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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ａｍＤｉｋ２水电站大坝坝型设计方案选择

岳　亮，　黄 开 江
（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工程局有限公司勘测设计院，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７２）

摘　要：本文根据坝后式电站特点，充分利用利用坝址区地形地质条件，对电站大坝设计进行各种方案的技术、经济比较，最

终确定了坝型，使其在满足工程安全和功能要求的条件下，同时又能够节省工程投资并有利于施工。因此，水电站坝型的选

择不仅要满足安全和使用功能的要求，而且还要从施工条件、投资、工期及环境保护等诸多方面进行综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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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工程概况

ＮａｍＤｉｋ２水电站位于老挝北部华潘省桑代

县境内，为坝后式，开发任务以发电为主。电站总

装机容量１９．５ＭＷ，安装３台混流式机组，年利

用小时数４２５３ｈ，年平均发电量为８２９３万

ｋＷｈ。

电站工程等别为三等，规模为中型；永久性主

要水工建筑物按３级设计、次要水工建筑物按４

级设计，临时建筑物按５级设计；地震设防烈度为

Ⅵ度，地震动峰值水平加速度为０．１０ｇ。

电站坝址处于河谷为对称“Ｕ”型斜向谷，水

深０．５ｍ～２ｍ，水面宽２５ｍ～３０ｍ，河谷宽５０ｍ

～２００ｍ，坡度一般４０°～５０°，区域内基岩裸露，为

寒武系～志留系深海相火山沉积岩序列（Ｐｚ１）黑

云母石英砂岩，岩石致密坚硬，新鲜完整，裂隙不

发育，呈整体块状结构。表层为第四系覆盖层，组

成物质为第四系全新统残坡积（Ｑ４ｄｌ＋ｅｌ）粉质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３２５

土夹碎石，厚度一般２～４ｍ，结构较密实，在

坝址区局部边坡分布。根据勘察成果，其防渗深

度一般４０～４５ｍ。

２　研究思路

结合电站坝址区地形地质条件、枢纽布置要

求等因素综合考虑，可供比选的坝型主要有混凝

土重力坝、当地材料坝两种，着重从建坝条件、坝

型特点及工程投资等几个方面进行比较。

由于坝址区附近防渗土料缺乏，不适合修建

当地材料坝坝型中的心墙堆石坝，因此，选定混凝

土面板堆石坝作为当地材料坝的代表坝型。同

时，因碾压混凝土具有施工快、强度高、缩缝少、造

价低及施工环境污染小等优点，选定碾压混凝土

重力坝作为混凝土重力坝的代表坝型。

综上所述，本次选定碾压混凝土重力坝和混

凝土面板堆石坝两个坝型进行方案比选。

３　方案比较

３．１　碾压混凝土重力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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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１　洪水设计标准

按照《防洪标准》（ＧＢ５０２０１－２０１４）和《水电

枢纽工程等级划分及设计安全标准》（ＤＬ５１８０－

２００３）要求，挡水、泄水建筑物按５０ａ一遇洪水设

计，５００ａ一遇洪水校核；消能防冲建筑物按３０年

一遇洪水设计。

３．１．２　建筑物设计

碾压混凝土重力坝由挡水坝、取水口坝、泄洪

冲沙底孔坝、溢流坝和导流底孔坝等主要坝段组

成，坝顶设计高程４３９．５０ｍ，坝顶总长度２１４ｍ，

碾压混凝土重力坝主要由挡水坝、取水口坝、泄洪

冲沙底孔坝、溢流坝和导流底孔坝等坝段组成，坝

顶设计高程４３９．５ｍ，坝顶总长度２１４ｍ，坝顶宽

为５ｍ，最大坝高６９．５ｍ，坝体上游面直立，下游

坝坡为１∶０．７，各建筑物布置从左向右分别为：９２

ｍ长的左岸挡水坝段；２４ｍ长的取水口坝段，采

用坝式进水口，单机单管引水，拟定钢管直径１．９

ｍ，坝后布置地面厂房；１５ｍ 长的泄洪冲沙底孔

坝段，泄洪冲沙底孔布置于坝体内，孔口尺寸为４

ｍ×４ｍ（宽×高）；河槽中间位置２３ｍ长的溢流

坝段，布置２孔８ｍ×１０．５ｍ的溢流表孔，坝顶设

交通桥；１５ｍ长的导流底孔坝段，导流底孔布置

于坝体内，孔口尺寸为５ｍ×５ｍ（宽×高）；４５ｍ

长的右岸挡水坝段。

由于坝体下部混凝土采用碾压混凝土施工，

层面结合部位往往是抗渗的弱点，因此，在大坝上

游面浇筑抗渗性能较好的变态混凝土和富胶凝碾

压混凝土作为防渗体。碾压混凝土重力坝方案大

坝典型剖面见图１。

３．１．３　主要工程量

图１　碾压混凝土重力坝方案大坝典型剖面图

３．２　混凝土面板堆石坝方案

３．２．１　洪水设计标准

按照《防洪标准》（ＧＢ５０２０１－２０１４）和《水电

枢纽工程等级划分及设计安全标准》（ＤＬ５１８０－

２００３）要求，挡水、泄水建筑物按５０ａ一遇洪水设

计，１０００ａ一遇洪水校核；消能防冲建筑物按３０

ａ一遇洪水设计。

３．２．２　建筑物设计

混凝土面板堆石坝以左岸布置一条开敞式溢

洪道、右岸布置引水系统为代表性枢纽布置方案，

岳　亮等：ＮａｍＤｉｋ２水电站大坝坝型设计方案选择 ２０１９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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坝体从上游到下游依次为坝前压重保护料、上游

铺盖区、钢筋混凝土面板、垫层、过渡层、主堆石

区、下游次堆石区、下游底部堆石区八大区。混凝

土面板堆石坝方案大坝典型剖面见图２。

图２　混凝土面板堆石坝方案大坝典型剖面图

表１　碾压混凝土重力坝方案主要工程量表

序号 项目 单位 工程量 备注

１ 土方开挖 ｍ３ １１２３８

２ 石方明挖 ｍ３ ２２０７３４

３ 石方洞挖 ｍ３ ２０１６

４ 土石回填 ｍ３ ２６４６

５ Ｃ１５混凝土挡墙 ｍ３ ２３５０

６ 常态混凝土 ｍ３ ６６８００

７ 变态混凝土 ｍ３ １９６７１

８ 碾压混凝土 ｍ３ １３９８８６

９ 钢筋 ｔ ２０２５

１０ 钢材 ｔ ２１３

１１ 锚杆（束） 根 ３６６５

１２ 帷幕灌浆 ｍ １３８６２

１３ 固结灌浆 ｍ ７９０４

１４ 坝体排水管 ｍ ２５０６

１５ 坝基排水孔 ｍ ２３１０

１６ 边坡排水孔 ｍ ３１０６

１７ 铜片止水 ｍ １４９５

　　（１）大坝：坝顶高程４４１．５０ｍ，坝顶长１５１．０２

ｍ、宽６．０ｍ，最大坝高７１．５０ｍ。上、下游坝坡均

为１∶１．４，下游坝坡设置上坝公路，宽４．５ｍ。上

游侧的钢筋混凝土防渗面板厚，４００．００ｍ高程以

下的面板上游设粘土铺盖，并铺设盖重料进行保

护，其迎水面坡比１∶２．５。

（２）开敞式溢洪道：布置在左岸坝肩，由引水

渠、控制段、泄槽段和出口消能段组成。引水渠段

长约１３６ｍ；控制段顶部总宽度为３０ｍ，共３孔，单

孔尺寸为７．０ｍ×２１．１ｍ（宽×高），长度为１５．８ｍ，

溢流堰采用 ＷＥＳ型实用堰型，底板基础进行固结

灌浆处理；泄槽段为明槽，坡度为犻＝０．２８７３，平面

长度为１２２．７２ｍ，底板基础进行固结灌浆处理并

设置锚筋与基础连接；出口消能段采用挑流消能，

设斜切挑坎并对挑坎基础进行固结灌浆处理，底

部设置锚筋与基础连接。

（３）引水系统：布置在右岸，采用坝前塔式进

水口，引水道穿越坝体，采用一管三机的引水方

式，设２道拦污栅、１道检修闸门、１道工作闸门。

钢管直径３．２０ｍ，壁厚１６ｍｍ，长１４０．２６ｍ。

（４）发电厂房：位于面板坝下游侧右岸，厂区

地形较为平缓，厂房后坡整体坡度约４５°，主厂房

尺寸为２８ｍ×１２．５ｍ×２０．１７ｍ（长×宽×高）。

由主机间、安装间、副厂房、开关站和尾水渠五部

分组成。

（５）放空洞：布置在左岸，与导流洞完全结合，

由进口段、盲肠段、闸门竖井、无压段、出口段组

成，施工期为导流洞，运行期为放空洞。

３．２．３　主要工程量

３．３　坝型比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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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混凝土面板堆石坝方案主要工程量表

序号 项目 单位 合计 备注

１ 土方开挖 ｍ３ ９５６８６

２ 石方开挖 ｍ３ ４０１３４８

３ 土石回填 ｍ３ ２０１６

４ 堆石料 ｍ３ ７０４４１１

５ 过渡料 ｍ３ ３７０１１

６ 垫层料 ｍ３ ３８２７６

７ 粉土 ｍ３ ２１２９１

８ 盖重 ｍ３ ２６１４１

９ 大块石护坡 ｍ３ ８４７７

１０ 混凝土 ｍ３ ８３９２７

１１ 钢筋 ｔ ６１５６

１２ 钢材 ｔ

１３ 锚杆 根 １４３９０

１４ 锚筋束 束 １５７

１５ 锚索 束 １２５

１６ 帷幕灌浆 ｍ ６１９６

１７ 固结灌浆 ｍ １０８４４

１８ 铜片止水 ｍ ２３４４

１９ 橡胶止水 ｍ ６７１

３．３．１　建坝条件

混凝土面板堆石坝方案溢洪道边坡开挖量较

大且边坡治理成本高、难度大；碾压混凝土重力坝

整体开挖量较小，边坡治理较简单，因此，其对坝

址区工程地质条件的适应性相对更好。

３．３．２　枢纽布置

两方案枢纽布置在技术上都是可行的，但由

于坝址区河道顺直，碾压混凝土重力坝枢纽布置

格局顺畅、简洁、协调，而混凝土面板堆石坝溢流

道进出口水流相对不畅，且溢洪道与面板坝的连

接部位边墙高，成本较大。

３．３．３　施工条件

面板堆石坝方案利用永久泄水建筑物进行导

流，施工导流工程量较小，但其料场开采及支护工

程量较大；两方案均能满足施工布置需要，不制约

坝型选择，但碾压混凝土重力坝方案工期更短。

３．３．４　经济指标

经初步估算比较，碾压混凝土重力坝方案的

工程总投资比面板堆石坝方案少２３５．６４万美元。

表３　坝型选择技术经济指标对比表

内　容 单位 数　　据

正常蓄水位 ｍ ４５０．５０

死水位 ｍ ４４２．５０

额定水头 ｍ ７２

最大引用流量 ｍ３／ｓ ３９．１６

装机容量 ＭＷ ２５

年利用小时 ｈ ４２５４

年发电量 万ｋＷ·ｈ １０６３４

坝型 碾压重力坝 面板堆石坝

总投资 万元 ６４４０．１４ ６６７５．７８

工期 月 ４３ ４９

　　综上所述，从技术、经济等方面综合比较后，

选用碾压混凝土重力坝作为本工程推荐坝型。

４　结　语

根据工程实际并结合坝后式水电站特点，经

过选定适宜坝型并对其进行技术、经济比较后，最

终确定了碾压混凝土重力坝作为工程推荐坝型，

其不仅工程布置简单、施工难度较小，而且工期

短、投资省。因此，水电站坝型的选择不仅要满足

安全和使用功能的要求，而且还要从施工条件、投

资、工期及环境保护等诸多方面进行综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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