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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户坪水库除险加固中的施工控制：(1)冬季施工条件控制,(2)混凝土工程质量控制,(3)复合土工膜铺设质量控制,(4)

坝前砂砾料防冻垫层填筑工程质量控制,(5)上游护坡面板浇筑工程质量控制,(6)涵洞基础砂砾料垫层及围堰填筑工程质量控
制,(7)涵洞坝体土方填筑工程质量控制,(8)涵洞混凝土浇筑工程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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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铺前对基础进行验收,要求基础面平整密实,清除尖角

概算总投资为 1378.97 万元的新户坪水库老涵洞除险

石块；对老面板表面错台、凹坑裂缝修补平整,基础面验收

加固工程,自 2013 年 10 月 16 日开工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完

合格后才允许进行土工膜铺设。土工膜垂直坝轴线铺设,接

工,历时共 8 个月,虽然是冬季施工,但因为在施工过程中做

缝采用热熔焊机热熔焊接。铺设时注意张驰适度,紧贴地面。

到了以下几点而取得了预期目标,为 2014 年灌区正常引水

土工膜焊接完成后,立即对焊缝进行逐条检查验收,方法采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用目测法,观察有无漏接,接缝是否无烫损、无褶皱,是否拼

1 细节处理

接均匀,两条焊缝是否清晰、透明,无夹渣、气泡、熔点或焊

1.1 横向伸缩缝处理

缝跑边等现象。

对伸缩缝采取柔性止水措施,为确保止水效果对所有的
伸缩缝均进行化灌止水处理。

土工膜检测过程中,如果发现有如有漏焊、熔点、漏气
等现象,必须按照监理工程师批准的施工工艺进行补焊处

1.2 洞身混凝土裂缝的处理

理。监理在验收时发现阻滑墙锚固端土工膜未留足富余量,

涵洞洞身混凝土裂缝使得应力集中,特别是贯穿性裂缝,

造成铺设过紧土工膜下部存在空洞,为此要求承包人进行返

直接恶化了洞身的受力状态,形成漏水通道加速了混凝土钢

工处理。

筋的锈蚀和混凝土的风化。对于浅层裂缝直接凿除内套高性

2.4 坝前砂砾料防冻垫层填筑工程质量控制

能混凝土。对于贯穿性裂缝除了凿除原混凝土外,还进行了

⑴坝前砂砾石防冻垫层制备前对料场进行复查。复检合

化学灌浆止水处理。

格后,在料场进行防冻垫层料制备,⑵填筑前的干密度抽检。

1.3 涵洞洞身整体加固处理

施工检测相对密度值从该曲线查得相对密度,测得最大干密
3

水库放水涵洞最大泄洪量为 32m /s,而且水流中含有大

度 2.28g/cm3,最小干密度 1.98g/cm3,计算得干密度大于

量泥沙,会对洞身产生严重冲刷。为提高砼抗冲耐磨性,采用

2.16g/cm3 时相对密度大于等于 0.75；⑶填筑前进行碾压试

C60 抗冲耐磨的高性能砼。

验,对设计指标进行复核。采用 1.5t 平板振动夯打夯确定的

2 工序控制

压实参数：铺料厚度不大于 30cm,沿斜坡铺料,打夯时上振

2.1 冬季施工条件控制

下不振,每层夯 6 遍。⑷填筑工序过程控制：每层填筑过程

根据实测记录冬季施工暖棚内温度控制在 5 度～14 度,

中对铺土厚度、碾压遍数、行进速率及工作状况进行检查。

棚内布置了 10 个暖风炉,安排 4 人昼夜值班生火；施工前准

检查验收主要项目有无漏压、边角、岸坡结合部是否存在卵

备好加热、保温和防冻材料(包括早强、防冻外加剂),作好

石架空,对大面积粗骨料集中的、对含泥量、含水量过高的

防火措施；施工过程中控制并及时调节混凝土的机口温度,

弹簧土需挖除换填。测量放线检查：依据设计图纸检查填筑

尽量减少波动,保持浇筑温度均匀；拆模时间及拆模后的保

面、前坝坡的边线是否符合设计要求。卸料检查：检查填筑

护应满足温控防裂要求,并遵守内外温差不大于 20℃或

料岩性及级配是否符合设计要求。铺料平整度检查：检查摊

2d-3d 内混凝土温降不 6℃；混凝土质量检查除按规定成型

铺厚度是否满足设计要求,大面有无鼓包、洼坑头及卵石集

试件检测外,还可采取无损检测手段或用成熟度法随时检查

中现象。碾压：检查碾压机具性能功况满足要求。碾压条带

混凝土早期强度。

搭接宽度、碾压遍数是否符合设计要求。检测：采用试坑灌

2.2 混凝土工程质量控制

砂法检测,每单元取样数量不少于一个,碾压完成后一检、二

重点抽测建筑物轴线,对建基面采取了旁站测量,对混

检单位抽样检验,监理现场见证。

凝土建筑物模板验收采取了 20%复测措施。
2.3 复合土工膜铺设质量控制

2.5 上游护坡面板浇筑工程质量控制
⑴面板混凝土配合比：在混凝土中掺加Ⅰ级粉煤灰,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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掺加高效减水剂,以改善施工和易性,减少水泥用量和用水

2.7 涵洞坝体土方填筑工程质量控制

量,从而降低水化热,提高混凝土抗冻性和耐久性。⑵面板混

涵洞土方回填前,通过击实实验测得土料最大干密度为

凝土采用商品混凝土,通过混凝土搅拌运输车运输,现场浇

1.81g/cm3,设计压实系数 0.98,计算得设计干密度 1.77g/cm3,

筑用溜槽入仓,配 1 到 2 人进行扒浆,严禁在浇筑地点加水,

土料最优含水量 14%。土方填筑采用 22t 凸块振动碾碾压,通

四周模板处人工用铁锹铲细料布料平仓,对四周模板处集中

过碾压试验确定填筑参数为：铺料厚度为 45cm,静碾 2 遍,振

卵石要求及时清除,并加强振捣以避免蜂窝麻面。⑶护坡面

动碾碾压遍数 4～6 遍,振动碾行进速度为 1 档,进退错距法碾

板基础开挖采用挖掘机粗削坡,然后再人工精削坡,立模之

压。涵洞两侧及顶部 0.5～1m 范围土方回填：采用电动冲击

前采用 1.5t 平板振动夯沿坡面人工打夯,使坡面密实,浇筑

夯夯实,铺料厚度为不大于 20cm,碾压遍数 8 遍。

前在面板基础表面洒水湿润。⑷面板混凝土坍落度和含气量

涵洞两侧基坑基础处理质量控制：填筑前对坑底淤泥清

控制：施工时溜槽入口坍落度控制在 5-8cm 之间,仓面砼坍

理,将两岸边坡开挖至 1:3,基坑清理完组织业主、设计、监

落度控制在 4-6cm 之间。含气量控制在 3.5%～4.5%。督促

理和施工单位进行验收。基坑回填前在基地抛一层卵石,用

承包人每天抽测坍落度和含气量 2 次,不合格混凝土不得入

挖掘机将卵石压入基层土体中,在上下游各挖一个积水坑下

仓。⑸严格控制面板混凝土浇筑质量,严禁在仓内加水和收

水泵排水将基面渗水排干净,然后迅速铺土,第一层土、第二

光过程中加水,要求原浆抹面成活。⑹加强面板的养护和保

层及第三层土振动碾无法进行碾压作业,为快速施工采用挖

护。面板抹面处理后覆盖毡毯并洒水养护,面板浇筑期在毡

掘机夯实,从第四层开始采用振动碾碾压。基础填筑三层后

毯上洒水养护,洒水养护在 28 天。⑺面板浇筑过程中,监理

挖 1m 深探坑复检,压实系数达到 0.96。
2.8 涵洞混凝土浇筑工程质量控制

采取全过程旁站监理。
2.6 涵洞基础砂砾料垫层及围堰填筑工程质量控制

一部分采用商品混凝土施工,一部分采用自拌混凝土施

涵洞工程采用砂砾料填筑的部位有八字墙基础、陡坡段

工。采用商品混凝土施工的部位有基础 C15 混凝土、涵洞底

基础、消力池基础及上游围堰等。上述基础换填砂砾料均在

板 C45 混凝土、闸井 425.55m 以上、消力池出口连接段和

暖棚内进行,围堰在露天填筑,基础换填砂砾料采用装载机

426m 以下上游护坡混凝土。

进料,小型挖掘机摊铺,每层摊铺厚度 30cm,采用 1.5t 振动
3

夯打夯 8 遍,控制干密度不小于 2.16g/cm 。围堰工程施工时
段为 3 月 1 日～3 月 15 日,采用装载机进料,240 型小松挖掘
机摊铺,每层摊铺厚度 30cm,为加快进度采用 240 型小松挖
掘机碾压 6 遍,控制干密度不小于 2.16g/cm3,与混凝土接合
部位清除粒径 5cm 以上卵石,采用电动夯夯实,选择白天气
温相对高的时段施工并选择含水低的料填筑,未出现冻块填

[参考文献]
[1]颜建.大村水库放水涵洞除险加固的施工[J].江苏水
利,2005(11):13.
[2]邵双林,张亦冰.新疆石河子大泉沟水库放水涵洞的
加固技术[J].山西水利科技,2010(02):33-34.
[3]段济雄.龙潭水库放水涵洞除险加固设计与施工[J].
水利科技,2012(04):40-42.

筑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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