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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介绍了沁源县永和水电站大坝混凝土施工的全过程,重点介绍了大坝各部位混凝土施工方法及坝体内部埋石混

凝土施工,块石埋入混凝士后有效地减少了坝体混疑土用量,简化了大体积混凝土施工的温度控制措施,有效避免了坝体的温
度裂缝。通过现场有效的施工管理和质量控制,加快了施工进度、节约了施工成本,达到了设计要求和目的。
[关键词] 永和水电站；大坝；混凝土施工
1 工程概况
永和水电站大坝为混凝土实体重力坝,全长433m,最大坝
高40.00m,坝顶宽度8.0m,坝顶高程1152.00m。挡水坝段全长
300m,其中左岸159m,右岸141m；溢流坝段全长133.0m,布置在
大坝靠近左岸主河槽的位置。坝体防渗形式采用上游坝面混
凝土防渗,坝基采用帷幕灌浆。上游面高程1138.2m以上为垂
直面,高程1138.2m以下坡度为1:0.2；下游面高程1148.50m以
上为垂直面,高程1148.50m以下至坝基的坡度为1:0.7。放空
排砂洞位于桩号0+257处,进出口中心线高程为1124.0m,设
计洞身为有压圆形断面,直径3.0m。发电引水洞位于桩号
0+282处,进口中心线高程1130.0m,出口中心线高程1121.0m,
进口至坝后总阀处的水平长度29.84m,渐变段长5.0m,洞身
为有压圆形断面,直径1.2m。
2 施工总布置
2.1混凝土拌合系统
在大坝下游布置一套HZS75和二套HZS50型混凝土拌和
站,组成混凝土拌和系统。搅拌系统实际生产能力按额定生
产能力的60%考虑,能够满足大坝混凝土施工强度。
2.2钢筋加工厂
钢筋加工厂布置在大坝左坝段下游生产区内混凝土拌
和系统附近。
2.3木工加工厂
木工加工厂主要用于坝面、基础、坝顶、消能设施、廊
道、挡水段、排砂放空洞、引水发电洞、厂房等部位的钢模
板、异型木模板和支撑结构的制作和加工。
2.4施工用水
拌合用水及混凝土养护用水直接从河道抽取。
2.5施工道路
根据施工需要,左、右坝段基坑分别布置两条下基坑道
路,用于基础开挖和基坑(高程1121m以下)混凝土施工；高程
1121m以上混凝土施工运输分别采用左岸、右岸下游各一条
上坝道。
3 混凝土施工程序及施工方法
3.1混凝土浇筑顺序
3.1.1高程1117.5m(1116.1m)以下混凝土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3

水电水利

Hydropower and Water Resources

第 3 卷◆第 7 期◆版本 1.0◆2019 年 7 月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529-7821

高程1117.5m以下混凝土,先将上、下游面板混凝土浇筑
至设计坝坡起坡点高程,再浇筑坝体内部C15埋石混凝土。
3.1.2高程1117.5m(1116.1m)以上混凝土
高层1117.5m以上坝体混凝土浇筑采用先浇筑上游面板
混凝土,再浇筑坝体内部C15埋石混凝土和下游面板混凝土,
坝体内部C15埋石混凝土和下游面板混凝土同时浇筑。
3.2混凝土浇筑方法

输至大坝上游或下游浇筑仓前,卸入8m3料斗内,采用1m3反铲
挖掘机入仓浇筑。
3.3.3混凝土平仓振捣
混凝土平仓采用人工铁锹平仓,振捣采用高频振捣器和
软轴插入式振捣器进行。
3.4坝体C15混凝土中埋石
C15埋石混凝土中的埋石,在混凝土中应均匀分布,互不

3.2.1混凝土浇筑分层情况

牵连,在施工过程中,埋石工作具体操作方法如下：

(1)高程1117.5m以下面板混凝土

3.4.1块石的堆放场

高程1117.5以下混凝土先浇筑上游及下游面板混凝土,

块石堆放场设在大坝下游侧,距大坝下游边线约30m处,

面板混凝土分两层浇筑,从高程1114m开始浇筑,第一层厚

场地面积约700m2,场地用低标号混凝土硬化。堆放的块石在

1.45m, 第 二 层 厚 1.44m, 达 到 上 游 设 计 坝 坡 起 坡 点 高 程

使用前,须用高压清水冲洗干净,并充分浸润,在入仓前保持

1116.89m。

湿润状态。

(2)内部埋石混凝土及高程1117.5m以上面板混凝土

3.4.2块石的运输

考虑大坝埋石混凝土的特殊性,即坝体内部混凝土要求

块石装车采用1m3 反铲挖掘机或50装载机进行,块石运

埋石率达到20%,分层太高,填埋块石多且占时长,容易使混

输采用15t自卸汽车。

凝土出现施工冷缝现象。再根据大坝结构情况,桩号0+133～

3.4.3块石的填埋

0+353段220米长坝段上游面按1:0.2起坡从高程1116.89m开

混凝土内填埋块石,采用装载机或反铲挖掘机配合人工

始,下游面按1:0.7起坡从高程1117.5m开始,高程1117.5m正

进行,优先使用装载机。装载机将仓内块石铲运至已经过振

是大坝灌浆廊道的底面高程。综合考虑各种因素,从高程

捣的混凝土面上,使块石尽可能分散均匀,人工配合将块石

1114m开始,浇筑混凝土分层厚度为第一层厚1.2m,第二层厚

摆放均匀。

1.2m(浇筑第二层混凝土时,为了方便上游面大模板的安装,

3.5混凝土平仓振捣和块石填埋工作的配合

所有坝段在上游侧1.5m宽的范围内加高0.49m,即第二层浇

埋石混凝土施工,先将C15混凝土入仓后,人工平仓,振

筑完成后,上游侧1.5m宽范围混凝土顶面高程1116.89m),第

捣后,再开始填埋块石,当该处块石摆放完毕后,方可开始上

三层厚为1.1m。第三层混凝土顶面正好浇到1117.5m高程,

层混凝土入仓铺料,当该层混凝土料平仓完毕后,混凝土振

即灌浆廊道底板的高程。

捣时,振捣棒插入前层混凝土内的深度不少于15cm,使上、下

高程1117.5m以上混凝土浇筑分层情况是第一层和第二

层混凝土及块石紧密结合,保证C15埋石混凝土密实度。

层分层厚度均为1.125m,浇筑两层混凝土后达到灌浆廊道的

3.6混凝土养护

拱肩部位。以上各层混凝土分层如遇有结构要求,需对混凝

混凝土养护采用草帘履盖人工洒水养护,保持草袋湿

土浇筑分层厚度做调整时,可做适当调整,但分层最小厚度

润。养护时间不少于28天。
4 大坝混凝土在高温季节施工的温度控制

不得小于0.8m,最大不超过2m。
对于放空排砂洞和引水发电洞,由于两洞进出口高差较

高温季节浇筑大坝混凝土,由于浇筑方量大,气温高,混

大,横穿大坝,两洞设计洞壁均为C25混凝土,进出口段均为

凝土在浇筑后产生大量的水化热,极易使已浇筑成型的混凝

矩形断面,最小洞壁厚度均为0.8m。放空排砂洞和引水发电

土产生裂缝,经过论证,决定在高温季节施工时,采取如下降

洞所在坝段,C15埋石混凝土浇筑分层时,首先要保证洞身

温措施：

C25混凝土设计断面厚度,在洞身所在坝段所处的高度范围

4.1原材料降温

内,先浇洞身C25混凝土,后浇C15埋石混凝土。在洞身弯曲部

4.1.1砂子和石子的降温措施

位,根据洞身各处所处高程确定C15埋石混凝土的浇筑分层

尽量堆高料堆,高度不低于5m,多存料,在砂和石子堆料
场上搭设遮阳棚,使砂、石子不受阳光直射,降低其温度。

高度。
每块每层混凝土浇筑,从该浇筑块的下游端或上游端开
始,采用台阶法铺料,每层铺料厚度0.3m～0.5m,逐层到顶,

块石入仓前,必须用清水将块石表面冲洗干净,保持湿
润,同时也能降低块石温度。

然后全断面向前推进。
3.3混凝土拌和、运输、入仓和振捣

4.1.3水泥和粉煤灰的降温措施
严格检查进场水泥的温度,水泥必须是按规定存放一定

3.3.1混凝土拌和
混凝土拌和采用一套HZS75和一套HZS50型搅拌站进行。

时间后才能供工地使用,并且要求水泥和粉煤灰罐车运输尽

3.3.2混凝土运输

量避开高温时段。

混凝土运输采用15t自卸汽车,直接运至浇筑仓内,或运
14

4.1.2块石的降温措施

4.1.4水的降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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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饮水安全与供水工程管理探究
滕丽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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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虽然农村经济的发展极大地改善了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经济条件,但随之而来的工业污染、生活污染以及供水无

法得到保障等,给农村生活饮水供水留下了很多安全隐患,而且饮用水工程的管理也受到影响,对农村居民的健康和生命安全
构成了巨大威胁。由此可见,研究当前的饮用水问题是十分必要的。为此,文章对当前我国农村生活饮水供水的安全隐患以及
农村饮水工程管理问题分别进行了分析,并且针对农村饮水安全方面的不足之处提出了完善的措施。
[关键词] 农村；饮水供水；安全；管理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进程的不断加快,解决农村经济

饮水安全尚未形成足够的防范意识,且仍然存在着喝生水等

建设水平已经成为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关键。农村饮水工程

生活习惯,一旦生活饮用水的水质出现问题,将会直接威胁

是满足其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其安全管理提高成为工

到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

程建设使用可持续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1 农村饮水安全存在的主要问题

1.2水污染问题
自进入工业社会以来,我国的水污染问题一直都未能得

1.1水源水质问题

到很好地解决,而对于农村生活饮水供水来说,水污染问题

在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的今天,水质问题已经对人们的日

对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带来极大的影响。首先,近年来工业污

常生活造成了直接的影响,从目前来看,我国虽然对生活饮

染排放虽然受到了一定的控制,从整体上来看,每年排放到

用水的水质设定了明确的标准,但由于针对农村生活饮用水

河流、湖泊中的污染物仍然存在,在很多工厂较为密集的农

的水质监测仍处于空白状态,无论是组织体系还是技术设备

村地区,水资源已经受到了严重污染,这不仅使供水厂的污

栋存在着很多不完善之处,因而绝大多数农村地区的生活饮

水处理成本大大提高,同时也对农村生活饮水的水质造成了

水供水仍然无法达到规定的水质安全指标,这对于农村饮水

直接影响。其次,在一些工业不发达的地区,农业、养殖业污

安全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另外,农村居民的文化程度普遍

染以及生活污染对水资源的影响同样十分严重,在一些交

较低,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也比较差,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对于

通、经济情况较好的农村地区,由于人口相对较多,农业、养

降低混凝土搅拌用水的温度,混凝土拌合用水采用河水,
河水抽至搅拌站水箱内,水箱外全部利用10cm厚的聚苯乙稀
泡沫塑料及棉被包裹严实,水箱内一般不存水,随用随抽,保
证水在水箱内的温度不会发生较大的变化。
4.1.5混凝土运输的降温措施
本工程混凝土运输大部分采用自卸汽车进行,对于运送
混凝土的自卸汽车,车厢四周要粘贴隔热材料,车厢上部要
搭设滑动遮阳罩,防止在汽车行进途中受到日光暴晒。
4.1.6坝体内埋设冷却水管通水冷却,通冷水或低温河
水降温。
4.2混凝土浇筑时间和浇筑分层的选择
混凝土浇筑尽可能避开高温时段,上午10时至下午4时
尽量不开盘。初始大坝混凝土浇筑时拟计划分层厚度为1.2m,
以后根据情况可作适当调整,但最大厚度不超过2m。
4.3混凝土浇筑
混凝土入仓前,用清水将仓内充分湿润,混凝土入仓后,

4.4混凝土养护
混凝土终凝后,表面覆盖草帘,采取人工洒水养护,保持
草帘湿润,养护时间不少于28天。
上述所有温度控制措施,第一保证了混凝土浇筑温控制
在28℃以下,第二控制成型混凝土温度避免出现大幅度回升。
5 结束语
沁源县永和水电站大坝于2016年6月封顶,施工过程中
合理布置混凝土运输路线,加强现场管理,严把质量关,合理
安排,科学施工,为类似大坝工程积累了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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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内要配备足够的混凝土工人和振捣设备,混凝土平仓振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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