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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鞍子河水电站引水隧洞混凝土腐蚀通过现场取芯样及环境水样进行室内试验，分析衬砌混凝土发生腐烂变质以及

变形开裂的可能原因，得出环境水含硫酸根离子是混凝土腐蚀的根本和直接因素，通过采用高抗硫水泥进行置换、灌浆等处

理，有效治理环境水硫酸根离子超标造成混凝土腐蚀，可供同类工程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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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隧洞混凝土腐蚀特征

鞍子河水电站总装机容量为２×６０００ｋＷ，

无压引水，隧洞总长７１６８ｍ，城门洞型，衬砌后

净断面为２．６ｍ×３．０ｍ，混凝土衬砌厚度３０ｃｍ，

强度等级为Ｃ２０，于２００２年投入运行。

在２００７年枯水期隧洞年度检查时发现：隧洞

边墙、顶拱混凝土多处出现腐蚀，强度下降为零。

根据现场观察，在混凝土腐蚀程度较高、特征较为

明显的部位，其表面形成０．１～２．４ｍ
２ 面积的云

朵状或不规则状的无胶凝强度的疏松稀散物质。

混凝土变质部位大多出现在隧洞底板以上３０ｃｍ

的边墙和顶拱处，边墙表面多平行墙面膨胀开裂。

在腐蚀中心部位稍深一点的混凝土则粘结物强度

完全消失，呈泥状［１］。腐蚀变质从表至里的深度

大多在１．５～１５．０ｃｍ之间，个别深度超过３０ｃｍ，

若将表面的腐蚀部分清除剥离后，内部未遭腐蚀

部分仍然坚硬如初，符合强度要求。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１１６

２　混凝土腐蚀原因分析

经询问基建期相关人员，在建设期１９９９年

１０月至２００１年１０月间，隧洞多处洞段在混凝土

浇筑３～１８个月内，陆续发生混凝土腐蚀变质，混

凝土表面强度下降为零。在未进行全面化验分析

环境水影响等情况下，凭经验将腐蚀混凝土置换，

于２００２年投运。经过几年的运行，在２００７年隧

洞年度检查时发现混凝土腐蚀加剧。

为了查明腐蚀原因，找到彻底根治办法，公司

委托有资质单位针对隧洞衬砌混凝土开展钻孔取

芯的强度分析、砾石和砂浆硫化物分析、岩石化学

成分分析，并在钻孔处取渗透水水样作水质简分

析测试。尽可能查明衬砌混凝土发生腐烂变质以

及变形开裂的可能原因。

现场取样及室内试验的工作量见表１。

２．１　混凝土芯样抗压强度试验

钻孔取芯采用Φ７６钻头，实际芯样平均直径

为６７ｍｍ，检测得到的３０组混凝土芯样的抗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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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电站现场取样及室内试验工作量表

现场取样 室内试验

混凝土

芯样

围岩岩

石芯样

地下

水样

混凝土芯样

单轴饱和

抗压强度

水质简

分析测试

围岩岩石

化学成分

测试

围岩岩石硫酸

盐及硫化物

（ＳＯ３）测试

混凝土砾石硫酸

盐及硫化物

（ＳＯ３）测试

混凝土砂浆硫

酸盐及硫化物

（ＳＯ３）测试

混凝土砂浆

化学成分

测试

９０块 １０组 ２１组 ９０块 １５组 １０组 １０组 １０组 １０组 ３组

强度部分较高，拱顶部位１０组芯样抗压强度有９

组的抗压强度在２０ＭＰａ以上，在５＋９００这一组

在拱顶部位的抗压强度为１４．８ＭＰａ，未达到设计

值；左、右边墙２０组芯样的抗压强度指标均大于

设计值１５ＭＰａ，达到设计要求。

混凝土芯样的抗压强度部分较高，可能是因

为混凝土芯样的骨料颗粒砾卵石较大；且试件在

加工取样时，往往取试块的完整部分进行试验，从

而导致芯样的抗压强度偏高。

２．２　水质简分析测试

取水样２１组，分别取自７个不同的断面，每

个断面各取３组。对２１组水样分别进行了阴离

子 （ＣＬ－、ＳＯ４
２－、ＨＣＯ３

－、ＣＯ３
－ ）、阳 离 子

（Ｃａ＋＋、Ｍｇ
＋＋、Ｋ＋＋Ｎａ＋）、ＣＯ２、硬度、ＰＨ 值等

项目的测试。

地下水水质分析共完成７个断面２１组，３＋

５４０、３＋６００、３＋６８０、３＋８００４个断面的地下水

中ＳＯ４
２－含量介于５６２．４３～１９３１．９０ｍｇ／Ｌ，具有

强腐蚀性；５＋６１６断面ＳＯ４
２－含量介于２３４．３９～

２８１．４６ｍｇ／Ｌ，具有弱腐蚀性；５＋７２０及５＋７８８

两个断面的地下水无明显的腐蚀性。

依据国标ＧＢ５０２８７附录Ｋ“环境水对混凝土

腐蚀性评价”，判断腐蚀性等级为强腐蚀性。由于

环境水对混凝土的长期作用，ＳＯ４
２－离子形成结

晶体，从而产生膨胀压力导致混凝土破坏。如生

成ＣａＳＯ４·２Ｈ２Ｏ 时体积就增大１倍；如生成

ＭｇＳＯ４·７Ｈ２Ｏ时体积就增大４．３倍。因环境水

强腐蚀性使腐蚀区混凝土的强度在一年内降低≥

２０％，所以环境水的ＳＯ４
２－离子严重超标是导致

混凝土破坏的直接原因。

２．３　围岩岩石化学成分测试

在１０个断面围岩取芯样各１组，对１０组岩

石进行化学成分分析。据分析结果看出，大部分

岩石的化学成分以ＣａＯ为主，且含有一定量的

ＭｇＯ。此化学成分中的 Ｃａ、Ｍｇ如与环境水的

ＳＯ４
２－形成结晶体，会对混凝土产生膨胀压力导

致混凝土部分破坏。有两组岩石芯样中ＳＯ３ 含

量超标，也会使混凝土的强度等受到影响。

２．４　混凝土砾石、砂浆ＳＯ３ 测试

在１０个断面的混凝土芯样中任取其中一块，

分别对砾石、砂浆进行ＳＯ３ 测试。砾石的ＳＯ３ 有

二组大于０．５％（混凝土质量要求砾石的ＳＯ３ 应

＜０．５％）。而砂浆的ＳＯ３ 全部大于０．５％，但砂

浆中含有一定量的水泥成分，水泥的ＳＯ３ 含量本

身就较大，不能说明问题。砾石、砂浆的ＳＯ３ 有

些超标，会对混凝土强度产生一定的影响。

２．５　混凝土砂浆化学成分测试

选有代表性的断面各取一组混凝土砂浆作化

学成分测试。可以看出砂浆中的ＣａＯ化学成分

含量较大，也有一定量的 ＭｇＯ。如Ｃａ、Ｍｇ与环

境水的ＳＯ４
２－生成结晶体，导致混凝土膨胀产生

破坏。

３　处理措施

３．１　混凝土腐蚀原因

导致电站隧洞混凝土腐蚀变质、胀裂的原因

是：环境水的ＳＯ４
２－离子严重超标，其强腐蚀性

使腐蚀区混凝土的强度在一年内降低≥２０％，

最后呈泥状，失去强度；环境水对混凝土的长期

作用，ＳＯ４
２－离子形成结晶体，产生膨胀压力导

致混凝土破坏。所以环境水是导致混凝土破坏

的直接原因。

３．２　处理措施

（１）对腐蚀混凝土洞段，选用高抗硫抗腐蚀水

泥［２］（Ｐ．ＨＳＲ３２．５）重新浇钢筋混凝土，并进行回

填和固结灌浆。

（２）对受损暂未发现明显变形的区段或已产

生纵向裂缝的洞段采用高抗硫水泥进行固结灌

浆，并利用灌浆孔设置锚杆（一半采用普通锚杆，

直径Ф２２，长度２．５ｍ；一半采用直进式中空注浆

锚杆，直径Ф２５，长度２．５ｍ）。

（３）对混凝土的细小裂缝选用具有亲水性的

化学物质进行化学灌浆处理。对１～５ｍｍ的裂

缝，由于裂缝宽度较小，采用化灌封堵，５～２５ｍｍ

裂缝拟采用环氧水泥砂浆嵌缝的方式封堵裂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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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对底板、侧墙、受损严重的部位采用高抗

硫水泥拌制混凝土进行置换处理，拱圈部分在非

过水断面可采用加厚支护的办法，置换时采用钢

筋混凝土。

对隧洞混凝土腐蚀变质较明显边墙顶拱洞

段，以及开裂变形较大边墙顶拱段采用置换、固

结灌浆、化学灌浆处理后，经过１０年的安全运

行，未再出现混凝土腐蚀变质等情况。实践证

明，采用高抗硫水泥能够有效治理环境水等导

致混凝土腐蚀。

４　结　语

通过混凝土芯样强度分析、砾石和砂浆硫化

物分析、岩石化学成分分析，并在钻孔处取渗透水

水样作水质简分析测试，查明隧洞混凝土发生腐

烂变质原因为环境水中的ＳＯ４
２－离子严重超标，

其强腐蚀性使腐蚀区混凝土的强度在一年内降低

超过２０％，最后呈泥状，失去强度；变形开裂的原

因为ＳＯ４
２－离子形成结晶体，生成二水石膏等，产

生膨胀压力导致混凝土破坏。故环境水中ＳＯ４
２－

离子是混凝土腐蚀的根本原因。经实践证明，通

过科学的方法全面分析混凝土腐蚀变质、变形开

裂的可能原因，再对症采用抗环境水侵蚀的高抗

硫水泥，进行腐蚀混凝土置换，鼓胀开裂段固结

灌浆及微小裂缝的化学灌浆等处理方法，能够

有效治理环境水硫酸根离子超标等导致混凝土

腐蚀问题。

因电站处于运营阶段，为尽量减少电量损失，

仅对隧洞混凝土腐蚀变质较明显边墙顶拱洞段，

以及开裂变形较大边墙顶拱段进行处理。处理后

每年枯水期对整个隧洞进行年度检查，发现经过

处理的洞段未出现混凝土腐蚀变质等情况，效果

良好，可供同类工程参考。

参考文献：

［１］　盛东劲．某水电站引水隧洞混凝土腐蚀原因分析及防治建

议［Ｊ］．西部探矿工程，２００３（７）．

［２］　秦水朝．浅谈硫酸根离子和氯离子对混凝土工程侵蚀的预

防措施［Ｊ］．河南水利，２００３（５）．

作者简介：

杨长青（１９７９），男，四川绵阳人，毕业于四川大学工程管理专业，

工程师，成都金华能电力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经营副总，长

期从事水利水电工程施工与管理工作；

肖向南（１９７６），男，四川合江人，毕业于华中理工大学电力系统

及其自动化专业，工程师，国网都江堰市供电公司副总经

理，从事电力工程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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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加快了斜井混凝土运输速度和浇筑进度，使

用溜槽运输混凝土新工艺，每仓混凝土浇筑循环

时间需４６ｈ左右，比传统的轨道式运输节省９ｈ，

提高施工效率约１９．６％；由于缩短了混凝土运输

时间，避免了混凝土出现初凝现象，从而保证混凝

土浇筑质量；使用溜槽运输混凝土替代了轨道式

运输方式，减少了运输中的安全隐患，保证施工作

业安全。此项技术研究成果充分体系了工程技术

人员的创新观念，实现了斜井２１°以下缓坡溜槽

运输混凝土新目标，尤其是在１７．８°缓坡斜井中混

凝土溜槽运输试验成功，为提高施工生产效率，降

低施工成本，保证混凝土浇筑质量和施工安全做

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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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金龙（１９６５），男，汉族，河北沧县人，广州新珠工程监理有限公

司高级工程师，长期从事水利水电工程施工与管理工作；

杨汉铭（１９７７），男，四川南充人，？中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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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

乌东德水电站工程二道坝喜封“金顶”
６月３日，乌东德水电站工程二道坝２号坝段最后一仓混凝土浇筑完成。至此，乌东德水电站工程二道坝碾压混凝

土浇筑完成，喜封“金顶”。乌东德水电站工程二道坝为梯形断面，建基面高程７３５ｍ，坝高９０．５ｍ，坝顶长１６３ｍ，宽９

ｍ，底宽５９．０８ｍ，位于大坝坝轴线下游约３６３ｍ处。二道坝与水垫塘一起构成大坝的泄洪消能建筑物。其功能主要是

挡水后形成水垫，使泄洪水流落在水垫塘内达到消能的目的，减少泄洪水流对下游河床和两岸边坡的冲刷。乌东德水电

站工程二道坝为世界首座全坝低热水泥碾压混凝土重力坝，共分７个坝段，总浇筑方量约４６．６万 ｍ３。自２０１８年４月

１１日首仓垫层混凝土开浇以来，参建各方克服高温、大风、干热、雷雨等诸多困难，精心管理、精细施工，严格落实精细化

质量控制措施和温控防裂措施，确保了二道坝顺利到顶，各项检测数据满足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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