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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西克尔水库位于新疆喀什噶尔流域克孜河下游,针对西克尔水库溢洪道、放水涵洞应急防渗处理均采用坝体上游护

坡铺设土工膜防渗、砼板护坡与垂直混凝土防渗墙结合形成完整的防护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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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情况

顶高程与进口底板高程齐平,高程为1165.6m,在溢洪道两侧

西克尔水库位于新疆喀什噶尔流域克孜河下游,坝址位

无闸控制段砼防渗墙顶高程与进口底板砼隔墙顶高程齐平,

于喀什地区伽师县东北部西克尔镇境内,距喀什市约160km,

高程为1166.96m；砼防渗墙底高程均为1145.6m。溢洪道两

距伽师县城70km,有国道经过,交通方便。地埋坐标：东经

侧 砼 防 渗 墙 顶 高 程 为 1166.96m ～ 1170.20m, 底 高 程 均 为

77°21′34″,北纬39°47′32″。工程于1958年4月-12月建

1145.6m。

成,属“三边”工程,1959年初投入使用,后经1986年、1996年、

放水涵洞防渗处理方案：

1999年-2000年和2005年－2006年历次加固达到现状规模。

放水涵洞坝段上游坝坡采用铺设复合土工膜、砼板防渗

2 主要建筑物型式
西克尔水库除险加固后由主坝、副坝、溢洪道、泄洪闸、
放水涵洞、小放水闸等建筑物组成。
3 从现场地质勘察及现场调查来看,存在如下问题：

与垂直砼防渗墙结合形成完整的防护体系。
放水涵洞坝段左右各50m范围内,上游坝坡采用下部填
筑砂砾料厚50cm,并铺设复合土工膜,然后上部采用现浇C20
砼板进行防渗。

现场检查发现溢洪道进口上游堆筑有临时土石围堰,溢

砼防渗墙紧贴放水涵洞进口底板砼隔墙布置并延伸至

洪闸进口底板为钢筋混凝土衬砌,混凝土板上有淤泥,并滋

放水涵洞左右各50m的两侧坝顶。在进口引渠段砼防渗墙顶

生杂草。溢流堰前底板为框格梁浆砌石结构,浆砌石有局部

高程为1162.78m～1165.25m；砼防渗墙底高程为1142.78m。

脱落现象,砌石之间部分滋生杂草,驼峰堰混凝土表面可见

放水涵洞两侧砼防渗墙顶高程为1165.25m～1170.20m,底高

裂缝。溢洪道洪水经底栏珊消能后,投入泄洪渠,泄洪渠内芦

程均为1142.78m。

苇生长茂盛。检查发现溢洪道基础和闸后有渗水冒沙现象,

5 防渗方案比选

表明建筑物基础及相邻坝体接触渗透破坏较严重。应尽快对

本工程选用以下两种基础处理防渗方案,超薄砼防渗

溢洪道上游进行防渗处理,放水涵洞进口两侧防渗混凝土护

墙、槽孔混凝土防渗墙,现将以上两种除险加固处理方法分

坡,局部板间错动拉开,形成错台约5cm。上游齿墙橡胶止水

别介绍如下：

带外露。经检查放水涵洞出口翼墙侧壁有渗水冒沙现象,表
明建筑物基础及相邻坝体接触渗透破坏较严重。应尽快对放
水涵洞上游进行防渗处理。

5.1超薄砼防渗墙
超薄砼防渗墙为一种新兴的塑性砼防渗墙,采用液压抓
斗5~6m一个槽段开挖成槽,由泥浆固壁成槽后用导管浇注砼,

4 溢洪道、放水涵洞防渗处理总体方案

边开挖边固壁边浇注砼成墙,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连续的防渗

针对溢洪道、放水涵洞渗漏产生的隐患,本次加固工程：

墙,砼防渗墙墙厚0.25~0.30m,为降低墙体砼的弹性模量,提

溢洪道、放水涵洞应急防渗处理均采用坝体上游护坡铺设土

高抗震性能,改善墙体受力条件和适应变形的能力,砼防渗

工膜防渗、砼板护坡与垂直混凝土防渗墙结合形成完整的防

墙墙体采用C8(90天龄期)塑性砼,抗渗标号W6,抗冻标号

护体系。对涵洞出现裂缝洞段实施挂网锚固进行加固处理。

F200, 坍 落 度 18~22cm, 扩 散 度 34~40cm, 水 灰 比 0.82, 砂 率

溢洪道防渗处理方案：

47%。成墙深度可达30~40m,适用于病险情严重,处理深度较

溢洪道坝段上游坝坡采用铺设复合土工膜、砼板防渗与

深的坝段,超薄砼防渗墙成单排布置,采用直线连接,对于有

垂直砼防渗墙结合形成完整的防护体系。
溢洪道坝段左右各80m范围内,坝体上游坝坡采用下部
填筑砂砾料厚50cm,并铺设复合土工膜,然后上部采用现浇
c20砼板进行防渗。

砂层的坝基,要求截断砂层伸入砂层以下相对不透水层
1.0~2.0m,该法能有效地降低坝体浸润线和坝基地下水位,
解决建筑物混凝土结构与基础及相邻坝体接触渗透破坏。
5.1.1超薄砼防渗墙成墙工艺及质量要求

砼防渗墙紧贴溢洪道进口底板砼隔墙布置并延伸至溢

成槽：再每一槽段10m抓斗成槽前,先采用XY—Ⅱ型钻机

洪道左右各80m的两侧坝顶。在溢洪道有闸控制段砼防渗墙

钻设深度与防渗墙一致,直径为300mm的钻孔,钻孔采用三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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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头泥浆护壁钻进。成槽机具采用利勃海尔HS875HD型液压

强度80—100kg/cm2,抗渗标号大于S8,墙厚0.6—0.8m,对于

抓斗,最大挖深130m,并配薄壁抓斗。槽段宽度300m,要求槽

有砂层的坝基,要求截断砂层,伸入砂层以下相对于透水层

孔壁面保持平整垂直,防止偏斜,成墙段无探头石和波浪形

2.0m,该方法能有效降低坝体浸润线和坝基地下水位,解决

小墙等,防渗墙轴线上、下游方向的误差不大于30mm,槽段偏

建筑物混凝土结构与基础及相邻坝体接触渗透破坏问题。

斜率不大于4%。

施工工艺同超薄砼防渗墙。

5.1.2固壁泥浆：对护壁泥浆粘土材料性能指标要求达

不同除险加固方法的技术经济比较表

到：粘粒含量大于40%,塑性指数大于20、含砂量小于5%、二

表-2

氧化硅和三氧化铝含量的比值为3～4。对泥浆的性能指标要

处理方法
比较项目

求：比重1.1～1.15、粘度30～90s、含砂量小于6%、胶体率

序号

大于97%、失水量小于30ml/min和稳定性小于0.01。在成槽

1

内,引起泥浆性能的改变；为防止离析、沉淀、保持性能指
标均一,槽段内泥浆液面保持在槽口板顶面以下30～50cm的

2

槽孔混凝土法

适用

适用于粘性土和砂砾石土基础,成墙

条件

深度大于 30m。

防渗

混凝土防渗墙厚一般为 0.6—0.8m,抗

效果

渗标号大于 W8,防渗效果较稳定。

施工

施工受库水位影响较小,施工速度相

条件

对较慢,工期长,技术要求高。

范围内。泥浆采用拌制使用高效、低噪音的LSJ-1500型立式
高速搅拌机,拌制好的泥浆由泥浆泵输送到各槽口用浆点。

3

砼拌和泥浆：防渗墙墙体材料为塑性砼,按设计配合比
需加入一定的粘土,因其粘性强且有泥团状,将干料加入无
法拌和均匀,为此采用高速泥浆搅拌机制备成泥浆加入,其
粘土材料与上相同。所拌制的泥浆性能主要以比重来控制,
通过计算要求,泥浆比重为1.25g/cm3 对拌制的泥浆不定期
进行检查,要求比重基本不变,从而使泥浆中粘土和水的含
量基本达到要求。
混凝土浇注：防渗墙体采用塑性混凝土,成墙后采用直
升导管法在泥浆下进行混凝土浇注。防渗墙体强度C8、抗渗
W6,混凝土配合比(重量配合比),其水灰比0.82,砂率47%,坍
落度为18～22cm,扩散度为34～40cm。
根据塑性混凝土上述特点,结合类似工程经验,初拟配
合比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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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选情况表明：槽孔混凝土法处理深度深,防渗效果好,
施工方便,能有效降低墙体下游部分的基础浸润线,但投资
大,施工技术要求高,工期长；超薄砼防渗墙法,施工简单,
能够有效解决建筑物混凝土结构与基础及相邻坝体接触渗
透破坏问题,工期短,投资相对较省。
6 结语
通过经济技术比较后认为坝坡斜墙复合土工膜结合垂
直超薄砼防渗墙处理方案在经济上、施工技术上是合理的、
可行的,因此西克尔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推荐方案为坝坡斜墙
土工膜结合坝基超薄砼防渗墙防渗方案。
[参考文献]
[1]西克尔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初步设计报告及设计图集

[3]西克尔水库调度规程[R].新疆:水利水电勘测设计
院,2019:3.
[4]水工建筑物抗冰冻设计规范.文献著录：第 6、9、10 部

5.2槽孔混凝土法
槽孔混凝土墙为是用冲击钻或回转钻在坝体填筑料层
中造成直立槽孔,造孔时用泥浆固壁,并带出钻屑,钻到设计
墙底高程清孔后,在泥浆下浇筑混凝土墙,造槽孔时分两期,
第一期先造间隔一槽段的槽孔,浇筑混凝土墙,并在墙两端
预置柱管,一周后造第二期槽孔,浇筑混凝土后,将一期槽孔
混凝土墙两端预置柱管拔出,并浇筑此预留柱,连接一、二期
混凝土墙。浇筑混凝土时,用导管在泥浆下浇筑,混凝土上升
速度宜大于1m/h,槽内混凝土面高差不大于0.5m,导管直径
为20—25m,故最大骨料粒径为2—4cm,墙体凝结28天后抗压

42

施工受库水位影响较小,施工期水库
可低水位运行,施工速度快,工期短技
术较简单。

计院,2019:3.

3

水泥

渗墙,防渗体厚度 0.25—0.30m,砼标
号 C8,抗渗标号为 W6,防渗效果稳定。

[2]西克尔水库安全评价报告[R].新疆:水利水电勘测设

表-1
砂
率%

相同
超薄砼防渗墙为一种新兴的塑性砼防

[R].新疆:农业部新疆勘察设计院,2005:4.

塑性混凝土配合比(参考)

强度
等级

超薄砼防渗墙

分非书资料:GB/T50662-2011[S].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2012.
[5]碾压式土石坝设计规范.文献著录:第5部分非书资
料:SL274-2001[S].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2.
[6]水利水电工程进水口设计规范.文献著录:第4部分非
书资料:SL285-2003[S].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3.
作者简介：
帕尔哈提·吐尔地(1979--)男,新疆喀什人,维吾尔族,本
科学历,工程师,研究方向：农业水利工程；从事工作：农业
水利工程设计。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