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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俄３水电站施工阶段的导流规划

谢　力，　戚 明 祖，　白 云 猛
（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工程局有限公司 老挝公司，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７２）

摘　要：介绍了老挝南俄３水电站施工阶段的导流规划，从时间和空间上规划了大坝施工期河床防洪度汛，在经历了两个汛

期后，其上下游围堰、导流洞均平稳度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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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工程概述

南俄３水电站为一等大（１）型工程，水库正常

蓄水位高程７２３ｍ，相应库容１４．１１亿ｍ３，死水位

高程６７０ｍ，调节库容９．７２亿ｍ３，属年调节水库。

电站装机容量为４８０ＭＷ，装３台单机容量为１６０

ＭＷ的水轮发电机组，多年平均年发电量为２３４５

ＧＷ·ｈ，年利用小时数为４８８５ｈ。枢纽建筑物

主要由拦河大坝、泄洪建筑物和引水发电系统组

成。作为挡水建筑物的混凝土面板堆石坝坝顶高

程为７２９．５ｍ，最大坝高２１０ｍ。泄水建筑物为３

孔溢洪道，布置在左岸岸边，引渠段底板高程为

６９８ｍ，溢流堰堰顶高程为７０５ｍ，采用挑流消能

方式。引水发电系统布置在右岸山体中，由岸塔

式进水口、引水隧洞、上游调压井、压力竖井、压力

钢管、地面厂房、尾水渠组成。

南俄３水电站施工合同总工期为７２个月，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２６日为合同开工日期，计划于２０１７

年２月２６日截流，２０２１年４月１日下闸蓄水，

２０２１年９月１５日第一台机组并网发电。在大坝

施工期导流采用土石围堰拦断河床、基坑全年施

工的隧洞导流方式，导流隧洞位于右岸。

２　施工导流设计

２．１　施工导流规划

主体工程施工期采用河床一次断流、全年围

堰防护基坑、汛期坝体临时断面拦洪度汛、导流隧

洞过流的导流方案。

根据所选择的施工导流方案、大坝施工进

度，施工导流分为三个阶段，即：初期、中期和后

期导流。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１３１

具体的施工导流程序为：

施工准备期：２０１５年９月２６日准备工程开

工～２０１７年２月２５日，历时１７个月。在导流隧

洞进出口岩坎（围堰）的围护下进行导流洞施工，

原河床全年过流，导流标准为１０ａ一遇，导流流

量为１５５１ｍ３／ｓ。２０１７年２月中旬导流洞完建，

具备过水条件，同年２月下旬主河床截流，截流标

准为２月份１０ａ一遇，月平均流量犙＝３４．４ｍ３／ｓ。

初期导流：２０１７年２月２６日～２０１８年５月

３１日，历时１５个月。导流隧洞全年过流，导流标

准为５０ａ一遇，导流流量为２６２５ｍ３／ｓ，其相应

上、下游水位高程分别为５９０．６８ｍ、５３１．５８ｍ。

在上、下游围堰的围护下进行大坝施工。

中期导流：２０１８年６月１日～２０２１年３月

３１日，历时３４个月。２０１８年汛期，坝体临时断面

挡水，坝前拦蓄库容０．６８亿 ｍ３，根据《水电工程

施工组织设计规范》ＤＬ／Ｔ５３９７－２００７，２０１８年

坝体临时挡水的度汛标准为１００ａ一遇，相应度

汛设计流量为３１１５ｍ３／ｓ，坝前最高水位高程为

６１３．２３ｍ。２０１８年５月３１日前，坝体填筑应达

到６１５ｍ高程，按照大坝填筑进度计划，２０１８年５

月３１日大坝填筑高程为６２５ｍ，满足２０１８年度

汛要求。

２０１９年汛期，坝体临时断面挡水，坝前拦蓄

库容为１．９０亿ｍ３，根据《水电工程施工组织设计

规范》ＤＬ／Ｔ５３９７－２００７，２０１９年坝体临时挡水

的度汛标准为２００ａ一遇，相应度汛设计流量为

３６１５ｍ３／ｓ，坝前最高水位高程为６４０．９４ｍ。

２０１９年５月３１日前，坝体填筑应达到６４２．５ｍ高

程，按照大坝填筑进度计划，２０１９年５月３１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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坝体已经全断面填筑到坝顶高程７１７．５ｍ，满足

２０１９年至工程完工期间的度汛要求。

后期导流：２０２１年４月１日～９月２５日，历

时６个月。２０２１年３月１日导流洞下闸，２０２１年

３月２日～６月３０日为导流洞下闸封堵期，采用

２０ａ一遇洪水重现期标准，相应流量为１９９９ｍ３／

ｓ。２０２１年６月１日～６月３０日完成大坝７２４．５

ｍ高程以上部位的填筑。２０２１年６月３０日导流

洞封堵施工完毕，此时，永久泄水建筑物已全部完

建，具备设计泄洪能力，度汛正常运用洪水标准选

取５００ａ一遇洪水重现期标准，相应流量为４２８８

ｍ３／ｓ，洪水由溢洪道渲泄。度汛非常运用洪水标

准选取１０００ａ一遇洪水重现期标准，相应流量为

４８０４ｍｍ３／ｓ，洪水由溢洪道渲泄。

施工导流规划情况见表１，导流平面布置情

况见图１。

表１　施工导流规划表

导流时段 标准
流量

／ｍ３·ｓ－１
上游水位

高程／ｍ

挡水建筑物

及高程／ｍ

泄水

建筑物

施工准备期 ２０１６年９月２６日～２０１７年２月２５ １０％ １５５１ ５５１ 预留岩坎 原河床过流

截流 ２０１７年２月２６日 １０％（月平均） ３４．４ ５３５．４９

初期导流 ２０１７年２月２６日～２０１８年５月３１日 ２％ ２６２５ ５９０．６８ 上游围堰５６９．５ 导流隧洞

中期

导流

２０１８年６月１日～１２月３１日 １％ ３１１５ ６１３．２３ 大坝临时断面６２５ 导流隧洞

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１２月３１日 ０．５％ ３６１５ ６４０．９４ 大坝断面７１７．５ 导流隧洞

２０２０年１月１日～３月３１日 ０．５％ ３６１５ ６４０．９４ 大坝断面７２４．５ 导流隧洞

后期

导流

下闸 ２０２１年３月１日 １０％（月平均） ３５

封堵 ２０２１年４月２日～６月３０日 ５％ １９９９ 大坝７２９．５ 溢洪道

２０２１年

７月以后

设计 ０．２％ ４２８８ ７２３ 大坝７２９．５ 溢洪道

校核 ０．１％ ４８０４ ７２３ 大坝７２９．５ 溢洪道

图１　导流平面布置图

２．２　导流建筑物

南俄３水电站枢纽由混凝土面板堆石坝、溢

洪道、引水发电系统等建筑物组成。其中溢洪道

布置在左岸岸边，为３孔溢洪道，引渠段底板高程

为６９８ｍ，溢流堰堰顶高程为７０５ｍ，孔口尺寸为

３－１４．５ｍ×１８ｍ。电站进水口底板高程为１６０３

ｍ。

导流隧洞横断面经优化比选后选择圆形，过

水断面直径为１２．５ｍ，进口高程为５３４ｍ，进口引

渠长４５．８６ｍ，洞身长９３８．３２８ｍ，出口高程为５２５

ｍ，隧洞底坡犻＝９．８９‰，出口明渠长１５３．０５ｍ。

进水塔长１６．５ｍ，宽２４．５ｍ，塔高４０ｍ，底板高

程为５３４ｍ。隧洞轴线平面布置为：０＋０００～０＋

０２０为渐变段，长２０ｍ，由方形渐变为圆形；０＋

０２０～０＋０５２．１２３为直线段；０＋０５２．１２３～０＋

１８９．６９为进口弯道段；０＋１８９．６９～０＋７４０．５９８为

直线段；０＋７４０．５９８～０＋８７３．０６８为出口弯道段；

０＋８７３．０６８～０＋９２３．３２８为直线段；０＋９２３．３２８

～０＋９３８．３２８为出口渐变段，由圆形渐变为城门

洞形。

上游围堰和截流戗堤结合布置，其挡水设计

标准取２０年一遇流量为１９９９ｍ３／ｓ，相应水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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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６　　　 　犛犻犮犺狌犪狀犠犪狋犲狉犘狅狑犲狉

程为６７．４７ｍ。围堰填筑到顶高程后最大堰高６１

ｍ，堰顶宽度为１０ｍ。迎水侧堰面坡度为１∶１．

７５～１∶２，背水侧堰面布置宽度为６ｍ的填筑道

路，坡比为１∶１．３５。堰体采用土工膜防渗。

下游围堰主要采用砂砾石填筑（下游局部坡

面用钢筋笼防护）。堰体的挡水设计标准取２０年

一遇流量为１９９９ｍ３／ｓ，相应水位高程为５３０．２８

ｍ。考虑到左右两岸的交通要求，确定下游围堰

堰顶高程为５４０ｍ。堰体采用粘土斜墙防渗，粘

土斜墙顶宽３ｍ，底宽５ｍ。最大堰高１９ｍ，堰顶

宽１０ｍ，迎水侧及背水侧堰面坡度均为１∶１．７５，

背水侧堰面采用钢筋笼防护。

导流设计成果见表２，上、下游围堰标准断面

见图２、３。

表２　导流设计成果表

序号 项目 单位 数量 说明

１ 导流标准 ％ ２

２ 导流设计流量 ｍ３／ｓ ２６２５

３ 挡水建筑物 ／ 上／下游围堰

４ 泄水建筑物 ／ 导流隧洞 圆形，直径为１２．５ｍ

５ 上／下游水位高程 ｍ ５９０．６８／５３１．５８

６ 上／下游围堰防渗型式 ／ 土工膜／粘土斜墙

７ 上／下游堰顶高程 ｍ ５９３／５４０ 围堰最终顶高程

８ 上／下堰最大高度 ｍ ６１／１９ 围堰最终最大高度

９ 上／下堰堰顶宽度 ｍ １０／１０

１０ 上／下堰堰顶长度 ｍ １６８．０７／１０６．６６

１１ 上／下堰上游边坡 ／ １∶１．７５～１∶２／１∶１．７５

１２ 上／下堰下游边坡 ／ １∶１．３５／１∶１．７５

图２　上游围堰标准断面图

图３　下游围堰标准断面图

３　结　语 （下转第９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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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公路内侧缓坡地带，炸药库布置在左岸下游

冲沟内。

（３）其它生产与生活区。

砂石加工系统布置在昂邓石料场进场公路旁

的缓坡地带，距坝址公路里程约１０ｋｍ。

混凝土生产系统布置于左岸下游进场公路和

Ｒ５公路之间的缓坡地带，距坝址约０．４ｋｍ。

根据工程枢纽布置情况以及自然条件，在坝

址左岸上游以及右岸下游共设置了２个渣场，渣

料运输原则上尽量不跨江。左岸上游弃渣场（１＃

渣场）主要堆弃左岸非溢流坝段及厂房坝段等开

挖渣料，右岸下游弃渣场（２＃渣场）主要堆弃导流

明渠部分、右岸非溢流坝段、河中溢流坝段等开挖

渣料。

供应四级电站骨料的昂邓石料场距离坝址

约３６ｋｍ，石料场剥离料堆放在料场旁的３＃弃

渣场内。

４　南欧江四级水电站施工总体布置效果评价

自２０１６年４月初南欧江四级水电站主体工

程开工以来，电站的施工总布置为电站建设发挥

了应有的服务作用，各生产生活区、施工工厂设

施、场内施工道路运转正常；未发生布置不当影响

工程建设而重新选址调整的情况。经过三个雨季

的考验，未发生地质灾害，经历了数场枯期和全年

５～８ａ重现期洪水的考验，基本没有受灾产生损

失。实践证明：四级水电站的施工总体布置实现

了“有利生产、方便生活、易于管理、安全可靠、经

济合理”的目标。

５　结　语

老挝南欧江流域开发是我国在老挝最大的

ＢＯＴ水电站项目，也是中国电建海外投资公司成

立以来在海外最大的投资开发项目，亦为“一带一

路”上向老挝人民展示中国企业实力的窗口工程。

四级水电站位于南欧江中游的深山峡谷区域，面

临几乎没有可利用场地的困难局面，通过合理、科

学地选址布置，较好地实现了“有利生产、方便生

活、易于管理、安全可靠、经济合理”的目标，为其

它类似工程项目的建设提供了可靠的实践经验。

参考文献：

［１］　水电工程施工组织设计规范，ＤＬ／Ｔ５３９７－２００７［Ｓ］．

［２］　水利水电施工组织设计规范，ＳＬ３０３－２０１７［Ｓ］．

［３］　常士骠，张苏民，主编．工程地质手册（第四版）［Ｍ］．北京：中

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７．

作者简介：

金昌辉（１９６６），男，四川成都人，工程师，从事水利水电工程施工

技术与管理工作；

卫继鑫（１９８６），男，四川成都人，工程师，从事水利水电工程施工

技术与管理工作；

王　婷（１９８８），女，四川成都人，工程师，从事水利水电工程施工

技术与管理工作．

（责任编辑：李燕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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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第７６页）

南俄３水电站主河床已于２０１７年２月２６日

截流，２０１７年５月３１日上游围堰填筑至设计高

程５９３ｍ，下游围堰填筑至设计高程５４０ｍ。经

历了２０１７年和２０１８年两个汛期，其中２０１８年汛

期上游围堰最大水位高程为５７４ｍ，相应流量

犙３．３３％＝２２００ｍ
３／ｓ，整个上游围堰、导流洞均安

全度汛，证明了施工期导流规划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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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结　语

该工程压力管道为４平３斜布置战线长，工

作面多，项目部充分做好了整体协调配合，工期安

排紧凑，保证了最终的施工进度。压力管道施工

中的难点在于斜井段施工，为此，在保证安全的前

提下，优化了原施工方案，采取反井钻机施工，有

效地提高了施工进度及质量，对类似工程具有一

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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