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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闸是水利管理项目的主要组成部分,长期运行后它已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需要加强以确保
水力结构的安全稳定运行。从本文介绍的示例开始,首先介绍了项目的总体情况,然后计算了运行的操作
能力,然后在此基础上提供了具体的技术建设计划,以作为类似项目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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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程实例

并抬高木板,以利于碳纤维增强。由于水

水通过闸门的正常流动,需要优化挡土墙

该项目主要是一个中型灌溉闸门,

闸建筑物长时间处于水环境中,因此需要

结构的设计。在这个项目中,在挡土墙的

计划灌溉面积为400km 。根据当前的规

对其进行加固以最大程度地提高湿气固

结构上增加了一个扶手过滤装置,主要由

范和标准要求,工程设备已投入使用很

化效果。在这方面,碳纤维布可以粘在混

沙子、砾石和土工布组成。在施工之前,

长一段时间,并且由于长时间的冷冻、解

凝土外面,并进行防腐处理。

必须对施工现场进行勘测和安装,并且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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冻和风化等因素,建筑物的裂缝和凹坑

2.2增设水闸枢纽运行管理设施。为

须确定施工参数,尤其是路堤边坡的施工

表面也很严重,存在潜在的安全风险,这

了确保水闸的安全操作,必须建立由视

线,并相应地校正自然边坡并切开边坡。

些风险会严重影响项目的有效性。

频监视系统、水位监视系统和运河流量

干墙工作应由施工人员根据测量标志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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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系统组成的实时监视系统,以监视

行。该工作是自下而上完成的。地板上应

2.1混凝土防碳化处理技术。由于多

和分析锁的运行状态和运行参数。通过

铺设一层100-200mm厚的碎石垫层。填充

年的腐蚀,诸如支柱和河道门框之类的

远程监控系统进行控制。还应专注于跟

必须均匀分布,并且厚度是恒定的。

混凝土结构存在严重的碳化问题。以下

踪和观察大坝轴线的位移,并将准直仪

主要关注混凝土碳化问题：混凝土碳化

定位为沉降和位移观察的工作空间。

3 调洪计算
目前,对储备容量和泄洪曲线的经

是指空气中的CO2与水泥中的碱性物质

2.3对上游干砌块石护坡进行整修灌

验证的泄洪验证受到危害的抽象和放

之间的相互作用。大量物理和化学反应

浆。由于在项目的建设中必须充分考虑防

大。然而,溢流现象没有改变,仅排水通

的增加导致材料中各个成分的性能发生

洪功能,因此防洪需要等效的墙高和墙宽,

道部分被加强。溢流坝段在坝的左

重大变化,即中和混凝土。如果水闸内的

必须根据气候和降水量计算墙高和墙宽。

侧,WES弯曲实用堰是堰的类型。左岸是

混凝土结构损坏,请执行以下步骤：①修

在河闸项目施工现场,施工人员和技术人

一个2孔溢流口。溢流孔宽10m,堰的最大

复纵向和纵向构件中的裂缝。对于宽度

员进行了全面调查,确定了干砌块护坡施

高度为137.00m。浇口类型为弧形钢质浇

≤0.5mm的裂纹,应在裂纹结构上沿钢棒

工参数,并说明了机翼墙的边坡比以及侧

口。水位排出的结果示于表1和表2,水位

深度放置10-20mm宽的沟槽,并应清除钢

壁的高度和比。在侧壁位置,每10m安装一

排出关系曲线示于图1。

棒表面上的锈斑以清除多余的材料。钢

个宽度为20mm的伸缩缝。膨胀缝覆盖有

筋和混凝土结构表面的盐分。如有必要,

C20浇铸的0.2×0.5m混凝土,并设有秋千,

需要焊接以确保建筑物的稳定性。必须

以确保挡土墙结构的稳定性和维护闸门

将处理剂均匀地涂在锁闸的表面和用于

的枢纽。在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将斜坡

填充砂浆中凹槽的聚合物上。对于宽度

从地面基础延伸至0.5m,以在挡土墙中形

大于0.5毫米的裂缝,请择婿以进行立即

成滑动墙结构,以防止挡土墙移动。必须

维修。②混凝土脱落。在废物的情况下,

根据锁栓工程调查的结果正确维护边坡

混凝土结构坍塌或钢筋张开,在防腐和

保护和排水孔。由于该项目的水量较大,

除锈操作后并浇注高性能混凝土C45,有

因此必须对排水面进行良好的排水。为此,

必要在钢筋保护层的表面上切割混凝土

必须正确设置滤水器和排水孔。为了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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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位-泄量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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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边坡失稳的类型
4.1按边坡失稳滑动的形式。它可以
分为浅滑动和深滑动。这里的滑动是指,
滑动体被限制在堤主体或堤基的一小部
分。深滑指滑移到大坝底部深处的部分,
例如滑移在地下5m至8m处。
4.2按滑动发生的位置可分为三种。
江边滑坡通常发生在退潮期或岸边跌落
的沉水区,回水滑坡通常发生在汛期的
高水位或在浸没通道中有锯切损坏；堤
表3

大坝安全超高计算结果

（单位：m）

岸坍塌,洪水季节和非破坏性可能在洪

运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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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季节发生,主要发生在堤岸部分,那里

正常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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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上海滩坡度陡峭。

非常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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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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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根据危害程度不同,可以将滑坡

表4
运营情况

分为两种。首先是易受伤害的当地滑坡,
而所有对危害极为严重的滑坡。前一种
类型的滑动大多数是平面滑动。浸入的

频率

坝顶高程计算结果（单位：m）

库水位

安全超高

(%)

防浪墙应有高

现状坝顶及防浪墙顶高

程

程

正常运用

1

148.00

2.92

150.92

非常运用

0.05

149.35

1.65

151.00

149.80/151.00

损坏仅限于堤岸的一部分,更易于治疗。

个水位监控系统和一个运河流量测量系

在旺季期间,必须及时采取措施应

其次的类型的滑坡主要是指大面积的深

统,以监控锁闸的运行状态和参数,并分

对临水坡和背水坡的滑坡,以确保安全

滑或浅滑。沿大坝纵向的浅层滑动超过

析和控制远程监控系统。还应专注于跟

通过旺季的事故多发阶段。洪水季节过

100m,影响面积大并且破坏严重,必须及

踪和观察坝轴的位移,并将准直仪定位

后,应进行彻底处理以消除危害并恢复

时安装,否则将导致灾难。

为观察沉降和位移的工作区域。

大坝的状态。通常,浅水滑坡发生在大坝

5 大坝抗洪能力分析

6 主要建筑施工技术分析

的岸边,基础基本上没有损坏。在这种类

根据《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洪

6.1溢洪道施工。溢流的结构集中在

型的滑坡中,应优先挖掘和重新填充所

水标准》(SL252-2000)和《混凝式土石

铅和由铅丝制成的石笼中。混凝土由一

有滑移体。根据滑坡的位置和滑坡的原

坝设计规范》(SL274-2001)：如果在坝

吨的电动自卸车运输,并使用1.1kW平面

因,具体步骤和处理方法将有所不同。有

顶之前安装了防波墙,则坝顶超出了对

振动器进行振动,并且现场安装石笼网,

许多方法可用于消除和加固山体滑坡。

顶部的要求。此时,在正常工作条件下,

规格为长×宽×高＝1.0×0.5×0.5m。

滑坡段的实际情况应根据当地的材料供

坝脊应高于静态水位0.5m,在异常工作

铺设时保证垂直度和平坦度,较大的石

应条件,施工技术的状态和施工阶段而

条件下,坝脊不应低于静态水位。在正常

头放在外层,石笼连接并用导线固定。水

定。优化并实施了特定要求。

运行条件下,波壁高度对应于计划的高

泵隧道的基本结构与溢流通道的结构相

水位和大坝结构,以及经过验证的高水

似,结构相同,因此在此不再赘述。

8 结束语
总而言之,水闸除险加固在水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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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和。从表3和表4中可以看出,坝顶和波

将原始的斜坡保护从大坝的两侧拉向中

其运行,以增强其经济和社会效益。

壁的高度满足规格要求。2014年5月25

心。面向水的斜坡保护结构由无纺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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