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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把子沟泥石流防治设计

刘　伟,　衷　诚,　秦 光 辉
(中国电建集团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７２)

摘　要:为保证印把子沟渣场及其下游设施安全,以及锦屏二级水电站的安全运行,对已进行沟水处理的印把子沟进行泥石

流防治设计.泥石流防治需因势利导,就地论治,因害设防.综合防治措施可有效拦挡固体物质,保证印把子沟过流畅通,

达到预想效果.拦、滞、排防治设计思路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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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ofDebrisFlowPreventionandTreatmentinYinbaziGully
LIU Wei,ZHONGCheng,QINGuanghui

(ChengduEngineeringCo．,LTD,Chengdu,Sichuan,６１００７２)

Abstract:Inordertoensurethesafetyofthewastedisposalsiteanditsdownstreamfacilities,andthesafeopＧ
erationofJinpingIIHydropowerStation,thedebrisflowpreventionandtreatmentdesigniscarriedoutforthe
YinbaziGullywhichhasbeentreatedwithditchwater．Thepreventionandtreatmentofdebrisflowneedsto
considerthesituationfordredging,maketreatmentonthespot,andmakeprotectionagainsthazards．The
comprehensivepreventionandtreatment measurescaneffectivelyblockthesolidsubstances,ensurethe
smoothflowoftheYinbaziGully,andachievethedesiredeffect．Thedesignideaofpreventionandtreatment
byblocking,stagnationanddrainageiscorrect．
Keywords:YinbaziGully;debrisflow;preventionandtreatmentdesign;retainingdam;combdam;intake
tower

０　引　言

泥石流是由于降水而形成的的一种挟带大

量泥沙、石块和巨砾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多
具有爆发突然、历时短暂、来势凶猛、破坏力强

等特征[１].一旦爆发,对工程建设及人民的生

命财产等将造成巨大损失.易于泥石流形成的

地形条件为上游形成区山高沟深、地形陡峻,中
游流通区沟床纵切,下游堆积区地势开阔.以

上地形条件也多为水电项目的施工临时设施场

地选址的有利条件.
如锦屏一级水电站印把子沟沟内地势较为陡

峻,沟谷切割相对较深,坡体的松散固体物质易于

向沟道内汇聚.谷底普遍较为狭窄,纵比降大,坡
面径流时间短、汇流快、沟道水流集中迅速.沟内

松散的地表堆积物及沟谷的堆积体稳定性较差,
易被暴雨洪水冲刷或掏蚀后携带进入沟床,为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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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流的爆发提供物源.印把子沟因其独特的山区

性气候,降水较丰沛且较集中,局地性大暴雨,利
于区内泥石流的爆发.根据综合评判标准,属于

轻度易发.

２０１２年８月３０日,强降雨使印把子沟爆发

一定规模泥石流[２],以坡面泥石流为主.印把子

沟泥石流流量大、固体物质总量大,排水洞排泄泥

石流能力极度不够,导致坝前壅水壅砂(石)严重,
排水洞堵塞,对下游渣场稳定影响非常不利.印

把子沟渣场为永久特大型渣场,渣场堆渣约３０００
万 m３,堆渣高度高达３５０m.渣场一旦失事,大
量渣料流入锦屏二级水库内,减少其调节库容并

危及其安全运行,损失巨大.因此必须对印把子

沟采取泥石流防护设计,确保渣场及其附属建筑

物安全.

１　泥石流防治标准

依 据 «泥 石 流 防 治 工 程 设 计 规 范»(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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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GHP０２１－２０１８),印把子沟泥石流防治工程 等级及设计标准具体分析见表１.
表１　印把子沟泥石流防治工程等级及设计标准分析表

受灾对象
受灾对象

工程级别
主要评价项目

泥石流防治

工程安全等级

泥石流设计标准

降雨强度

印把子沟渣场 特大型渣场 受灾对象为Ⅲ级建筑物 一级 １００年一遇

印把子沟砂石

加工系统
临时工程 受威胁人数＜１０或死亡人数＜３人受灾对象为普通建筑物 四级 １０年一遇

对外辅助公路 场内二级公路 受威胁人数＜１０或死亡人数＜３人受灾对象为道路、桥梁 四级 １０年一遇

沟水处理工程 Ⅴ级建筑物 受威胁人数＜１０或死亡人数＜３人受灾对象为普通建筑物 四级 １０年一遇

锦屏二级电站 Ⅰ级 渣场失稳,危及锦屏二级电站安全;受灾对象为一级建筑物 一级 １００年一遇

　　综合分析以上防护对象,印把子沟泥石流防

治工程等级按一级考虑,对应降雨强度为１００年

一遇,相应洪水流量为 １１７ m３/s(雨洪法计算

值),泥石流峰值流量为２７３．９４m３/s,一次冲出固

体物质总量约４．６８万 m３.相应的泥石流灾害防

治主体工程设计安全系数[２]值见表２.
表２　泥石流拦砂坝设计安全系数

防治工程

安全等级
降雨强度

拦挡坝抗滑安全系数 拦挡坝抗倾覆安全系数

基本荷载组合 偶然荷载组合 基本荷载组合 偶然荷载组合

一级 １００年一遇 １．２５ １．０８ １．６０ １．１５

二级 ５０年一遇 １．２０ １．０７ １．５０ １．１４

三级 ３０年一遇 １．１５ １．０６ １．４０ １．１２

四级 １０年一遇 １．１０ １．０５ １．３０ １．１０

２　防护思路

泥石流防治措施多为预防与治理相结合的综

合措施[３].预防措施重在固源,可从源头减少泥

石流的物源形成;治理措施分拦、滞、排三级措施,
重在拦固、滞流、排稀[４].

印把子沟两岸泥石流物源丰富,若全部防护,
施工难度及工程投资太大.印把子沟渣场最大高

度约２０００m 高程,渣场垭口高于沟谷高程近４０
m,不具备新设排导通道条件.考虑沟谷地势较

为开阔,存在一定的积淤场地,并有条件新建多级

拦挡坝.因此,印把子沟泥石流防护主要考虑多

级拦挡、重点固源、排水通畅、及时清於的的总体

设计防护思路.

２．１　预防措施

印把子沟沟床较狭窄,其中左侧岸坡两处滑

坡体坡脚位于印把子沟沟床内.为避免沟水淘刷

其坡脚,防止坡面堆积物参与泥石流的形成,针对

两处滑坡体设置混凝土护坡挡墙.

２．２　治理措施

２．２．１　拦固措施

为拦截印把子沟上游冲出的大粒径的石块及

树枝、树杈等物质,考虑采用三级多孔坝进行拦

截.旨在分级拦截泥石流中的固体物质、固定沟

床、减缓泥石流流速、减轻泥石流的动力作用.

２．２．２　滞流措施

考虑在多孔坝下游修建一道梳齿坝,拦蓄泥

沙、石块及树枝等固体物质,减缓沟谷纵坡坡度,
减小泥石流流速.

２．２．３　排导措施

印把子沟渣场右侧渣体垭口为倒坡,高差超

过４０m,不具备自主排导条件.渣场原已采取了

沟水处理工程措施.建筑物由浆砌石引渠、排水

隧洞及２级消能竖井和出口隧洞组成.本次治理

仍优先利用其作为泥石流排导的主要通道,且为

唯一通道.
因此,为保证原排水洞过流通畅,防止泥石

流将排水洞进口堵塞,造成渣场失事等安全事

故,考虑在原排水洞进口前引渠处修建一座混

凝土进水塔.

３　防护设计

３．１　预防措施

由于印把子沟沟床较狭窄,左侧岸坡两处滑

坡体坡脚位于印把子沟沟床内,为避免沟水淘刷

其坡脚,引起滑坡体不断滑塌,提供大量泥石流物

源,因此设置针对两处滑坡体的混凝土护坡挡墙.
考虑减少沟道开挖和边坡扰动,滑坡体护坡挡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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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原沟床转弯和坡度进行布置,并且设置为直

接贴于原沟床岸坡的贴坡式,只对挡墙基础下挖

至沟床面以下１．５m.滑坡体护坡挡墙墙高６．５
m,顶宽１．５m,底宽２．０７m,墙址设一级１．５m×
１．５m 台阶,其基础面设置１０cm 厚的 C１０混凝

土垫层,挡墙开挖面需回填至清淤后沟床面.

３．２　治理措施

３．２．１　拦截措施

分别在沟道高程１９４２m、１９２５m、１９１０m
处增设三道拦挡坝[５].坝体均采用多孔坝型式,
遵循“水石分离、大库拦挡”的原则,利用坝体开孔

下泄水流.坝后设置混凝土挡墙对水流进行归

拢,并引排至下游.三道拦挡坝坝体型式相似,上
游面为１:０．５坡面,下游面为１:０．２坡面.坝体埋

深均为３m 左右.开孔尺寸按上下游依次递减.
第一道多孔坝坝顶宽度为４m,最大坝高７m;开
孔尺寸为１．５m×１．５m(宽×高).第二道多孔

坝坝顶宽度为４m,最大坝高１２m;开孔尺寸为

１．２m×１．２m(宽×高).第三道多孔坝坝顶宽度

为４m,最大坝高１０m;开孔尺寸为１．２m×１．０
m(宽×高).坝后采用混凝土护坦,即防止过坝

固体物质掏刷坝体,并增强坝体稳定性.多孔坝

典型剖面见图１、２.

３．２．２　滞流措施

图１　拦挡坝坝轴线典型剖面示意图　尺寸标注/cm

图２　拦挡坝典型断面示意图　尺寸标注/cm

３．２．２．１　滞流方案

在多孔坝下游修建一道梳齿坝,拦蓄泥沙、石
块、树枝等固体物质;减小泥石流规模,固定沟谷

沟床.梳齿坝坝顶宽３m,坝底宽９m,最大坝高

１１m,坝体基础置于地面以下４m;坝体上游为竖

直面,下游面坡比为１:２.梳齿坝的支墩宽度为１
m,支墩间距１m.水流及小块石可从梳齿间通

过,大块石及其他固体物质被拦挡在库内.梳齿

坝示意如图３所示.

图３　梳齿坝平面示意图　尺寸标注/cm

３．２．２．２　稳定计算

选取拦挡坝溢流坝段和非溢流坝段典型断面进

行坝体稳定和地基应力计算.计算采用刚体极限平

衡分析方法,基本荷载有:坝体自重Wd、泥石流土体

重Ws、溢流体重Wf、冲击力Fc、扬压力Fy、水平水

压力Fwl和泥石流水平压力Fdl;特殊荷载有:地震

力F０和Fi.分空库过流工况、满库容过流工况和满

库容过流＋地震工况进行计算分析.各级拦挡坝荷

载作用简图见图４、５,梳齿坝同理.

第３９卷总第２１３期 四川水力发电 ２０２０年４月



SichuanWaterPower　１２５　　

图４　拦挡坝段典型剖面荷载作用示意图

图５　拦挡坝非溢流坝段典型剖面荷载作用示意图

　　稳定计算主要包括抗滑移稳定验算、抗倾覆验

算及地基承载力验算.各级拦挡坝及梳齿坝计算

参数选取见表３,稳定和地基应力计算结果见表４.
表３　拦挡坝稳定和地基应力计算主要参数表

项目 单位 数值 备注

坝体混凝土容重 KN/m３ ２４

泥石流容重 KN/m３ １５

泥石流堆渣容重 KN/m３ ２１

泥石流堆渣内磨擦角 度 ３４

沟内约１９４２m 高程处

泥石流单块最大撞击力
TF ４４．７９

沟内约１９２５m 高程处

泥石流单块最大撞击力
TF ３５．５５

沟内约１９１０m 高程处

泥石流单块最大撞击力
TF ２５．８６

整体撞击力 tf/m２ ６．６５

地基磨擦系数 ０．４５

地震水平加速度 cm/s２ １２９

３．２．３　排导措施

(１)增设引渠盖板.为防止排水洞进口边坡

上部滑坡体塌落、树枝树杈及较大石块堵塞排水

洞.于排水洞进口至引渠末端转弯处设置钢筋混

凝土盖板,形成明洞.其中进口处约４m 为现浇

混凝土盖板,跨度约５m;其余引渠直段采用预制

混凝土盖板封盖,盖板间距不大于２０cm.盖板

在两侧边墙的支承长度不小于３０cm.
(２)增设高位进水塔.印把子沟排水洞进口

处上下游边坡地质条件较差,坡表覆盖层较陡、岩
体风化卸荷较深,倾倒变形严重,重新布置排水洞

极其困难,且难与原有排水洞顺接.因此综合上

述情况,考虑在原排水洞进口前引渠处修建一座

混凝土进水塔,塔高约２１．５m,进水塔底部迎水

面的过水断面面积为４．５m×６m,背水面的过水

断面面积为４．５m×６．５m,顶部迎水面和背水面

的过水断面面积为５m×４m,两侧开口断面面积

为４．５m×４m,顶部为中空,各进水口均设置钢

格栅.进水塔底部为１０．５m×１３m×２m 的混

凝土基础(长×宽×高).进水塔结构见图６、７.
新增进水塔稳定计算成果见表５.

图６　进水塔迎水面示意图　尺寸标注/cm

根据计算可得,三道拦挡坝及梳齿坝在各工

况下抗滑、抗倾安全系数、地基应力均满足要求.
根据规范要求,基础的最大地基应力需小于

修正后地基承载力特征值的１．２倍,本工程满足

最大地基应力０．４３MPa,满足规范要求.

３．３　防治效果

通过上述综合防治措施,３座拦挡坝的总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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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拦挡坝稳定和地基应力计算成果表

部位 溢流坝段 非溢流坝段

工况
抗滑

安全系数

抗倾覆

安全系数

最小地基

应力/MPa
最大地基

应力/MPa
抗滑

安全系数

抗倾覆

安全系数

最小地基

应力/MPa
最大地基

应力/MPa

第一道坝工况一 ２．４８ ２．２５ ０．０７ ０．１４ １．８５ １．８６ ０．０４ ０．２７

第一道坝工况二 ６．１２ ２．９１ ０．１３ ０．１６ ３．２０ ２．０１ ０．１０ ０．２１

第一道坝工况三 ３．８５ ２．５８ ０．１４ ０．１５ ２．４３ １．８４ ０．０７ ０．２４

第二道坝工况一 ２．２３ １．８７ ０．０８ ０．１５ １．７２ １．６９ ０．０５ ０．２６

第二道坝工况二 ５．８７ ２．０６ ０．１３ ０．１６ ２．３５ １．８９ ０．１０ ０．２１

第二道坝工况三 ３．１５ １．８９ ０．１５ ０．１５ ２．５１ １．９１ ０．０７ ０．２４

第三道坝工况一 ２．８３ ２．５７ ０．０８ ０．１５ １．７５ １．６５ ０．０５ ０．２６

第三道坝工况二 ６．８７ ３．０６ ０．１３ ０．１６ ３．３５ ２．０９ ０．１０ ０．２１

第三道坝工况三 ４．１３ ２．６９ ０．１５ ０．１４ ２．５１ １．９１ ０．０８ ０．２３

梳齿坝工况一 ６．２７ ２．６１ ０．０６ ０．１０ １．８３ １．９０ ０．０１ ０．１２

梳齿坝工况二 １２．３０ ３．７０ ０．１２ ０．１７ ２．３６ ２．０７ ０．０３ ０．１１

梳齿坝工况三 ６．３５ ３．３５ ０．１０ ０．１８ １．８４ １．８４ ０．０１ ０．１２

注:１．工况一为空库过流工况;工况二为满库过流工况;工况三为满库过流＋地震工况;
２．抗倾覆安全系数及抗滑移安全系数设计标准见表２.

表５　排水洞进口新增进水塔稳定性验算成果

抗滑安全系数 抗倾覆安全系数 最小地基应力/MPa 最大地基应力/MPa

工况一 １．８９ １．７２ ０．１６ ０．３２

工况二 ２．７８ １．３７ ０．０５ ０．４３

备注
① 工况一为基本工况(正常过流);工况二为特殊工况(满库过流)
②规范规定抗滑安全系数基本荷载组合为１．２５,特殊荷载组合为１．０８
③ 规范规定抗倾覆安全系数基本荷载组合为１．６,特殊荷载组合为１．１５

图７　进水塔侧面示意图　尺寸标注/cm

容约为２．４万 m３,可将设计标准下泥石流固体物

质拦蓄将近一半;梳齿坝库容约为０．７万 m３;高
位进水口高程以下可淤积库容约２万 m３.总拦

挡库容约５万 m３,高于１００年一遇泥石流冲出的

固体物质４．６８万 m３,满足设计要求.增设引渠

盖板及贴坡挡墙等预防措施,可有效减少坡面或

沟内土体参与泥石流的形成,减少泥石流物源.
综上所述,本次防护设计达到防治目的.

４　结　语

本次防护设计对印把子沟采取了预防与治理

相结合的综合措施,确定了拦、滞、排的主体防治

思路.确定泥石流基本特性及动力特性是泥石流

防治设计的基础;泥石流防治需因势利导,就地论

治,因害设防.因地制宜选取经济合理的泥石流

防治方案,才能达到较好的防治效果;拦、滞、排的

综合防治思路,仍是现阶段泥石流防治设计较为

推广的设计方案;雨季应加强泥石流监测和预报,
采取预案措施确保人员和财产安全[６];每年汛后

及时清淤,并检查防护工程损坏情况并及时维护;
下阶段需对泥石流的防治效果进行密切追踪分

析,检验防治措施是否合理,以便于持续改进、不
断完善.
参考文献:
[１]　工程地质手册(第五版)[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编委

会,２０１８－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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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刘　勇．锦屏水电工程地质灾害防范治理与启示[A]．人民

长江,２０１７,４８(０２):４４－４８．
[３]　刘　波,牛运华,等．乌东德水电站白滩沟泥石流特性分析

与防治措施[J]．岩土工程学报,２０１６,３８:２２５－２３０．
[４]　«泥石流防治工程设计规范»(T/CAGHP０２１－２０１８)[S]．

中国地质灾害防治工程行业协会,２０１８－０４－０１．
[５]　周德彦．以两河口瓦支沟为例探讨泥石流防护处理设计新

思路[A]．中国水能及电气化,２０１５,２００(３):６５－７０．
[６]　江　峰．泥石流防治工程设计的若干问题初探[J]．中国地

质灾害与防护学报,２００９,２０(４):３６－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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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等电气设计与管理工作;

秦光辉(１９７２Ｇ),男,重庆人,教授级高工,从事水利水电施工技术

与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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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１２１页)
累计１９００余次,红色预警提示累计６５０余次,为
滑坡区域的管制通行及滑坡体的应急处治提供了

强有力技术保障.

图３　监测预警系统

６　结　语

微芯桩监测系统由微芯桩、一杆式采集测站、

iSafety云平台、手机客户端等构成,通过将采集

到的指标数据依次传输至采集测站、iSafety云平

台,最终在手机端查看滑坡体的动态及预警信息.
采用微芯桩监测预警系统可以有效解决滑坡体浅

表孤石监测难、预警预报不准的问题,极大的提升

我国对地质灾害的防治水平,减少因地质灾害造

成人员伤害及财产损失.微芯桩监测能准确地反

映滑坡体浅表孤石的变形情况,为滑坡区域的管

制通行及应急处治提供了技术保障;开顶滑坡体

作为国家能源集团及大渡河公司一级危险源点,
因成功预警,避免了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取得了

巨大的安全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为企业在

类似重大危险源安全管控方面积累了经验.
参考文献:
[１]　猴子岩水电站水库新增影响区开顶滑坡体处治设计方案报

告(送审稿)[R]．中国电建集团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２０１８０５．
[２]　多种监测手段在滑坡监测中的应用研究,红水河,２０１０,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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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电建设,２０１８年第２期,２０１８年２月．
[４]　基于态势感知传感的滑坡应急监测预警研究[R]．建筑、航

空与环境工程国际学术论坛,２０１８年５月．
[５]　猴子岩水电站开顶滑坡体微芯桩监测日报[N]．２０１９年

１０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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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东德水电站升压设备已具备并网调试条件

４月５日２１点３０分,乌东德水电站工程一线再传捷报:电站左岸５５０千伏 GIS(气体绝缘金属封闭开关设备)和

GIL(气体绝缘金属封闭输电线路)整体耐压和局部放电试验顺利通过,标志着乌东德水电站升压设备具备并网调试条

件,为乌东德水电站首批机组安全准点投产发电打下基础.乌东德水电站采用 GIS和 GIL结合的输电方式,地下开关

站５５０千伏 GIS采用单列布置６回进线、４回出线共５串开关设备,设备带电运行后可靠性高,可实现不断电检修.乌

东德水电站共安装４回 GIL,具有大容量、高落差(垂直落差３０８米)等特点,部分回路采用国内自主研发生产的 GIL,填
补了国产 GIL在超高压、大容量、高落差工程应用方面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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