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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坝踵应力是关系到混凝土坝是否开裂和安全的一个重要指标，不管是用结构力学法还是有限
元法都能计算出坝踵有一定的拉应力，但实际监测值很少出现拉应力，主要原因应在于：1）坝踵位
置的定义不同；2）目前的监测仪器和方法有局限性；3）计算过程中的不当简化。本文从定性和定
量两个方面分析造成计算结果和实测结果差异的原因，以小湾特高拱坝为例分析影响计算精度的各
项主要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坝踵真实应力状态计算的仿真分析方法。改进后的仿真分析结果与监
测结果规律吻合良好，应力值接近，说明该方法能够给出合理的坝踵应力变化规律和比较精确的应
力范围。最后，给出了坝踵应力监测仪器和方法的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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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difference reason between monitoring and calculating dam heel
stress of high arch dam
Abstract: The stress value of a dam heel is a key indicator that is closely related to concrete cracks and
dam safety. Tension stress is generally got in a dam heel by structure mechanics methods or finite element
methods, while seldom be monitored with instruments. The reason may lie in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different dam heel definition between simulation and monitor, limitation of monitoring methods and
instruments, improper simplification in simulation analysis. The reason for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imulation and monitoring results is analyzed qualitatively and quantitatively. Main factors affecting
simulation accuracy are studied with Xiaowan arch dam as an example, and an improved simulation
method is proposed to give more real and accurate dam heel stress. The simulation results got with the
improved simulation method are in good agreement with the monitoring results of Xiaowan arch dam.
Therefore, reasonable stress variation and accurate stress range can be obtained with the improved
simulation method. Finally, some suggestions for improvement of monitoring instruments and methods are
given.
Key words: high arch dam, dam heel stress, simulation method, monitoring method

0 前言
拱坝设计中坝踵应力是一个关键控制指标，如果坝踵拉应力超标会引起坝踵开裂，严重
时裂缝会损坏甚至破坏防渗帷幕，危及大坝安全。国内外不乏因坝踵拉应力超标引起开裂，
影响大坝安全，而不得不进行大修的例子。如奥地利的 Kolnbrein 拱坝，初次蓄水过程中，
河床坝段坝踵和下游面底部均出现裂缝，结构大量漏水，扬压力增大至全水头，采取了大量
修补加固措施，最终在大坝下游修建一座大体积拱形重力支撑坝才彻底解决问题[1]。奥地利
的 Zillergrundl 拱坝在坝踵区预设了诱导缝来防止坝踵出现裂缝，但效果不佳，在其上部仍
产生了一条水平接缝[2]。前苏联的 Sayano-Shushenskoe 重力拱坝蓄水运行时在上游面坝踵位
置出现了位于不同高程的水平裂缝，造成明显渗漏，后期分三个阶段进行了灌浆修补加固[3]。
我国石门拱坝在蓄水初期的低温高水位期间坝踵也出现开裂，对大坝安全运行造成不利影响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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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阶段一般按照规范[5 6]要求采用拱梁分载法或有限元等效应力法进行应力分析，结
果显示坝踵普遍存在一定大小的拉应力，如文[7]统计的小湾、二滩、拉西瓦、构皮滩、李
家峡等高拱坝坝踵均为拉应力，且拉应力一般都在 0.8MPa 以上。采用线弹性有限元法计算
大坝应力时，坝踵拉应力会随着计算单元的细化而增大，甚至会给出难以置信的结果，非线
、
性分析也会在坝踵出现受拉屈服。为了防止坝踵开裂，我国拱坝设计规范[5 6]对坝体的容许
拉应力进行了规定，并把坝踵应力作为大坝观测的一个重要指标进行监测。为改善坝踵应力
状态，国内外工程中采用过多种减小坝踵拉应力的措施，如布置水平诱导缝[8]、坝踵前基础
布置预置缝、设置坝踵块[9]以及布置贴脚等，典型的如小湾特高拱坝在坝踵处设置了一条横
跨 11 个坝段的诱导缝[8]。
但是目前我国大量观测结果却不支持如上计算结论，如已运行了十几年二滩高拱坝的坝
踵仍为 4MPa 以上的压应力[10]；小湾高拱坝已蓄水至正常蓄水位，目前未监测到拉应力，压
应力在 1.5~4.0MPa；构皮滩拱坝也未监测到坝踵拉应力[11]；王志远[12]统计了 10 座重力坝的
坝踵应力全部为压应力，平均压应力为 0.84MPa。为什么计算中普遍出现的坝踵拉应力在实
测结果中未能见到？为什么实测坝踵普遍为较大的压应力？这是许多学者和工程师普遍关
心的一个问题。
对拱坝坝踵的应力问题，国内外学者在多个方面都进行过大量研究工作，如计算网格和
计算方法对坝踵应力精度的影响[13]，横缝布置等结构因素对坝踵应力的影响[14]，计算应力
取值方法、坝踵应力集中的等效处理[15]，非线性分析中坝踵开裂的判断准则、坝踵开裂的
塑性区大小危害性判断方法[16]，改善坝踵应力状态的措施如体型优化、设置周边缝和底缝
等[8]，工程措施对坝踵应力和拱坝工作性态的影响[17]，坝踵开裂对坝体应力分布规律和大小
的影响[18]等。以上对坝踵应力问题的广泛研究，给出了很多的有益研究成果和结论，但仍
存在问题需要解答，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坝踵应力计算值和实测值存在差异。针对拱坝
坝踵应力准确性问题，张国新等针对仿真计算影响因素进行过初步讨论[19]，王志远针对重
力坝坝踵应力问题进行过定性讨论[12]，探讨了运行期温度应力、灌浆作用以及湿涨作用等。
本文从计算坝踵和观测坝踵的差别，观测仪器和方法的局限性，数值计算中模型和荷载
的模拟方式的影响等几个方面分析高拱坝坝踵应力的计算结果和观测结果差别的原因，研究
真实坝踵应力的计算分析和观测方法，提出了更精确的仿真分析方法和监测建议，并对小湾
拱坝坝踵应力进行了分析。

1 实测坝踵应力的局限性
1.1 计算和监测应力坝踵位置不相同
在设计及数值计算中，坝踵一般定义为拱坝上游面和建基面交点，该点处于结构的几何
突变位置，存在应力集中现象，结构和应力分布都非常复杂。有限元法计算时坝踵应力会极
大地依赖于网格剖分，难以给出稳定的计算结果，因此规范要求采用等效应力的方式计算坝
踵应力值。在实际监测中，坝踵应力监测仪器如压力计或多点应力计一般不会布置在这种几
何突变位置，而是在离坝踵一定距离处。如图 1 为小湾高拱坝拱冠梁坝段建基面附近应力监
测设备布置情况，该拱坝中应力监测仪器布置在实际坝踵下游处，距离上游面约 6.0m、建
基面约 3m 处。应力应变测点这种布置方式，避开了坝踵复杂构造的影响，避免了应力集中
带来的测值不稳定性。但是测值反映的不是真实的坝踵应力，与数值计算分析的坝踵位置有
较大差别，这是造成计算坝踵应力与实测坝踵应力差别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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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典型拱坝坝踵应力计布置示意图
1.2 坝踵应力监测设备和方法只能监测压应力
坝踵应力的监测，目前一般采用两种方法，一是在建基面混凝土与基岩的结合部位埋设
压应力计，直接测量坝基的应力。第二种方法是埋设多项应变计，测量出各方向应变值，进
一步计算应力。
（1）坝基压应力计
图 2 是一个典型的坝踵应力计示意图。应力计距上游面一般 3 至 6m，测轴平行于建基
面的法向，因此只能监测建基面的法向应力。建基面的应力由两部分组成：扬压力（或渗透
压力）及岩石-混凝土之间的有效应力，而应力计测值为总应力，即：
(1)

式中

为实测应力，

为扬压力，

有效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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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典型拱坝坝踵压应力计布置示意
大坝浇筑期间，有效应力

随坝高的增加，压应力不断增大，蓄水后随水位不断抬升，

压应力逐渐减小，一旦水压引起的拉应力增量大于浇筑期压应力贮备时，有效应力由压变为
拉，但该部位最大拉应力不会大于基础岩体的抗拉强度。因此实测坝踵压应力不小于扬压力
与岩体抗拉强度之差，即：
（2）

式中：

为基础岩体的抗拉强度。

众所周知，岩体普遍存在大量节理裂缝，是一种抗压不抗拉的材料，抗拉强度一般很低，
尤其在存在裂隙和节理时，可能抗拉强度接近于 0。坝踵处的扬压力一般与上游水头相等，
因此当上游水压产生的拉应力小于岩体的抗拉强度时，应力计可以测到坝基压应力；而当建
基面的有效拉应力大于岩体的抗拉强度，使得建基面拉开，应力计的测值即转化为扬压力值。
事实上，多座高坝的坝踵应力测值在水位达到一定高度时便与水位正相关变化，说明此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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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面已开裂，应力计转变为渗压计。
（2）多向应变计组
坝踵多向应变计组均埋设于混凝土中，距上游面和建基面都有一定距离，如图 3 为小湾
拱坝坝踵附近多向应变计组埋设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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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小湾拱坝坝踵多向应变计组埋设示意图
建基面处坝基岩体对坝踵混凝土的作用应力为：
(3)
取坝踵局部进行应力分析可知，坝体上游面为库水带来的压应力，下部建基面处为下部
基岩渗流带来的压应力（扬压力作用），测点高程处的横向应力即拱向应力也为压应力，因
此可知多向应变计组测点处为三向受压状态，因此埋设于坝踵附近混凝土中的多向应变计组
只能监测到压应力。
由以上分析可见，对于高拱坝而言，采用目前的监测方法，不管坝踵压应力计还是坝踵
多向应变计组，都只能监测到压应力，而不能监测到拉应力，这是目前坝踵应力监测方法和
仪器的局限性，也可以部分解释目前为止未能观测到坝踵拉应力的原因。

2 模型和荷载简化对计算结果的影响
2.1 坝体自重和蓄水过程的影响
坝体自重是影响坝踵应力的重要因素。高拱坝的浇筑是分坝段进行，然后通过接缝灌浆
逐步封拱而成，封拱高程以上部分单个梁（单坝段）独自承载混凝土自重，封拱高程以下部
分则是以拱梁分载的方式由拱和梁共同承担上部混凝土自重。传统的自重模拟方式有两种，
一是自重全部作用于整体拱坝，坝体自重由拱梁分载共同承担；另一种是自重全部作用于梁
上，各梁自身的自重由本梁承担。这两种模拟方式都做了简化，均会带来一定的误差。第一
种方式低估了自重引起的坝踵压应力，而第二种方式则高估了坝踵压应力。大量的对比分析
表明[20]，自重施加和封拱按 11 次以上模拟时的坝踵应力即与全过程仿真结果相近，以小湾
拱坝为例，仿真结果为 14.26MPa，自重作用于全坝和自重作用于梁上的坝踵有限元应力与
全过程仿真有限元结果相比相差 2.39MPa 和 2.52MPa。
除坝体分期浇筑外，特高拱坝一般要分期蓄水，即大坝浇筑到一定高程，具备部分挡水
能力时即开始蓄水以尽早发电，这种分期蓄水方式，使得每次蓄水时水压增量仅由已封拱部
分的坝体承担，这种部分坝体（封拱高程以下）承担水压的方式与水压全部作用于整体大坝
的水压施加方式在坝内引起的应力分布有一定差别，会使坝踵压应力有所减小，但鉴于初始
蓄水水位较低，且蓄水时坝体封拱高程一般较高，这种影响相对较小。
2.2 温度荷载的影响
1）温度荷载对坝踵应力的贡献
拱坝的设计温度荷载分为温升荷载和温降荷载，具体算法都在规范中有所规定。温度荷
载的计算起点是封拱温度，温升荷载为月平均最高气温对应的坝体准稳定温度与封拱温度之
差，温降荷载为月平均最低气温对应的坝体准稳定温度与封拱温度之差。实际计算中，是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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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温差作用于大坝整体，计算温度荷载。温升荷载会使大坝向上游变形，从而在坝踵部位
引起压应力，温降荷载会使大坝向下游变形，在坝踵部位引起拉应力。因此特高拱坝为防止
温降荷载带来的拉应力，一般采用低温封拱，封拱温度比坝体平均温度（稳定温度）低 1~3℃，
结果会使温升荷载均值大于温降荷载均值。
实测结果表明，坝体高高程的混凝土在封拱之后，在混凝土的残余水化热和环境温度的
影响下，大多在 3-6 个月内，出现较大幅度的温度回升，如小湾拱坝，封拱后的温度回升普
遍在 5-6℃，
局部可达到 9-12℃，
图 4 和图 5 为小湾拱坝不同高程测点的温度过程曲线和 2012
年 7 月实测拱冠梁剖面的温度分布，考虑低、中、高三个不同高程分区的封拱温度分别约是
12℃、14℃和 16℃，可以算出各高程的温升值约 8-10℃。
事实上，实测的温度荷载与设计温度荷载存在两个差别，1）实测温升值普遍大于设计
温升值；2）由于分期封拱，实际温升荷载只作用于已封拱的坝体部分，不影响未封拱部分。
由于以上两个原因，致使按照设计温升荷载方法计算的坝踵设计压应力小于实际应力，即现
行方法低估了温升荷载对坝踵压应力的贡献，仿真计算结果表明小湾拱坝温度回升荷载作用
下的坝踵贴脚边缘压应力高达 6.5MPa，坝体上游面坝踵部位压应力也有 1.4MPa 以上。

图 4 小湾拱坝拱冠梁坝段不同测点温度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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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小湾拱坝 2012 年 7 月份拱冠梁剖面温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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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小湾拱冠梁底部各点应力随时间变化曲线
2）库底堆渣高温的影响
水库水温决定了坝体上游坝面的温度边界条件，坝体前后库水温计算一般有两种方法，
一是规范建议的估算方法，二是数值分析的计算方法。这两种方法计算的库水温分布规律是
在库水表面以下 60~70m 范围内库水温随季节变化，温度变幅随水深增加逐步减小，60~70m
以下的温度基本保持不变。库底水温最低，基本为河流的最低月平均气温，如图 7 所示。实
际工程中为了改善坝踵的温度条件和防渗条件，往往在坝前进行回填，围堰拆除后的围堰土
料也会很快被水流冲至坝前，如小湾和溪洛渡拱坝，在初次蓄水时，坝前淤积料高度可达
50m 以上。淤积物表面高程以下的温度特性与基础相似，自该高程往下，深度越大温度越高，
直至达到地温，如小湾在库底淤积高程表面即真正的水库底部实测温度为 12℃，与设计阶
段的计算温度一致，但下部温度逐步升高，到设计库底高程即坝体坝踵部位温度升高到
20~21℃，与地温相近，比设计值高出 8~9℃。坝踵部位混凝土温度的提高会在坝踵引起压
应力，计算结果表明采用实际库水温度的坝踵压应力会比设计库水温度高约 0.8MPa，贴脚
边缘更是高达 2.2MPa。

图 7 小湾拱坝设计库水温
图 8 小湾拱坝实测库水温
2.3 库盆水压力及基础约束的影响
库水压力不仅仅作用于坝面，同时作用于库内的基岩内，此处称为库盆水压力，由于基
岩一般具有一定的渗透性，作用于库内基础上的水压会在蓄水一定时间后形成渗流场，以渗
透压力的形式作用于基础，大坝应力及变形计算时应该考虑这种库水压力的作用。拱梁分载
法不考虑库盆水压力，有限元计算时一般分两种情况，一种是不考虑库盆水压力，另一种是
考虑库盆水压力，将其作为面力作用于库盆表面。库盆水压力的不同考虑方式会对坝踵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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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结果产生影响，不考虑库盆水压力忽略了水压作用于基础对坝体应力的影响，以面力作
用于库盆表面则夸大了库盆水压的影响。以小湾为例，采用同一网格模型对不同库盆压力作
用方式对坝踵应力影响进行了分析，见图 9 分别是不计库盆水压力，全水头作用于库盆岩面，
水压作用于帷幕和以渗透压力作用于基岩面。结果表明，四者坝踵点拉应力结果分别是
5.50MPa、11.75MPa、3.28MPa、9.32MPa。可见库盆水压力对坝踵应力有较显著的影响，按
渗透压力考虑较好的反映了库盆水压力的影响。

a 无库盆水压

b 全库盆水压
c 作用于帷幕
d 渗流方式考虑
图 9 不同库盆水压考虑方式
影响上游水压对坝踵应力影响的另一个因素是基岩对坝体的约束，在水压力作用下，大
坝整体有向下游变形的趋势，在两岸拱座，水的推力转化为拱的推力作用于坝肩基岩，而在
河床部位则是以剪力的方式作用于基础岩体，结果会在坝踵上游的基岩内产生拉应力，基础
正是通过这种拉应力对坝体的下游变形提供约束，基岩的这种引拉约束作用会增大坝踵的拉
应力。如前所述，岩体是一种抗压不抗拉的材料，岩体抗拉强度是很有限的，当大坝由于水
压作用向下游变形，在坝踵附近的基岩内产生拉应力后，岩体的裂隙会张开，从而使上述张
拉作用消失，最终降低坝踵的上下游方向的拉应力。

3 小湾特高拱坝坝踵应力分析
3.1 工程概况
小湾水电站位于我国西南，该拱坝底高程 950.5m，坝顶高程 1245m，最大坝高 294.5m，
坝顶弧长 892.8m，最大底宽 73.12m，是目前已建成的最高拱坝，具有坝高弧长的特点。该
坝共分 43 个坝段，自右向左坝段号依次增加，以 22#和 23#坝段中间横缝为对称点。图 10
为小湾拱坝上游展示图和拱冠梁坝段横剖面。该拱坝在上游坝踵附近布置有 10m 宽的诱导
缝，在 957.5m 高程，坝踵应力监测上，953m 高程布置有坝踵压应力计，具体布置如图 1
所示，诱导缝高程靠近上游面即前端和诱导缝后端布置有压应力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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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小湾拱坝上游展示和拱冠梁剖面图
3.2 监测坝踵应力分析
图 11 为拱坝拱冠梁 22#坝段坝踵点监测应力随时间和水位变化曲线。可以看到，前期
浇筑阶段，随着坝体浇筑高程增加，22#拱冠梁坝段坝踵压应力逐渐增大，最大压应力实测
值约 5.0MPa；在 07 年 11 月份-08 年 3 月份坝体浇筑期间，压应力出现反常减小现象，这一
现象在其它坝段坝踵应力测量中没有出现，可能与监测仪器等因素有关；其后随着浇筑高程
升高，压应力逐渐加大，一旦水库蓄水，坝踵应力随水位升高逐渐减小，后期随着水位波动
而产生波动。坝踵诱导缝测点压应力变化规律与坝踵点应力变化规律一致，浇筑过程中压应
力不断增大，最大压应力值达到 8.0MPa，其后随水位上升压应力不断减小。可知应力监测
成果规律良好，但压应力值与诱导缝压应力相比明显偏小，且蓄水后压应力变幅也小，由于
受到渗压作用、仪器埋设和仪器自身可靠性等影响，单个监测点数值可能并不能准确反映该
处压应力实际状态，但通过不同监测成果相互校核，可以比较准确的判断坝踵应力变化规律
和大致应力范围。
3.3 计算和监测坝踵应力比较
鉴于一般计算应力和实测坝踵应力存在较大差别，本文以小湾特高拱坝为例，采用改进
的仿真模拟方法进行分析，得到计算坝踵应力结果，并与实测结果进行比较，判断该方法的
合理性和有效性。本文分析方法中自重和水压采取分期方式施加，自重分 12 次，水压按照
实测水位变化过程施加；温度荷载方面，根据实测混凝土温度变化情况和实测库水温度以及
气温等边界条件，进行混凝土绝热温升的反演分析，得到混凝土绝热温升参数，以此为基础，
结合实测温度边界条件，进行坝体温度场仿真分析；同时以渗流场方式考虑库盆水压影响。
应力取值时计算坝踵位置与实测坝踵位置保持一致。
采用上述改进后的仿真分析方法，按照实际蓄水过程进行计算，得到坝踵计算应力。图
11 为计算坝踵应力与坝踵监测应力、诱导缝监测应力对比情况，可知除坝踵监测点在前期
浇筑过程中有压应力异常减小现象外，三者变化规律保持一致。数值上，计算值处于坝踵监
测值和诱导缝监测值中间，比较合理的给出了坝踵实际应力估计，即在水位达到 1219m 高
程时，坝踵应力为压应力，且压应力值较大，约-4.0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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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坝踵计算应力与监测应力对比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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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与讨论
目前为止，多拱梁法及有限元法计算结果中，高拱坝在坝踵都有较大的拉应力，但大坝
观测都未监测到这种现象，不管是重力坝还是拱坝的坝踵应力观测结果中几乎都为压应力，
部分大坝的坝踵压应力值还较大。本文的分析结果表明，造成计算结果与实测结果差别的主
要原因为：
1）坝踵应力观测方法和设备的局限性。实测存在局限性，包括测点距计算坝踵有一定
的距离，测值反映的不是真正坝踵的应力；观测结果中包含了渗透压力，由于实际基岩的抗
拉能力差，当有效应力大于基岩抗拉强度时，测值即为测点的渗透压力等。
2）施工期坝体的浇筑过程、封拱过程和分期蓄水对坝踵应力影响较大。整坝施加上述
荷载低估了如上过程对坝踵压应力的贡献。
3）传统计算中温度荷载的考虑方式与实际温度作用有差别，二冷之后的温度回升过程、
库底淤积导致水温的提高都会在坝踵引起附加压应力增量，而传统的计算方法中这些因素考
虑不够。
4）模拟了大坝浇筑、封拱过程、蓄水过程及温度变化过程及渗流场形成过程的仿真分
析方法可以较好地模拟各种因素，计算结果能够反映坝踵应力的真实情况，小湾拱坝坝踵应
力计算结果与实测相近。
5）另外有研究者认为实测坝踵应力为压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混凝土的湿涨变形，但笔者
认为，（1）坝踵浇筑完成后一般都浸泡于水中；
（2）后期如出现湿涨，前期应发生过干缩，
监测资料未见这个过程；
（3）建基面一般都能监测到一定的渗透压力，说明坝基混凝土基本
都是饱和混凝土，如发生湿涨变形则整个断面均匀膨胀。因此湿涨即使带来坝踵附加压应力，
量值也有限，具体影响情况，需要进一步研究。
6）建议开发能够贯穿坝踵附近部分坝体和基岩的分布式应力、应变观测设备，用于坝
踵应力观测，以反映渗压、温度及基岩局部损伤对坝踵应力的影响，正确监测坝踵的真实工
作性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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