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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复合灌浆技术在特高拱坝坝基
地质缺陷处理中的应用

宋 崔 蓉
(中国水利水电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２１３)

摘　要:锦屏一级水电站坝高３０５m,是已建的世界第一高拱坝,对坝基变形、渗透与抗滑稳定控制要求极高.由于坝基岩

体中广泛分布断层破碎带、层间挤压错动带及物理力学性状极低的侵入岩体,采用灌浆方式是对基础进行处理的有效方法.

虽然水泥灌浆技术在国内的发展已经比较成熟,但因普通水泥颗粒粒径大,极小的孔隙或裂隙一般不能被充填,而化学浆液

可注性好,浆液黏度低,能注入到细微裂隙中,因此,在水电工程基础断层处理中,水泥－化学复合灌浆技术得到了广泛的应

用.阐述了基于锦屏一级水电站地基处理中断层裂隙的发育程度和地质情况实施的水泥－化学复合灌浆施工工艺,对灌浆

效果进行了分析.采用复合灌浆后,断层带裂隙充填明显,物理力学性能满足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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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ofHighPressureCompositeGroutingTechnologyin
GeologicalDefectsTreatmentfortheFoundationofSuperHighArchDam

SONGCui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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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damheightofJinpingIHydropowerStationis３０５m,whichisthehighestarchdaminthe
world．Ithasahighrequirementforthedeformation,seepageandantislidingstabilitycontrolofthedamfounＧ
dation．Becausefaultfracturezone,interlayerextrusiondislocationzoneandintrusiverockmasswithverylow

physicalandmechanicalpropertiesarewidelydistributedindamfoundationrockmass,groutingisaneffective
methodforfoundationtreatment．AlthoughthedevelopmentofcementgroutingtechnologyinChinahasbeen
relativelymature,duetothelargeparticlesizeofordinarycement,thetinyporesorfissurescannotbefilled

generally,andthechemicalslurryhasgoodinjectabilityandlowviscosity,whichcanbeinjectedintothetiny
fissures．Therefore,thecementＧchemicalcompositegroutingtechnologyhasbeenwidelyusedinthetreatment
offoundationfaultsinhydropowerengineering．Basedonthedevelopmentdegreeofthefaultfractureandthe

geologicalconditionsinthefoundationtreatmentofJinpingIHydropowerStation,thecementＧchemicalcomＧ

positegroutingconstructiontechnologyisintroduced,andthegroutingeffectisanalyzed．ByadoptingcomposＧ
itegrouting,thefracturefillinginthefaultisobvious,andthephysicalandmechanicalpropertiesmeetthedeＧ
signrequirements．
Keywords:JinpingIHydropowerStation;higharchdam;highpressuregrouting;cementＧchemicalcomposite

grouting;geologicaldefects;foundationtreatment

１　概　述

在国家大力发展水电事业的背景下,西南地

区成为当今水电开发的中心[１].但其地质情况复

杂,结构面及断层较发育,对工程的安全提出了一

定的挑 战,对 地 基 处 理 提 出 了 越 来 越 高 的 要

求[２,３].普通的水泥灌浆技术已经不能完全满足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Ｇ１１Ｇ０１

当今对地基处理的工程要求,因此,水泥－化学复

合灌浆技术应运而生.
水泥－化学复合灌浆技术对断层带的处理是

在工程发展需要的基础上产生的新技术.其做法

是先采用普通的水泥灌浆技术充填软弱地层岩体

中的较大孔隙,使地层较均一,待透水率均达到

１Lu以下后,再采用具有低渗透性能的化学浆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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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长历时浸润、渗透灌入到微细裂隙中,进而改

善了岩体的抗渗性能、耐久性及承载力[４,５].
笔者通过介绍水泥化学复合灌浆的施工过

程,详细阐述了水泥－化学复合灌浆技术在锦屏

一级水电站基础处理中的应用,对于水泥－化学

复合灌浆技术在断层处理中的应用具有一定的积

极意义[６].
锦屏一级水电站为３００m 高拱坝 ,必须确保

其在修建与运行阶段的稳定和安全.而拱坝的稳

定与安全性在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坝基的整体性

与强度上,故坝基处理的好坏对拱坝的安全性至

关重要[７].
(１)大坝左岸基础处的f２断层.大坝左岸基

础处的f２ 断层位于１６４０~１６７０m 高程之间,主
要为中厚~厚层状大理岩,角砾状大理岩,下部为

厚层块状大理岩,f２ 断层的裸露面见图１.

图１　大坝左岸基础f２ 断层裸露面示意图

根据化学灌浆技术措施要求,每环选取３
个I序孔作为先导孔,通过钻孔取芯和物探检

测确定f２ 断层及层间挤压错动带的位置.而

左岸１６７０m 高程抗力体固结灌浆灌后透水率不

合格的孔段和低波速带主要集中在孔口０~６m
段及f２ 断层及层间挤压错动带,仅采用水泥灌浆

对断层力学性能和抗渗性能的改善不明显,因此,
必需采取补强处理[８].

(２)大坝左岸基础处flc１３断层.flc１３断层其灌

前岩芯情况见图２.在对flc１３断层的地质性状进

行分析后得知,需要对flc１３断层深部进行高压水

冲洗与灌浆处理.
当水泥灌浆完成后,根据I序孔的钻孔情况

判定的断层位置见表１.
为了进一步提高flc１３断层的抗变形以及耐久

图２　flc１３断层灌前岩芯示意图

表１　I序孔断层揭示情况表

孔号 混凝土厚度/m 断层位置/m 返水颜色

flc１３G－０１ １９ ２４~２９ 黄白色

flc１３G－０３ ２０ / /

flc１３G－０５ １６ ２３．１~３２．５ 灰褐色、黄色

flc１３G－０７ ２０ ３１．９~３４ 淡黄色

flc１３G－０９ １６
２３~２６
３７~３９

黄白色、灰褐色

flc１３G－１１ ２０ ２３．６~３０ 淡黄色、灰褐色

flc１３G－１３ １７ １７．８~１９ 灰褐色

性能,经研究决定对flc１３断层经高压水冲洗后再

进行水泥－化学复合灌浆处理.

２　水泥—化学复合灌浆施工工艺

２．１　灌浆方法及浆液配置

化学灌浆的主要施工方法为孔内阻塞灌浆法

和孔口封闭灌浆法.孔内阻塞灌浆法主要采用水

(气)塞进行孔内阻塞,其优点为节约孔管占浆材;
缺点为起下塞难度大、在高压力下易发生“滑塞”
现象;而孔口封闭灌浆法正好避免了“滑塞”现象,
对保证灌浆质量有利.

２．２　水泥－化学灌浆的施工流程

锦屏一级水电站断层带水泥－化学复合灌浆

的施工流程见图３.
在灌浆过程中,首先对灌浆段进行钻孔,再进

图３　水泥－化学复合灌浆施工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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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冲洗,然后进行压水试验,对地层进行判断其

是否达到化学灌浆条件,若满足则直接进行化

学灌浆;若不满足则需进行水泥灌浆后再进行

化学灌浆.
待灌浆段化学灌浆结束后采用水泥浓浆置换

孔内的化学浆液.置换结束后待凝,待凝时间最

短应大于灌浆材料的初凝时间,再进行扫孔及其

下一段钻孔与灌浆工作.灌浆结束后,采用全控

灌浆封孔法封孔,对上部空余部分实施灌浆,使用

水泥沙浆人工封填密实.
对灌浆过程中出现的特殊情况进行的处理:
(１)漏浆处理.灌浆过程中漏浆发生时采用

以下方法处理:①降低压力或停泵,用细砂围好渗

漏出的化学浆液,控制浆材扩散范围.②处理漏

点,清洗漏点四周,确定漏点的准确位置后采用风

镐凿缝,待清洗缝周围后采用环氧胶凝封堵,如果

漏量大,预埋浆采用带有阀门的回浆管;封堵效果

不佳时,可采用灌注速凝浆材.
(２)增大注入的浆量.灌浆过程中,若吃浆量

较大且难以达到结束标准而导致孔段注入量较大

时,对该现象可采用低压、间歇、限流、更换速凝

浆液、待凝等措施.当单耗达到１００kg/m 以上

时每增加５０kg/m 更换速凝浆液,待凝２４h后继

续灌注,直至达到结束标准.

２．３　化学灌浆成果分析

２．３．１　单位注入量分析

化学灌浆I序孔完成１５８５m,Ⅱ序孔完成

３９９m.单位注浆量与灌浆次序的关系见表２,分
岩性单位耗浆量对比情况见表３.

表２　单位耗浆量与灌浆次序关系分析表

施工部位 孔序
段数
/段

灌浆
/m

注浆量
/kg

平均单耗

/kgm－１

１６７０m 层

４＃固灌洞
Ⅰ
Ⅱ

３９８
１１４

１５８５
３９９

９９０２２
８６３５

６２．４７
２１．６４

合计 ５１２ １９８４ １０７６５７ ５４．２６

　　从以上灌浆单耗结果对比分析得知:Ⅰ 、Ⅱ
序孔灌浆递减规律非常明显,符合灌浆规律;从岩

性灌浆单耗分析可知,全段f２断层单耗﹥互层单

耗﹥大理岩单耗,灌浆效果比较明显.

２．３．２　岩芯分析

图４、５表示的是灌浆前、后的断层岩芯断面

示意图,从中可以看出:水泥－化学复合灌浆效果

明显,细小缝隙明显被充填,作用比较明显.

表３　化学灌浆分岩性单位耗浆量对比分析表

施工

部位

灌浆

次序
岩性

灌浆长

度/m
注浆量
/kg

单耗

/kgm－１

４＃洞

化学灌浆

Ⅰ

Ⅱ

大理岩 ４６７．１ １８８４２．８ ４０．３４

互层 ７４３．９ ４５９８０．５ ６１．８１

f２ 断层 ３７４ ３４１９８．７ ９１．４４

大理岩 １２０．９ １６８５．３６ １３．９４

互层 ２２３．５ ４１４７．５７ １８．５６

f２ 断层 ５４．６ ２８０２．０７ ５１．３２

合计

大理岩 ５８８ ２０５２８．１６ ３４．９１

互层 ９６７．４ ５０１２８．０７ ５１．１７

f２ 断层 ４２８．６ ３７０００．７７ ８６．３２

图４　断层f２灌浆前岩芯断面示意图

图５　断层f２灌浆后岩芯断面示意图

２．３．３　灌浆后压水试验结果分析

压水试验结果见表４.
表４　压水试验结果表

孔号 段号
起
/m

止
/m

段长

段

压力
/MPa

透水率
/Lu

４－０２－H０２
００１ １．４ ３．４ ２ ０．９２ ０
００２ ３．４ ６．８ ３．４ １．０３ ０

４－０２－H０４
００１ １．４ ３．４ ２ ０．８９ ０
００２ ３．４ ５．９ ２．５ １．０３ ０

４－０２－H０６
００１ １．４ ３．４ ２ ０．９２ ０
００２ ３．４ ６．４ ３ １ ０．２９

　　由压水试验结果得知:水泥－化学复合灌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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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检测孔段的透水率几乎为零,表明该复合灌浆

效果良好,断层中的漏水通道大部分被填充.

２．３．４　复合灌浆成果分析

通过钻孔全景图像技术(图６)得出以下结

论:水泥－化学复合灌浆效果显著,一单元水泥－
化学复合灌浆二序检测孔孔口段f２断层岩体较破

碎,裂隙发育,f２断层及多数裂隙有化学浆液填

充,岩体完整性较好,其它大理岩孔段孔壁较光

滑,裂隙较发育,局部裂隙有化学浆液渗透痕迹,
岩体总体变得较完整.总之,对锦屏一级水电站

地基两断层实施的水泥－化学灌浆处理总体讲比

较成功.

(a)断层水泥灌浆后典型钻孔电视录像

(b)断层化灌后典型钻孔全景录像

图６　断层岩体钻孔全景录像照片

４　结　语

采用普通水泥对断层孔隙进行灌注,灌后检

测表明:灌浆效果能满足防渗要求.但对于提高

岩体声波速度和变形模量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而
在水泥灌浆的基础上再进行化学灌浆,岩体声波

速度和变形模量都有较大程度的提高,灌浆效果

明显,相关检测指标基本满足设计要求.
采用水泥－化学复合灌浆对断层进行处理

后,其检测结果表明:灌浆后断层带裂隙得到了较

好地充填,其岩体完整性系数、变形模量等均得到

较大程度的提高.因此,水泥－化学复合灌浆在

锦屏工程断层处理中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所取

得的经验可为未来水泥－复合灌浆技术在地基处

理中的应用提供一定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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岷江龙溪口航电枢纽主体工程开工

１０月８日上午１０时,由中水五局公司承建的岷江龙溪口航电枢纽主体工程开工.岷江龙溪口航电枢纽工程作为岷

江干流航电梯级开发的第四级电站主要以开发航道资源为主,同时兼顾发电、防洪、供水、环保和水资源综合利用.建成

后,电站正常蓄水位高程为３１７m,坝顶高程３２４．５m,坝顶全长９６１．０８m,总装机容量为４８０MW,建设总工期６５个月.

水电五局主要承建左岸主厂房及安装间、左岸接头坝、鱼道、厂房上下游护坡、左岸１３孔泄洪闸、左右岸混凝土导墙、左
岸筛分拌和系统、左岸施工围堰、施工变电站、业主营地等项目.２０１９年３月５日,公司龙溪口项目正式进场,开始清表

工作.目前,项目已经完成技术、商务、物资管理、安全等各项准备工作.项目营地已基本建设完成.左岸筛分拌和系统

预计于２０１９年１２月中旬实现系统投产.主体工程已经开始开挖、左右岸混凝土导墙基础开挖、临时航道疏浚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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