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电水利

Hydropower and Water Resources

第 4 卷◆第 5 期◆版本 1.0◆2020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529-7821 /（中图刊号）：868GL002

水利工程除险加固策略方法分析
宿远志
泰安市大汶河闸坝管理所
DOI:10.32629/hwr.v4i5.2969
[摘

要] 水利工程是建筑工程体系组成部分,而建筑行业则是社会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影响社会经济发展,所以水利工程质量的好坏也直接

影响建筑行业和社会经济发展,长期以来都得到了社会各方人士的重视。做好水利工程除险加固工作,能够提升水利工程质量,使得水利工程的
使用价值、社会价值及使用寿命等得到强化,由此可见除险加固的重要性。对此,本文根据相关文献资料,分析了水利工程除险加固策略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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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ater conservancy engineering is a part of the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system, and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social system, directly affect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so the quality of water conservancy engineering quality
also directly affect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and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for a long time has been the attention of people
from all sides of the society. To do a good job in the reinforce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can improve the quality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nd strengthen the use value, social value and service life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n this regard,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trategies and methods of the reinforce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ccording to the relevant docu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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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及科学技术等就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

第一,能够有效保证水利工程正常运行。水利工程一直都影响国民

这为建筑行业营造了良好的经济环境及技术环境,使得各种建筑工程施工

经济发展,更是我国农业命脉,所以其正常运行能够促进我国农业及社

技术及方法得到了完善,提高了建筑工程质量。水利工程作为影响力较大

会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而除险加固则能够保证水利工程一直处于正常运

的工程项目类型,在该形势下也得到了施工技术方面的完善尤其是除险加

行状态。第二,能够强化水利工程防洪排涝压力的功能,减少洪涝灾害发

固方法,使得水利工程使用价值得到提升,相应的使用寿命也得到延长,进

生,保护城市居民生命安全。第三,能够及时发现和处理各种质量问题,

一步证实对水利工程进行除险加固处理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所以下文先

延长水利工程使用寿命,并提高水利工程使用价值及社会价值,促进水

简单论述了水利工程建设特点,然后分析了水利工程除险加固必要性、常

利工程建筑行业及社会经济健康发展。例如,除险加固能够及时发现墙

见问题及除险加固方法。

体开裂、坝基土体渗水等问题,然后及时维护和处理,从而保证水利工程

1 水利工程建设特点

能够正常使用。

1.1工程建设时间长

3 常见的水利工程问题

调查发现,我国多数水利工程早在20世纪中就已经建造而成,如今已

3.1水库本身的质量问题

经有至少60年的历史了,在当时所使用的闸门、启闭机等都已经超过寿命

相关文献显示,很多水利工程施工人员并没有对工程质量审核给予重

期限,很多机械的零部件都出现了故障,导致机械失灵失控等事故发生。另

视,导致部分水利工程竣工后没有进行严格的质量检查就投入使用,增加

外,当时的施工材料质量也不高,相应的技术水平也不高,所以本身存在很

了各种安全隐。还有部分施工单位将水利工程建设重心放在赶进度上,忽

多质量问题,加之时间长,各种问题更加凸显。

视了部分施工环节的质量检查,甚至出现偷工减料的现象,导致水利工程

1.2建设难度大且成本高
水利工程不同于其他建筑工程,相比较而言,水利工程施工周期更

质量不达标,增加裂缝和不均匀沉降等发生率。
3.2闸门漏水、渗水问题

长、施工技术要求更高、施工材料质量要求更高,所以水利工程建设难

闸门漏水、渗水是水利工程运行过程中常见的问题,主要原因包括水

度很大,相应的成本也非常高。另外,水利工程是城市的排水系统,需要

闸闸门老化、零部件生锈、水中杂物纠缠阻塞等,例如水草、布料等杂物,

具备防洪排涝压力的功能,而这些功能在设计、施工等阶段都会消耗大

导致闸门紧密性降低,难以阻止水从水闸身侧渗出。

量的人力、物力及材料,而且中途还会遇到各种改造,这都增加了水利工

3.3堤岸坍塌问题

程造价成本。

很多水利工程都存在护岸墙体塌陷问题,主要发生于弯曲河段,其原

1.3存在很多安全隐患

因在于水流急促导致凹岸迎流顶冲现象发生,使得岸脚泥沙流失,降低堤

很多水利工程还延用传统的施工技术,并且施工人员的质量意识淡薄,

岸承载力,然后在淘刷强度逐步增加的情况下发生坍塌。

导致工程存在很多安全隐患,增加各种故障发生率。另外,没有定期对工程
进行维护和检修,使得各种安全隐患没有被及时排除。

2 水利工程除险加固必要性分析

3.4水闸室墩墙与翼墙破损问题
主要原因在于过往的船只因为操作不当导致船只撞击水闸室墩墙,从
而造成水闸室墩墙与翼墙破损,例如大型动力船只进入闸室时偏离航线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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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直接撞向墩墙,轻则损坏墙皮,重则破坏墩墙结构,导致墙内的钢筋外露,

减少水的冲击。第四,灌浆方法,主要应用于开沟导渠、滤水还坡环节,还

缩短墩墙使用寿命,降低水利工程质量。

能够有效解决裂缝问题,成为常见的水利工程除险加固方法,包括土坝灌

4 水利工程除险加固流程、策略及方法

浆、开挖回填和两者结合三种方法。“土坝灌浆”方法的原理在于利用压

4.1流程

力将浆液注入坝体裂缝处,然后浆液经过钻孔及管道时就会密实和堵塞各

4.1.1前期勘察

种裂缝,从而达到加固防渗透的目的；土坝灌浆与开挖回填结合过程中需

除险加固已经成为水利工程必要施工环节,在进行除险加固施工前必

要坚持“上堵下排”原则,其中“上堵”包括抛土和粘土铺盖,主要适用于

须进行有效性和针对性的前期勘察工作,以获取精准参数,为除险加固方

已完成土坝坝基建造后出现渗漏问题处理,而“下排”则包括挖导渗沟和

案制定提供可靠依据,从而保证除险加固的有效性。前期勘察过程中,相关

导渗培厚。此外,还可以使用粘土铺盖方法处理坝基渗漏问题。

技术人员要勘察水利工程病险发生位置、破坏程度及范围等,然后根据勘
察的结果进行针对性加固修补。此外,还需要勘测地下结构风险隐患,并制

4.2.3加固护岸墙体
加固护岸墙体的主要目的在于防止塌陷,具体策略及方法如下：第一,
根据护岸墙体发生位移的程度及原因等,制定针对性加固策略。例如,针对

定相应的预防对策。
4.1.2安全评估

因为地基松散导致的位移及弧形裂缝问题,可通过更换地基土壤和桩击来

首先,水利部门要根据勘察结果全面评估水库安全状况,包括放水建

处理；针对因为河床被深挖导致的墙体位移问题,可以通过在护岸附近进行

筑、大坝、溢洪道等设施的安全状况；其次,联合设计单位、质检机构和

抢护加固来处理,抢护加固过程中要坚持“护岸先护”原则,即优先处理堤

施工单位等,确定水库病险程度,并找出质量隐患及其原因；最后,根据安

坝和岸脚处的问题,要先小件如进行抛枕护脚、抛笼(石)护脚处理等。第

全评估结果制定除险加固方案。

二,针对严重塌陷的护岸墙体,要先外削塌陷处的土,以减少重量,然后扩
大内坡处的堤身断面,以强化护岸墙体的抗洪能力。

4.1.3组织管理
首先,安全管理,必须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标准进行除险加固,以保证

5 结语

除险加固施工安全；其次,要加强对保质交付项目任务的管理,为除险加固

除险加固对水利工程来说意义重大,能够加固水利工程,提升水利工

提供充足建设资金；最后,引进防汛调度系统、雨水情测报系统等,以实时

程质量及运行安全性,使得水利工程为人们提供更好的水利服务,促进水

监督、控制和管理水利工程运行过程,从而及时发现和解决各种安全问题。

利工程建筑行业发展。通过分析了解到,很多水利工程因为建造时间长、

4.2策略方法

施工质量不达标等原因,导致塌陷、裂缝等问题发生,而除险加固则能够有

4.2.1加固水闸

效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必须对水利工程进行除险加固处理。基于此,上文从

加固水闸的目的在于防水闸漏水及水库土方流失,具体策略及方法如

加固水闸、加固土坝和加固护岸墙体等方面,分析了具体的除险加固策略

下：第一,在水闸墙背后添加混凝土,以填实水闸缝隙,这样就能够有效防

及方法。

止漏水及渗水现象发生,从而达到加固水闸的目的；第二,定期清理闸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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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以增强滑坡段的抗滑力,从而减少滑坡发生,同时还能够有效清淤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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