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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巴丹托鲁水电站大坝混凝土温控研究

陈　勇,　杨　尹
(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工程局有限公司,四川 都江堰　６１１８３０)

摘　要:对印度尼西亚的水泥、粉煤灰等混凝土材料进行了研究.通过进行不同配合比的绝热温升试验和过程仿真,探讨了热

带雨林地区大体积混凝土温控的控制标准和措施并将其用于指导现场施工,旨在为热带雨林地区大体积混凝土温控积累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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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概　述

巴丹托鲁水电站位于印度尼西亚北苏门答腊

省南塔帕努里县的巴丹托鲁河上,枢纽由拦河坝、
泄洪、引水、发电等建筑物构成.拦河坝为拱形混

凝土重力坝,坝高７４m;引水隧洞长１２．２３km,电
站额定水头２７３．４m,设计流量２０７．６m３/s,装机

４台,总装机容量５１０MW.水电十局作为项目

的EPC总承包商承担该项目的全部工程.
巴丹托鲁水电站大坝的主要混凝土工程量

包括 C１４碾压混凝土约１２万 m３,C２１常态混

凝土约５万 m３,大坝坝址位于北纬１．６３°,东经

９９．１９°,工程区属于热带雨林气候,其混凝土温控

环境与国内有很大的不同,混凝土主要采用美国

材料协会和混凝土协会标准,亦与国内采用的标

准有一定差异.在混凝土材料方面,由于印度尼

西亚基础工业薄弱,低水化热水泥很难获得,粉煤

灰质量差且作为危险废弃物进行管理,加之苏门

答腊地区的公路运输条件极差,粉煤灰的运输和

使用非常困难.笔者通过对当地材料进行调查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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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以及现场试验和仿真,探讨了低纬度热带雨林

地区大体积混凝土温控的控制标准和措施,并将

其用于指导现场施工.

２　工程所处的环境和混凝土材料

２．１　坝址气温

工程区的年气温变化幅度小,坝址附近气象

资料显示,月均最低气温出现在１月,为２４．７℃,
月均最高气温出现在７月,为２５．７ ℃,年均气温

２５．２℃.

２．２　大坝库水温度和稳定温度

水库的类型可以通过多年平均径流W(m３)和
库容V(m３)的比值进行判断.当比值大于２０时判

定为混合型水库[１].巴丹托鲁水库径流与库容的

比值为２０１６７,据此可以判定其为混合型水库,水
温和底层水温的差别较小,因此可以认为库底温度

近似等于建库前河道来水的最低月平均水温.
实测７月天然河道水温接近２４℃.考虑到

７月平均气温为２５．７℃,水温比平均气温低１℃
左右,因此,可以近似地认为天然河水水温最低为

２３℃左右,库底温度可以取为２３ ℃.考虑到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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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气温年变幅很小,因此,水温年变幅亦很小,可
以假定库底水温年内无变化,为定值(２３℃).

２．３　水　泥

印度尼西亚工业基础薄弱,距坝址最近的水

泥厂位于西苏门答腊巴东市,距离坝址处约４５０
km,仅提供 OPC(ASTMC１５０－I型水泥)水泥

和PCC水泥(普通硅酸盐水泥).由于巴丹托鲁

项目的技术规范明确要求只能使用 ASTMC１５０
－I型 水 泥,故 笔 者 对 该 阶 段 的 研 究 亦 基 于

ASTMC１５０－I型水泥,其７d的水化热为３３０
kJ/kg,对混凝土的温度控制非常不利.

２．４　粉煤灰

当地电厂主要使用加里曼丹岛产的褐煤,粉
煤灰质量较差,筛余量普遍超过２０％,只能达到

Ⅲ级粉煤灰标准,使用时需要自建选矿厂进行加

工.同时,由于粉煤灰在印度尼西亚按危险废弃

物进行管理,在其使用前需提前向该国环境部申

请许可.

３　控制标准

３．１　内外温差

美国混凝土协会标准 ACI对混凝土内部温

度的建议为:３０d内,从混凝土最高温度起算的

温度回落不超过１５℉到３０℉ (８℃到１７℃)[２],
相对于中国标准的内外温差不超过２０℃[３]更为

严格.按照 ACI标准控制的混凝土最高温度为

４２℃,按照中国标准控制的混凝土最高温度为４５
℃.笔者通过仿真结果对内外温差的控制标准进

行了探讨.

３．２　基础温差

巴丹托鲁水电站大坝碾压混凝土的长边范围

取３０~７０m,常态混凝土的长边范围取２１~３０
m,按照混凝土坝温度控制设计规范规定[４],混凝

土的基础容许温差见表１.

　　巴丹托鲁水电站大坝的基础强约束区和弱约

表１　混凝土基础容许温差表 /℃

项目

常态混凝土

基础容许

温差

常态混凝土

最高温度

碾压混凝土

基础容许

温差

碾压混凝土

最高温度

强约束区 ２２~１９ ４５ １４．５~１２ ３７．５

弱约束区 ２５~２２ ４８ １６．５~１４．５ ３９．５

束区主要是碾压混凝土,按基础容许温差控制的

混凝土最高温度更低,强约束区碾压混凝土的最

高控制温度不超过３７．５℃,弱约束区混凝土的最

高控制温度不超过３９．５ ℃.常态混凝土主要集

中在溢洪道以上的部位,距基础面高差为３８m
左右,在基础约束区之外,内外温差要求控制的最

高温度比基础温差的要求更严格,常态混凝土应

按内外温差１７℃的控制标准执行,混凝土最高控

制温度为４２℃.

３．３　温度应力

混凝土温控的最终目标是防止拉应力超过容

许应力造成混凝土裂缝,按照混凝土重力坝设计

规范中的规定,基础混凝土的温度应力按混凝土

极限拉伸值控制:

γ０σ≤εpEc/γd
[５]

式中　σ 为各种温差所产生的温度应力之和,

MPa;εp 为混凝土极限拉伸值的标准值;Ec为混

凝土弹性模量标准值,MPa;γd 为温度应力控制

正常使用极限状态短期组合结构系数,取１．５.
考虑到 ASTM 试验标准中圆模对国标中方

模的强度折算后,碾压混凝土C１４的最大容许抗

裂应力取０．９７MPa,C２１常态混凝土的最大容许

抗裂应力取１．３１MPa.

３．４　绝热温升试验

混凝土绝热温升直接关系到混凝土的水化热

温升,进而影响到混凝土结构最高温度.通过现

场绝热温升试验,对大坝工程量最大的几种混凝

土的绝热温升进行了研究,所获得的试验所用的

参考配合比见表２.
表２　混凝土试验配合比表

混凝土种类 混凝土标号①
材料用量/kgm－３

水 水泥② 粉煤灰 砂 小石 中石 大石

碾压 C１４ ８０ ５３ ９８ ７６１ ４３３ ５７７ ４３３

常态 C２１(掺３０％粉煤灰) １６３ ２０７ ８９ ６６６ ３９７ ３９７ ５０６

常态 C２４．５二级配 １７３ ３８４ \ ６５７ ５３６ ６５５ \

注:①混凝土标号采用美国材料协会规范 ASTM－C３９圆柱型混凝土试件抗压强度标准试验方法测试的强度;②水泥采用 ASTM C１５０
－I性水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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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热温升试验采用 HJW－４混凝土绝热温

升测定仪进行,试验成果见图１.

图１　混凝土绝热温升图

C１４碾压混凝土的７d绝热温升为１６ ℃,

C２１混凝土的７d绝热温升为３４℃.通过温控措

施可以使混凝土最高温度满足温控要求.C２４．５
常态混凝土的７d绝热温升高达５０℃,因此,即
使采取温控措施,混凝土的最高温度也很难满足

要求.故在施工中应避免使用这种不掺加粉煤灰

的二级配混凝土用于浇筑大体积混凝土.

３．５　温度场和温度应力场仿真

温度场和温度应力场仿真是通过建立大坝上

下游及底部１．５倍坝高范围内的三维有限元模

型,通过热传导微分方程求解,在空间域上运用有

限单元离散,在时间域上运用差分法离散,所有单

元叠加后得到稳定温度场.在温度场的基础上,
通过求解混凝土弹性应力和徐变应力等建立温度

应力场.基于三维有限元的施工仿真已经被广泛

应用,笔者在此不再详述.
混凝土温控的主要目标是防止拉应力造成混

凝土裂缝,温度场和温度应力场的仿真具有较强

的指导意义,以现场试验数据为基础进行温度场

和应力场仿真,其仿真结果可以用于验证温控标

准并指导施工措施的制定.
(１)无温控措施的温度和应力场仿真结果.

不考虑温控措施,浇筑温度为气温加３℃,约束区

浇筑层高为１．５m,非约束区浇筑层高为２~３m,
施工期温度及温度应力变化较大,采用一天一步

计算进行有限元法计算机仿真.其温度场和应力

场结果见图２、３.
碾压混凝土的最高温度为４７℃,超过最高控

制温度,上游表层混凝土靠近坝端的部位最大温

度应力为１．１３MPa,超过允许抗裂拉应力.常态

混凝土最高温度超过６０℃,超过最高控制温度,

最大温度应力为１．７５ MPa,超过允许抗裂拉应

力.因此,无论是碾压混凝土,还是常态混凝土都

需要采取温控措施.

图２　无温控的温度场分布图

图３　无温控的应力场分布图

(２)控制浇筑温度措施下的温度场和温度应

力场仿真结果.将浇筑温度控制为２０℃、其它条

件相同下进行仿真,碾压混凝土最高温度为４２．５
℃,超过最高控制温度,最大温度应力为 ０．９３
MPa,未超过最大容许抗裂应力;常态混凝土的最

高温度为５５℃,超过最大控制温度,最大温度应

力为１．６１MPa,超过允许抗裂拉应力.仿真结果

显示:碾压混凝土的温度应力满足控制标准,但最

高温度仍不满足温度控制要求;常态混凝土的温

度和应力均超过控制指标,需要进一步加强温控.
(３)采用控制浇筑温度和一期通水冷却下的

温度和应力场仿真结果.在控制浇筑温度为２５
℃并对坝体混凝土进行一期通水冷却,水管按照

１．５m(层厚方向)×１．５m(水管间距)布置,通水

水温为２０℃~３０℃,一期通水１５~２０d,通水的

前７d其通水流量为２m３/h,后８d通水流量不

超过１．２m３/h的条件下进行仿真,碾压混凝土在

基础强约束区内的最高温度为３６℃,弱约束区内

的最高温度为３９．５ ℃,满足最高控制温度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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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碾压混凝土最大温度应力为０．７MPa,满足允

许抗裂拉应力控制要求.常态混凝土的最高温度

为４８．８℃,仍不能满足最大控制温度的要求,最
大温度应力为０．９３MPa,满足允许抗裂拉应力控

制要求.

４　结论及措施

对试验和仿真结果分析可知:
(１)ASTMC－１５０－I型水泥的水化热过大,

在采取综合温控措施下,常态混凝土的最高温度

仍达４８．８℃,其根本原因为水泥水化热过大,如
果采用Ⅱ型水泥,其７d水化热可以降低约４０
kJ/kg,有利于混凝土温控和防裂.

(２)通过对比C２１和 C２４．５常态混凝土的绝

热温升可以看出:水泥是混凝土水化热的源头,大
体积混凝土应优先采用三级配混凝土并掺加粉煤

灰以降低水泥的用量.
(３)在使用Ⅱ型水泥和调整混凝土最高温度

的情况下,碾压混凝土通过控制浇筑温度即可满

足温度控制要求.如果不能调整,则需要同时使

用控制浇筑问题和坝体一期通水冷却的综合温控

措施.
(４)在采取控制浇筑温度和坝体一期通水冷

却的措施下,常态混凝土的温度应力满足控制标

准,但其内外温差仍然不能满足 ACI规范所建议

的１７℃.根据温度应力的仿真结果,混凝土的最

高温度可以放宽到４８℃,在该条件下,温度应力

不会超过允许抗裂拉应力.在此情况下,通过控

制浇筑温度和坝体一期通水冷却的综合措施可以

满足温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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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７８页)
波纹管内形成整体、放入到吊架内,安放过程中注

意安放顺序[３].吊装时,吊点必须采用四点吊装,
钢丝绳的长度必须相同,吊耳和卡环必须符合要

求后方可进行吊装.
(３)根据图纸位置对精轧螺纹钢进行定位,定

位筋每１ m 焊接一道,精确定位,避免管道下

沉[４].精轧螺纹钢安装完成后对管道进行调整顺

直,每１m 使用 U 形筋进行固定,以保证混凝土

浇筑过程中管道不发生上浮和左右偏移.
(４)将张拉端锚具、连接钢管和进浆管焊接成

整体.将锚固端锚具、连接钢管和出浆管焊接成

整体.进浆管与连接钢管焊接时,必须检查连接

钢管上开口孔径不得小于２cm,整体焊接密实,
无缝隙.出浆管与连接卡安装时,必须注意口对

口,避免连接卡将连接管道出口堵住.张拉锚具

整体和锚固端整体拼装完成后灌水检查其是否严

密,出水是否饱满,如有问题应立即整改.
(５)混凝土浇筑过程中,施工人员不允许脚蹬

波纹管道进行振捣作业.
(６)待混凝土强度达到设计强度的８５％、混

凝土弹性模量达到８５％后且混凝土养护龄期不

少于７d方可进行张拉.

３　结　语

在桥梁施工过程中,现场的施工单位在进行

工程项目建设期间,需要对张拉压浆施工质量问

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可以组织专题讨论会进行研

究,从而找出导致该质量问题发生的影响因素,进
而可以从相关因素着手,进行工程施工全程的质

量监管控制,避免出现预制梁板后张法预应力的

施工质量问题,促使工程项目可以在既定的工期

内保质保量的建设完成,使其在投入应用后具有

非常理想的应用质量及较长的使用寿命[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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