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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黃河下遊堤防的安全涉及堤防本身、穿堤建築物、河道整治工程等。黃河下遊存在“二級懸

河＂，而且堤防多爲沙性土構成，平時大多又不偎水，堤身、堤基存在的隱患難以顯露，一旦洪水

漫灘出槽，將可能引起滲水、崩塌等險情，對堤防安全構成嚴重威脅，有必要加強堤防安全監測預

警工作。針對堤防隱患探測及安全監測、穿堤建築物土石結合部滲水監測、河道整治工程根石探測

與監測、堤防安全評估等存在的問題，探討瞭解決途徑。 

 

一、 前言 

  由於黃河水少沙多、水沙異源、水沙關

系不協調的特殊水沙條件，長期以來在黃河

下遊形成了上寬下窄、上陡下緩的河道形

態，在寬河段採取了“寬河固堤＂治河方

式，並形成了槽高、灘低、堤根窪的“二級

懸河＂局面。黃河下遊堤防多爲沙性土構

成，而且平時大多並不靠水，堤身、堤基存

在的隱患難以顯露。洪水一旦漫灘將可能對

大堤構成三方面的威脅：一是有可能形成橫

河、斜河、滾河，對大堤形成強烈沖刷；二

是堤防偎水後在短時間內難以排出，堤身、

堤基在長時間浸泡後容易在背河形成滲水、

管湧等險情；三是漫灘後水面寬，大風時因

吹程長將對大堤形成強烈的風浪淘刷。因懸

河引水可以自流灌溉，在堤防上修建的引黃

涵閘就有 95 座，而閘涵與堤防土石結合部易

發生滲水、管湧等險情，而且難以搶護，因

此素有“一處涵閘就是一處險工＂之說。因

控導河勢和護灘需要，河道中修建了 233 處

控導工程，但由於其設計施工多爲傳統壩，

需經過多次拋石搶險才能穩定根基，因此其

根石狀況一直爲管理人員所關注[1]。影響黃河

下遊堤防安全的不僅有堤防本身的因素，還

有河道整治工程、穿堤建築物等的因素。 

黃河下遊堤防的設防標准還有其特殊

性，即是防禦花園口洪峰流量 22 000 m3/s 的

洪水，但受泥沙沖淤和河道糙率變化的影

響，河段的水位與流量關系變化很大，如黃

河“968＂洪水 7 600 m3/s 水位比 1958 年 22 

000 m3/s 洪水位還高 0.91m。又如 2004 年～

2006 年小浪底水庫異重流排沙期間,在小浪底

～花園口區間出現了下斷面的洪峰流量明顯

大於上斷面洪峰流量的洪峰異常增值現象。 

隨著黃河兩岸經濟社會的發展和治河水

平的不斷提高，“堤防不決口＂已成爲“維

持黃河健康生命＂的首要標志，但目前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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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著不少問題，現就有關堤防隱患探測

與安全監測、土石結合部滲水監測、根石探

測與走失監測、堤防安全評價等存在的問題

和解決途徑談一些看法。 

 

二、 黃河大堤的隱患探測及滲水監測問題 

1、 堤防隱患探測技術 

   黃河下遊大堤是在民墊的基礎上經曆代

逐步加高培修而成，基礎沒有進行處理，透

水性較強，而且曆史上黃河堤防曾多次決口

泛濫，每次決口堵複都使用了大量的稭柳軟

料，更加大了基礎的滲水強度。黃河與其它

江河情況不同，河水多年不上灘，許多堤

身、堤基存在的隱患不易查明，一旦遭遇較

大洪水，沿線將發生很多險情。因此如何探

明堤身堤基隱患，提高除險加固的有效性，

成爲迫切需要解決的問題。 

目前用於堤防隱患探測的儀器主要是

以電法勘探理論爲基礎的電測儀，但在應用

中還存在由於背景值不清造成對隱患的解

釋尚不能滿足工程管理的需要等問題。其原

因有：1）堤防本身在地面以上部分並非半

無限體；2）儀器對淺層解析度不夠；3）堤

身堤基條件複雜，背景值差別大，也缺乏典

型隱患的率定；4）操作不規範所引起的隨

機影響。鑒於電法的局限性，可考慮以下途

徑：一是通過建設原型堤，隱患模擬，率定

典型隱患的特徵曲線；二是變檢測爲監測，

建立堤身隱患探測檔案，通過不同時間測出

的隱患情況的對比來判斷其發展趨勢；三是

考慮改進儀器，提高 30m 內的解析度，或者

採用非電法原理開發新的儀器。通過室內模

型、原型堤病害探測試驗研究，建立電測資

料可靠性甄別模式和電測資料顯示模式，解

決電法探測技術在堤防病害診斷中的瓶頸

問題。 

在涵閘土石結合部也可考慮固定電極進

行不定期測量，通過對比發現滲水等問題。 

2、 堤防滲水監測問題 

  由於堤防線長而平時又不偎水，隱患分

佈隨機性大，當大河水位達到警戒水位後，

防汛部門需組織大量人力實行拉網式檢查

（巡堤查險）。這種拉網式檢查在實戰中已

取得很大成效，但這種方法也有一些局限

性，最主要的是只能等水滲到堤坡表面時才

能發現，同時還受查險人員責任心的影響。

因此在堤防偎水後如何盡早監測到堤身內

部滲水發展範圍，爲有效遏制險情發展、搶

早搶小提供指導也是需要解決的問題。 

爲彌補傳統的拉網式檢查的不足，可採

用分散式光纖溫度監測系統，對重要堤防、

穿堤閘涵等部位進行遠程滲漏監測[2]。其中

需要解決兩方面問題：一是如何埋設才能有

效監測到滲漏位置並盡可能減小對堤身的

損害，二是在運行中如何能長期發揮其效

用，降低運行成本。 

由於黃河大堤多有寬度爲 50m-100m 的

淤背區，可考慮在放淤工程施工前，將分散

式光纖埋置於原堤身背河堤腳處，再開始淤

背，並將光纖各點溫度變化實時傳輸到中控

室，通過後處理即可及時發現滲漏引起的溫

度變化異常點，進行預警並加強異常堤段的

防守。 

分散式光纖也可用於穿堤閘涵土石結

合部的滲漏監測。對新建或改建閘涵，可在

施工期在閘底板、翼牆處合理布設光纖傳感

器。對已建閘涵，可考慮在土石結合部通過

鑽孔垂直埋設。 

監控室可設 在工程管理 房或閘管所

內，軟件設定報警功能。 

 

三、 根石探測及監測問題 



第十三屆海峽兩岸水利科技交流研討會，2009 年 11 月 23-24 日，台中市 

1、根石探測技術 

爲控導河勢，在黃河下遊河道內修建了

許多河道整治工程。由於按傳統築壩技術修

建的壩、垛、護岸均非一次做到設計深度，

必須經過沖刷出險—拋石搶險加固—再出

險—再拋石加固這樣反複的過程，待壩前根

石達到一定深度，並具有一定的坡度時，基

礎才能穩定。因此每年都要對堤壩根石的走

失情況、分佈情況進行探查，以及時補充石

料。在河水頂沖搶險時，更需要瞭解根石的

坡度，使搶險工作更加安全、有效。 

傳統的根石探測方法是人工在船上用

探杆插入河底，憑人的感覺判斷是否觸摸到

根石（根石探摸），此法勞動強度大、效率

低、精度差、也不安全。長期以來，爲改進

根石探測工作開展了一些研究，取得的成果

可分爲兩大類：一類是以美國的 X—STAR

水下聲波探測儀爲代表的聲波探測法，可以

在水面上探測出水土交界面、土石交界面，

但其受兩方面限制，一是必須在水面上，而

是尚未國産化，成本太高；第二類是以液壓

機械等設備代替人工下壓探摸杆的機械探

測法，如適用於旱地的壓杆簡易機械，在船

上採用擠壓摩擦輪壓杆液壓系統等，但這些

技術在應用中還存在不配套、適應範圍有限

等問題。 

經初步研究，擬研製一種簡便、高效、

准確，數字化程度高的根石探測設備。該設

備將以聲測方法爲基礎，結合 GPS 定位系統

及其後處理軟件，將探測範圍的根石高度直

接以等高線形式繪出。其中需要解決兩個關

鍵問題：一是傳感器要在很短時間內能根據

密度不同自上而下區分空氣-水-泥土-石-泥

土的介面；二是探頭在水面上的安全移動方

式（岸上懸臂或水上船隻）。 

2、根石走失監測 

由於黃河河勢變化快，在小水情況下也

存在著出大險的可能。如若根石走失嚴重而

不能及時發現，並採取有效措施加以搶護，

不但可使壩垛失穩，造成控導工程失守，主

流可能會直沖大堤，所以加強河道整治工程

險情的監測也是非常必要的[3]。 

目前，黃河下遊河道整治工程出險的發

現主要是靠巡視人員不定時的表面觀察，但

是由於工程數量多、分散及現場環境條件惡

劣，加上河勢變化隨機性強等，常常不能做

到及時、准確地發現險情，待發現時險情已

比較嚴重，給搶險造成被動，浪費人力、物

力。 

經過調研擬研製新的根石走失監測系

統，從監測根石走失入手，及時將根石的變

化情況通過無線傳輸形式傳到值班室中，通

過軟件分析後確定是否報警。值班人員接到

報警後，通知查險人員到現場進一步勘查

後，確定補石等方案，變被動搶險爲主動防

護。該系統的核心是研究能監測到根石滑動

或滾動時的傳感器，該傳感器要能適應根石

大變形的工況並能連續無線發射信號，而且

價格不貴，安裝方便，不易被盜。另外也可

考慮將視頻（動態圖象）技術用於觀測水面

以上根石滑動，還可通過監測壩前流速或沖

刷坑深度變化來間接判斷根石。 

隨著築壩技術和導流技術的發展，也要

考慮不搶險或少搶險壩結構形式，對臨時需

要導流的可考慮採用移動式導流裝置。 

 

四、 堤防安全評估問題 

目前大壩、水閘的安全鑒定都有相應的

辦法或技術標准，但對堤防的安全性評價雖

然有所研究 [4-10]，但由於堤防本身的複雜

性，造成評價所需資料匱乏，至今仍缺乏系

統的可操作的鑒定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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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步研究中，應針對黃河下遊河道和

堤防特點，建立基於層次分析法基礎上的安

全風險評估模型。充分利用已有堤防地質勘

查、日常巡查、隱患探測、巡堤查險、除險

加固等有關資料，廣泛聽取各方專家意見，

科學合理處理權重，妥善解決理論性和可操

作性之間的矛盾，在設防標准下對堤防決口

的可能性做出科學合理的評判，以增強堤防

除險加固的有效性和運行管理的針對性[11]。 

需要進一步探討的主要問題有： 

（1）評價所需資料方面：要重視曆史

險情和日常巡查資料的系統整理，要把隱患

探測資料通過灰色聚類等方法[12]，納入評價

指標體系。另外要進一步規範堤防檔案的管

理，把分散的資料及時整理歸檔。 

（2）評價指標體系方面：應根據堤防

不同的失事模式分別建立評價指標體系、權

重和相應的風險分析方法，常規的穩定分析

結果應作爲專家評判的依據。專家的權重處

理宜採用主觀權重與客觀權重相融合的賦

權方法[13]，以減小專家打分的偏離程度。 

（3）評價導則方面：在系統總結已有

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盡快制定可操作性強的

《堤防安全評價導則》，爲科學評價堤防安

全性提供技術指南。 

 

五、 結語 

由於黃河下遊堤防隱患和河道來水來

沙的隨機性較強，給堤防安全管理工作帶來

了不少困難。要保證堤防不決口，不但需要

除險加固等工程措施，而且還需要水沙預

報、巡堤查險、險情搶護等非工程措施。在

各項措施中都要針對影響堤防安全的諸因

素和堤防安全管理的關鍵技術，考慮不斷引

入高科技手段，增強風險管理意識，降低防

汛人員的勞動強度，增強防汛工作的科學

性、主動性和可靠性。 

 

參考文獻 

1、 崔建中、盧杜田、李斌等，黃河水利工

程管理技術，黃河水利出版社，2004。 

2、 張寶森，堤防工程及穿堤建築物土石接

合部安全監測技術發展，地球物理學進

展，2003,18（3）:445-449。 

3、 盧杜田、朱艾欽、齊洪海，黃河下遊河

道整治工程根石位移監測技術研究，人

民黃河，2005,26(11):13-14。 

4、 廖義爲、劉新華、何平安， 黃河下遊河

道工程老化失修評價方法和標准的研

究，人民黃河,1996,(2)。 

5、 李青雲，長江堤防工程安全評價的理論

和 方 法 研 究 [ 博 士 論 文 ] ， 清 華 大

學,2002。 

6、 汪自力、顧沖時、陳紅，堤防工程安全

評估中幾個問題的探討，地球物理學進

展，2003,18（3）:391-394。 

7、 王衛標、錢塘江，海塘風險分析和安全

評估研究[博士論文]， 浙江大學,2005。 

8、 張秀勇，黃河下遊堤防破壞機理與安全

評價方法的研究[博士論文]， 河海大

學,2005。 

9、 邢萬波，堤防工程風險分析理論和實踐

研究[博士論文]，河海大學,2006。 

10、 夏富強，黃河下遊懸河決溢風險評價

[碩士論文]，新疆大學,2006。 

11、 汪自力，黃河大堤病害風險分析方法與

搶 險 新 技 術 [ 博 士 論 文 ] ， 河 海 大

學,2009。 

12、 石林珂、冷元寶、孫文懷等，堤防質量

探測資料多維灰色綜合評估方法，水利

水電科技進展，2004，24（3）：28-30，

74。 



第十三屆海峽兩岸水利科技交流研討會，2009 年 11 月 23-24 日，台中市 

13、 顧沖時、汪自力、劉成棟，堤防工程安

全 評 估 專 家 賦 權 模 型 ， 岩 土 力

學,2006,27(12):2100-21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