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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阶段,随着经济的增长,社会的发展,水利水电工程项目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不仅承担着农业的
发展,同时也起到了水利发电、抗洪等作用。水利水电工程在社会稳定中发挥着重要的价值,对于施工质量
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为此,要想提升施工质量,就要应用先进的施工技术。在水利水电工程项目施工中,土
石坝技术是应用率较高的一项技术,主要是将石料等多种材料混合并进行压实形成的一种大坝,从技术以
及经济角度上分析都是最可行的措施。基于此,文章就水利水电工程中的土石坝施工技术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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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Technology of Earth and Stone Dam in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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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the present stage, with economic growth and social development,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which not only bear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but also play a
role in water conservancy, power generation and flood fighting. It plays an important value in social stability,
and the requirements for construction quality are also getting higher and higher. Therefore,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it is necessary to apply the advanced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engineering projects, earth-rock dam technology is a technology with high
application rate,which is mainly a dam mixed with stone and other materials and compacted, and is the most
feasible measure from the technical and economic perspective. Based on this, the paper analyzes the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in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engineering.
[Key words]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earth and stone dam;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前言

这种大坝就被人们称作土坝,如果所选用

备和建设材料的完善,土石坝最主要的建

施工技术的不断进步促进了机械设

的材料是石渣或者是乱石,人们就将这种

筑原料就是土料、石料以及混合料,三种

备和建设材料的完善,土石坝在我国的

坝体成为石坝,如果按照坝高对这种大坝

施工材料堆筑建成的挡水坝就是土石坝。

水利工程建设中有着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进行分类,通常可以将其分成高坝、中坝

土石坝需要的建筑原材料较少,在建筑应

在坝工建设中,土石坝是发展较快、应用

和低坝三种,土石坝的施工方式也有很多

用中结构简单、适用性广,是我国目前水

最为广泛的一种坝型,在高坝的建设中

中但是最常使用的就是碾压式土石坝,土

利水电工程建设中最为广泛的加护形

使用的次数也越来越多,与其他坝型相

石坝在水利工程的建设中之所以能够得以

式。根据土石坝筑坝材料的不同,土石坝

比较,土石坝施工技术无论从经济方面

广泛的应用是因为其的优点非常显著,在

的种类也有所差异,常见的土石坝有堆

还是从施工方面,都具有维护方便、耗材

施工的过程中,其对施工地点的地质要求

石坝、土坝以及土石混合坝等形式；根

少、对施工技术要求低等绝对优势。

并不是很高,而且这种大坝的结构也相对

据土石坝施工工艺的不同,土石坝可分

比较简单,在施工技术的采用上也不需要

为水中填土坝、充填式土石坝、定向爆

1 土石坝的概述
土石坝主要就是指要利用当地的涂料

使用很先进的技术,施工的速度也比较快,

破堆石坝等形式；依据土石坝的坝高不同,

和石料或者是混合料在经过了相应的碾压

不需要担心会出现延期的情况。

坝高低于30m的称为低坝,在30~70m之间

处理之后所建设成的具有挡水和截水作用

2 土石坝施工技术概述

的大坝。
如果采用的施工材料是土和砂砾,

施工技术的不断进步促进了机械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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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视为中坝,高于70m的即为高坝。

3 土石坝的优点
7

水电水利

Hydropower and Water Resources

第 5 卷◆第 4 期◆版本 1.0◆2021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529-7821 /（中图刊号）：868GL002

土石坝作为水利水电工程上应用很广

对坝体和建筑材料堆筑位置进行布置。

压。另外,施工人员也要考虑到土石料的

泛的一种挡水坝,有其自身的优点。首先,

5.2施工设备选用。(1)施工设备的

压实特性与土料自身的性质之间的关系,

由于其原料主要来自于就地取材,因此原

选用对整体工程的质量与进度有至关重

对影响土料压实的各种因素进行综合考

料的选取非常便利,这样可以节省很多的

要的影响和作用。由于现阶段我国水利水

虑,不仅要保证土石坝推土效果好,还要

建筑用材,而且几乎不需要运输费用,大大

电工程的特殊情况,合理应用土石坝施工

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土石坝的低坝坡度,确

降低了土石坝的建造成本,从而节约了建

技术与相关设备,可以提高施工效率和工

保土料压实达到工程质量标准。

筑时间。其次,土石坝的坝体结构非常简单,

程的稳定性。施工设备的选用必须符合现

5.5土石坝心墙反滤料施工。在心墙

因此土石坝的设计简易,对施工技术的要

场实际工程需求,并根据工程的实际情况

施工中,要注意使心墙与砂壳平衡上升,

求较低,施工工序较少,很容易实现全机械

进行针对性的调整与配置。(2)必须对施

心墙上升太快,易干裂影响质量；砂壳上

化的建筑,而且建成后的扩建和维护都十

工设备的稳定性与安全性进行认真检查,

升太快,则会造成施工困难。防渗体土料

分便利。最后,土石坝因其坝体是由散的粒

保证施工设备的运行状态良好。在施工设

与反滤料每次填压的层厚都会不同,需

状的土石料构成,从而其对地形的适应性

备选用中,应选择操作简单且性能较强的

采取一定的措施来保证其平起施工。目

较好,对基地的地质条件的要求较低。

设备。操作简单可以大幅度降低施工设备

前,多采用土砂平起施工法。根据土料与

4 土石坝的缺点

后期的维修与保养投入,对经济成本起到

反滤料填筑的先后顺序不同,土砂平起

土石坝的缺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

较好的控制作用；性能方面,应进行综合

施工法分为先土后砂和先砂后土法。塑

性比较,在施工效率与施工成果方面进行

性斜墙坝施工,当砂壳修筑到一定高度

综合考量,并遵循“小投入高性能”的原

甚至达到设计高程后,再填筑斜墙土料,

则进行施工设备选用。(3)在价格方面,

以便使砂壳有较大的沉陷,避免因砂壳

要将设备投入成本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从

沉陷不均匀而造成斜墙裂缝。

方面：
4.1由于土石坝的坝身不能溢流,所
以施工导流步入混凝土方便。
4.2土石坝由于采取以土料与石料
为主要的施工材料,所以其坝身受天气

而促进施工企业的发展翻。

6 结语

5.3土石料的开采与加工。在开采前

随着我国对水利水电工程的投入不

4.3由于土石坝的用材与施工较为

要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对料场进行具体

断加大,土石坝在当前的坝工建设工程

简单,这就决定了土石坝使用的寿命周

的区分切且进行清晰的划分,同时还要将

广泛应用,充分的考虑土石坝的施工技

期相对较短,维修次数较多。

覆盖层上的杂物进行及时的清理,要按照

术特点,加强对水利水电工程中土石坝

5 水利水电工程中土石坝的施
工技术分析

相关的要求来进行排水设施的建设。为了

的施工技术的研究,对不断提高土石坝

能够更好地保证施工的顺利进行,还要对

施工的水平有着重要的作用。在水利水

5.1布置施工材料。水利水电工程土

施工道路进行合理的布局和修建。一般来

电工程中的土石坝施工时,应该综合考虑

石坝的施工技术质量和施工材料的布置

说,土料的开采方式可以分为两种：淤立

每个因素,既要充分考虑到土石坝施工建

有着直接的关系,对施工材料进行有效

采；于平采。前者比较适合土层相对较厚、

设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选材、填筑及灌浆等

的布置可以推动土石坝施工的顺利进行,

原料含水量接近建筑含水量的开采工作,

相关问题,还要考虑相应地域的地理环

在对施工材料进行布置时一定要加强对

更加适合于土层数量相对较多,土层的差

境、人文条件、经济水平和人员需求等一

质量的把控,只有严格把控施工材料的

异性也相对较大的开采；后者就比较适用

些干扰因素,只有在充分考虑干扰因素的

质量,按照施工质量的要求进行,才能为

于土层厚度相对较小土层的数量也比较少,

基础上,才能最大化地保障水利水电工程

土石坝施工质量奠定扎实的基础。在施

水分含量比较高需要进行一定的脱水处理

中土石坝施工的质量与安全。

工材料布置上,首先要注意的就是确保

的开采,在规划的过程中一定要合理地将

[参考文献]

交通条件的便利,只有保证这一条件才

整个区域划分成若干区域,在不同区域

[1]何英,杨永.水利水电工程中土石

能使材料进场更加方便；其次要注意的

要采用不同的方式对其进行加工处理。

的影响较大,较为容易影响工期。

是此地是否有充足的原材料；另外就是

5.4土料的压实。要想保证堤坝的安

坝施工技术探讨[J].中国战略新兴产业,
2018,(16):133.
[2]丁海涛.水利水电工程中土石坝

施工材料的质量,简单来说,施工材料质

全和稳定,一定要做好土料的压实工作。

量的好坏与整个施工质量和施工水平有

通常情况下,土石坝压实的程度越大,密

施工技术探讨[J].科技创新与应用,2018,

着直接的关系,所以要保证原材料的质

度越大,土石坝内部的黏结力和摩擦力越

(21):141-142.

量,推动水利水电工程的顺利开展。在实

大,那么建筑的土石坝的渗透性和防冲击

[3]滕旭君.水利水电工程中土石坝

际施工前,要对多方面因素进行考虑,并

性越强。在进行土料的压实时,主要选用

施工技术探讨[J].现代工业经济和信息

从整体规划对建筑材料进行选择。对于

碾压机,碾压机施工作业过程中,必须要

化,2017,7(01):64-65.

时间来说,要对水利水电工程的强度和

把整碾压机前进方向与堤坝轴线平行,然

进度进行把握,对于空间来说,要从整体

后按照碾压机的操作标准,进行分段碾

8

[4]张侠.水利水电工程中土石坝施工
技术[J].中国标准化,2016,(13):177-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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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