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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向增强体土石坝在马头山水库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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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纵向增强体土石坝,即以常规土石坝为依托,在其内部“插入”集防渗与受力为一体的刚性结构体(纵向增强体),使

其成为“刚柔相济”的坝工结构.增强体既起到防渗体作用,又起到结构体作用.本文以马头山水库坝体工程为例,通过对

地基的要求、建筑材料、土石方平衡、工程投资、主体工程施工期及施工条件,最终选用混凝土作为增强体的土石坝设计方

案.同时,结合马头山水库坝体工程对大坝坝体和防渗墙应力变形等方面进行详细的分析,尤其重点研究大坝坝体和增强

体心墙应力变形研究,从而指导马头山水库工程设计和施工,并为类似土石坝工程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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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LongitudinallyreinforcedearthＧrockdamisarigidstructure(longitudinalreinforcement)which＂inserts＂the

integrationbodyofseepagepreventionandstressbearingintoearthＧrockdamandmakesitarigidandflexibledamstrucＧ

ture．Reinforcementbodynotonlyactsasimperviousbody,butalsoasstructuralbody．Takingthedambodyprojectof

MatoushanReservoirasanexample,throughtherequirementsoffoundation,buildingmaterials,earthＧrockbalance,

projectinvestment,constructionperiodofmainworksandconstructionconditions,theearthＧrockdamdesignscheme

withconcreteasreinforcementisfinallyselected．Atthesametime,thestressdeformationofdambodyandimpervious

wallareanalyzedindetailincombinationwiththeMatoushanReservoirDamBodyProject,especiallythestressdeformＧ

ationofdambodyandreinforcedcorewall,whichcanguidethedesignandconstructionofMatoushanReservoirProject

andprovidereferenceforsimilarearthＧrockdamprojects．

Keywords:longitudinalreinforcement;deformationanalysis;deformationcalculation;characteristics;matterstobenoＧ

ticed

０　引　言

纵向增强体土石坝[１]是一种新坝型,即以常规

土石坝为依托,在其内部“插入”集防渗与受力为一

体的刚性结构体(纵向增强体),使大坝成为“刚柔相

济”的坝工结构.增强体既起到防渗体系作用,又起

到结构体作用.
笔者结合马头山水库,重点对大坝坝体及纵向

增强体心墙应力变形进行分析,用有限元方法分析

坝体和增强体心墙的应力变形情况,探讨和研究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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坝型的适用性,以指导马头山水库工程设计和施工,
同时为类似土石坝工程提供了参考.

１　工程概况

会东县马头山水库[２]位于鲹鱼河右岸一级支流

官村河支沟冷水沟上游,是一座小⑴型水利工程.
工程属Ⅳ等小(１)型工程.马头山水库主要由水库

枢纽和灌区渠系工程两部分组成.水库总库容

２２７．４万 m３,正常蓄水位２４５６．４０m,选定坝型为

混凝土防渗墙心墙石渣坝,最大坝高３４．１m.
坝线位于原马头山水库坝址上游３０m 处,

正常蓄水位２４５６．４m,坝轴线长１４２．３m.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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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河床自然坡降６％左右,河谷宽４２m,为狭窄的

V型谷.右岸山体雄厚,左岸为一低矮山脊,山脊

顶部高程为２４６０．７８m.河床上主要为冲洪积含

砾壤土层;右岸岸坡局部为残坡积含砾壤土层覆

盖,厚１~３m,局部有６~８m 厚的原马头山水库

大坝土体,亦为含砾壤土层,紧邻上游面为坝前崩

积滑坡体,最大崩积体深度１４．５m.左岸岸坡大

多裸露基岩,仅在坡脚局部有１~３m 的残坡积

含砾壤土层,坝址区下伏及裸露白垩系中统小坝

组粉砂岩、砂岩夹砾岩、泥岩.岩层产状３５５ ＜
２０°.基岩强风化厚度８~１９m.

纵向增强体土石坝持力层选择的白垩系中统

小坝组粉砂岩、砂岩夹砾岩、泥岩,大坝基础应置

于强风化砂、泥岩上.防渗墙穿过填筑坝体石渣

区,深入白垩系中统小坝组粉砂岩、砂岩夹砾岩、
泥岩基岩,其基础应置于强风化砂、泥岩下限或弱

风化基岩上,地基承载力０．８~１．５MPa.

２　大坝坝体和纵向增强体应力变形分析

纵向增强体土石坝系沿坝轴线“插入”混凝土

刚性防渗墙[３](与地下连续墙类似),墙体底部

与基础通过灌浆呈固端连接,从而形成整体防渗

结构.纵向增强体具有防渗、受力和抵抗变形 ３
种作用.以最大坝高 (H ＝ ３４．１m)剖面进行

计算.
由于大坝稳定分析计算和渗流稳定计算与常

规土石坝设计计算方法相同,笔者重点介绍坝体

和增强体心墙应变应力计算成果.

２．１　数值分析方法

对坝体、反滤过渡层、增强体心墙、基岩等,本
研究坝体采用邓肯－张非线弹性本构模型[１０－１３].

采用非线性有限元分析,即将坝体、地基与增

强体防渗墙三者一体作增量法的非线性有限元计

算,计算中考虑了土石料的非均匀性、应力变形的

非线性并模拟了施工与蓄水过程等.施工荷载工

况以分级模拟填筑,蓄水过程,每级施工荷载工况

又分多个荷载步.每个荷载步求解非线性方程组

均采用中点增量法.离散有限元网格采用四边形

单元[２１].

２．２　应力变形分析模型和施工过程模拟

２．２．１　计算模型

马头山水库大坝应力变形计算模型以典型设

计断面为基础,建基面为实际施工开挖面,增强体

心墙上下游河床段的清基线以下,增强体心墙底

部深入强风化基岩中下限.计算模型断面和相应

的有限元计算网格见图１,剖分单元数为１６７０
个,节点数为２６９４个.

图１　水库大坝计算模型断面

２．２．２　施工过程模拟

土石料和增强体心墙采用 Duncan－Chang
E－B或Duncan－ChangE－u模型,在墙体两侧

设置接触单元,模拟该部位材料性质突变.将典

型断面按三维应力问题考虑.计算分析软件采用

ABAQUS[５－８].
计算模拟施工全过程,荷载分级按坝体填筑

次序进行,由于防渗墙是建在已运行的坝体上,拟
定施工期库内无水,施工过程采用一个加载级次

模拟防渗墙浇筑,３个加载级模拟蓄水至正常蓄

水位,高程为２４５６．４０m.
表１　邓肯模型(E－B)材料参数

材料 密度/gm－３ K n Rf C/kPa Φ/° Kb m

上下游坝壳料 ２．０５ ６００ ０．３６ ０．６８ ０ ３２ ４００ ０．１

垫层料 ２．０５ ６５０ ０．３６ ０．８２ ０ ３３ ４００ ０．１

混凝土心墙 ２．４ １２０００ ０ ０．９ ８００ ３８ ２４０００ ０

主堆石区 ２．１ ８００ ０．３２ ０．７６ ０ ３８ ５６０ ０．１６

２．２．３　参数选取

体填筑材料应力变形模拟参数可见表２.

２．２．４　计算工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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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方案主要针对不同工况下增强体心墙的

应力与变形分析.拟定２个分析方案,分别为完

建期与正常蓄水期.

３　应力变形计算成果

３．１　坝　体

根据以上给定的计算条件,各工况坝体应

力变形特征值见表２.图２及图３分别为典型

设计断面不同工况下坝体变形、应力、应力水

平云图.
表２　各方案下坝体应力变形最大值统计

方案

竖向位移

cm
水平位移

cm
最大主应力 最小主应力

沉降 向下游 /MPa /MPa
完建期 ３２．９９ １９．２４ ０．６２９ ６．５１３

正常蓄水期 ３３．２３ ２０．３２ ０．６８３ ６．６９３

　　由表２及图２、３可看出:
(１)坝体浇筑完成后,坝体在其自重的作用

下,发生竖向与水平位移,竖向最大位移为３２．９９
cm,最大水平位移为１９．２４cm,最大主应力为０．
６２９MPa,最小主应力为６．５１３ MPa.增强体心

墙的浇筑完成时,坝体无明显变形,随后期水位的

提升,在水压力作用下,坝体应力呈现增大趋势,
同时水平位移向下游增长,其中,最大水平位移为

２０．３２cm.竖向位移同样增长,最大竖向位移为

３３．２３cm.最大水平位移出现在高程２４４９m 处

(接近２/３坝高)处,增强体心墙上游侧.最大主

应力出现于增强体心墙下游垫层料内.
(２)随着增强体心墙变形模量的增加,坝体位

移变化不大,可见坝体的变形主要受坝壳料的变

形特性影响.
(３)从坝体的应力水平看,完建期与蓄水期坝

体应力水平大部分均小于１MPa,只在增强体心墙

底部附近过渡材料内局部单元应力达到１．５MPa.

３．２　纵向增强体心墙

各种工况增强体心墙应力变形特征值见表３.
由表３可看出:

(１)增强体心墙施工期基本无变形.蓄水期

由于墙体受水压力作用向下游发生水平位移,坝
体填料与墙体相互制约,二者变形协调发展,由于

墙体材料的刚度相对较大,抗变形性能好,能在一

定程度上制约坝体变形.在水位达到正常蓄水位

时,防渗墙向下游水平平均位移为５．８２cm,出现

于墙体中部,竖向位移为５．２６cm.

图２　完建期坝体应力变形云图

表３　各工况下增强体心墙应力变形最大值统计

方案

竖向位移

cm
水平位移

cm
最大

主应力

最小

主应力

沉降 向下游 /MPa /MPa
完建期

(上游侧) ４．８９ ４．５１ ０．５１８ ５．９８２

完建期
(下游侧) ５．０１ ４．４５ ０．６２５ ５．９７４

正常蓄水期
(上游侧) ５．２７ ５．８２ ０．５１３ ６．８７７

正常蓄水期
(下游侧) ５．２６ ５．８４ ０．７２１ ５．９５６

　　(２)完建期增强体心墙最大主应力为０．６２５
MPa,最小主应力为５．９７４MPa;蓄水期最大主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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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随水位上升而增加,正常水位时,最大主应力为

０．７２１MPa,最小主应力为５．９５６MPa,均出现在

墙体底部.

图３　蓄水期坝体应力变形云图

图４和图５分别为蓄水期与完建期增强体心

墙水平位移和竖向位移沿高程分布图.图６和图

７分别为增强体心墙大、小主应力沿高程分布图.
图８为墙体应力水平沿高程分布图,墙体下游侧

局部应力较集中,应力水平最大达１．７Mpa,应力

状态良好.
总体而言,墙体应力状态良好,只是蓄水期

墙底局部应力较为集中,但不影响增强体心墙正

常工作.

４　纵向增强体土石坝的特点

图４　增强体心墙水平位移沿高程分布图

图５　增强体心墙竖向位移沿高程分布图

图６　增强体心墙最大主应力沿高程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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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增强体心墙最小主应力沿高程分布图

图８　增强体心墙应力水平沿高程分布图

　　由以上分析可看出纵向增强体土石坝的特点

较常规土石坝优势特点较为突出.

４．１　纵向增强体土石坝地基适应性较广

对地基要求较低,一般清理基础表面腐殖土

或清理至基岩面(强风化上层)即可;甚至古滑坡

堆积体可利用,大大的减少了大坝基础开挖量和

填筑量,节省了投资.

４．２　纵向增强体土石坝填筑工期短

首先由于对地基要求低,减少了大坝基础的

开挖和回填量,基础处理工期大为缩短.接着是

直接填筑大坝后再施工混凝土心墙,大坝填筑速

度加快.而常规心墙坝,如:粘土、沥青混凝土、泥
岩石渣料等心墙填筑厚度较之坝壳料填筑厚度要

薄得多,心墙填筑高度上升较慢,而两者绝对高差

不宜过大,一定程度影响了大坝填筑进度,延缓了

总体工期.纵向增强体土石坝加快了工程发挥效

益的进程.

４．３　向增强体土石坝提高了土石坝安全性能[４]

土石坝在超标洪水发生时,漫顶迅速溃坝是

致命性的.混凝土增强体心墙具有一定的刚性强

度,大坝漫顶后,增强体心墙不会迅速遭到破坏从

而使土石坝不会瞬间溃坝,可以有效延长溃坝时

间,为紧急抢险和应急避险赢得时间,提高了土石

坝的安全性能.

４．４　增强体心墙可以杜绝白蚁破坏

四川为盆地地形,气候环境湿润,加之水库土

石坝心墙附近土壤湿润,适宜白蚁生存,我省土石

坝白蚁危害较为严重.采用混凝土心墙土石坝结

构后,有效降低土石坝浸润线,白蚁喜好的湿润筑

巢环境减少,杜绝了白蚁繁衍蔓延,减少了白蚁对

大坝造成的破坏风险.

４．５　纵向增强体土石坝施工工艺成熟,质量易于

控制[２０－２３]

纵向增强体土石坝的坝体填筑施工受天气影

响小,石渣体可作整体碾压,施工工艺简单,较易

控制;混凝土防渗墙已广泛应用于国内外水利水

电建筑中的防渗处理,施工技术成熟,防渗处理较

彻底,可靠性高,耐久性好.
但是,由于纵向增强体土石坝的心墙施工,专

业性强,技术难度高,施工工序复杂,施工队伍选

择须严格控制,大坝防渗的关键是心墙的质量,施
工队伍不但需要专业的施工机械,还需有丰富增

强体心墙施工经验的施工人员.混凝土增强体心

墙属于刚性材料,变形协调能力较差,应力较为容

易集中,不适合应用于中高坝.

５　混凝土增强体应注意的问题

经过工程实例研究分析,总结出设计此类坝

型应该注意的其它问题如下:
(１)混凝土增强体心墙下游主堆区石渣料尽

量选用新鲜且强度较高(湿抗压强度３０MPa以

上)的石渣料填筑;
(２)为保证增强体心墙造孔成槽的顺利进

行[１４－１９],防渗墙轴线上、下游各２m 和４m 范围

填筑过渡石渣料,石渣料根据当地材料情况优先

选用泥岩石渣料,最大粒径２００mm,粒径小于５
mm 的颗粒含量控制在３０％~５５％;

(３)为了达到良好的防渗效果,布置槽孔混凝

土施工平台的高程在正常水位以上０．１~０．３m,

第３９卷总第２１２期 四川水力发电 ２０２０年２月



SichuanWaterPower　１１９　　

二期现浇的混凝土心墙接头部位在正常水位以上

有利于形成整体防渗.
(４)必须在增强体心墙内预埋灌浆管,接头部

位做好焊接处理.即可以减少二次钻孔对心墙的

损坏,又可以一定程度上提高混凝土心墙的刚性

强度,从而形成纵向增强体.

６　结　语

作为一种新坝型,增强体土石坝按“刚柔相

济”的思路创新性地将常规土石坝和混凝土结构

结合起来,既是防渗体,又是结构体,不仅有利于

提高土石坝的防渗及安全稳定性能,同时能够发

挥增强体受力及变形性能.马头山水库是纵向增

强体的又一成功工程应用.该类坝型混凝土增强

体心墙技术不仅适用于新建水库大坝,同时也可

以用于对中小型病险水库的除险加固、堰塞湖坝

体的防渗加固处理后等,应用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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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江上游拉哇水电站围堰地基方案研究报告顺利通过评审
２０２０年１月４日至６日,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在北京组织召开金沙江上游拉哇水电站围堰地基方案研究报告评

审会.会上,中南院汇报了金沙江上游拉哇水电站围堰地基方案研究情况,与会专家从地质参数选取、计算模型及分析

方法、处理方案和实施规划四个方面展开了充分讨论.经评审,确认中南院根据大量现场试验、室内试验并结合工程类

比提出的围堰地基覆盖层物理力学参数基本合适,深基坑采用较缓的开挖边坡、堰基采用以振冲碎石桩为主的处理措施

针对性强,处理方案设计合适,施工规划总体合理,报告形成的成果可用于指导后续施工.评审专家组成员,集团公司、

金上公司等单位代表５０余人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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