站 ３号机组在停机过程中技术供水三个阀门异常动作的事件，对故障原因分析表明，是停机
过程中未能及时切换备用水源供水所至。 针对此现象，检修人员在系统收到停技术供水令后加一个中间变量 Ｔ－ＬＣＵ，
２ ｍｉｎ延时后开出停冷却水令 ＺＪＢＬ１［１１］关闭相应阀门，延时 ２ ｍｉｎ可以保证阀门动作到位，能及时切换备用水源供水，
保证了机组技术供水系统的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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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ｏｇｉｃ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Ｔ-ＬＣＵ ｉｓ ａｄｄｅｄ．Ｔｈｅ ＺＪＢＬ１［１１］ ｓｔｏｐ ｏｒｄ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ｏｌ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ｓｕｐｐｌｙ ｉｓ ｓｅｎｔ
ａｆｔｅｒ ａ ｔｗｏ-ｍｉｎｕｔｅ ｄｅｌａｙ ｔｏ ｃｌｏｓｅ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ｖａｌｖ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ｅｎｓｕｒｅ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ｅｒ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ｖａｌｖ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ｌｙ ｓｗｉｔｃ-
ｈ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ｕｐ ｗａｔｅｒ ｓｕｐｐｌｙ．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ｌ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ｓｕｐｐｌ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ｓ ｅｎ-
ｓｕｒｅｄ．
Key words：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ｓｕｐｐｌｙ；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 ｖａｌ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３０ 日，天生桥一级水电站运行人员
反映 ３ 号机在停机过程中未收到 ＳＤ３２５、 ＳＤ３２６、
ＳＤ３２７ 三个阀门的状态返回信号（阀门在全开或全开
位置均会上送信号至监控），现地检查，控制柜面板三
个阀门信号灯为灰色，阀门停在中间位置。 事后检修
部电气二次班相关工作人员对信号回路，技术供水程
序做了详细梳理和分析，最终找到了问题原因，并成功
处理了设备异常缺陷，现将分析报告，处理措施及经验
总结做一下简要说明，供大家参考。

１　该水电站供水方式简介
１）供水水源。 机组冷却水供水系统有三个水源：

顶盖取水、减压供水和射流泵供水。 当顶盖取水作为

主水源时，射流泵供水作为备用水源；当减压供水作为
主水源时，射流泵供水作为备用水源；当射流泵供水作
为主水源时，减压供水作为备用水源。 选用何种供水
方式由开机前安装在技术供水控制柜上的方式选择开

关预先确定，开机时由机组顺控流程联动开启主水源，
正常关机后关闭当前运行的供水水源。 各冷却器排水
管上装有示流计，当几个示流计同时发出冷却水流量
小信号时，备用水源自动投入并切断原水源。 技术供
水简图如图 １。
　　２）各供水方式下阀门的关闭状态。 正常情况下
机组技术供水为顶盖供水、射流供水、减压供水三种方
式的任一种加正向供水或者反向供水，正向供水或反
向供水阀门状态不会随机组开停机变化；为防止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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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技术供水图简图

供水长时间单方向运行，引起堵塞，正反向供水定期手
动切换。
正向供水： ＳＤ３３０、 ＳＤ３２９ 常开， ＳＤ３２８、 ＳＤ３３１

常闭；
反向供水： ＳＤ３２８、 ＳＤ３３１ 常开， ＳＤ３３０、 ＳＤ３２９

常闭；
顶盖供水：ＳＤ３２５、 ＳＤ３２９ 常开， ＳＤ３０４、、 ＳＤ３０８、

ＳＤ３０９、ＳＤ３１０、ＳＤ３２６、ＳＤ３２７ 常闭；
射流供水：ＳＤ３０４、ＳＤ３０８、ＳＤ３０９、ＳＤ３２６、ＳＤ３２７ 常

开，ＳＤ３０５、ＳＤ３１０、ＳＤ３２５常闭；
减压供水： ＳＤ３０５、 ＳＤ３１０、 ＳＤ３２６、 ＳＤ３２７ 常开，

ＳＤ３０４、ＳＤ３０８、ＳＤ３０９、ＳＤ３２５ 常闭。

２　事件原因分析
电气二次班技术人员检查监控系统历史记录和技

术供水 ＰＬＣ程序，确认此现象应为停机过程中阀门进
行切换导致的，详细说明如下：
查询监控事件一览表，３ 号机停机过程关于技术

供水系统的简要记录如下：
２０１７ －０９ －３０ ２０：０１：４９．５３０，３号机导叶全关
２０１７ －０９ －３０ ２０：０２：２５．１６３，３ 号机下导冷却水

中断

２０１７ －０９ －３０ ２０：０２：４４．６２１，３号机转速＜６０％
２０１７ －０９ －３０ ２０：０３：０１．１４５，３ 号机上导冷却水

中断

２０１７ －０９ －３０ ２０：０３：５９．６６６，３ 号机水导冷却水

中断

２０１７ －０９ －３０ ２０：０４：２１．０１７，３ 号机推力冷却水
中断 ２０１７ －０９ －３０ ２０：０４：５７．５６０，３ 号机空冷冷却水
中断

２０１７ －０９ －３０ ２０：０６：００．７５２，３号机转速＜１５％
２０１７ －０９ －３０ ２０：０６：２５．４６４，３号机转速＜１０％
２０１７ －０９ －３０ ２０：０６：２６．９３３，３ 号机冷却水备用

水源投入

２０１７ －０９ －３０ ２０：０６：２８．１９２，３ 号机冷却水顶盖
取水电动阀 ＳＤ３２５ 开信号复归

２０１７ －０９ －３０ ２０：０６：２８．４７９，３ 号机冷却水顶盖
排水电动阀 ＳＤ３２７ 关信号复归

２０１７ －０９ －３０ ２０：０６：２８．６８５，３ 号机射流供水出
口电动阀 ＳＤ３０９ 关信号复归

２０１７ －０９ －３０ ２０：０６：２８．８９３，３ 号机冷却水顶盖
排水总阀 ＳＤ３２６ 关信号复归

２０１７ －０９ －３０ ２０：０６：２９．７３４，３ 号机射流供水出
口电动阀 ＳＤ３０８ 关信号复归

２０１７ －０９ －３０ ２０：０６：４０．５１３，３ 号机射流供水取
水电动阀 ＳＤ３０４ 关信号复归

２０１７ －０９ －３０ ２０：０６：４５．９７２，３号机转速＜０．５％
２０１７ －０９ －３０ ２０：０６：５０．７３２，３ 号机空冷冷却水

中断信号复归

２０１７ －０９ －３０ ２０：０６：５０．９４１，３ 号机水导冷却水
中断信号复归

２０１７ －０９ －３０ ２０：０６：５１．７８２，３ 号机推力冷却水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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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断信号复归

２０１７ －０９ －３０ ２０：０６：５２．４１４，３ 号机接力器锁定
投入

２０１７ －０９ －３０ ２０：０６：５２．８３２，３ 号机上导冷却水
中断信号复归

２０１７ －０９ －３０ ２０：０６：５２．８３２，３ 号机下导冷却水
中断信号复归

２０１７ －０９ －３０ ２０：０６：５３．０００，３ 号机组开出第 ５０
点动作（３号机停机组冷却水及主轴密封水）

２０１７ －０９ －３０ ２０：０７：０９．３５４，３ 号机射流供水取
水电动阀 ＳＤ３０４ 关

２０１７ －０９ －３０ ２０：０７：１２．７１４，３ 号机下导冷却水
中断

２０１７ －０９ －３０ ２０：０７：１３．５５６，３ 号机上导冷却水
中断

２０１７ －０９ －３０ ２０：０７：１５．６５４，３ 号机水导冷却水
中断

２０１７ －０９ －３０ ２０：０７：１６．７０６，３ 号机推力冷却水
中断

２０１７ －０９ －３０ ２０：０７：１７．５５４，３ 号机空冷冷却水
中断

２０１７ －０９ －３０ ２０：０７：１７．９６４，３ 号机射流供水出
口电动阀 ＳＤ３０８ 关

２０１７ －０９ －３０ ２０：０７：１９．５０５，３ 号机射流供水出
口电动阀 ＳＤ３０９ 关
由上述记录可以看出，由于 ３ 号机采用顶盖供水

方式，在导叶全关后，各部轴承和空冷冷却水示流计陆
续报中断信号，此后一直未复归。 根据技术供水系统
ＰＬＣ程序分析：在收到开技术供水令（由机组 ＬＣＵ 在
开机过程中开出）且未收到停技术供水令（机组停稳
即转速小于 ０．５％ｎｅ 时由 ＬＣＵ 开出）的情况下，若上
导、下导、推力、水导、空冷冷却水中断信号同时存在，
系统将判断为现供水方式不满足要求，切换至备用水
源供水。 因此，选择顶盖供水方式时，在机组停机过程
中技术供水 ＰＬＣ 会判断为“技术供水中断”而自动切
至备用水源供水的备用供水即射流供水，是自动控制
的正确结果，是正常现象。
但通过事件记录看出，收到停技术供令后 ＳＤ３０４、

ＳＤ３０８、ＳＤ３０９ 正常关闭，而 ＳＤ３２５、ＳＤ３２６、ＳＤ３２７ 三个
阀门在切换供水方式动作后直到流程结束，并未返回
动作到位信息，结合运行人员现地检查，三个阀门确实
停在中间位置。 检修人员通过进一步分析技术供水程
序，系统收到监控发出的停技术供水令即事件记录中
的“３ 号机组开出第 ５０ 点动作（３ 号机停机组冷却水

及主轴密封水）”后，关闭相应阀门，如图 ２所示。

图 2
程序中关闭的阀门不包括 ＳＤ３２５、ＳＤ３２６、ＳＤ３２７，

这是因为混流式水轮机一般在转轮上冠和顶盖之间都

必须排水，三个阀门不动作是为了保证把转轮上迷宫
漏水集中引出［１］ ，而 停技术供水令却复位了开技术供
水命令 ＺＪＢＬ１［０］，如图 ３所示。

图 3
在切换供水方式后所有阀门动作的前提是有

ＺＪＢＬ１［０］的存在，一旦此命令复位，所有阀门停止动
作，故三个阀门 ＳＤ３２５、ＳＤ３２６、ＳＤ３２７ 在动作过程中停
在了中间位置，如图 ４所示。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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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事件进一步分析讨论及防范措施
机组在顶盖供水方式下，导叶全关后，技术供水压

力和流量必然会逐渐减小至中断，通常技术供水系统
只采用流量开关的开关节点作为示流信号的判据，而
流量开关可靠性较低也会造成系统故障［２］ ，天生桥一
级水电站管道示流计采用的是德国 ＴＵＲＣＫ 公司生产
的 ＦＣＳ－Ｇ１／２Ａ４Ｐ－ＶＲＸ／２４ＶＤＣ、该型号产品曾在其
他机组做过实验，冷却水中断信号的压力值约为
０．１ ＭＰａ，能够准确可靠报出技术供水中断信号；导叶
全关后，机组转速降低。 此时需要在合适的转速区间
经电气制动或混合制动将机组快速停稳，避免低转速
下长期运行对推力瓦的磨损。 而在顶盖供水方式下，
导叶全关后，技术供水压力和流量必然会逐渐减小至
中断。 此时及时切换至备用水源供水，可以持续对各
部轴承尤其是推力轴承进行散热，也是有利的。
停机过程中切换备用水源供水是非常有必要的，

而停机过程中阀门停在中间位置则为非正常状态，针
对此现象，检修人员重新梳理程序，决定在系统收到停
技术供水令后加一个中间变量 Ｔ －ＬＣＵ，两分钟延时
后开出停冷却水令 ＺＪＢＬ１［１１］关闭相应阀门，因为阀
门动作超时时间为两分钟，延时两分钟可以保证阀门
动作到位，程序改动如图 ５。

图 5

４　结　语

我们注意到天生桥一级水电站采用了顶盖供水、
射流供水、减压供水三种相结合的方式，顶盖供水是在

顶盖以某一半径的圆周上开一定数量、大小合适的取

水孔，将转轮与顶盖之间间隙的渗漏水引致水轮机的
机墩外，仅用少量的取水管路便可将冷却水引至各用

水设备［３］ 。 查阅相关资料，顶盖供水在设计之初主要
考虑到占地面积、维护工作量等诸多因素，对比其他供

水方式，采用顶盖供水每年可减少冷却水用量约 ２ ０００

万 ｍ３ ，如果这些水用于发电，每年可获得将近 １２０ 万

的效益，但是顶盖供水不仅与水轮机水头和流量有关，

还与水轮机的结构密切相关［４］ ，某电厂曾发生过用顶

盖取水作为技术供水来调相运行时，机组推力瓦温升
高，使本来就逼近报警值的瓦温和油温更加处于风险

边缘，同时机组主轴密封水漏水量增加，３ 台顶盖排水

泵同时启动也无法控制水位的现象［５］ ，因此水电站可
采用顶盖供水用作主供水方式，其他方式相结合的方

案，这样既节约了成本，又保证了冷却水供水的可

靠性。

参考文献：
［１］武赛波．顶盖取水技术在天生桥一级电站的应用［ Ｊ］．云
南水力发电， ２００２， １８（１）： ８３ －８６

［２］苏纬强， 丁泽涛， 周佳．桐子林水电站技术供水控制系统

ＰＬＣ逻辑优化探讨与研究［ Ｊ］．数字化用户， ２０１７， ２３

（４７）： ６５ －６５， １４６

［３］刘凯， 张晓旭．水轮发电机组技术供水系统优化改造———

以漫湾水电厂为例［Ｊ］．人民长江， ２０１７， ４８（１４）： ８６ －８８

［４］张蓉生．顶盖供水水量和水压的计算［Ｊ］．水利水电技术，

１９９１（１２）： ３２ －３７

［５］张奇．顶盖取水作为机组技术供水的不适应性研究［ Ｊ］．
华电技术， ２０１５（９）： １７ －１８， ２１

　　欢　迎　投　稿　　欢　迎　订　阅　　

４６



２０１９ 年第 ２ 期
２０１９ Ｎｕｍｂｅｒ ２ 水 电 与 新 能 源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ＮＥＷ ＥＮＥＲＧＹ 第 ３３ 卷Ｖｏｌ．３３

ＤＯＩ： １０．１３６２２／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２ －１８００／ｔｖ．１６７１ －３３５４．２０１９．０２．０１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 －１１ －０２
作者简介：卢舟鑫，男，助理工程师，从事水电站自动化及调速系统控制方面的工作。

基于趋势分析的水轮机调速器电气故障分析

卢舟鑫
１，涂　勇２，常中原２，雷　龙３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向家坝电厂，四川 宜宾　６４４６１２）

摘要：某水电站 １号机组在进行调速器孤网逻辑功能动态试验过程中，当机组并网带孤网调节试验结束后，解除强制输
入 １Ｆ调速器并网信号时，调速器进入空载态后，机组导叶出现异常快速关闭，机组转速快速下降等一系列现象。 通过机
组趋势分析系统，查询调速器导叶开度、开度给定、开度计算输出、机组转速等曲线。 结合调速系统程序逻辑，经过系统
性分析，找出了故障原因，采取了有效的处理方案，使问题得以解决。

关键词：调速器；趋势分析；故障分析；导叶；机组转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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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Electrical Faults in Hydro-turbine Governor based on Trend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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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水电站水轮机为立轴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单
机容量为 ８００ ＭＷ。 该水轮发电机组调速系统控制核
心为能事达电气有限公司生产的 ＭＧＣ５０００ 系列型微
机调速器，并采用高性能双微机冗余控制，比例阀＋步
进电机双调节型调速器进行机组控制。
基于在线监测功能的软件有海泰 ＨＯＭＩＳ 机组监

测系统、ＳＭＡ２０００ 水电厂状态监测分析系统、Ｈ９０００
状态监测分析系统等［１］ 。 该水电站的机组趋势分析
系统采用北京中水科水电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

ＳＭＡ２０００ 水电厂状态监测分析系统，ＳＭＡ２０００ 系统采
用 Ｂ／Ｓ与 Ｃ／Ｓ混合结构，融合了 Ｂ／Ｓ与 Ｃ／Ｓ结构的优
点，较好地解决了单独采用 Ｂ／Ｓ或 Ｃ／Ｓ结构时的固有
缺陷［２］ 。 该系统可以完全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能够
及时发现设备可能存在的隐患，为检修决策与故障分
析提供技术依据，并对历史数据库记录的大量设备运

行状态数据进行分析和追忆，可为设备检修提供丰富
的状态信息，能够很好地满足水电站运行监视与事故
分析的实际需要。

１　故障现象
某日，某水电厂 １ 号机组正在进行调速器孤网逻

辑功能动态试验，在机组并网带孤网调节试验结束后，
解除强制输入调速器并网信号时，调速器进入空载运
行态，此时机组导叶出现异常快速关闭，机组转速快速
下降，机组励磁系统灭磁，１０ ｋＶ １ Ｍ 厂用电失压，左
岸 １０ ｋＶ １ Ｍ备自投未动作等一系列异常现象。

２　故障分析

2．1　故障过程描述
孤网调节试验前，某水电厂 １ 号机组带 ２００ Ｍ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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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负荷运行，导叶开度 y 为 ２６．６％，调速器手动投
入孤网运行模式，此时已强制输入调速器并网信号。

１）如图 １ 所示，开始进行孤网调节试验，全部断
开 ＧＩＳ串内开关，１ 号机组甩 ２００ ＭＷ负荷，只带厂用
电 １０ ｋＶ １ Ｍ运行，机组出力几乎变为 ０ ＭＷ。 由于已
强制输入 １号机组调速器并网信号，１ 号机组调速器
处于负载运行态，由图 １ 可以看到，负荷的突然减小导
致机组转速开始快速上升，转速上升最大值为１０６．８％

的额定转速，该转速导致频差值越来越大，ＰＩＤ模块输
出的导叶给定值 yＰＩＤ快速减小，导叶开度 y 随之迅速
减小，输入 ＰＩＤ模块的开度给定值 yc 保持不变，为 ２６．
４４９％。

调速器程序中，当调速器处于负载孤网模式时，输
入 ＰＩＤ模块的开度给定值大于 ＰＩＤ模块输出的导叶给
定值 ５％的开度时，输入 ＰＩＤ 模块的开度给定值会以
每秒 １％的开度衰减速度自减。

图 1　故障前各参数概览趋势图（1）
　　２）由图 ２ 可知，机组甩负荷后，机组频率和导叶
开度值逐渐恢复稳定，此时输入 ＰＩＤ 模块的开度给定

值 yc 为 ２２．６９９％，ＰＩＤ 模块输出的导叶开度给定值
yＰＩＤ保持 １０．４６９％不变。

图 2　故障前各参数概览趋势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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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调速器传递函数结构简图，如图 ３所示，稳态
时 ＰＩＤ模块此时的综合输入量为 ０，ＰＩＤ模块输出的微
分量和比例分量为 ０，从而可以计算得出 ＰＩＤ 模块输

出的积分残量为：y Ｉ ＝１０．４６９ －２２．６９９ ＝－１２．２３
３）随后，试验人员断开了调速器的强制输入并网

信号，调速器随即进入空载状态。 此时如图 ４所示。

图 3　调速器传递函数简图

图 4　故障后各参数概览趋势图
　　机组导叶开度迅速关闭，导叶开度几乎全关。

2．2　故障原因分析

调速器完成孤网动态甩负荷试验后，其 ＰＩＤ模块
输出存在积分残量值－１２．２３，当调速器进入空载状态
时，输入 ＰＩＤ的开度给定值 yc 被重新赋值为根据当前

水头查表计算得的空载开度值 １０．６７％，且保持不变。
由于 ＰＩＤ模块输出的比例、积分、微分分量不会突变，
因此进入空载状态的瞬时时刻，ＰＩＤ 模块输出的导叶
开度给定值为 yＰＩＤ ＝１０．６７ －１２．２３ ＜０，由于 yＰＩＤ值不
能小于 ０，所以 yＰＩＤ值置为 ０，并作用于液压随动系统，

导致机组导叶开度迅速关闭，导叶开度几乎全关［３ －４］ 。

３　故障处理

目前该水电站调速器进行开度模式、功率模式和
孤网模式相互切换时，以及空载态和负载态相互切换
时，ＰＩＤ模块的积分环节均未清零。 一般情况下，进行
模式切换时，ＰＩＤ模块输出的积分分量都不是很大，但
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调节目标的静差会长期存在时，
ＰＩＤ模块输出的积分分量就会很大，这个时候进行模
式切换时，ＰＩＤ模块输出的导叶开度给定值就会有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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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扰动，进而导致负荷剧烈波动。
基于上述情况，对调速器程序逻辑进行优化，即进

行模式切换时，将输入 ＰＩＤ的开度给定值赋值为当前
导叶开度值，同时清除 ＰＩＤ积分残量，减小模式切换的
扰动。

４　结　语

在上述故障分析过程中，主要用到的监测信号包
括：导叶开度值、导叶开度给定值、ＰＩＤ 模块输出导叶
开度值、机组功率等。 通过趋势分析软件，对各环节参
数值进行分析比较，对故障原因进行快速定位，并在故

障发生数天后，设备维护人员仍能够通过趋势分析系

统对历史数据库记录的大量设备运行状态进行数据分

析和追忆，确保故障处理的有效性和准确性对于水轮

发电机组的设备运行维护重要作用与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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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８页）
部起爆区域，说明起爆体位于炮孔装药段上部时，爆炸
能量更多地向底部传输，使底部岩体得到了更充分的
破碎，也即说明上调起爆雷管的位置，可调整爆炸能量
更多地向底部传输，从而更有效破碎底部岩体，以改善
爆破根底。

３　结　语

从爆炸能量分配的角度，分析了起爆位置对爆炸
能量传输的影响作用规律，并开展了不同起爆位置的
爆破对比试验研究，基于理论和试验研究，得出以下主
要结论：

１）爆破对比试验结果表明，上部起爆区域底板总
体低于底部起爆区域底板，且上部起爆区域底板平整
度更佳。

２）起爆位置对爆炸能量的分配有较大的影响，爆
炸能量偏向于爆轰波传播的正向分配，可通过调整起
爆雷管的位置调控爆炸能量传输进而控制爆破根底。

３）由于爆破试验次数有限，起爆位置调整与爆破
根底控制之间的深层关系还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对于爆破根底的控制，应根据实际工程项目的具体情
况，综合运用适当上调起爆位置、根据岩石性质选择合
理孔网参数和装药结构以及加强施工质量管理和控制

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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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地风电工程建设管理的问题分析与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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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投资方的视角，调查湖南、云南、甘肃、山西共 １２个山地风电场从项目前期到建成投产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按问
题事件发生的频率和严重程度进行定量分析，对发生频繁且对工程安全、质量、进度和造价影响较大的典型问题进行针
对性研究，提出切合实际具有可操作性的对策，为今后山地风电项目工程建设管理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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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我国风力发电装机容量达到
１７ ５９２ 万 ｋＷ，较 ２００９ 年底的 １ ７６０ 万 ｋＷ 累计翻了
１０ 倍。 风力发电装机量持续多年保持高位增长，未来
几年仍将是风力发电发展的大好时机。 风力发电装机
量在中国地区之间成不均匀分部状态，西北、东北区域
２０１７ 年底的新能源渗透率分别达到 ９３％、１００％，华
东、华中、南方地区新能源渗透率仍不足 ２０％，风力发
电装机量重点已向中东南部地区转移。 中东南部地区
以山地或丘陵为主，山地风电已成为新一轮风电发展
的重点。
山地风电项目由于占地面积大、机位分散、地形复

杂、交通不便、气候多变的特点，其本身工程施工难度
和建设风险都比较大，对工程建设管理水平要求比较
高。 近年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环保理念驱使
下的国家环保政策逐步趋严，江西丰城事故后“安全

发展、生命至上”安全理念推动下企业最严厉的安全
惩处制度逐步颁布执行，进一步提高了山地风电项目
工程建设管理要求。 然而，目前国内企业工程建设项
目管理水平普遍介于个性化管理阶段和规范化管理阶

段之间，山地风电项目工程建设管理主要还是靠经验，
很少形成标准化的管理方法和流程，这就容易导致工
程建设管理问题，而且一些突出问题在不同项目间反
复出现。 ２０１３ 年－２０１８ 年国内发生十几起风机倒塌
事故，２０１７ 年山东烟台某风电场 ８０ 台风机因影响鸟
类迁徙全部拆除，２０１７ 年云南某风电场 １４０ 台风机混
凝土基础有 １３４ 台强度不达标，２０１８ 年湖南某风电场
２台风机因航线问题进行移机，２０１８ 年国内多个省区
因环保和生态红线问题叫停多个在建风电项目。 随着
党的“十九大”后国家主要矛盾的调整，我国各行各业
的发展趋势将会由追求发展规模和发展速度转化为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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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注重发展质量与发展效益的可持续发展，山地风电
在新一轮的开发建设中必须要对之前出现的一些问题

进行系统性的研究与解决。

１　调查对象与研究方法
本文调查对象为国家电力投资集团五凌电力有限

公司近年来投资建设的 １２个风电场项目，分别是窑坡
山风电场、荆竹山风电场、大青山风电场、东岗岭风电
场、新邵龙山风电场、涟源龙山风电场、上江圩风电场、
紫云山风电场、松木塘风电场、哈科迪风电场、古浪风
电场、大舌头风电场，其中湖南 ９ 个、云南 １ 个、甘肃 １
个、山西 １个。 各风电项目基本情况见表 １。

表 1　窑坡山等 12个风电场项目基本情况表

项目名称 所在省区 装机规模／ＭＷ 建设模式 开工时间 全投时间

窑坡山风电场 湖南 ５０ d平行发包 ２０１３年 １２月 ２０１５ 年 ２月

荆竹山风电场 湖南 ５０ d平行发包 ２０１７ 年 ５月 ２０１８ 年 ６月

大青山风电场 湖南 ５０ d平行发包 ２０１５ 年 ３月 ２０１６年 １２月

东岗岭风电场 湖南 ５０ dＥＰＣ总承包 ２０１４ 年 ５月 ２０１５年 １１月

新邵龙山风电场 湖南 ５０ d平行发包 ２０１４年 １１月 ２０１７ 年 ３月

涟源龙山风电场 湖南 ５０ d平行发包 ２０１７年 １０月 ２０１８年 １０月

上江圩风电场 湖南 ７０ dＥＰＣ总承包 ２０１７ 年 ８月 未全投

紫云山风电场 湖南 ５０ d平行发包 ２０１７ 年 ８月 ２０１７年 １１月

松木塘风电场 湖南 ５０ d平行发包 ２０１７年 １１月 未投产

哈科迪风电场 云南 ５０ dＥＰＣ总承包 ２０１６ 年 ６月 ２０１７ 年 ６月

古浪风电场 甘肃 １００ {ＥＰＣ总承包 ２０１５ 年 ８月 ２０１６ 年 ９月

大蛇头风电场 山西 ５０ dＥＰＣ总承包 ２０１８ 年 ４月 未投产

　　采用德尔菲法和电话访谈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对
１２ 个项目的投资建设方项目经理进行问卷调查或电
话沟通，从工程项目管理的组织机构、前期管理、设计
管理、采购管理、安全管理、质量控制、进度控制、造价
控制、水保环保、沟通管理、信息管理、收尾与验收管理
１２ 个维度，识别各项目在工程建设管理过程中发生的
问题事件，并对其进行归纳整理。
统计问题事件在不同项目之间发生的频次并进行

赋分，在 １２个项目上均发生的问题事件赋 １２分，在其
中 １１ 个项目上发生的问题事件赋 １１ 分，以此类推，得

出问题事件发生的频率分值。 按照问题对项目安全、
质量、进度和造价等指标影响的严重程度由各项目经
理进行打分，分别是灾难的 ５ 分、危险的 ４ 分、重大的
３分、显著的 ２ 分、可忽略的 １ 分，对各项目经理的打
分进行加权平均，得出问题事件严重程度分值，问题事
件严重程度打分表见表 ２。 将问题事件发生的频率分
值乘以问题事件严重程度分值，最终得出问题等级分
值，得分 ２０分以上的问题事件予以重点研究，提出应
对策略。

表 2　问题事件严重程度打分表（满足其一）

严重程度 安全 进度 质量 造价 取值

灾难性的 造成人生伤亡事故 整体进度拖延大于 ２０％ 造成重大质量事故 影响项目造价大于 ２０％ ５  
危险性的 造成人员重轻伤事故 整体进度拖延 １０％～２０％ 造成一般质量事故 影响项目造价 １０％～２０％ ４  
重大的 造成重大安全隐患 整体进度拖运 ５％～１０％ 造成重大质量隐患 影响项目造价 ５％～１０％ ３  
显著的 造成一般安全隐患 整体进度拖延小于 ５％ 造成一般质量隐患 影响项目造价小于 ５％ ２  
可忽略的 影响不显著 不明显的进度拖延 影响不显著 影响项目造价不明显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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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山地风电工程建设管理问题分析
经调查，１２ 个项目经理均反馈了问题事件调查

表，从 １２ 个维度共反映出问题事件 ８１ 个。 问题事件
在不同项目之间发生的频次见图 １。

图 1　问题事件发生频率赋分
　　经调查，１２个项目经理均反馈了问题事件严重程
度赋分值表，通过计算得出问题事件严重程度加权平

均分值，见图 ２。

图 2　问题事件严重程度加权分
　　按照问题事件发生频率分值乘以问题事件严重程
度分值，得出的问题事件等级分值。 问题事件发生频
率－严重程度相关性见图 ３。

图 3　问题事件等级发生频率－严重程度相关图

问题事件等级分值 ２０ 分以上的问题事件 １１ 件，
占比 １４％，是研究解决的重点。 问题事件等级分值比
重见图 ４。

图 4　问题事件等级分值比重

３　主要问题及对策
本文重点对问题事件等级得分 ２０分以上的 １１ 个

问题事件予以研究，提出应对策略。 主要问题事件见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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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表 3　主要问题事件

问题事件 维度 发生频率 严重程度 问题等级 排序

项目部本土化员工队伍不稳定 组织机构 １０ 镲３  ．７５ ３７ 亮．５０ １ z
风机基础混凝土质量缺陷 质量控制 １１ 镲３  ．０８ ３３ 亮．９２ ２ z
招标选择不到优秀承包人 采购管理 １０ 镲３  ．３３ ３３ 亮．３３ ３ z

微观选址未考虑综合效益最大化 设计管理 ８ 儋４  ．００ ３２ 亮．００ ４ z
项目建设制约性因素排查不清 前期管理 ６ 儋４  ．９２ ２９ 亮．５０ ５ z
土石方挖填弃超征地边线 水保环保 ７ 儋４  ．０８ ２８ 亮．５８ ６ z
设计深度不足启动招标 采购管理 ９ 儋３  ．００ ２７ 亮．００ ７ z
阻工窝工现象频发 进度控制 ８ 儋３  ．１７ ２５ 亮．３３ ８ z
施工期水土流失严重 水保环保 ６ 儋３  ．８３ ２３ 亮．００ ９ z
项目资料管理不规范 信息管理 １１ 镲２  ．０８ ２２ 亮．９２ １０ 悙
水保环保验收推进困难 收尾与验收 ７ 儋３  ．００ ２１ 亮．００ １１ 悙

3．1　项目部本土化员工队伍不稳定

该问题事件发生频率 １０ 分，严重程度 ３．７５ 分，问
题等级 ３７．５０分，在所有问题事件中排名首位。
问题分析：项目部人员构成分为委派员工和本土

化员工，委派员工由五凌公司或常规电厂抽派，本土化
员工为直接与项目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的校园招聘新员

工或部分社招人员。 由于同岗位的委派员工与本土化
员工在身份、晋升渠道、薪酬福利、人才流动等方面存
在差异，本土化员工普遍存在工作积极性不高、易在项
目部内部形成小团体等问题，甚至稍微积累一点工作
经验后集体跳槽，造成项目部工作在一定时间段内
瘫痪。
应对策略：破除人员身份“两张皮”壁垒，推行本

土化员工整体并轨。 本土化员工纳入五凌公司集中统
一管理，执行公司统一的用工、分配及福利政策。 这样
能够充分调动本土化员工积极性，有利于提高本土化
员工对企业的认可度，增强凝聚力，留住优秀人才。 但
需注意利益再分配后非本土化员工工作积极性问题。

3．2　风机基础混凝土质量缺陷

该问题事件发生频率 １１ 分，严重程度 ３．０８ 分，问
题等级 ３３．９２分，在所有问题事件中排名第 ２位。
问题分析：风机基础混凝土浇筑方量在 ６００ ｍ３ 左

右，五凌公司要求必须在 １２ ｈ 以内一次性浇筑成型。
由于拌和站设备故障、运输与入仓设备故障、突发恶劣

天气等因素影响，造成混凝土浇筑中断时间过长，１１
个项目出现了混凝土初凝导致报废的质量事故，费用
和工期损失严重。 由于原材料、配合比、施工过程、养
护的检查、验收、监控不严，浇筑成型的风机基础存在
强度偏低、裂缝、蜂窝麻面等质量缺陷，影响混凝土使
用耐久性。
应对策略：督促参建各方特别是施工方严格执行

强制性标准条文。 严格开仓浇筑审批，不仅验收仓面
和原材料备料与抽检，更要重点检查拌和设备健康状
况、运输设备运输能力与健康状况、入仓设备健康状况
与备用情况、道路状况和气象条件，以及突发情况下应
急工作准备情况。 严格浇筑过程质量管控，重点监督
施工配合比调控和监理旁站情况，推行远程视频监控，
落实测温与养护措施。 加强混凝土检测评定，监督试
块的制作与养护，委托第三方开展试块抗压强度检测
或钻孔取芯强度检测。

3．3　招标选择不到优秀承包企业

该问题事件发生频率 １０ 分，严重程度 ３．３３ 分，问
题等级 ３３．３３ 分，在所有问题事件中排名第 ３位。
问题分析：长期以来，建筑市场一直处于供大于

求、恶性竞争的不良发展态势中，部分施工企业以低价
中标获取工程后再以高价索赔的方式实现盈利［１］ 。
此外，由于建筑市场广泛缺乏诚信机制，违约成本低、
惩治力度小，假借资质投标、违法转包分包等问题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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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 因此，建设单位招标往往选择不到优秀的施工
企业，造成工程建设安全质量隐患和进度延期风险，苦
不堪言。
应对策略：呼吁国家主管部门或行业协会通过市

场配套相应的政策法规和担保、惩处机制，改善不理性
的市场竞争环境。 招标人做好招标前准备工作，减少
标书漏洞，采取科学合理的评标与定标方法，降低一些
投标人钻空子的机会。 建设单位加大违约惩处力度，
通过建立完善红名单和黑名单方式健全承包商准入

机制。

3．4　微观选址未考虑综合效益最大化

该问题事件发生频率 ８ 分，严重程度 ４．００ 分，问
题等级 ３２．００分，在所有问题事件中排名第 ４位。
问题分析：目前对微观选址的理解和认识更多聚

焦于风能资源特性，对山地风电场风况特性的研究相
对较少，对微观选址的研究也较少关注风电场建设本
身工程特性［２］ 。 由于重视程度不够、时间与资源投入
不足等原因，山地风电微观选址往往以风能资源好坏
作为机位与机型选择的唯一评判标准，没有综合考虑
边坡、地质灾害、施工、环境、投资等其他因素，造成部
分机位施工难度大、投资高、环境破坏严重，全寿命周
期综合效益并非最优。
应对策略：建设单位要高度重视并深度参与微观

选址工作，综合考虑发电量与边坡、地质灾害、施工、环
境、投资之间的关系，花足时间逐个机位开展设计方案
比选，确保所选机位全寿命周期综合效益最优。 根据
各机位的风能风况进行个性化设计，按照实际情况进
行风机混搭配置。 委托第三方开展微观选址初步设计
成果复核与优化。

3．5　项目建设制约性因素排查不清

该问题事件发生频率 ６ 分，严重程度 ４．９０ 分，问
题等级 ２９．５０分，在所有问题事件中排名第 ５位。
问题分析：由于建设单位有关人员对新时期国家

相关法律法规的认识不够和对有关政策风险研判有偏

差，在项目前期制约性因素排查不清和项目开工合法
性手续办理不齐的情况下，主观冒进，急开工，唯进度
目标至上而致风险于不顾，导致项目违法违规被迫暂
停或取消，相关人员受到严肃处理，公司产生重大经济
损失，企业形象受损。
应对策略：深前期，全面获取环评、水保、接入等前

期支持性文件，深入开展航线、军设、候鸟通道、输变线

路、生态红线等影响因素排查。 严开工，严格审核国土
林业批文等各项开工条件，不合法合规不开工，加大违
法违规开工的内部惩罚力度。 积极补救，对于已违规
的项目，主动积极协调政府有关部门，采取补救措施，
减免或减轻处罚。

3．6　土石方挖填弃超征地边线
该问题事件发生频率 ７ 分，严重程度 ４．０８ 分，问

题等级 ２８．５８ 分，在所有问题事件中排名第 ６位。
问题分析：由于受客观条件限制，部分机位和道路

布置在悬崖峭壁处，施工过程中容易产生渣土溜坡破
坏大面积植被。 由于主观上想要节约成本，施工单位
在土石开挖过程中往往在监管缺位的地方冒险进行抛

渣、弃渣，致使红线外林地破坏。 此外，还存在因设计
失当导致的超占林地。 超占林地属于违法行为，一经
查实，将对项目公司和相关责任人进行处罚，性质严重
者将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应对策略：施工前在陡坡处增加临时拦挡措施，后

期待具备条件后施工永久性挡墙。 在道路、风机平台
设计阶段就要合理布置弃渣场，施工期间必须对开挖
外露面及开挖土石方弃渣严格管控，所有开挖弃渣运
至弃渣场。 增强施工管理人员尤其是挖掘机司机生态
保护意识，严格禁止随意甩渣。 回填区开挖成台阶状，
分层回填压实，防止填方区不稳定产生垮塌。

3．7　设计深度不足启动招标
该问题事件发生频率 ９ 分，严重程度 ３．００ 分，问

题等级 ２７．００ 分，在所有问题事件中排名第 ７位。
问题分析：由于设计单位任务繁重和设计人员能

力不足的原因，或建设单位项目急着开工的原因，在招
标设计未达到施工图深度、精度的情况下，即使用“白
图”和估算投资启动招标，招标文件工程量清单不准
确，技术要求不清楚，投标人不能准确报价或投标人利
用设计漏洞投标，合同实施过程中边界条件发生大的
改变，导致大量设计变更和合同纠纷。
应对策略：建设单位要给设计人员留足合理的设

计工期，督促设计单位确保资源投入，除主机设备外，
其他工程应在招标前完成施工图设计并使用施工图招

标。 委托第三方设计单位对招标设计成果进行专业评
审。 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积极推行 ＥＰＣ总承包。

3．8　阻工窝工现象频发
该问题事件发生频率 ８ 分，严重程度 ３．１７ 分，问

题等级 ２５．３３ 分，在所有问题事件中排名第 ８位。
问题分析：山地风电建设点多线长，占用林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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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历史遗留的林权纠纷矛盾在补偿费用利益驱使下
大规模爆发，导致山地风电建设阻工不断。 山地风电
阻工大体包括场内征地补偿矛盾引发的阻工、场外大
件设备运输引起的阻工和施工队伍内部劳资纠纷阻

工。 阻工导致施工设备和人员的窝工，打乱既定的施
工计划，造成工期延期和费用增加。
应对策略：高度重视征地拆迁工作，推行“先征

地、后工程”管理思路。 强化舆论宣传，利用多渠道营
造良好的建设氛围。 建立完备的协调机制，充分依靠
地方政府及时化解矛盾纠纷问题。 尊重老百姓合法权
益，坚决打击无理诉求，维护公平正义。 进度款结算中
扣留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必要情况下由建设方代为
支付。

3．9　施工期水土流失严重
该问题事件发生频率 ６ 分，严重程度 ３．８３ 分，问

题等级 ２３．００分，在所有问题事件中排名第 ９位。
问题分析：山地风电场项目一般施工建设周期短，

土建施工的时段更为集中，月挖填土石方平均在 １０ 万
ｍ３ 以上，扰动强度大，高强度的土石方开挖、填筑、搬
运、堆置等施工，加上以线状为主的作业条件复杂，都
容易造成水土流失［３］ 。 土石方施工期间，由于永久排
水系统尚未形成，临时排水、挡护措施效果不佳，导致
水土流失严重。 水土流失严重容易引发社会环保事
件，常被一些项目反对者利用，给项目带来不可估量的
损失。
应对策略：科学安排项目建设进度计划，避免雨季

开展大规模土石方施工。 永临结合，临措先行，挡疏并
用，以疏为主，确保实现施工期间水流有序排放。 督促
“三同时”落地，重点做好施工期间裸露土及时覆绿，
减少水流对表土的冲刷。

3．10　项目资料管理不规范
该问题事件发生频率 １１ 分，严重程度 ２．０８ 分，问

题等级 ２２．９２分，在所有问题事件中排名第 １０ 位。
问题分析：参建各方资料管理人员大部分是兼职

资料员，没有经过系统的资料管理培训，对于项目建设
过程资料无法按照规范进行收集和归档。 项目建设前
期，建设单位没有发挥主导作用，未能正确引导参建各
方如何进行归档。 施工单位验收资料较多，内部资料
编制责任划分不清。 各工序施工验收资料编制拖沓，
验收时无法提供验收资料。
应对策略：委托项目管理咨询机构建立项目资料

管理平台，组织相关人员进行培训，实现参建各方资料

流转和归档在平台上进行。

3．11　水保环保验收推进困难
该问题事件发生频率 ７ 分，严重程度 ３．００ 分，问

题等级 ２１．００ 分，在所有问题事件中排名第 １１位。
问题分析：建设项目水保环保专项验收在 ２０１７ 年

９月、１０月相继出台政策，由行政部门验收改为建设单
位自主验收，政府行政部门进行事后监管。 自主验收
政策的出台，实际上是对建设项目环保水保要求的提
高，尤其是山地风电项目生态环境比较脆弱，项目建设
对生态环境的扰动又比较大，生态恢复时间慢、难度
大。 水保环保“三同时”制度在实际施工时难以完全
落实到位，清表时表层土未能有效收集存放利用。 水
保环保专项验收技术评估单位介入项目较晚，不能在
施工过程中提供与专项验收有关的指导性意见。
应对策略：项目参与各方应提高思想认识，全程高

度重视项目水保环保工作，建设单位在水保方案、环境
影响报告书编制及评审时要确保措施可行性，尽早委
托水保环保监测单位，以监测结果指导水保环保措施
有针对性的实施。 督促施工单位编制水保、环保施工
方案，确定施工重点、难点，制定针对性措施。 严格要
求施工单位表土收集存放，后期用于水保环保措施中。
承担水保、环保专项验收的技术评估单位可提前介入，
全程参与，发现实施过程中的水保环保问题应及时提
出，并提供整改意见和相关要求［３］ 。

４　结　语
本文在调查 １２ 个山地风电工程建设管理问题的

基础上，对此类问题按照发生的频率和产生的后果进
行定量分析，以此形成问题的严重性排序，并对排序靠
前的部分问题进行研究，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和造成的
后果，尝试性地提出解决措施，为今后山地风电工程建
设管理提供预控的方向和手段，避免相同问题重复犯
错，消除或降低犯错成本。 受限于被调查项目的管控
模式和作者本人的立场与经验，本文对问题分析深度
和应对策略方面均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需同行在实践
中不断完善。
参考文献：
［１］潘丽亚．浅析低价中标的危害性及其对策［ Ｊ］．价值工程，

２０１２， ３１（２４）： １０８ －１１０
［２］任腊春， 钟滔， 李良县．高原峡谷风电场微观选址方法研
究［Ｊ］．水力发电， ２０１５（１）： ８２ －８６， ９４

［３］宋立旺， 王莎， 戴礼飞．山区风电场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管
理创新探讨［Ｊ］．亚热带水土保持， ２０１６， ２８（２）： ５５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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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风电场风机基础不均匀沉降监测与分析

彭　潜
（上海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上海　２００４３４）

摘要：在海上风电场的建设中，风机承台基础不均匀沉降直接影响到风机吊装及运行过程中的安全性。 根据某海上风
电场风机基础工程设计，风机基础不均匀沉降监测的测点布置、监测方法及控制原则，对该工程区其中 ５ 个承台的监测
数据进行分析表明，目前各风机基础的实测不均匀沉降值变幅不大，均在合理范围之内，各风机均未出现明显倾斜的异
常变化。 验证了设计及施工的合理性，可供二期项目借鉴。

关键词：风机基础；不均匀沉降；测点布置；监测方法；控制原则；监测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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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itoring and Analysis on Differential Settlement of
Wind Turbine Foundation in an Offshore Wind Fa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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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ｃａｐｓ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ａｃｈ ｔｕｒｂｉｎ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ｏｆ ｌｉｔｔｌｅ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ｉｔｈｉｎ
ａ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ｒａｎｇｅ．Ｎｏ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ｒ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ｉｎｃｌｉｎ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ｉｎ ｔｈｅｓｅ ｗｉｎｄ ｔｕｒｂｉｎｅ ｕｎｉｔｓ．Ｔｈｅ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ｓ ｖｅｒｉｆｉｅｄ ， ｗｈｉｃｈ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ｕｓｅｆｕｌ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ｐｈａｓ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 ．
Key words： ｗｉｎｄ ｔｕｒｂｉｎ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ｐｏｉｎｔ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ｃｏｎ-
ｔｒｏ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根据全球海上风电现状最新统计数据，风能发电
仅次于水力发电占到全球可再生资源发电量的 １６％。
在全球高度关注发展低碳经济的语境下，海上风电有
成为改变可再生能源电力结构的潜质。 我国海上风电
异军突起，装机规模连续 ５年快速增长，已跃居全球第
三。 且我国海上风能资源丰富，海岸线长达 １．８
万 ｋｍ，可利用海域面积 ３００ 多万 ｋｍ２，极具发展海上
风电的天然优势。 枟风电发展“十三五”规划枠提出，到
２０２０ 年海上风电装机容量达 ５００万 ｋＷ［１］ 。

近年来，随着风力发电这一清洁新能源技术的不
断推进，风机数量越来越多，在风电场的建设和运行过
程中，风机基础出现不均匀沉降将直接影响风机的吊

装及运行过程中的安全性。 高速运转的风机转轴对基
础沉降要求特别严格，必须将沉降控制在允许的范围
之内，才能保证风电机组设备正常运转。 海底地质条
件、设计方案、施工工艺等因素都会造成风机基础产生
不均匀沉降或沉降过大，因此对风电场风机的不均匀
沉降进行监测显得尤为重要。
风机对基础不均匀沉降有较强的敏感性，及时反

馈由基础不均匀沉降而产生的偏移情况，能有效预防
对风电机组安全生产运行造成的危害［２ －５］ 。 本文以东
南沿海某海上风电场工程为例，根据现场实测可靠资
料对该问题进行分析，为海上建筑物的安全评估、运维
方案提供重要参考依据，兼顾验证设计、科研及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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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

１　工程概况
该海上风电场地处我国东南沿海区域，总规划装

机容量 ３００ ＭＷ，其中一期项目试验风场场址中心距
岸线约 ３．０ ｋｍ，场址水深约 ０ ～１５ ｍ，面积约
２０．５ ｋｍ２ 。

该海域内外潮位有明显的位相差；受台风暴潮威
胁较严重，台风增水影响明显。 工程区地貌类型丰富，
主要为沿海侵剥蚀丘陵、滨海海积平原、海积海岸、丘
陵海岸以及海底阶地地貌，地形总体呈西东北高西南
低态势。 工程区内未发现对工程区有影响的活动构
造，拟建机位多为水下岸坡地貌单元上，工程区地震活
动属基本稳定。 场区内基岩岩性主要为燕山晚期花岗
岩，地质覆盖层较浅，本工程风机的基础桩形式选择嵌
岩桩基础形式，根据相关技术、经济、施工可行性等方
面综合考虑后选择弱风化花岗岩及以下设计为嵌岩桩

桩基。

２　风机基础不均匀沉降监测
拟对该区一期项目试验风场中风机的高桩承台进

行安全监测，主要设置项目有：不均匀沉降监测、倾斜
振动监测、结构应力监测及钢管桩腐蚀电位监测等，本
文仅选取其中 ５ 台风机基础的不均匀沉降监测进行
分析。

2．1　不均匀沉降测点布置
每台风机基础顶部（１０．００ ｍ）边缘均匀布置 ４ 个

不锈钢水准测点进行风机基础不均匀沉降监测，其中
两个测点 ＬＤ１和 ＬＤ３ 的连线沿主风向 ＮＮＥ并通过承
台中心，另外两个测点 ＬＤ２和 ＬＤ４ 的连线垂直于主风
向 ＮＮＥ 并通过承台中心，不均匀沉降测点布置见
图 １。
水准测点材质为 ３１６Ｌ型不锈钢标点，在承台钢筋

绑扎后、混凝土浇筑前，按照图纸定位后将标点焊接在
测点钢筋上，保证与被测结构物牢固连接，一般标点顶
部露出混凝土面约 ５ ｍｍ，现场预埋布置见图 ２。

2．2　不均匀沉降监测方法及控制原则

根据枟工程测量规范枠（ＧＢ５００２６ －２００７）等［６ －７］相

关测量规范分本工程不均匀沉降观测的作业要求，风
机基础不均匀沉降观测采用二等水准测量，观测点测
站高差中误差小于±０．１５ ｍｍ，各沉降点高程中误差
小于±０．５ ｍｍ。

图 1　不均匀沉降测点布置图

图 2　不均匀沉降测点现场安装图
进行不均匀沉降观测时，以每个承台上每组测点

其中的一个测点（ＬＤ１／ＬＤ２）为基准点，分别观测该组
另外一个水准点（ＬＤ３／ＬＤ４）的相对高程。
首次观测时连续、独立观测 ２次，合格后取其平均

值作为各测点的基准值，此后所测高差的变化量，即为
该测点的不均匀沉降量 d。
每台风机应进行单独观测，初始基准值选取之后，

除每月都进行常规沉降监测外，还应在混凝土承台浇
筑后、风机机组吊装前后等重要时间节点进行监测，当
观测结果异常时，应加密监测。
海上风电场的不均匀沉降观测目前暂无专门的设

计规范，风机不均匀沉降观测控制值可参考枟风电机
组地基基础设计规定枠（试行，ＦＤ００３ －２００７） ［８］中对地

基变形要求如表 １。
表 1　地基变形允许值

轮毂高度 H

沉降允许值／ｍｍ
高压缩性

粘性土

低、中压缩性
粘性土，砂土

倾斜率

允许值 ｔａｎθ

H ＜６０ 适３００ 痧
６０ ＜H≤８０ &２００ 痧
８０ ＜H≤１００ <１５０ 痧

H ＞１００ 後１００

１００ {

０ P．００６

０ P．００５

０ P．００４

０ P．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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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工程轮毂高度为 ８５ ～１００ ｍ，确定本工程风机
基础允许值≤１５０ ｍｍ，基础顶部倾斜率允许值 ０．００４。

枟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枠 （ＧＢ５０００７ －２０１１ ）［９］

规定，倾斜指基础倾斜方向两端点的沉降差与其距离
的比值。 即以测点 ＬＤ１ 和 ＬＤ３（连线通过塔筒圆心）
为一组，ＬＤ２ 和 ＬＤ４ 为一组进行不均匀沉降量的计
算，风机基础的倾斜值可按下式计算。

aij ＝dij ／Li　（ i ＝３，４，j ＝２，３，４⋯）
式中：aij为基础倾斜值，‰；dij为第 j 次观测时测点 i
（测点 ＬＤ３和 ＬＤ４）分别相对基准点（ＬＤ１ 和 ＬＤ２）的
不均匀沉降量，ｍｍ；Li 为测点 i（测点 ＬＤ３ 和 ＬＤ４）分
别与基准点（ＬＤ１和 ＬＤ２）的距离，ｍ。
因 ４个沉降测点均匀布置，则测点（ＬＤ３／ＬＤ４）与

基准点（ＬＤ１／ＬＤ２）的距离为：
Li ＝L３ ＝L４ ＝２ ×（R －２．５） ＝２ ×（９．０ －２．５） ＝

１３．０ ｍ
因此，风机不均匀沉降量允许值为：
［d］ ＝１３．０ ×０．００４ ×１ ０００ ＝５２ ｍｍ

３　监测数据分析
对本工程风电场选取其中 ５台风机按照相关工序

节点进行不均匀沉降观测与分析，每台风机均以其上
的测点 ＬＤ１、ＬＤ２ 为基准点分别独立观测测点 ＬＤ３、
ＬＤ４，并取每台风机首次观测的结果为基准值，计算各
测点（测点 ＬＤ３、ＬＤ４）相对基准点（测点 ＬＤ１、ＬＤ２）的
累计沉降量。 绘制各风机测点的累计不均匀沉降变化
曲线如图 ３ ～图 ７所示。

图 3　1号风机累计不均匀沉降变化曲线
图 ３ ～图 ７实测数据表明：
１）自基准日期开始，各风机承台实测累计不均匀

沉降量均较小，多数风机测值小于 ２ ｍｍ，远小于不均
匀沉降量允许值 ５２ ｍｍ。

２）各承台测点测值过程线无明显的异常测值，自
首次观测开始、风机吊装前后至风机运行中，各测点未
呈现出明显的向某一方向发展的趋势，说明目前风机
未出现倾斜的异常变化。

３）绝大多数风机承台测点不均匀沉降变化过程

图 4　2 号风机累计不均匀沉降变化曲线

图 5　3 号风机累计不均匀沉降变化曲线

图 6　4 号风机累计不均匀沉降变化曲线

图 7　5 号风机累计不均匀沉降变化曲线
线较为平缓，１号风机吊装后（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吊装
完成），基础承台向 ＬＤ３测点倾斜，实测累计不均匀沉
降量由 ０．９ ｍｍ增加 ２ ｍｍ，最后逐渐稳定在 ２ ｍｍ 左
右，属合理范围内；５号风机承台测点不均匀沉降变化
过程线在 ２０１８ 年 ５、６月份呈现变大趋势，但在合理范
围内，无明显的向某一方向发展的趋势。 测值变化可
能主要是由于观测时受风力、海流、风机运行等因素影
响，导致部分测次观测误差相对加大所致，后续针对 ５
号风机承台加强监测频次。
上述几何水准不均匀沉降变化过程线表明，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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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风机基础未出现明显倾斜的异常变化。 各风机基础
不均匀沉降测值、变幅均不大，均在合理范围之内。

４　结　语
１）轻微的基础不均匀沉降，将使风机产生较大的

水平偏差，在机舱、叶片、风力等荷载作用下，产生较大
偏心弯矩，从而使风机倾斜，严重时将导致法兰破坏、
塔筒折断，带来较大安全隐患。 为防患于未然，对风机
承台进行不均匀沉降监测显得尤为重要。

２）通过对东南沿海某海上风电场工程的承台基
础实测不均匀沉降数据进行分析，目前各风机不均匀
沉降测值、变幅均不大，均在合理范围之内，各风机均
未出现明显倾斜的异常变化。 既验证了设计及施工的
合理性，又为二期项目开展提供宝贵监测数据。

３）为提高观测精度，笔者根据现场监测经验有以
下建议：①按照规范观测要求，仪器、设备、观测人员、
观测路线及方法等要固定。 ②根据该海域风力情况，
当风力达到 ４ －５ 级及以上时，应停止观测，减少风力
对观测的影响。 ③尽量选择 １ ｍ铟瓦水准标尺进行观

测，能较好保证标尺直立及稳定，减小立尺误差；同时
便于监测人员上下风机承台工作，消除和减少安全
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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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时会有很大的启动电流 （大约为 １ ５００ ～
１ ６００ Ａ），小于断路器瞬动保护整定值，造成断路器的
正常保护动作。

３　处理对策
１）通过上述加减负载和改变断路器保护整定值

试验，可知负载的启动电流过大是导致断路器动作的
主要原因，由断路器动作状态可确定该电流值的范围，
在实际应用中得以参考调整断路器瞬动保护电流整定

值。 对于其它机组的发电机动力柜，建议停机时进行
试验后，确定电流保护定值。

２）ＰＬＣ程序中进线断路器失压分闸和分段断路
器合闸或脱扣没有时间延迟，二者同时进行。 但由于
Ｉ段和 ＩＩ段的进线电源是非同期的，若在进线断路器
主触头没有完全断开的情况下，分段断路器合闸会导
致合环［５］ 。 因此，建议对所有动力柜中带 ＰＬＣ 程序存
在的开关动作流程无延时的进行程序修改。

３）虽然停机投电制动后电压下降属于正常现象，
但宜控制使得 １０ ｋＶ母线和 ４００ Ｖ母线的电压都不会
过低。

４）根据试验所得结果，将全电站所有动力柜中低

压动作值、断路器的脱扣器整定值重新整定。

４　结　语

针对某水电厂发生的一起停机投电制动时断路器

动作事件，通过模拟试验可知停机投电制动过程中将
产生较大的启动电流，若该电流值大于发电机动力柜
断路器脱扣瞬动保护电流整定值，将导致断路器正常
动作。 因此，为了停机投电制动不至于令发电机动力
柜正常脱扣动作，应对厂内所有发电机动力柜进行停
机试验，大致获得所带相应负载下的启动电流范围，结
合试验测试结果，确定断路器电流保护整定值。
参考文献：
［１］周立成．三峡水轮发电机动力柜双路电源供电方式优化

［Ｊ］．水电厂自动化， ２０１１， ３２（４）： ４２ －４５， ４９

［２］任红军．黄丰水电站泡头动力柜发电机冷却风机控制回路

改造［Ｊ］．水电站机电技术， ２０１６， ３９（６）： ３８ －３９

［３］任永刚， 张源， 王瑶．某起站用电系统失压事故分析及防

范策略［Ｊ］．科研， ２０１６（５）： ２２８ －２２８

［４］王凌云．三峡电站厂用电电能质量分析及对策研究［Ｄ］．
重庆： 重庆大学， ２０１５

［５］赵胜利， 颜红建．发电机非同期并网事故分析及处理对策

［Ｊ］．华电技术， ２０１２， ３４（１２）： ２５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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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柴油或率先在高原地区突破

生物柴油推广又迎来了利好。 近日，生态环境部、
发改委、工信部、交通运输部等 １１ 部门联合印发的
枟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计划枠提出，到 ２０２０
年，柴油货车排放达标率明显提高，柴油和车用尿素质
量明显改善，柴油货车氮氧化物和颗粒物排放总量明
显下降。 专家表示，生物柴油的普及推广有利于降低
柴油车排放，有利于防止地沟油重返餐桌，在国家政策
的支持下，市场有望再度转暖。
黑烟冒得少　便宜又环保
柴油车是大气污染的重要来源，我国正处于污染

防治攻坚期，为打好打胜污染防治攻坚战、打赢蓝天保
卫战，中央把打好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作为七场
标志性重大战役之一。 推广使用环境效益显著的油品
对防治重型柴油车大气污染，以及推进我国汽车产业
高质量发展并与国际接轨具有重要意义。
生态环境部发布的枟中国机动车环境管理年报

（２０１８）枠显示，机动车污染已成为我国空气污染的重
要来源，是造成环境空气污染的重要原因，机动车污染
防治的紧迫性日益凸显。 ２０１７ 年，柴油车排放的氮氧
化物接近汽车排放总量的 ７０％，颗粒物超过 ９０％。 占
汽车保有量 ７．８％的柴油货车，排放了 ５７．３％的氮氧
化物和 ７７．８％的颗粒物，是机动车污染防治的重中
之重。

“解决或减少柴油车排放污染问题是当务之急。”
中国循环经济协会垃圾资源化专委会秘书长张凯表

示，与石化柴油相比，使用生物柴油的汽车尾气中有毒
有机物排放量仅为普通柴油的 １０％，颗粒物为普通柴
油的 ２０％，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排放量仅为化石柴油
的 １０％。
生物柴油是指植物油（如菜籽油、大豆油、花生油

等）、动物油（如猪油、牛油、羊油等）、废弃油脂或微生
物油脂经过一系列转化而形成的燃料油。 目前在极少
数加油站能够加到的 Ｂ５ 生物柴油，就是经过处理的
各种油脂（包括地沟油），与普通柴油按照 ５ 比 ９５ 的

比例参配而成的能源。
“黑烟冒得少，便宜又环保。”这是不少使用生物

柴油的司机的典型印象。 同济大学汽车学院教授楼狄
明表示，经过对各种柴油机的研究，目前采用 Ｂ５ 生物
柴油的车的动力性、经济性、排放性跟原来用普通柴油
基本一致。
与此同时，与传统的车用柴油相比，Ｂ５ 生物柴油

具有环保性能好、原料来源广泛、可再生等特点，推广
使用可降低石化燃料排放对环境的危害。
高原地区推广十分重要

虽然拥有诸多优势，但从近年来的发展情况来看，
生物柴油原料资源收集困难，原料成本较高和国家政
策不完善等因素制约着生物柴油产业发展，生物柴油
亟需找到一个市场突破口。
近日，权威机构中汽研汽车检验中心（天津）有限

公司出具了一份枟重型柴油车在高原环境下针对不同
油品的综合性能比对分析报告枠，在云南省通过对重
型货车使用不同种类油品（国六柴油、Ｂ５ 生物柴油、
Ｂ１０生物柴油）在高原地区进行实际道路测试发现，采
用的 Ｂ５和 Ｂ１０ 生物柴油，与使用国六柴油相比车辆
整体经济性和动力性变化不大，在全工况条件下，车辆
的颗粒数量、一氧化碳和总碳氢均有所降低；在中低速
条件下，颗粒数量和一氧化碳降幅较为明显。

“我国山地与高原占到全国总面积的 ５８％以上，
高原地区海拔高、气压低、氧含量较平原地区低，导致
重型柴油车辆在高原、山地行驶时燃烧不完全，排放废
气大幅增加。”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环境政策部副
主任董战锋说，实验证明使用 Ｂ５ 和 Ｂ１０ 生物柴油在
基本不影响车辆技术经济性情况下，环境效益显著。
如果这类技术比较成熟，对高原地区环境保护非常有
利，就具有很好的推广应用价值。

“高原地区通常生态脆弱，环境承载力低，同样程
度的污染对于高原地区的影响甚于平原地区，从这一
角度看，污染减排效益显著的油品在高原地区推广应
用十分重要。”董战锋补充说。
中国石油大学正和生物柴油实验室主任冀星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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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油品升级到国五、国六后排放没有明显降低，在高
原地区单靠油品升级来改善柴油车的排放，效果并不
好，在高原缺氧环境下更应该强制推广生物柴油。
打通销售“最后一公里”
早在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底，上海奉贤区和浦东新区的

两个中石化加油站作为试点，开始对外销售 Ｂ５ 生物
柴油。 从市场反映来看，Ｂ５生物柴油销售使用情况良
好。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月底，Ｂ５ 生物柴油供应网点数量
突破 ２００ 座，社会车辆全年累计已“喝”掉了 １．１ 亿 Ｌ
（约 ８ 万 ｔ）Ｂ５生物柴油。
上海模式的成功，在于建立了餐厨废弃油脂“收、

运、处、调、用”的闭环管理体制，并且将它变废为宝，
制成生物柴油。 中石化加油站加注“地沟油”制 Ｂ５ 生
物柴油，打通了餐厨废弃油脂制生物柴油进入成品油
终端销售市场的“最后一公里”。
但是在包括高原地区的全国更多地方，生物柴油

推广仍然举步维艰。 目前，我国企业制备生物柴油主
要原料是地沟油，客观上还可以杜绝地沟油重返餐桌，
但由于销售渠道一直受阻，生物柴油不能大规模推广
应用，生物柴油企业时开时停，导致生产成本过高。 加
之地沟油还在往饲料油和餐厅流通，价格上并没有被
有效监管，生物柴油的成本较高。

“从实践来看，生物柴油目前面临的最大障碍是
销售渠道不畅通，进不了中石油、中石化的管道进行混
配销售，因此也就失去了生存的市场和空间。”云南盈
鼎生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张钰坦言。

“中国石化在上海销售餐厨废弃油脂制生物柴油
（Ｂ５）的成功案例，是可以在全国的城市中进行积极推
广的。”昆明理工大学航空学院常务副院长沈颖刚表
示，这需要制定地方性的法规和政策、引导或者强制要
求燃油供应企业在石化柴油中添加 ５％到 １０％的生物
柴油，同时加强监管力度，将地沟油全部用于加工生物
柴油。
目前，我国的生物柴油生产技术成熟，且产品质量

稳定。 国家生物柴油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理事长吕
勃建议，尤其是在高原地区，可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
先做一个封闭示范区，对全产业链从原料、加工、生产、
销售实施封闭运行，就地转化当地的各地餐储废弃油
脂，不仅可以杜绝地沟油流向餐桌，还能起到防治大气
污染的作用。

（来源，经济日报，２０１９ －０１ －２９）

●２０１８ 年光伏发电新增装机 ４ ４２６ 万 ｋＷ
在 ２８日的国家能源局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能源

和可再生能源司副司长李创军称，针对光伏发电建设

规模迅速增长带来的补贴缺口持续扩大、弃光限电严
重等问题，２０１８ 年，国家能源局会同有关部门对光伏
产业发展政策及时进行了优化调整，全年光伏发电新
增装机 ４ ４２６万 ｋＷ，仅次于 ２０１７ 年新增装机，为历史
第二高。 其中，集中式电站和分布式光伏分别新增 ２
３３０ 万 ｋＷ和 ２ ０９６ 万 ｋＷ，发展布局进一步优化。 到
１２ 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 １．７４ 亿 ｋＷ，其中，集
中式电站 １２ ３８４ 万 ｋＷ，分布式光伏 ５ ０６１万 ｋＷ。

２０１８ 年，全国光伏发电量 １ ７７５ 亿 ｋＷ· ｈ，同比增
长 ５０％。 平均利用小时数 １ １１５ ｈ，同比增加 ３７ ｈ；光
伏发电平均利用小时数较高的地区中，蒙西 １ ６１７ ｈ、
蒙东 １ ５２３ ｈ、青海 １ ４６０ ｈ、四川 １ ４３９ ｈ。

２０１８ 年，全国光伏发电弃光电量同比减少 １８
亿 ｋＷ· ｈ，弃光率同比下降 ２．８ 个百分点，实现弃光
电量和弃光率“双降”。 弃光主要集中在新疆和甘肃，
其中，新疆（不含兵团）弃光电量 ２１．４ 亿 ｋＷ· ｈ，弃光
率 １６％，同比下降 ６ 个百分点；甘肃弃光电量 １０．３
亿 ｋＷ· ｈ，弃光率 １０％，同比下降 １０个百分点。

（来源，中国新闻网，２０１９ －０１ －２９）

●太阳能和风能等非水电可再生能源将成美国发电增
长最快的来源

　　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ＥＩＡ）预计，至少在未来两
年内，太阳能和风能等非水电可再生能源将成为美国
发电增长最快的来源。 预计公用事业规模太阳能发电
机组的发电量将在 ２０１９ 年增长 １０％，２０２０ 年将增长
１７％；风力发电 ２０１９ 年将增长 １２％，２０２０ 年增长将达
１４％。 因此，未来两年除水电以外的所有可再生能源
总发电量份额将增加 ３ 个百分点，从 ２０１８ 年的 １０％
增加到 ２０２０ 年的 １３％。

ＥＩＡ预计２０１９ 年将有约１１ ＧＷ的风电装机投运，
这将是自 ２０１２ 年以来美国安装的最大风电容量；２０２０
年还将增加 ８ ＧＷ的风力发电装机。 美国风力发电总
量的比例预计将从 ２０１８ 年的 ７％增加到 ２０２０ 年的
９％。

太阳能是美国电力行业第三大可再生能源，２０１７
年已超过生物质能源。 ＥＩＡ 预计 ２０１９ 年美国新增太
阳能装机超过 ４ ＧＷ，２０２０ 年将近 ６ ＧＷ。 预计 ２０２０
年太阳能发电量将占公用事业规模总发电量的 ２％以
上。 除了电力部门的公用事业规模的太阳能，一些住
宅和企业已经安装了小型太阳能光伏系统，ＥＩＡ 预测
未来两年小型太阳能发电装机将达９ ＧＷ，增长幅度为
４４％。

（来源，上海有色网，２０１９ －０１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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