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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变形监测于大坝安全至关重要，由于诸多干扰因素的存在，数据采集过程不可避免地产生与实际工况不符的粗差。

粗差的出现，往往使监测资料的分析结果失真。本文采用稳健估计的思想，根据常规统计模型的残差分布对观测值进行

赋权迭代计算，使模型具有抗差性。基于某工程 RCC 主坝变形监测资料，探讨了残差的分布对于统计模型参数的影响以

及粗差密度与较佳稳健权函数选取的关系，结果于变形监测数据粗差处理有一定借鉴意义。 

关键字：变形监测；稳健估计；统计模型；粗差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1 引言 

大坝变形监测数据中无法避免粗差的存在，粗差的处理常分两种途径[1]：一是将粗差归为均值漂移

模型，在数据分析前进行定位和剔除，得到一簇清洁干净的数据；二是将粗差归于方差膨胀模型，采用

稳健估计的方法通过逐次迭代来不断地改变观测值的权，最终使粗差观测值的权趋于零，达到限制、排

除粗差对建模分析的不利影响。 

粗差定位理论中，传统“3σ准则”适用于监测量符合正态分布的情况，无法适应坝体变形所面临的

动态复杂条件（库水位、温度等）的变化；格罗布斯、狄克逊准则适用于小样本的粗差剔除[2, 3]，在一

定显著性水平下，无法保证粗差被剔除；采用Barrada数据探测法由于每次只考虑一个粗差[4]，未顾及各

残差间的相关性，检验可靠性受到一定的限制。总体而言，对于长序列的变形监测数据粗差的定位与剔

除存在理论和应用上的诸多困难。 

稳健估计的目的是挖掘利用有效数据，限制使用有用数据和清除有害数据。自1953年G.E.P.BOX首

提稳健性（Robustness）的概念以来，国外学者Huber、Hampel、Rousseeuw等人[5-8]对参数的稳健估计进

行研究，成果颇丰。国内学者周江文、李德仁、欧吉坤、杨元喜等人[9, 10]也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

稳健估计的方法最早由Huber引入回归分析（1981年），目前在水质模型[11]、地质统计学[12]等多领域得

到了广泛应用。 

回归分析是大坝变形监测统计模型的核心，粗差的存在导致回归参数为之迁就，造成统计模型一定

程度的失真[13]。在自动化监测不断普及的背景下，如何对粗差数量巨大的数据序列进行行之有效的建模

尤为重要。本文通过对某RCC主坝变形监测资料的粗差进行处理和建模分析，提出可根据常规模型残差

大小进行粗差定位的方法，并探讨了残差的分布对于模型参数的影响以及粗差密度与较佳稳健权函数选

取的关系。 

收稿日期：                             论文未公开发表过。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2013CB035900） 

作者简介：朱赵辉（1981-），男，河北秦皇岛人，博士，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水工结构安全监测研究。E_mail:zzhtbb@163.com  

2 原理 



 

 2 

2.1 常规统计模型原理 根据成因，可将坝体及坝基变形 δ主要可分为由水压分量 δH、温度分量 δT时效

分量 δθ组成[14]，即： 

H T                                           (1) 

在坝体已运行多年，温度场基本趋于稳定的条件下，根据坝工理论和数学力学原理常规统计模型可

表示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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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Hu、Hu0 分别为监测日、始测日所对应的上游水头；t 表示监测日到起始监测日的累计天数，

t0 建模资料系列第一个监测日到始测日的累计天数；θ等于 t 除以 100，θ0等于 t0除以 100；其余均为回

归系数。 

基于多元逐步回归原理，常规统计模型可表示为： 

2

1 0 11 1 1

2 1 21 2 2

3 1 3

(0, )

1

1
, , ,

1

n

m

m

m n nm

Y X

N E

y x x

y x x
Y X

y x x

 

 

 

 
 

 

 



       
       
          
       
       
       

                 
(3) 

式中，Y 为监测值向量，β为待估参数向量，X 为结构矩阵。ε为 n 维随机误差向量，其期望为 n 维

零向量，方差协方差阵为 σ2E（E 为 n 阶单位矩阵）。 

为了求解模型（6）中的参数 β，采用最小二乘法（令结构矩阵 X 为满秩矩阵）即可求得 β 的估计

量 ̂ ： 

1ˆ ( )T TX X X Y                                (4) 

2.2 稳健统计模型原理 稳健统计模型的建立基于稳健估计原理，稳健的含义就是在监测数据出现粗差

（或某一时段系统误差）的情况下使模型参数的估计结果不致失真。与多元回归不同，稳健回归不追求

绝对意义上的最优（残差平方和最小），而着眼于抗差意义下的最优或接近最优，即追求估值的可靠性。 

换而言之，稳健统计模型是以抗差的目的，冒着损失一些效率的风险，去求解可靠并具有实际意义、

有价值的估计结果。稳健统计模型与常规统计模型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是把稳健估计理论建立在符合于

监测数据的实际分布模式而非如后者那样建立在某种理想的分布模式下。 

稳健估计常分三大类型，即 M 估计、L 估计和 R 估计。其中，M 估计又称极大似然估计，在测量

界应用成熟广泛[9, 10]。     

 M 估计的准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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ρ称极值函数（增长速率小于残差平方和 vi
2），对未知参数 β求导，并令其为零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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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多元的残差方程 ˆ ˆ; i i iV X Y v x y     （xi是 X 的第 i 行向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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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权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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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则式(7)变为

i=1

( ) 0
n

T

i i i ix p v v  ，这与最小二乘估计的法方程形式一致，仅是

用权阵
1( ( ), , ( ))i n idiag p v p vP(V) 代替了观测矩阵 P。值得注意的是与最小二乘所给出的先验定值权不

同的是，M 稳健估计的权函数是残差的函数，计算是未知的，只能通过给其赋予一定的初值，采用迭代

的方法估计未知参数。 

由于极值函数 ρ的选取不同，可构成的权函数也就不同，故称选权迭代法。其误差方程与权函数分

别为 ˆ ; ( )V X Y P V  ，常用的权函数迭代方法有 Huber 法、Andrews 法、IGG 方案等。 

计算流程如图 1 所示： 

本文稳健权函数选择采用 Huber 法、

Andrews 法，u 表示标准化的残差指标

（ /i iu v S ）。 

Huber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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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c 取 1.0 和 0.7。 

Andrews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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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c 取 1.0 和 0.75。 

由于常规统计模型剩余标准差 S′受粗

差离群幅度及其密度的影响，其值应大于

无粗差时模型的剩余标准差 S。以 Huber

法为例，当满足条件 u c ，即
iv cS 时，

对残差数据点做降权处理。按传统的粗差

剔除“2S 准则”或“3S 准则”进行粗差剔除，c 值应取地比 2 小，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1）由于 S S  ，

故 2S≤2S′，3S≤3S′；（2）当 vi≥2S′，作降权处理，并未剔除。 

因此在 Huber 法中 c 取 1.0 和 0.7，Andrews 法 c 取值同理。 

3 粗差影响的评价 

根据逐步回归的理论可知，常规统计模型的得到基于最小二乘原理（残差平方和Σvi
2最小），而实

际上模型的解析力一定程度还与残差的分布有关。由于数据的采集过程实际上属于等权观测，因此在模

型解析力较高的情况下，残差应该大致服从正态分布。 

残差的正态性的检验方法常用的有：夏皮罗-威尔克(Shapiro-Wilk)法、Pearson法、柯尔莫哥洛夫

（Kolmogorov-Smirov）法、Jarque-Bera检验及达戈斯提诺(D′Agostino)法等[15-17]。本文算例均采用

Pearson卡方拟合优度检验法，检验方法的步骤为： 

列立误差方程，令观测权函数初值为1，即P(V)
(0)=E

解算法方程                       ,    

得出β和V的首次估值:

ˆ( ) ( ) 0T TX P V X X P V Y  

(1) 1 (1) (1)ˆ ˆ( ) ;T TX X X Y V X Y   

          根据V
(1)各元素的大小对各

观测值进行赋权，得到新的等价权P(V)
(1),再次解算方程，得：

(2) (1) 1ˆ ( ( ) )T TX P V X X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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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基于选权迭代的稳健回归参数计算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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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将总体 X 的取值范围分成 k 个互不重迭的小区间，记作 A1, A2, …, Ak。 

b.把落入第 i 个小区间 Ai的样本值的个数记作 fi，称为实测频数。所有实测频数之和 f1+ f2+ …+ fk

等于样本容量 n. 

c.选定根据所假设的理论分布,可以算出总体 X 的值落入每个 Ai的概率 pi，于是 npi 就是落入 Ai的样

本值的理论频数。 

d.引进如下统计量表示经验分布与理论分布之间的差异: 

2

2

1

( )k
i i

i i

f np

np





                                    (8) 

Pearson 证明了如下定理，若理论分布 F(x)已经完全给定，那么当 时，式(8)中统计量的分

布渐近自由度为 k-1 的
2 分布。 

文中拟合优度检验显著性水平 α 取 0.10。 

4 算例分析 

某工程碾压混凝土重力坝坝长 1489m，主坝最大坝高 121.5m，副坝最大坝高 14m，发电引水洞及

电站地面厂房布置在右岸，电站总装机容量为 140MW。该坝布置有正、倒垂线及引张线等监测设备监

测坝体变形，坝基倾斜监测主要由布设在坝基横向廊道的静力水准系统完成。 

4.1 残差分布正态性较差的情况 如图 2 所示，由于受纵向廊道内各类机械施工影响（如混凝土取芯、钻

孔引起的铟钢丝颤动等）以及观测间密闭状况、钢护管窜风等干扰因素的存在，正垂线上各测点上下游

向位移在自动化监测系统在数据采集过程中出现

了大量的粗差。 

大量粗差的存在给数据分析工作带来了阻碍，

常规的时空分析和特征值分析（极值点常为粗差）

已不能准确反映大坝变形的真实状况。因此要挖

掘出数据序列中的有效信息，必须进行行之有效

的统计建模。 

如图 3 为 42#坝段 EL706.5m 高程 PL6-1 测点

按周频次取值所建常规统计模型过程线，可以看

出模型整体拟合精度较高（模型复相关系数 R=0.9495）。但由于受到粗差的影响，残差在粗差密度较大

的时段明显增大。图 4 为残差的频次分布图，按 Pearson 卡方拟合优度检验法，P 值为 0.0001。因此残

差显著地不符合正态分布，对常规模型拟合曲线存在较大影响。 

表 1 该测点为常规统计模型与稳健统计模型参数对比表。其中不含粗差的常规模型参数是按“vi＞

1.5 S′准则”对粗差点进行剔除后再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得到。由表可知，剔除粗差后，常规模型各项系数

n

 

图2 坝体675.1m高程上下游向位移时序过程线 

 

     

图3  PL6-1测点常规统计模型过程线                           图4  PL6-1测点常规统计模型残差频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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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较大，温度因子系数 b11 最大变幅达 23.9%。而不含粗差常规模型与 Huber 法（c=1.0）的参数求解

结果基本一致。 表中系数变幅按下式计算: 

不含粗差模型系数

不含粗差模型系数-模型系数
系数变幅                            (9) 

表1      PL6-1常规模型与稳健模型参数 

如图 5 所示为常规模型（含粗差、不含粗差）与稳健模型 Huber(c=1.0)拟合值过程线，可以看出三

者拟合过程线基本重合。稳健统计模型结果在追求可靠性分析结果的同时，并未明显降低拟合效果。而

如图 6 所示，三者水压分量过程线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其中稳健模型 Huber(c=1.0)水压分量与粗差剔

除的常规模型水压分量较为接近。2016 年 6 月 6 日，二者水压分量值分别为 4.34mm、4.41mm，而未剔

除粗差常规模型水压分量为 3.94mm，分量评价存在较大偏差。 

此外，还可看到将常规统计模型的剩余标准差 S′是作为尺度，并结合残差值 vi的大小来具体判定粗

差点，较之常规的粗差剔除方法具有以下几个优点：（1）统计模型顾及了坝体变形量与库水位、温度、

时效等因子的相互影响关系，采用该法进行粗差的定位，不再如“3σ 准则”、格布罗斯及狄克逊准则那

样完全基于一定的统计分布或根据一定的显著性水平孤立地判别变形效应量是否为粗差。（2）对于拟合

效果较好的统计模型，残差过程线能够直观、准确地反映出粗差点的位置，并估算粗差密度。（3）可用

于大样本长序列的粗差定位。 

4.2 残差分布正态性较好的情况 如图 7 所示，坝基倾斜采用静力水准监测，仪器抗干扰能力较强，测值

粗差数量相对较小。结合表 2 可知，28#坝段（坝下 0+007.0 至坝下 0+058.0）坝基倾斜量常规统计模型

拟合效果良好，模型各分量能够反映出坝基倾斜量发展过程的良好规律。如图 8 所示，该坝段倾斜量常

规统计模型残差基本符合正态分布，Pearson 拟合优度检验 P 值达 0.81。 

注：坝基倾斜量以向下游转动为正，向上游转动为负。 

 

 

表2  28#坝段坝基倾斜常规统计模型拟合效果及Pearson

检验结果 

参

数 

含粗差 不含粗

差 

常规模

型 

常规模

型 

系数变

幅 

Huber(c=1.

0) 

系数变幅 

常规模

型 

Huber(c=1.

0) 

Huber(c=0.

7) 

Andrews(c=1.

0) 

Andrews(c=0.7

5) 

a0 -0.3960  -0.5133  -0.5373  -0.5305  -0.5659  -0.4916  19.5% 4.4% 

a21 -0.0018  -0.0015  -0.0015  -0.0014  -0.0014  -0.0015  15.3% 0.5% 

a31 1.69E-06 1.46E-06 1.44E-06 1.38E-06 1.33E-06 1.48E-06 14.8% 0.5% 

c1 0.1896  0.1857  0.1888  0.1897  0.1916  0.1856  2.1% 0.1% 

b11 -0.2863  -0.2335  -0.2349  -0.2113  -0.2168  -0.2312  23.9% 1.0% 
       

    图5  PL6-1统计模型拟合过程线                              图6  PL6-1测统计模型水压分量过程线 

 

 

 

图7  28#坝段倾斜量(坝下0+007.0至坝下0+058.0)统计模型过程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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坝段 复相关系数 R 剩余标准差 S′(″) 残差检验 p 值 

28#  0.96 0.70 0.81 

如表 3 所示，由于残差分布接近正态分布，故剔除边缘粗差尖点后，模型参数变化相对较小，与稳

健统计模型 Huber(c=1.0)、Andrews(c=1.0)参数较为接近。而且若采用粗差限制较为严格的权函数 Huber

(c=0.7)和 Andrews(c=0.75)，将使统计参数一定程

度上失真。 

因此，说明了在进行稳健统计模型建模前，

应对常规统计模型的残差分布有一定的把握：对

于近于正态分布的残差序列，常规统计模型参数

已较为稳定，不建议使用稳健统计模型；对于与

正态分布相去甚远的残差序列，应根据残差大小，

判定粗差密度，进而选择相应的稳健统计权函数

进行建模分析。 

 

 

表3  28#坝段坝基倾斜量常规模型与稳健模型参数 

参

数 

含粗差 
不含粗

差 

常规模

型 

系数波

幅 

Andrews(c=1.0) 

系数波幅 常规模

型 
Huber(c=1.0) 

Huber(c=0.7

) 

Andrews(c=1.0

) 

Andrews(c=0.75

) 

常规模

型 

a0 -0.6190  -0.6124  -0.5687  -0.6154  -0.5912  -0.6161  0.5% 0.1% 

a2

1 
-0.0003  -0.0003  -0.0003  -0.0003  -0.0003  -0.0003  0.7% 0.7% 

a3

1 
3.94E-07 4.00E-07 4.01E-07 4.00E-07 4.05E-07 3.98E-07 0.9% 0.7% 

c2 0.4359  0.4262  0.4158  0.4255  0.4120  0.4346  0.3% 2.1% 

b2

1 
-0.5010  -0.5256  -0.5350  -0.5222  -0.5571  -0.4953  1.2% 5.4% 

 

5 权函数的选取 

如前所述，常规统计模型的剩余标准差S′是有效判断粗差的一个尺度（如按“vi＞1.5S′准则”或“vi＞

2S′准则”对粗差点进行剔除），因此可根据残差vi的大小得到粗差的密度（粗差数/样本数）。 

而粗差密度可作为权函数选取的一个导向，Hampel认为，实际测量的数据中粗差出现的概率达10%

是属正常的[18]，如表5所示，根据某工程正垂线测点统计结果来看，在干扰条件较强的情况下，粗差密

度可达15.58%。表中粗差判定根据“vi＞1.5S′准则”，并由此得到粗差密度。而较佳稳健权函数的统计模

型参数与剔除粗差后的常规统计模型参数最为接近，定义Am为模型系数平均变幅，按下式计算： 

ij ijn n m m

n m ij

b ba a c c

a c b
Am

N

   
 

  


                             (10) 

式(10)中,an、bij、cm 为稳健统计模型回归参数，an′、bij′、cm′为去粗差后的常规模型参数；当 n 取

 

图8  常规统计模型残差频次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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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时，a0 与 a0′为分别为模型常数项参数；N 为逐步回归选入自变量因子个数。Am 最小时对应的权函数

即为较佳稳健权函数。 

此外，表 5 中 Huber 及 Andrews 函数若未注明 c 的大小，则为 Matlab 中默认取值，分别为 1.345、

1.339。 

由表 5 可以看出，粗差密度小于 6%时，可选 Andrews 或 Huber 作为稳健权函数；密度介于 6%~9%

之间时，应选取 Huber 函数进行赋权迭代计算；粗差密度在 10%~11%时，较佳权函数为 Huber(c=1.0)；

密度在 12%左右时，宜选取 Huber(c=0.7)作权函数；密度大于 15%时，稳健权函数应选取 Andrews(c=0.

75)，此时根据残差 vi大小给观测值赋权有较严格的控制。 

表中稳健模型效果较差两组数据（PL2-2、PL6-2）具有两个共性的特点：一是常规统计模型与稳健

统计模型中的常数项参数 a0 与 a0′较大，例如 PL2-2

测点 2016 年 6 月 20 日位移量为 6.03mm，而其常规

统计模型与稳健统计模型常数项分别为 501.52mm、

583.08mm。由于各分量值远远小于常数项，统计模

型的解析力弱，造成剔除粗差或稳健统计建模后参

数变化较大；二是两测点均选入了三个水位因子，

如表 4 所示，由于各水位因子间内部相关性较高，

存在信息冗余，导致系数变化相互影响。 

表5     某工程正垂测点上下游向水平位移粗差密度与较佳稳健权函数统计表 

测点编号 测值样本数 粗差密度 较佳稳健权函数 Min(Am) 备注 

PL1-1 77 15.58% Andrews(c=0.75) 5.02%   

PL2-1 305 10.80% Huber(c=1.0) 4.84%   

PL2-2 72 6.90% Huber(c=1.0) 15.28% 效果差 

PL3-1 294 5.10% Andrews 或 Huber 8.32%  

PL3-2 130 11.54% Huber(c=0.7) 4.20%   

PL3-3 117 10.23% Huber(c=1.0) 2.26%   

PL4-1 306 8.82% Andrews 或 Huber 1.65%   

PL4-2 307 12.05% Huber(c=0.7) 3.16%   

PL4-3 112 3.57% Andrews 或 Huber 2.87%   

PL5-1 308 10.39% Huber(c=1.0) 7.35%  

PL5-2 274 6.94% Huber 1.32%   

PL5-3 79 15.20% Andrews(c=0.75) 3.96%   

PL6-1 310 5.16% Huber 或 Andrews 1.44%   

PL6-2 86 11.63% Huber 13.70% 效果差 

 注：表中较佳稳健权函数“xx或yy”表示两权函数下的模型系数较为接近，相对变幅小于2%。如“Andrews或Huber”，前者(Andrews)为较佳稳

健权函数，而Huber系数与其较为接近。 

6 结论 

   本文根据某工程 RCC 主坝变形监测实测资料，对当前大坝自动化变形监测数据序列中出现的粗差处

理进行了初步探讨，并采用稳健估计原理进行统计建模，得到如下结论：(1)以常规统计模型剩余标准差

S′为尺度，根据残差 vi 的大小来判别、处理粗差的方法可顾及变形量与库水位、温度、时效等因子的相

互影响关系，较之传统的“3σ”、格布罗斯和狄克逊准则等方法直观、准确，适用于大样本长序列的粗

差定位。(2)残差序列{vi}符合正态分布，常规统计模型参数稳定，不建议使用稳健统计模型；与正态分

表4      PL6-2测点水位相关系数矩阵 

水位因子 H H2 H3 

H 1.000000  0.999997  0.999989  

H2 0.999997  1.000000  0.999997  

H3 0.999989  0.999997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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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相去甚远的残差序列{vi}，可判定其粗差密度，选择相应的稳健统计权函数进行建模分析。当粗差密

度小于 6%时选取 Andrews 与 Huber 作权函数；密度介于 6%~9%、介于 10%~11%及密度约为 12%时最

佳权函数分别为 Huber、Huber(c=1.0)、Huber(c=0.7)；密度大于 15%时，稳健权函数应选取 Andrews(c=0.75)。

(3)常数项参数过大以及选入多重相关性较强的因子对于统计模型参数稳定不利。(4)总结得到对于较大

密度粗差数据的处理步骤：首先，按周频次或旬频次取监测值；然后，进行常规统计建模，得到剩余标

准差 S′及残差序列{vi}，并检验残差分布的正态性；对于正态性较差的残差序列，判别其粗差密度选择

相应的稳健权函数进行建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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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ss error handling and robust statistical modeling for dam deformation 

monitoring 

Zhu Zhao-hui1,2，Liu Jian1,2，Li Xin3，Shang Ceng3 

(1.China Institude of Water Resources and Hydropower Research，Beijing 100044，China；  

2. Beijing IWHR Technology Co.，Ltd，Beijing 100048，China； 

3. Project Construction Authority，Xinjiang Irtysh River Basin, Urumqi 830000，China)  

Abstract: Deformation monitoring plays a vital role in dam safety. Due to the existence of various interference 

factors, it is inevitable to produce the gross error which is not in conformity with the actual working conditions 

in the process of data acquisition.The appearance of gross error tends to distort the results of the analysis of the 

monitoring data. 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idea of robust estimation, the weight of the observed value is 

weighted by the residual size of the conventional statistical model,which makes model have Robustness. Based 

on a Project RCC main dam deformation monitoring data, we discuss the influence of residual distribution on 

model parameter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ross error density and optimal robust weight function,this has 

reference significance. 

Key words: deformation monitoring; robust estimation; statistical model; gross error 

 

 

 

 

 

 

 

  



 

 10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第十三届青年学术交流会 

 

大坝变形监测的粗差处理及稳健统计建模 

 

朱赵辉 1，2，刘健 1，2，李新 3，尚层 3 

 1.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北京  100048；2. 北京中水科工程总公司，北京 100048 

3. 新疆额尔齐斯河流域开发工程建设管理局，新疆 乌鲁木齐 830000 

 

摘要 

 

摘要：变形监测于大坝安全至关重要，由于诸多干扰因素的

存在，数据采集过程不可避免地产生与实际工况不符的粗差。

粗差的出现，往往使监测资料的分析结果失真。本文采用稳

健估计的思想，根据常规统计模型的残差分布对观测值进行

赋权迭代计算，使模型具有抗差性。基于某工程 RCC 主坝变

形监测资料，探讨了残差的分布对于统计模型参数的影响以

及粗差密度与较佳稳健权函数选取的关系，结果于变形监测

数据粗差处理有一定借鉴意义。  

关键词 

关键词文字 

变形监测；稳健估计；统计模型；粗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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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13届青年学术交流会论文 

文章编号：  

弹性波大坝CT技术及在混凝土拱坝检测评估中的应用研究 

王荣鲁 1，2 何兰超 3 吕小彬 1，2， 

（1.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北京 100038；2.流域水循环模拟与调控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38； 3.水利部安全监督司，北京 100053） 

摘要： 介绍了大坝CT技术的原理和分类，讨论了CT技术在大坝隐患检测中的应用和进展，重点介绍了通过“948”

项目引进的混凝土坝内部缺陷诊断系统，在此基础上，通过消化吸收建立了弹性波波速诊断水工大体积混凝土内部

缺陷的方法，并成功在某碾压混凝土拱坝检测评估中的应用，实践证明，检测结果真实可信，弹性波大坝CT技术可

作为大坝无损检测评估的有效手段，为大坝老化病害诊断提供科学依据，其应用前景广泛。 

关键词：大坝CT；弹性波CT；混凝土拱坝；检测评估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1 概述 

我国有近十万座不同标准和类型的大坝。这些大坝运行一定年限后，大多存在一定程度的老化病害

现象
[1]
。其中碾压混凝土坝发展迅速，数量众多，但由于其典型的成层体系结构，层面往往因间歇时间

控制欠妥、处理不当成为一相对薄弱面，从而造成层面的强度特性和渗流特性变差，严重削弱了层间结

合质量，影响混凝土的耐久性和大坝的抗滑稳定性。为保证病险混凝土坝的安全运行，必须要对大坝混

凝土质量尤其是大体积混凝土的内部质量分布状况进行系统的检测，对其内部缺陷进行正确的诊断和评

估，为制定科学、合理的修复加固方案提供有力依据。但是，在我国目前的水利工程实践中，绝大多数

工程仍只局限于对混凝土坝外部质量的简单描述和检测，大坝混凝土内部质量检测主要采取钻孔取芯法，

该方法能直观反映混凝土质量，但由于是破损性方法，不能大量的钻孔检查，且其检测结果随机性大，

以点代面，往往给工程留下安全隐患
[2]
。近年来，大坝CT技术逐渐被引用到水工安全检测评估中

[3]
，国

外部分大坝已成功用此技术进行了检测评估，技术逐渐成熟，并积累了一定经验。本文将对弹性波CT技

术、国外类似工程检测实例与国内最近研究进展及工程应用进行相关介绍。 

2 大坝CT技术研究进展 

2.1 CT 技术  近年来，CT 技术的应用已经拓展到科学和工程等诸多领域，特别在地球物理学和土木工

程质量无损检测等方面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根据应用领域，CT 技术可分为医学 CT、工业 CT 和工程 CT

等。工程 CT根据所使用的射线源不同，又可分为弹性波 CT、电磁波 CT和电阻率 CT等，其中弹性波 CT

精度最高，应用范围最广；其根据振源及信号频率又可分为声波 CT 和地震波 CT；根据投影数据类型可

分为走时层析、振幅层析和波形层析等；根据反演的物性参数，可分为波速层析和衰减系数层析等；根

据反演的理论基础，可分为以射线理论为基础的射线层析和以波动理论为基础的衍射层析和散射层析
[4]
。 

收稿日期：  

基金项目：水利部“948”项目（201301），973项目（2013CB035906 ） 

作者简介：王荣鲁（1979-），男，山东临沂，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水工建筑物检测评估工作。E_mail:wangrl@iwhr.com 

弹性波 CT 技术是一种全面、直观评价混凝土内部质量，且结果的可靠性和准确性均比较好的无损

检测方法
[1,2]

。当混凝土结构具有两个对立的可测临空面时（如大坝坝体、闸墩、基础等），在一侧布置

激振点（激振源），在另一侧布置受信点（高灵敏度加速度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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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大坝 CT 的研究进展  20 世纪 80 年代末，意大利率先将 CT 技术用于大坝安全检查，基于波在不同

媒质中传播速度的差异，对坝体介质的波速分布进行反演，建立大坝内部结构 CT 图像，迄今已完成了

100 余座大坝的 CT探测
[5]
。1991年日本国际协力事业团曾协助我国对丰满大坝 20个坝段作了 CT探测，

获得了这些坝段的波速分布横剖面图
[5]
。北京市市政工程研究院及长江科学院 1996年在加拿大安大略省

的 Otto Holden 大坝上利用已有的测压孔开展了 3 组声波 CT 探测
[5]
。1998 年，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

院与丰满电厂合作，开发了 ST 一 2100 混凝土坝声波层析检测系统，并于 2001 年通过国电公司的验收

及鉴定
[6]
。从 2000年开始，武汉大学也在大坝 CT理论上开展了研究

[7]
。1998年美国 Olson instruments

采用 “混凝土坝内部缺陷诊断系统”商业版本，由美国 Olson instrument公司负责实施
[11]

。对某碾压

混凝土坝进行了全面的弹性波 CT检测，结果表明检测断面大部分坝体内部混凝土 P波波速在 12000ft/s

（约 3600 m/s）以上，判断内部混凝土总体上质量尚好。存在异常的区域的波速在 8000~12000ft/s 之

间，可能代表混凝土中打开的施工缝、裂缝或是强度较弱的区域。2000 年 10 月的水下检测表明靠近上

游表面的速度异常区域与施工缝有关系，总体结果良好。 

综合来说，弹性波CT技术相对比较成熟，在大坝安全检测中成功的实例相对较多。其声波频率主要

为lkHz～30kHz和50kHz～1000kHz两个频段。这种方法易于实现多次重复试验，直接迅速地测定混凝土

的强度、内部缺陷的位置与大小，还可以判断遭受破坏的程度等，这是用破损检验方法难以做到的。由

于声波波速参数和混凝土强度直接相关，与现行混凝土质量验收规程结合紧密。因而，大坝弹性波CT技

术在大坝安全检测中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CT技术在水工混凝土其他领域得到了一定发展
[8,9,10]

，防渗墙

的渗漏检测、地质裂隙断层的探测及大体积混凝土渡槽的检测等，但是真正用于大坝十几米断面的检测

很少。最近10年，鲜见相关进展报道。 

2.3 弹性波（P 波）波速检测混凝土质量评定参考标准  假设混凝土为理想弹性体，那么 P 波波速与混

凝土的动弹性模量之间存在直接的理论相关关系： 

三维传播： 
)21)(1(

)1(
3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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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二维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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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一维传播： /1 dP EV                  (2-3) 

其中 VP为混凝土内 P 波波速（三维、二维和一维），Ed 为动弹性模量，ρ 为密度，μ 为泊松比。

由于混凝土的动弹性模量与强度有很好的相关关系，因此 P 波波速与强度之间也有较好的相关关系。 

由于 P波波速与混凝土的强度和弹性模量有较强的相关关系，因此可以用来评价检测断面内部混凝

土质量分布情况。目前工程界仍比较广泛地使用 Leslie和 Cheeseman于 1949年提出的 P 波波速检测混

凝土质量评定标准，见表 1。 

表 1  常用 P 波波速评定混凝土质量参考标准 

P 波波速 >4500 m/s 3600-4500m/s 3000-3600m/s 2100-3000m/s <2100m/s 

混凝土质量 优良 较好 
一般 

（可能有问题） 
差 很差 

以上评定标准一般只用来定性判断混凝土质量的优劣，因为对于不同情况下的混凝土，其P波波速

和强度之间的关系是不同的，影响因素包括骨料品种、级配、龄期、钢筋的数量和走向、含水量等，特

别是骨料的品种。对于同一种混凝土，它作为一条总的比较性评价原则还是可行的。 

2.4 弹性波（P波）传播速度Vp的测定及验证
[12]   

混凝土中P波传播速度VP的测定方法如图1和图2所示。

当混凝土结构只具有一个可测临空面时可考虑用图1中的方法测定VP。两加速度传感器之间的直线距离

为L，在两传感器连线延长线上使用激振锤敲击混凝土表面激发弹性波，通过测定两个传感器接收到的P

波信号首波之间的时间差Δt，根据公式（2-4）计算得出V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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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VP  /          (2-4) 

 

图 1  混凝土中 P 波传播速度 Vp 的测定（平测） 

当混凝土结构具有两个对立可测临空面时可考虑用图 2中的方法测定 VP。在一侧使用与加速度传

感器相连的球形激振锤激发弹性波，在相对一侧布置加速度传感器接收信号。两个传感器接收到的 P波

信号首波之间的时间差为 Δt（见图 3），激振锤敲击混凝土面后弹性波从钢锤的敲击端到另一端加速

度传感器处的传播时间为Δt1（延时，可直接由钢锤的直径除以弹性波在钢材中的传播速度得出），若

弹性波在混凝土中的传播长度为 L，则 VP可由公式（2-5）求出： 

)/( 1ttLVP            (2-5) 

 

图 2  混凝土中 P 波传播速度 Vp 的测定（对测） 

 

图 3  两传感器 P 波信号首波时间差 Δt 的测定 

    为验证这种对测测试方法的准确性，采用图 4中的布置型式对一根直径 80mm，长度 1m的普通低碳

钢钢棒的 P 波波速进行了检测。由于钢棒细长的几何形状，测试出的 P 波波速为一维波速 VP1，其理论

值为： 

/1 dP EV 
         (2-6) 

式中：Ed 为钢的（动）弹模，对普通低碳钢取 2×10
5
MPa；ρ 为钢的密度，取 7850kg/m

3
。由此可

计算出钢棒一维波速 VP1理论值为 5048m/s。 

根据图 2、图 3和公式（2-6）的方法对钢棒一维波速 VP1进行了 8次测试，测试结果见表 2。 



 

 14 

 

图 4  钢棒中 P 波传播速度 Vp 的测定（对测） 

表 2  钢棒一维波速 VP1 的测试值和理论值比较 

测试次数 测试值(m/s) 测试平均值(m/s) 
理论值

(m/s) 
误差 

1 5041 

5028 5048 -0.4% 

2 5015 

3 5024 

4 5015 

5 5035 

6 5037 

7 5042 

8 5015 

    由表 2看出，钢棒一维波速 VP1的测试值和理论值基本相同，误差仅为-0.4%。而且，采用冲击弹性

波测试构件 P波波速的方法测试结果非常稳定，重复性强，每次测试相差很小，充分说明了这种测试方

法的可靠性。 

2.5 冲击弹性波检测技术研究进展  根据冲击弹性波激发信号的特点，采用不同的信号接收和处理方式，

可以实现不同的混凝土无损检测方法，包括 P 波测试、R 波测试、冲击回波测试、S 波测试等。适用于

水工混凝土结构的主要还是前三种。结合 948 项目“混凝土坝内部缺陷诊断系统” 的引进，通过对技

术的消化、吸收，我们基本建立了一套基于冲击弹性波的水工混凝土无损检测技术体系，由以下内容组

成： 

 冲击弹性波CT： 

1）“948项目”混凝土坝内部缺陷检测系统 

——适用：大体积混凝土坝；已在1座碾压混凝土拱坝和2座碾压混凝土重力坝得到应用。 

2）基于敲击振源的冲击弹性波CT系统 

       ——适用：具有两个对立临空面的柱、墩等大尺寸水工混凝土构件；已在山西西龙池抽水

蓄能电站厂房检测及南水北调某大型渡槽槽墩混凝土内部缺陷检测中应用。 

 基于卓越波长的瞬态表面波： 

       ——适用：具有一个可测临空面的的水工混凝土结构，如面板、底板、衬砌、溢洪道以及

重力坝的上、下游面等；已在北京十三陵抽水蓄能电站上库面板、新疆白杨河

泄洪洞衬砌、广西荣地引水隧洞衬砌、北京海子水库溢洪道及新疆某重力坝下

游面过火混凝土检测等工程得到应用。 

 冲击回波法 

       ——适用：面板、衬砌、渡槽等薄壁水工混凝土结构；已在广西某水电站厂房楼板质量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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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检测、南水北调某箱涵混凝土缺陷检测及南水北调某大型预应力混凝土渡槽灌浆密实性检测中得到应

用。 

 混凝土耐久性劣化的监测 

——利用上述方法检测弹性波波速变化评估混凝土动弹模变化。已进行了不同骨料、水灰

比的室内试验和三维震动数值模拟研究，在山西守口堡胶凝砂砾石坝耐久性试验中得到应用。相关主要

研究成果已在《Construct Build Mater》等国际知名混凝土刊物发表，并被SCI收录。 

3 工程应用 

3.1 工程概况  某碾压混凝土拱坝位于我国北方寒冷地区，总库容 697万 m
3
，年调节水量 582万 m

3
，属

于小（1）型水库，工程等别为Ⅳ等，主要建筑物为 4 级。大坝由左、右岸非溢流坝段、溢流坝段和放

水孔等建筑物组成。大坝为碾压混凝土拱坝，坝顶高程 170.5m，基础顶面高程 124.0m，坝顶宽度 5m，

坝底宽度 13.61m，上游面垂直，下游面坡度为 1(V):0.21(H)，正常蓄水位 166.3m。 

大坝原设计采用了土工膜和二级配碾压混凝土相结合的防渗型式。在140m高程以上部分坝体采用二

级配碾压混凝土作为防渗层，由于施工层面处理问题，坝体渗漏较为严重。1996年曾对上游坝面140m高

程以上部分进行锚固一层复合土工膜的防渗处理，经多年运用，膜体破损、老化严重，已基本起不到防

渗作用；水库坝体下游面由于渗漏水的补给，混凝土受到冻融破坏逐层脱落，威胁着坝体的安全。 

3.2 检测评估设备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经过多年的检测评估工程积累和国内外先进技术调研，通

过水利部“948 项目”在国内率先引进的是美国某著名无损检测公司研制开发的“混凝土坝内部缺陷诊

断系统”，该系统是美国商用版设备的升级版，主要是针对我国混凝土坝与美国的相比一般体型较大这

一实际情况，将原来 10个线性排列的高灵敏度水听器串组增加到 20个，增大设备的测试范围，提高检

测效率，加快检测速度，同时进行了相应的硬件设备改造。该系统采用的是以射线层析为基础的声波走

时层析，反演参数为弹性波（P波）波速。 

3.3 现场检测  现场检测时正值北方干旱天气，库水位 155.5m，远低于正常蓄水位 166.3m。由于该套

设备的水声传感器必须完全浸入水中才能正常接收弹性波信号，加之受岸坡及库底淤积的影响，最终只

能选择溢流坝的两侧各 2个检测断面，见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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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弹性波 CT 检测断面布置 

现场主要检测步骤为：1）确定检测断面；2）设备连接、调试；3）放置水声传感器串；4）放置自

行走大坝表面冲击器（见图4）；5）采集数据（见图5）。由于水声传感器串能方便地放置在水面下，不

必像加速度传感器那样固定在坝面上，大大节约了检测时间。水声传感器间距为1m，20个水声传感器就

可以检测19m深度范围内的混凝土，检测效率也大大提高。 

  

图 6  大坝下游面放置自动大坝表面冲击器                  图 7  数据采集 

3.4 数据采集与处理自动冲击器的激振信号和水声传感器的接收信号由全能数据采集系统进行采集和

分析处理。检测过程中激振信号和接收信号在终端上的实时显示见图 8。 

 

图 8  激振和接收信号实时显示 



 

 17 

 
图 9  #1 检测断面 CT图像（系统自带软件） 

    由于系统自带软件中二维CT成像（见图9）中的纵坐标轴不容易转换为中国工程师习惯采用的高程

表示方式，CT图像只能采用云图填充的方式表示，不能采用等值线方式表示等缺点；中国水科院联合有

关单位自主开发了成像软件，采用计算稳定性好的直射线追踪技术，有效解决以上问题，取得了良好的

效果。1#检测断面的弹性波射线网络和CT成像结果见图10、11。 

 

图 10  大坝#1 检测断面弹性波射线网络（自主研发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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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大坝#1 检测断面 CT图像（自主研发软件） 

（最大：4914 m/s；最小：3862 m/s；平均：4321 m/s） 

3.5 弹性波 CT图像解读  通过对 4个检测断面两种 CT成像结果的对比发现，系统自带的 GeoTomCG软件

和我院自主开发的软件生成的 CT图像整个断面内 P波波速的分布规律、大小基本相同。GeoTomCG软件

生成的 CT图像分辨率较差，而自主研发的软件图像则显得更加清晰。 

4个检测断面的CT图像表明在坝体下游面从高程145m到155m、进深为坝体宽度约一半的区域内存在

一个比较明显的P波波速低速区，P波波速一般在3800~4000m/s以下，且局部区域（如断面#4）更低，在

3500m/s以下。判断此处的混凝土质量较差，根据相关档案记录这个区域也基本对应下游面冻融剥蚀比

较严重的部位。4个检测断面的上游侧也存在P波波速4000m/s以下的低速区，与上述下游面低速区有连

通的趋势，很可能形成从上游到下游的渗漏通道。 

总体来讲，4个检测断面CT图像中P波波速分布不是很均匀，4000m/s以下的低速区面积较大，反映

出该碾压混凝土拱坝内部混凝土质量存在一定问题，进一步佐证了业主先前初步判断，为后期的修补加

固提供了更为科学的基础。 

4 结语 

我国病险水库众多，如何通过准确合理的检测评估，得出坝体内部真实的混凝土质量状况，为后期

除险加固、科学的工程运用管理显得尤为重要。通过大坝CT技术的引进，并进行消化、吸收，得出了众

多可行的弹性波无损检测方法。本文通过对碾压混凝土拱坝的检测应用，通过弹性波CT技术及其在混凝

土坝内部缺陷检测评估中的现场应用，该方法检测速度快，水声传感器灵敏度高，混凝土厚度超过10m

时能够有效捕捉比较强的弹性波信号；该系统能够比较客观、准确地反映大体积混凝土坝内部质量的分

布状况；为大坝科学检测评估和修补加固提供了基础资料，也为国内外类似工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今

后，可在体型断面更大的拱坝和部分混凝土重力坝的进行相关试验研究，使我国大坝CT技术达到一个新

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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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astic Wave Dam CT Technique and Application in Concrete Arch Dam 

Detection and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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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Regulation of Water Cycle in River Basin，Beijing 100038  3. Safety Supervision Department, Ministry of Water Resources，

Beijing ,100053） 

Abstract: After introducing the principle and classification of computerized tomography (CT) technique, the 

applications and progresses are discussed of elastic wave tomography in detection of incipient fault for dam. In 

particular, “concrete dam defect diagnosis system”introduced by “948”project is also introduced, on this basis, 

established diagnosis hydraulic mass concrete internal defects method by digestion and absorption, the 

application of elastic wave CT in some RCC dam nondestructive test and evaluation，practice proved that, the 

result is accurate, the elastic wave CT technique can be as an effective means in dam nondestructive test and 

evaluation for dam aging disease diagnosis to improve the scientific basis, its application prospect is widely. 

Keywords: Dam CT ;  Elastic wave CT; Concrete arch dam; Detection and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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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波大坝 CT 技术及在混凝土拱坝 

检测评估中的应用研究  

王荣鲁 1，2何兰超 3吕小彬 1，2， 

（1.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北京 100038；2.流域水循环模拟与调控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38； 3.水利部安全监督司，北京 100053） 

 

摘要 

介绍了大坝 CT 技术的原理和分类，讨论了

CT 技术在大坝隐患检测中的应用和进展，重点介

绍了通过“948”项目引进的混凝土坝内部缺陷诊

断系统，在此基础上，通过消化吸收建立了弹性波

波速诊断水工大体积混凝土内部缺陷的方法，并成

功在某碾压混凝土拱坝检测评估中的应用，实践证

明，检测结果真实可信，弹性波大坝 CT 技术可作

为大坝无损检测评估的有效手段，为大坝老化病害

诊断提供科学依据，其应用前景广泛。 

 

关键词 

大坝 CT；弹性波 CT；混凝土拱坝；检测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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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第13届青年学术交流会论文 

文章编号：  

低热硅酸盐水泥在抗冲磨混凝土中的应用研究 

计涛，纪国晋，陈改新，刘艳霞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北京 100038) 

摘要： 为从源头上解决抗冲磨混凝土易开裂的问题，提出采用低热硅酸盐水泥（简称低热水泥）替代传统的中

热硅酸盐水泥（简称中热水泥）。研究和分析了低热水泥和中热水泥抗冲磨混凝土的力学性能、变形性能、抗裂

性能、热学性能及其随龄期的发展规律。结果表明，低热水泥的早期强度较低，后期强度及增长率高，各龄期水

化热均明显低于中热水泥；低热水泥抗冲磨混凝土的后期强度高，后期极限拉伸值大，绝热温升低且温峰出现的

时间延迟，综合抗裂性能好。低热水泥抗冲磨混凝土具有“高强、低热、高抗裂”的特点，可有效减少混凝土裂

缝的产生。 

关键词：抗冲磨混凝土；低热水泥；水化热；抗裂性 

中图分类号：TV431                 文献标识码：A     

1 研究背景 

抗冲磨混凝土是以抵抗含砂高速水流冲刷破坏为目的的特种混凝土，由于其强度等级高，胶凝材

料用量大，混凝土的水化放热量高，温控防裂的难度较大，混凝土裂缝控制不当易导致高速水流过流

面的破坏。目前和今后兴建的白鹤滩、乌东德、茨哈峡、松塔等一批大型高水头电站，泄洪建筑物的

泄水流速可达40～50m/s，且泄洪时间长，水流含砂多，因此如何在足够高的强度、抗裂性以及尽可能

低的温升之间寻找平衡点是抗冲磨混凝土设计的难点。 

低热水泥是以C2S为主导矿物，具有水化热低、温峰时间延迟、良好的工作性、后期强度增长率

高、优良的抗裂性能等特性
［1,2］，可从源头上解决混凝土的温升问题，有效防止混凝土的开裂。近年

来，低热水泥已在导流洞、泄洪洞、消力池、地下厂房等温控难度大的工程部位实现规模应用，并在

大坝部分坝段示范应用，共使用低热水泥近100万吨，浇筑混凝土500多万方[3]，温控防裂效果显著。

如向家坝工程消力池部位共浇筑低热水泥抗冲磨混凝土50万m3，最高温度比中热水泥混凝土低6.5～

7.1℃，无明显裂缝[4]，而中热水泥混凝土发现131条裂缝。溪洛渡水电站左岸泄洪洞浇筑采用低热水

泥混凝土，有效地降低了混凝土的温控成本，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5,6]。白鹤滩水电站导流洞施工采

用低热水泥混凝土，底板混凝土和顶拱混凝土基本未出现裂缝，左岸导流洞边墙部位仅出现18条裂缝，

混凝土抗裂性能优良[7]。 

2 低热水泥的性能特点 

2.1 低热水泥的基本性能  水泥的基本物理性能见表1。可以看出，两种水泥的矿物成分相差较大，低

热水泥的高C2S、低C3S决定了其早期水化活性较低。低热水泥3d、7d和28d抗压强度分别为中热水泥

的56%、67%和84%，3d和7d的水化热分别为中热水泥的79%和82%。 

收稿日期：  

基金项目：国家科技支撑计划（2013BAB06B02） 

作者简介：计涛（1978-），男，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水工材料的开发和应用研究。E_mail:jitao@iwh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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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水泥的物理性能 

水泥品种 
密度 

(g/cm3) 

比表面积 

(m2/kg) 

标准稠度 

(%) 

抗压强度(MPa) 水化热(kJ/kg) 矿物成分(%) 

3d 7d 28d 3d 7d C3S C2S C3A C4AF 

中热水泥 3.19 317 25.0 27.0 36.3 54.9 246 282 53.0 24.3 0.6 16.3 

低热水泥 3.20 351 26.0 15.2 24.4 46.0 194 232 33.0 44.1 1.3 15.4 

 

2.2 低热水泥的长期强度  硅酸盐相是影响水泥强度的主要因素[8]，一般认为C3S不仅控制着水泥的早

期强度，而且影响后期强度，而C2S对早期强度影响不大，是决定后期强度的主要因素。 

从图1水泥强度随龄期变化曲线可知，低热水泥的早期强度偏低，但后期强度增长率较快，90d以

后强度均高于中热水泥。低热水泥掺20%Ⅰ级粉煤灰后，早龄期粉煤灰参与水化反应很少，强度基本

由水泥本体贡献，后期由于粉煤灰水化活性效应的发挥，其强度增长率迅速增加，270d以后强度与低

热水泥接近。 

2.3 低热水泥的长期水化热  C2S早期水化速度慢，但水化时间长，水化放热平缓，因此低热水泥的

长期水化热及与中热水泥的关系是影响其应用的关键之一。从图2水泥水化热随龄期变化曲线可知，低

热水泥各龄期的水化热均低于中热水泥，尽管后期强度高于中热水泥，但水化热仍较低，28d后低热水

泥与中热水泥的水化热之比为85%～88%。因此，使用低热水泥可以有效降低混凝土的温升。低热水

泥掺20%Ⅰ级粉煤灰后，水化热呈下降趋势，表明粉煤灰的掺入有助于降低胶凝体系的水化放热。 

 
图1 水泥强度随龄期变化曲线                          图2 水泥水化热随龄期变化曲线 

3 低热水泥抗冲磨混凝土的性能特点 

高流速抗冲磨混凝土的设计强度等级可达C9050～C9060，水胶比低至0.30～0.35，因此水泥用量大

幅增加，采用中热水泥混凝土的28d绝热温升普遍在35℃以上，温控防裂难度增大，采用低热水泥可缓

解混凝土高强度与温控防裂之间的矛盾，混凝土的强度等级越高，水泥用量越大，低热水泥的优势越

明显。 

以导流洞底板C9035强度等级抗冲磨混凝土为例，在同配比的条件下，开展中热水泥、低热水泥混

凝土的性能研究。试验采用中低热水泥、I级粉煤灰、灰岩人工骨料、萘系高效减水剂和引气剂，混凝

土的水胶比为0.45，粉煤灰掺量为35%，砂率为35%，单方用水量为110kg/m3。 

3.1 低热水泥混凝土的力学性能  混凝土的力学性能试验结果见表2。从试验结果看，低热水泥混凝土

的7d强度较低，28d强度接近，90d以后强度均超过中热水泥。一般抗冲磨混凝土的设计龄期较长，浇

筑后投入运行的时间更长，因此采用低热水泥可发挥其后期强度增长率大的优势。 

表2 混凝土力学性能试验结果 

水泥品种 
抗压强度（MPa） 劈拉强度（MPa） 轴拉强度(MPa) 

7d 28d 90d 180d 7d 28d 90d 180d 7d 28d 90d 180d 

中热水泥 19.1 31.1 45.3 48.2 1.28 2.31 2.98 3.37 1.76 2.95 3.76 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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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热水泥 11.7 29.5 51.7 57.8 0.83 2.20 3.06 3.92 1.26 2.70 3.85 4.46 

低热/中热(%) 61 95 114 120 65 95 103 116 72 92 102 104 

3.2 低热水泥混凝土的变形性能  混凝土极限拉伸值和弹性模量试验结果见表3，可以看出，低热水泥

混凝土7d极限拉伸和弹性模量较低，28d后极限拉伸和弹性模量接近或略高于中热水泥混凝土。低热水

泥混凝土和中热水泥混凝土的干缩率和自生体积变形相当，见图3和图4。 

表3 混凝土极限拉伸、弹性模量试验结果 

水泥品种 
极限拉伸值（×10-6） 轴拉弹性模量(GPa) 抗压弹模模量(GPa) 

7d 28d 90d 180d 7d 28d 90d 180d 7d 28d 90d 180d 

中热水泥 59 90 103 115 32.7 37.8 40.9 40.2 31.6 37.2 42.8 42.9 

低热水泥 53 85 112 118 27.1 35.2 39.0 41.1 25.4 36.2 42.5 42.7 

低热/中热(%) 90 94 109 103 83 93 95 102 80 97 99 100 

 
图3 混凝土干缩率随龄期变化曲线                         图4 混凝土自生体积变形曲线 

3.3 低热水泥混凝土的早期抗裂性能  采用平板法的混凝土抗裂性能试验结果见表4。可以看出，低热

水泥混凝土的开裂时间延迟，产生的裂纹细微，裂缝数目、裂缝平均开裂面积及单位面积上的总开裂

面积均远远小于中热水泥混凝土。因此采用低热水泥可以提高混凝土早期的抗裂性能。 

表4 混凝土抗裂性试验结果（平板法） 

水泥 

品种 

开裂时间 

(h:min) 

裂缝数量 

(条) 

裂缝宽度 

(mm) 

裂缝平均 

开裂面积 

(mm2/条) 

单位面积的 

开裂裂缝数量 

(条/m2) 

单位面积上的 

总开裂面积(mm2/m2) 

抗裂性 

等级 

中热水泥 9:00 58 0.01～0.12 1.72 161 276 Ⅳ 

低热水泥 10:30 34 0.01～0.05 0.93 94 88 Ⅲ 

3.4 低热水泥混凝土的热学性能  混凝土绝热温

升过程曲线见图5。从试验结果看，低热水泥混凝

土的绝热温升较低，3d时温差为6.6℃，5d为7.5℃，

28d为6.4℃，各龄期的平均温差为7.2℃。混凝土浇

筑后一般3～5d左右温升达到最高值，因此采用低

热水泥可有效降低混凝土的最大温升且温峰出现

的时间延迟，有利于混凝土的温控防裂。 

4 低热水泥混凝土的综合抗裂性分析 

混凝土在温度、湿度变化和基础约束的作用下，

会产生很大的约束应力，容易产生裂缝。仅考虑材料的性能，影响混凝土抗裂性的因素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对抗裂性有利的因素，如提高极限拉伸和抗拉强度、增加徐变、降低弹性模量、增加自生体积

膨胀变形等；另一类是对抗裂性不利的因素，如干缩、温降收缩变形、自生体积收缩变形等。综合考

虑各项因素，采用的抗裂系数计算公式
［9］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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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p
为极限拉伸值，10-6； s

为干缩率，10-6；RL为轴拉强度，MPa；C为徐变度，10-6/MPa；

G为自生体积变形，10-6；α为线膨胀系数，10-6/℃；Tr为绝热温升，℃； 

抗冲磨混凝土浇筑后表面都要采取保温保湿措施，因此抗裂性计算不考虑干缩的影响。混凝土抗

裂系数计算结果见表5。从计算结果看，各龄期低热水泥混凝土的抗裂系数均有提高，7d、28d、90d

和180d龄期的抗裂系数比中热水泥混凝土分别提高了46%、23%、33%和25%。 

表5  混凝土抗裂系数计算结果 

龄期  

(d) 

水泥  

品种  

极限拉伸值

εp 

(10 -6) 

轴拉强度 RL 

(MPa) 

徐变度 C 

(10 -6/MPa) 

自生体积变

形 G（10 -6） 

线膨胀  

系数 α 

(10 -6/℃ ) 

绝热温升 Tr 

(℃ ) 

抗裂  

系数  

K 

抗裂  

系数比  

(%) 

7 
中热水泥 59 1.76 35 0.8 5 24.7 0.98 100 

低热水泥 53 1.26 50 0.4 5 16.6 1.40 146 

28 
中热水泥 90 2.95 18 -3.3 5 30.1 0.93 100 

低热水泥 85 2.7 22 -9.3 5 23.7 1.14 123 

90 
中热水泥 103 3.76 13 0.7 5 31.9 0.96 100 

低热水泥 112 3.85 13 0.5 5 25.6 1.27 133 

180 
中热水泥 115 4.3 10 7.8 5 32.3 1.03 100 

低热水泥 118 4.46 10 5.1 5 26.1 1.29 125 

5 结论 

通过试验揭示了低热水泥具有高强度和低水化热的特点：①早期强度低，但后期强度增长率较快，

90d以后强度均高于中热水泥。②各龄期水化热均明显低于中热水泥，28d后低热水泥与中热水泥的水

化热之比为85%～88%。 

与中热水泥相比，低热水泥配制的抗冲磨混凝土具有明显的优势，混凝土的后期强度高，后期极

限拉伸值大，早期抗裂性好，绝热温升低且温峰出现的时间延迟。 

抗裂系数计算表明，低热水泥混凝土的综合抗裂性能好，7d、28d、90d和180d抗裂性能比中热水

泥混凝土分别提高了46%、23%、33%和25%。 

以上研究表明，采用低热水泥可以配制出“高强、低热、高抗裂”的抗冲磨混凝土，有效减少混

凝土的温度裂缝，解决了抗冲磨混凝土易开裂破坏的问题。因此，低热水泥是制备抗冲磨混凝土较为

理想的胶凝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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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Study on Low heat Portland Cement  

in Abrasion Resistance Concrete 

JI Tao，JI Guojin，CHEN Gaixin，LIU Yanxia 

 (China Institute of Water Resources and Hydropower Research，Beijing  100038) 

Abstract: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easy cracking of abrasion resistance concrete from the source, low heat 

Portland cement was used to replace the traditional moderate hot Portland cement. In this paper,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deformation properties, crack resistance, thermal properties and the development law 

of the low heat cement and moderate heat cement abrasion resistance concrete were studied and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ed the early strength of low heat cement was lower, the later strength and growth rate were 

higher, and the hydration heat of each age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moderate heat cement; 

The later strength of low heat cement abrasion resistance concrete was higher, the later ultimate tensile 

extensibility was bigger, the adiabatic temperature rise was lower and the time of temperature peak was 

postponed, and the comprehensive crack resistance was better. Therefore, low heat cement abrasion 

resistance concrete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gh strength, low heat and high crack resistance, which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production of cracks in concrete. 

Key words: abrasion resistance concrete; low heat Portland cement; hydration heat; crack res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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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热硅酸盐水泥在抗冲磨混凝土中的应用研究 

计涛，纪国晋，陈改新，刘艳霞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北京 100038  

 

摘要 

 

摘要文字： 为从源头上解决抗冲磨混凝土易开裂的问题，提

出采用低热硅酸盐水泥（简称低热水泥）替代传统的中热硅

酸盐水泥（简称中热水泥）。研究和分析了低热水泥和中热

水泥抗冲磨混凝土的力学性能、变形性能、抗裂性能、热学

性能及其随龄期的发展规律。结果表明，低热水泥的早期强

度较低，后期强度及增长率高，各龄期水化热均明显低于中

热水泥；低热水泥抗冲磨混凝土的后期强度高，后期极限拉

伸值大，绝热温升低且温峰出现的时间延迟，综合抗裂性能

好。低热水泥抗冲磨混凝土具有“高强、低热、高抗裂”的

特点，可有效减少混凝土裂缝的产生。 

 

关键词 

抗冲磨混凝土；低热水泥；水化热；抗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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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地下隧道工程衬砌外水压力应对处理方法 

刘立鹏，汪小刚，曹瑞琅 

（1. 流域水循环模拟与调控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38; 2.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北京  100048） 

摘要：地下隧道工程需处理不同赋存环境下地下水问题，基于初始地下水位和外水压力折减系数确定外水压力量

值，采用荷载-结构法分析衬砌安全是目前通用方法。针对外水压力折减系数选取、衬砌结构选型等问题，在阐述

该系数含义基础上，通过对衬砌类型的系统分类，论述何种情况存在折减系数以及衬砌结构设计中存在的错误认

识，引申出隧道工程在外水压力应对处理方面应关注的重点对象，研究成果对于我国需应对外水压力问题的地下

隧道衬砌设计方面可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隧道工程；外水压力；折减系数；衬砌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1 研究背景 

地下隧道（洞）整个生命周期内与地下水交互影响，隧洞工程改变地下水赋存环境，而地下水则

影响衬砌稳定性。隧道工程自行业角度可分为交通隧道、水工隧洞、采矿巷道等，自渗流控制角度可

划分为全封堵、全排和排堵结合三种结构型式。采用不同结构型式，对地下水环境和作用于衬砌上的

外水压力产生不同影响
[1,2]

。富水环境下采用全封堵型衬砌时，如未充分考虑外水压力量值，衬砌则可

能由于外水压力过大而发生破坏，如广州地铁扬箕-体育西路区间隧道采用全封堵防水结构，建成后隧

底开裂、道床上鼓
[3]
，渝怀铁路圆梁山隧道毛坝向斜段地下水位高达450 m，为减小地下水排放影响，

采用厚1 m的圆形断面全封堵钢筋混凝土衬砌，并加设50 kg/m、间距0.33 m的双环钢轨，建成后仍出

现衬砌渗水
[4]
。采用全排型衬砌，则势必造成地下水资源过度排放、地面沉降及生态环境破坏等问题，

如襄渝铁路中梁山隧道施工引起地表塌陷、居民用水等问题
[5]
。排堵结合型衬砌既能消减地下水压力，

同时对地下水资源破坏较小，逐渐被用于现代隧道衬砌设计中，如厦门海底隧洞
[6]
、太行山隧道

[7]
等。

大量学者从作用机理、影响因素等多方面对排堵结合型衬砌开展了相关研究，王建宇等
[2]
借助渗流理

论和数值分析，提出外水压力折减公式。李鹏飞等
[8]
基于地下水水力学理论，推导了海底隧道渗水量

和复合衬砌结构外水压力的计算公式。王秀英等人
[9]
对山岭隧道堵水限排衬砌外水压力分布情况进行

了研究。虽然对于排堵结合型衬砌的堵水限排作用研究已取得长足进展，然而设计人员对隧洞不同赋

存环境选择何种衬砌结构型式、外水压力折减系数选取以及采用不同衬砌结构时的设计理念及思路方

面仍存在一定的误解，如灌浆堵水后认为已无水作用于衬砌、排水系统缺失、排水孔深度随意等诸多

问题。 

基于此，文章在阐述外水压力折减系数基础上，通过对衬砌类型的系统分类，阐明何种情况存在

外水压力折减系数以及相应衬砌结构设计中一些错误认识，引申出应关注的重点对象等，研究成果对

于我国需应对外水压力问题的地下隧道衬砌设计方面可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 

收稿日期：                             论文未公开发表过。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2013CB035401）；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2016YFC040180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项目(51609266)；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科研专项（GE0145B45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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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外水压力折减系数 

目前国内设计类规范中仅《水工隧洞设计规范（SL 279—2002）》
[10]

中指出，作用在混凝土、钢

筋混凝土和预应力混凝土衬砌结构上的外水压力，可按式（1）估算： 

e e w eP H           (1) 

式中：Pe为作用于衬砌外表面的地下水压力；βe为外水压力折减系数；γw为水的重度；He为地下水位

线至隧洞中心的作用水头，内水外渗时取内水压力。 

对（1）式进行转化，得到 βe： 

e
e

w e e

=
P H

H H



         (2) 

即βe为作用于衬砌外表面的地下水压力与地下水位线至隧洞中心的作用水头的比值，表1为地下水

不同活动状态下的βe推荐值。此外，水利部原东北设计院、江西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11]及张有天[12]等

单位和个人结合工程实际情况，从不同角度提出了βe修正公式和取值方法。 

表 1 外水压力折减系数 βe值 

地下水活动状态 βe 

洞壁干燥或潮湿 0～0.20 

沿结构面有渗水或滴水 0.10～0.40 

沿裂隙或软弱结构面有大量滴水、线状流水或喷水 0.25～0.60 

严重滴水，沿软弱结构面有小量涌水 0.40～0.80 

严重股状流水，断层等软弱带有大量涌水 0.65～1.00 

3 不同衬砌型式外水压力分布情况 

3.1 衬砌外水压力弹性力学解  П.У.Пοинматкин[12]推导了对称条件下衬砌渗透压力的弹性力学解，刘

立鹏等人[1]在此基础上给出排堵结合型衬砌（复合衬砌）各组成部分外水压力值求解公式，其中无内

水情况下二衬外水压力计算公式为： 

L2
w e

0
L2

gL2 r L2 L2 L1 L2

r g g L1 L1 L2 0

ln

ln ln ln ln

r
H

r
P

rk r k k r r

k r k r k r r





  

      (3) 

式中：kr、kg、kL1、kL2 分别为围岩、灌浆层、初期支护、二次衬砌层渗透系数；rr、rg、rL1、rL2、r0

为围岩、灌浆层、初期支护、二次衬砌及洞室半径；PL2 为二期衬砌外水压力值。 

围岩渗流量为： 

L2 e

gL2 r L2 L2 L1 L2

r g g L1 L1 L2 0

2

ln ln ln ln

k H
Q

rk r k k r r

k r k r k r r




  

      (4) 

由（3）、（4）式可知，对于排堵结合型衬砌，外水压力、围岩渗流量与初始地下水头、衬砌各组

成部分的渗透能力、几何尺寸等相关，不仅仅与地下洞室开挖后围岩地下水状态单方面相关。 

外水压力与初始压力比值 β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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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由上式可知，排堵结合型衬砌的外水压力折减系数与衬砌各组成部分的渗透能力、几何尺寸以及

围岩渗透特性相关。围岩地下水活动状态仅是岩体渗透性能的反映，其只能部分影响外水压力折减系

数，折减系数最终与整个衬砌系统相关。 

3.2 全封堵型衬砌  全封堵型衬砌是指不存在地下水疏导设施或不存在排水系统的衬砌结构型式。由

于衬砌本身基本不具有透水能力，地下水直接作用于衬砌上，将对衬砌结构稳定与安全造成不利的影

响。 

某大型低坝工程引水隧洞为防止内水外渗，采用全封堵型衬砌结构，其 3 号引水隧洞桩号 2+854～

2+950 m 段 10 多年外水压力测值过程线如下图 1 所示[13]。 

 

 

图 1 引 2+854～2+950 m洞段外水压力测值过程线图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由图可知，随着运行时间增加，衬砌外水压力值基本保持与赋存环境下初始地下水头压力值一致

（1.4 MPa 左右），即采用该种衬砌类型时，由于无外水排水系统，水压力均作用于衬砌结构上。对于

衬砌结构设计而言，此时外水压力折减系数 βe等于 1，与围岩中地下水活动状态无关，应以全水头作

用压力作为衬砌设计计算荷载。 

此外，地下工程开挖过程中对于围岩破碎渗水量较大洞段，一般采用灌浆堵水措施处理地下水问

题，渗漏量减小后，此时如认为后期作用于衬砌上的外水压力由于渗漏量的有效控制而减小，设计中

采用全封堵型衬砌结构，则势必将随着运行时间的增加，作用于衬砌上的外水压力量值逐渐增长，并

最终达到与实际赋存环境下初始地下水头较为接近值，王建宇在室内试验中亦验证了这一过程[14]。 

3.3 全排型衬砌  全排型衬砌是指整个地下隧道系统中无任何堵水措施，围岩渗流均排放出隧洞系统

的衬砌结构型式。作用于衬砌上的外水压力及渗流量主要与排水系统的排水能力相关（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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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全排型衬砌外水压力与渗流量关系 

由上图可知，随着衬砌排放能力变化，衬砌外水压力及渗流量相应变化，外水压力折减系数亦相

应变化。如衬砌排水系统能及时将围岩渗流全排放，作用于衬砌上的外水压力接近于 0，外水压力折

减系数 βe 等于 0，但对应围岩渗流量较大，对于地下水资源破坏明显，并将引起地表塌陷等环境问题，

如襄渝铁路中梁山隧道采用以排为主的原则处理地下水问题，出现了地表水漏失和地面塌陷问题。该

隧道 1971 年 1 月动工，10 月开始见水井干枯，水位下降。1972 年 4 月地表 130 口水井中有 48 口被疏

干，其余井泉水位下降；地面塌陷 29 处计 2319 m2，最深塌陷坑深达 13 m，塌陷面积最大达 400 m2，

影响范围 3～3.5 km，总面积 14 km2。1978 年交付运营后，1979 年 9 月又发现东槽谷洞顶钱家院子一

带地面塌陷[5]。 

3.4 排堵结合型衬砌  排堵结合型衬砌由具有堵水功能的灌浆层和排放功能的排水系统有机组成的地

下水处理系统，其既能消减地下水压力，亦对地下水资源影响较小。采用排堵结合型衬砌结构时，缺

少其中某一部分，则达不到排堵结合的功效，如仅有灌浆层无排水系统，排堵结合型衬砌退化为全封

闭衬砌，如仅有排水系统无灌浆层，则退化为全排型衬砌。 

排堵结合型衬砌外水压力、围岩渗流量与初始地下水头、衬砌各组成部分的渗透能力、几何尺寸

等相关，不仅仅与地下洞室开挖后围岩地下水状态单方面相关，其外水压力折减系数是根据围岩参数、

设计参数相应变化的。采用排堵结合型衬砌处理地下水问题时，需根据允许排放量及衬砌可承受外水

压力量值确定灌浆层的渗透系数、厚度以及排水系统排放能力等。同时由图 2 可知，如排水系统可将

灌浆层中渗流出的水量全部排放，则作用于衬砌上的外水压力基本可达到理想状态 0，故而在选择排

堵结合型衬砌时，保证排水系统的排水能力和长期有效性是须考虑的重点问题，此时对于地下隧道工

程而言，主要需要选择的参数即为允许排放量值，该值选取与环境影响程度相关，基于允许排放量值

可确定灌浆层的设计参数。 

4  地下隧道工程衬砌外水应对处理方法 

4.1 基本原则  （1）地下水水头不高于 60 m 时，可采用全封堵型衬砌进行外水处理，可将外水压力

作为一种荷载，采用“荷载－结构物”模型进行衬砌稳定性验算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2）地下水水头高于60 m时，建议采用排堵结合型衬砌处理地下水问题，如排水系统能全部排

出灌浆层渗流水量，只需根据允许排放量确定围岩渗流量，进而考虑灌浆层设计参数的选择。如排水

系统排水能力具有一定的限制，可根据洞室设计几何尺寸、衬砌、灌浆层厚度等，绘制如下图3中外水

压力与渗水量关系图错误!未找到引用源。，结合允许排放量和衬砌所能承受的外水荷载，选择对应的

灌浆层渗透系数和二衬等效渗透系数。确定二衬所需渗透系数后，则可根据工程类比法或数值计算方

法确定所需的排水系统设计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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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外水压力与渗水量关系
[1]
 

4.2  重点问题  （1）外水压力折减系数 

外水压力折减系数为与地下水处理措施相对应的量，与围岩地下水活动状况并不单方面相关，如

为全封堵型衬砌则 βe等于 1，为全排型则 βe 等于 0，封堵结合型衬砌则与整个衬砌系统的设计参数相

关，地勘报告中所提外水压力折减系数，仅是岩体渗透性能的反映，折减系数最终与整个衬砌系统相

关。 

（2）允许排放量 

无论是全排型衬砌或排堵结合型衬砌，均需确定的一个关键量为允许排放量。目前关于隧洞允许

排放量值并无相关规范规程要求，国内外已有隧洞工程允许排放量分别为：①日本的青函海底隧道允

许排放量为 0.2736 m3/(m·d)；②挪威海底隧道规范规定允许的渗水量为 0.432 m3/(m·d)，其中挪威

Oslofjord 跨海隧道陆地居民区和休闲区隧道段允许排放量为 0.288 m3/(m·d)；③歌乐山隧道岩溶富水

区允许排放量为 1.0 m3/(m·d)；④圆梁山隧道允许排放量为 5 m3/(m·d)；⑤厦门翔安海底隧道允许排放

量为 2.5 m3/(m·d)。在确定该值时建议考虑隧洞穿越区工业、居民等用水量及生态环境的影响，在保证

衬砌稳定性的前提下尽量降低设计排放量，以有效的保护地下水资源。 

（3）排水孔深度问题 

《水工隧洞设计规范（SL 279—2002）》中指出[10]：排水孔的间距、排距可采用 2～4 m，孔深可

深入岩石 2～4 m，应保证底板和侧墙的抗浮稳定。作者认为该规定主要为针对全排型衬砌而言，对于

封堵型衬砌按此规定有时将会发生排水孔贯穿灌浆层现象，进而影响堵水体堵水效果，此处根据式（3）、

（4）计算排水孔不同深度对于二衬外水压力及总渗流量的影响。假设地下水距离洞室轴线为 500 m，

灌浆层深度为 5 m，洞径 5 m，二次衬砌厚度 0.4 m，其中围岩渗透系数为 2.0×10-6 m/s，灌浆层渗透系

数为 1.0×10-8 m/s，二衬渗透系数为 1.0×10-9 m/s，排水孔深度范围内渗透系数为 1.0×10-2 m/s，计算结

果如下图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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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二衬外水压力 

 

（b）围岩渗流量 

图 4 排水孔深度对于二衬外水压力及渗流量影响 

由图可知，当排水孔贯穿二衬时，二衬外水压力降低至较低值，而此时渗流量亦相应较小，即达

到了消减衬砌外水压力又有效控制地下水渗流量的目的。随着排水孔深度的增加进入灌浆层后，二衬

外水压力与刚贯穿二衬时相比基本无变化，但隧洞渗流量却逐渐增加。当排水孔贯穿灌浆层后，外水

压力基本无变化，而渗流量成量级增加，封堵效应逐渐消失。排水孔孔深过长后，在外水压力控制方

面与打入灌浆层较浅深度时相近，但渗流量显著增加，即对衬砌外水压力并无明显影响的同时降低堵

水体堵水效果，并对于工程区域地下水资源产生较大影响，排堵结合型衬砌可考虑将排水孔深度贯入

灌浆层 0.3～0.5 m 左右即可。 

（4）长期有效性问题 

排堵结合型衬砌需要关注但一直被忽视的一个问题即为排水系统的长期有效性。虽采用排水措施，

但长期运行后排水孔堵塞，衬砌将退化为全封堵型衬砌，外水汇集，水压力渐长，进而对衬砌稳定造

成极大威胁，如某工程隧洞最大埋深 75 m，大部分洞段埋深在 20～60 m 范围内，一次支护为间距 1 m

的钢拱架、挂网喷 12 cm 厚的 C20 混凝土，二次衬砌为 30 cm 厚的 C20 素混凝土，在边墙和起拱线处

打设了排水孔，间距 3 m，呈梅花形布置。运行检修期发现大量排水孔已堵塞，衬砌出现了大量长度

超过 5 m 的纵向裂缝[15]，美、法等国采用全水头、加拿大、巴西等国采用可能最大水头计算衬砌稳定

性应为基于这一考虑[12]。 

4 结论 

文章在阐述外水压力折减系数的基础上，对不同衬砌型式外水作用规律与外水压力折减系数进行

了分析与讨论，给出了地下隧道工程衬砌外水压力应对处理基本方法，并阐述了设计中需重点关注的

问题，主要结论如下： 

（1）外水压力折减系数与隧洞衬砌是否具有排水系统有关，全封堵型衬砌折减系数为 1，全排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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衬砌则为 0，而排堵结合型衬砌则与衬砌整个系统的设计参数相关，地下水活动状态仅是岩体渗透性

能的反映，折减系数最终与整个衬砌系统组成相关。 

（2）对于初始地下水头高于 60 m 的地下隧道，建议采用排堵结合型衬砌处理地下水问题。灌浆

处理洞段应继续设置排水措施，否则衬砌退化为全封闭衬砌。排水系统应具有足够排水能力和长期有

效性，此时衬砌基本不受外水压力作用，主要需要选择的参数即为允许排放量值，该值选取与环境影

响程度相关，基于允许排放量值可确定灌浆层的设计参数。 

（3）上述研究主要针对无内隧洞情况，当地下隧洞特别是高内水头水工输水隧洞赋存环境为高外

水头环境时，为避免内水外渗，钢岔管或预应力混凝土均为封闭型衬砌，放空检修期时将遭遇高外水

的应力叠加作用，对衬砌安全产生形成威胁，该种情况下的地下水处理技术需要进一步开展相关研究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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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ernal water pressure processing method of underground tunnel lining 

LIU Li-peng, WANG Xiao-gang, CAO Rui-lang 

（1.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Simulation and Regulation of Water Cycle in River Basin，Beijing 100038，

China；2. China Institute of Water Resources and Hydropower Research，Beijing 100048，China） 

Abstract: Underground tunnel project must to be process groundwater problems under different storage 

environment. Load-structural analysis method is a general way of structure safety analysis, based on the 

initial water table and external water pressure reduction coefficient to determine the magnitude of the external 

water pressure. According to the selection of external water pressure reduction coefficient and lining 

structure type, the meaning of the coefficient is explained, the classification of lining structure type is carried 

out, conditions in the presence of reduction factor and misconceptions of lining structural design are 

discussed, the focus of attention processing of external water pressure is pointed out in the tunnel project. The 

results may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design of tunnel waterproofing and drainage system in high water 

pressure regions. 

Key words: tunneling engineering; external water pressure; reduction coefficient; l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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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隧道工程衬砌外水压力应对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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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地下隧道工程需处理不同赋存环境下地下水问题，基于初始

地下水位和外水压力折减系数确定外水压力量值，采用荷载-

结构法分析衬砌安全是目前通用方法。针对外水压力折减系

数选取、衬砌结构选型等问题，在阐述该系数含义基础上，

通过对衬砌类型的系统分类，论述何种情况存在折减系数以

及衬砌结构设计中存在的错误认识，引申出隧道工程在外水

压力应对处理方面应关注的重点对象，研究成果对于我国需

应对外水压力问题的地下隧道衬砌设计方面可提供一定的借

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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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第13届青年学术交流会论文 

文章编号：  

缝隙渗漏溶蚀对大坝混凝土摩擦抗剪强度的影响研究 

孔祥芝1,3，陈改新1,2,3，李曙光1,2,3，纪国晋1,3 
(1.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2. 流域水循环模拟与调控国家重点实验室，3. 北京中水科海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100038) 

摘要：缝隙渗漏溶蚀是水工混凝土建筑物最常见的病害之一。文章采用室内模拟试验、材料微观测试、数值拟合

分析等方法研究了缝隙渗漏溶蚀对大坝混凝土沿缝面摩擦抗剪强度的影响，提出了一种混凝土缝隙渗漏溶蚀过程

室内模拟方法和溶蚀程度评价方法，揭示了溶蚀作用下混凝土沿缝面摩擦抗剪强度的衰减规律。结果表明，1）硝

酸铵溶液浸泡法能够有效模拟混凝土缝隙渗漏溶蚀过程，溶蚀程度可以用缝面溶蚀深度直观定量的表征，用酚酞

指示剂+电子探针线扫描技术准确测定；2）大坝混凝土缝隙发生渗漏溶蚀，缝隙两侧浆体微观结构变差，孔隙率

增大，混凝土沿缝面摩擦系数、黏聚力下降，摩擦抗剪强度衰减规律符合牛顿冷却模型。 

关键词：大坝混凝土；缝隙渗漏溶蚀；模拟方法；摩擦抗剪强度；衰减 

中图分类号：TV431                    文献标识码：A 

1 研究背景 

实地调查表明
[1-3]

，缝隙渗漏溶蚀是水工混凝土建筑物常见的病害之一，特别是大坝坝体施工层面

（尤其RCC坝）、水平裂缝、坝体建基面渗漏溶蚀，不仅影响工程外观、破坏大坝整体性，严重的可能

危及坝体抗滑稳定。早在上世纪30年代，前苏联科研人员就指出混凝土溶蚀的危害性，提出了混凝土

强度随钙元素溶出量的衰减模型
[4]
。上世纪80 年代，中国水科院、武汉大学开始研究大坝混凝土的溶

蚀耐久性，揭示了钙离子溶出过程、混凝土微观、宏观性能衰减规律
[1,5]

，建立了混凝土抗压、抗拉强

度、弹性模量与溶蚀程度的相关关系
[6]
，提出了接触溶蚀和渗透溶蚀的概念

[7]
。90年代以来，出于对

核废料封存用混凝土掩体安全性的担心，瑞士、法国、中国等重点研究溶蚀过程及其对水泥基材料性

能的影响，包括溶蚀进程加速试验方法
[8-11]

、水泥浆体微观结构变化、宏观性能衰减规律、预测模型

等
[12-15]

。 

总结上述研究成果可知，以往的研究都是针对材料本体，有关混凝土缝隙渗漏溶蚀过程，以及溶

蚀对缝隙两侧混凝土微观结构和摩擦特性的影响等方面的研究尚处于空白，而前苏联学者B.M.莫斯克

文的论述及作者的最新研究成果表明
[4，6]

，捣实的混凝土是不渗漏的，混凝土主要是沿裂缝渗漏。水

库建成蓄水运行后大坝发生缝隙渗漏溶蚀的现象比较常见，尽管溶蚀过程缓慢，但长期溶蚀作用会引

起混凝土层/缝间结合强度，特别是抗剪强度的降低。因此，开展大坝混凝土缝隙渗漏溶蚀试验研究，

建立混凝土缝隙渗漏溶蚀过程室内试验模拟方法和溶蚀程度评价指标，揭示溶蚀作用下混凝土沿缝面

摩擦抗剪特性的衰减规律，对于合理评价缝隙渗漏溶蚀对混凝土坝结构安全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科学意

义和实用价值。 

2 试验原材料及混凝土配合比 

收稿日期：                             论文未公开发表过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2013CB035901）；国家科技支撑计划（2013BAB06B02） 

作者简介：孔祥芝（1980-），男，山西省大宁县人，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水工混凝土材料及耐久性研究。E_mail:kongxz@iwhr.com 

本文选用典型的C9020强度等级大坝碾压混凝土来研究缝隙渗漏溶蚀，混凝土配合比见表1。水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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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42.5中热硅酸盐水泥，掺合料采用天然火山灰，水泥、火山灰化学成分列于表2；细骨料采用石英

砂，细度模数为2.75，SiO2含量98%；粗骨料采用天然卵石，最大粒径40mm；减水剂采用萘系缓凝高效

减水剂；引气剂采用松香类引气剂。 

 

表1  混凝土配合比 

强度等级 
单方混凝土材料用量（kg/m

3
） 抗压强度（MPa） 

水 水泥 火山灰 减水剂 引气剂 砂 石 28d 90d 

C9020 86 93.5 93.5 1.3 0.15 705 1499 20.4 26.0 

 

表2  水泥、火山灰化学成分                           （单位：％） 

化学成分 SiO2 Al2O3 Fe2O3 CaO MgO K2O Na2O SO3 Loss 

水泥 21.03 3.92 4.86 62.32 4.22 1.98 0.44 0.07 0.49 

火山灰 56.12 16.45 7.26 5.12 5.53 2.36 3.66 0.21 3.13 

3 混凝土缝隙渗漏溶蚀试验模拟方法 

3.1 溶蚀进程加速方法 混凝土溶蚀是极其缓慢的物理化学过程，为了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试验，研究

人员通常采用去离子水（软水）加速法
[5-7, 15]

、施加电压法
[8,9]

或硝酸铵溶液加速法
[10-14]

加速溶蚀进程。

去离子水加速混凝土溶蚀进程最接近实际情况，可以模拟接触溶蚀和渗透溶蚀，但加速效果有限
[5,6]

。

电压法是在试件两侧形成电势，让离子发生定向迁移溶出试件达到加速效果，这种方法的缺点是只适

合于模拟渗透溶蚀
[8,9]

。硝酸铵溶液加速法由法国学者 Carde 提出
[10]

，利用式（1）所示酸碱化学反应，

通过提高 Ca
2+
在混凝土孔溶液与溶蚀介质中的浓度梯度来加速钙溶出，既适用于加速渗透溶蚀也适用

于接触溶蚀。Carde的试验结果表明
[10]

，6mol/L的硝酸铵溶液对水泥净浆 1d的溶蚀深度约等于 pH值

为 4.5 的去离子水 3 个月的溶蚀深度，加速倍率约等于 100 倍。F.H Heukamp 结合 F. Adenot 的研究

成果认为
[13,15]

，这一加速倍数约等于 300。然而，以往的试验均采用水泥净浆试件，没有考虑实际混

凝土结构中大量的骨料对溶蚀进程的影响。本部分采用 1mol/L的硝酸铵溶液和去离子水分别浸泡典型

配比大坝碾压混凝土试件，对比两种介质对溶蚀进程的加速效果。 

Ca(OH)2+2NH4NO3=Ca
2+
+2OH

-
+2H

+
+2NH3+2NO3

-
=Ca(NO3)2+2NH3+2H2O                 （1） 

图1是浸泡在两种溶液中的混凝土试件累计溶出Ca
2+
的量随时间的变化。由图1可知，浸泡在1mol/L

硝酸铵溶液中的试件，75天Ca
2+
累计溶出16.5g，浸泡在去离子水中的试件，75天Ca

2+
累计溶出0.47g，

混凝土在硝酸铵溶液中的钙溶出量远高于在去离子水中。 

 

试验混凝土所用的掺合料、石英砂和天然卵石均为硅铝质材料，不与溶蚀介质反应，因此可以认

        
（a）1mol/L硝酸铵溶液                            （b）去离子水 

图 1  Ca2+累计溶出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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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混凝土中 Ca
2+
溶出过程示意图 

 

图 3  Ca
2+
累计溶出量与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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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从试件中溶出的Ca
2+
均来自于水泥水化产物。假设溶蚀介质

中Ca
2+
浓度为C0，未遭受溶蚀区混凝土孔溶液中Ca

2+
浓度为Cp，遭

受溶蚀区混凝土孔溶液中Ca
2+
浓度为C（x，t），则混凝土中钙溶

出过程可以用图2示意。随着溶蚀的进行溶蚀前锋线x将不断向混

凝土内部延伸。 

根据Fick第二扩散定律（式（2））
[16]

，按照半无限长棒的扩散

过程解方程可得式（3）。 

 ,               （2） 

式中，D为扩散系数，与混凝土密实度、孔隙率等基本特性有关。 

，                 （3） 

定义t时间内Ca
2+
累计通过混凝土表面S的量等于Q，则有式（4）。 

                                  （4） 

将式（3）带入式（4），求解可得： 

                      （5） 

由式（5）可知，Ca
2+
累计溶出量仅与混凝土孔溶液中Ca

2+
浓度、溶蚀介质中Ca

2+
浓度、溶蚀时间t

和混凝土基本特性参数D有关，与呈线性关系。定义R为Ca
2+
溶出因子，由Ca

2+
的浓度梯度、混凝土密实

度、孔隙率等基本特性决定。对于去离子水和硝酸铵溶液，则有， 和。 

定义NH4NO3溶液加速混凝土溶蚀进程的倍率为（式（6）），即对于相同的Ca
2+
溶出量，时间的加

速倍数。 

                （6） 

图3是浸泡混凝土试件的硝酸铵溶液和去离子

水中Ca
2+
累计溶出量与的关系曲线。由图3可知，Ca

2+

累计溶出量与具有较好的线性关系，线性拟合可

得，，。计算NH4NO3溶液加速溶蚀倍率=1436.5。由

此可知，浸泡在硝酸铵溶液和去离子水中混凝土试

件，Ca
2+
溶出过程均遵循fick第二扩散定律；与去离

子水相比，1molNH4NO3溶液对混凝土试件溶蚀进程的

加速倍率为1436.5倍，加速效果显著，可以作为缝

隙渗漏溶蚀模拟试验的溶蚀介质。 

3.2 混凝土缝隙渗漏溶蚀模拟  采用表 1 所示混凝

土配合比成型 150mm立方体试件 54块，标准养护 90d后随机分为 6组，每组中取 1块试件用切割机沿

中心面切开，作为参照样用来测试溶蚀程度，其余 8 块试件用混凝土直剪仪（图 4）沿中心面剪断，

重新扣合后用来模拟带有裂缝的混凝土。为使溶蚀从混凝土缝面（或切割面）开始并沿其法向方向进

行，每块试件除缝面（或切割面）外其他表面涂刷环氧涂层。试件养护 120d后开始溶蚀。每组试件浸

泡在一个固定的盛有 50L 1mol/L硝酸铵溶液的试验箱内，溶液中放置 1台微型水泵，浸泡期间开启，

保持硝酸铵溶液处于流动状态。浸泡时间每超过 2个月时更新一次硝酸铵溶液。图 5是其中两组试件

的试验情况。 

图 6 是混凝土试件分别经 0d、18d、105d、216d、386d 和 461d加速溶蚀作用，Ca
2+
累计溶出量与

的关系。可以看出，Ca
2+
溶出量随着溶蚀时间的增加而增大，且与具有很好的线性关系，符合 Fick

第二扩散定律。由此可见，混凝土缝隙发生渗漏，渗水沿缝面流动，在浓度梯度作用下缝隙两侧混凝

土孔溶液中的 Ca
2+
不断向水流扩散，缝隙渗漏溶蚀属于接触溶蚀

[7]
，溶蚀过程可以采用硝酸铵溶液浸

泡法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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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溶蚀程度评价和测试方法 有关水泥混凝土溶蚀程度的表征，实验室通常用钙溶出率、总盐溶出量、

混凝土孔溶液 pH值变化、溶出液电导率、溶蚀深度等参数表征
[4-15]

。服役期的水工混凝土建筑物发生

渗漏溶蚀后，溶出钙大部分都随水流流失无法准确测定，因此溶蚀程度无法再用钙元素溶出率表征。

混凝土缝隙渗漏溶蚀属于接触溶蚀，在溶蚀过程中缝隙两侧混凝土孔溶液中的 Ca
2+
不断向水流扩散，

被水带走，随着溶蚀的持续进行，Ca
2+
溶出前锋线将不断向缝隙两侧混凝土的内部延伸，在此将溶出

前锋线至缝面的距离定义为缝面溶蚀深度，用 dL表示，缝面溶蚀深度越大表明混凝土遭受溶蚀的程度

越严重。 

图 7 是 6组试件分别经过不同时间的加速溶蚀作用后，参照垂直于切割面方向的断面喷酚酞指示

剂后的显色情况。可以看出，遭受溶蚀作用的试件断面都包含不变色区和粉红色区两个区域，分界线

非常明显，并且随着溶蚀时间的增长，不变色区域逐渐增大，粉红色区域逐渐减小。众所周知，波特

兰水泥混凝土呈碱性（pH值通常大于 12），断面遇酚酞指示剂后显示粉红色
[17]

，混凝土遭受溶蚀作用，

碱性降低，断面遇到酚酞指示剂后不再显色。因此，利用酚酞指示剂可以粗略确定 Ca
2+
溶出前锋线位

置（分界线位置），但无法排除实际混凝土结构遭受碳化的影响。 

 

为了准确测定 Ca
2+
溶出前锋线位置，应用电子探针仪沿着试件切割面（缝面）的法向方向（溶蚀

发展方向）从切割面开始进行元素线扫描
[18]

，分析钙元素衍射峰强弱（反映钙的相对含量的高低）沿

溶蚀发展方向的变化。图 8是经过 105d溶蚀后的试件（图 7中（c））中钙元素衍射峰的变化情况，x

表示试件内部距切割面的距离。可以看出，钙元素衍射峰强度沿 x轴方向分为低强区（x<10.5mm）和

高强区（x>10.5mm），低强区钙元素相对含量显著低于高强区，由此可以确定 Ca
2+
溶出前锋线的位置在

x=10.5mm处。按照缝面溶蚀深度的定义，该组试件的缝面溶蚀深度 dL为 10.5mm。 

图 9 是 6 组试件的缝面溶蚀深度 dL与 Ca
2+
累计溶出量的关系。可以看出，二者具有很好的线性关

系，进一步证实采用酚酞指示剂+电子探针线扫描技术测定缝面溶蚀深度 dL的方法是可行的。 

           

     （a）未溶蚀；      （b）溶蚀 18d；     （c）溶蚀 105d；    （d）溶蚀 216d；    （e）溶蚀 386d；    （f）溶蚀 461d 

图 7  混凝土断面碱性分布情况 

     

图 4  混凝土直剪仪                 图 5  缝面溶蚀试验情况                  图 6  Ca
2+
累计溶出量与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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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溶蚀对大坝混凝土缝隙摩擦抗剪强度的影响 

4.1 混凝土微观结构变化  取图 7中试样（c），沿溶蚀发展方向将参照样划分为三个区域，溶蚀区（距

离缝面 0~5mm）、过渡区（6~11mm）和未溶蚀区（＞12mm）。三个区域内浆体的孔结构测试结果列于

表 3，孔隙分布和孔体积如图 10、图 11所示。 

由测试结果可知，溶蚀区、过渡区和非溶蚀区水泥浆体的孔隙率分别为24.3%、22.0%和19.4%，孔

体积分别为0.099ml/g、0.080 ml/g和0.057 ml/g，平均孔径分别为27.1nm、27.3nm和28.6nm；与非溶

蚀区相比，溶蚀区和过渡区浆体的孔隙率、孔体积，各级孔隙的含量均明显增大，平均孔径略有减小。

分析认为，在溶蚀过程中，水泥石中部分水化产物溶解并被带走，产生一些新的孔隙（微孔），随着

溶蚀持续进行，小孔孔径逐渐增大成为大孔，因此，溶蚀使水泥浆体孔隙率增大，各级孔隙的含量均

明显增大，而平均孔径略有降低。 

表3  水泥浆体孔结构测试结果 

区域 
与缝面距离

(nm) 

孔隙率 

(%) 

孔体积 

(ml/g) 

平均孔径 

(nm) 

各级孔体积(ml/g) 

3~20nm 20~50nm 50~200nm 200~1050nm 

溶蚀区 0~5 24.3 0.099 27.1 0.0306 0.0157 0.0276 0.0250 

过渡区 6~11 22.0 0.080 27.3 0.0257 0.0160 0.0164 0.0215 

未溶蚀区 12~18 19.4 0.057 28.6 0.0195 0.0137 0.0051 0.0189 

 

图13是混凝土溶蚀区和未溶蚀区中浆体的扫描电镜照片。对比可知，遭受溶蚀作用后，浆体的密

实度变差，孔隙增多，断面中出现细小的氢氧化钙晶体。分析认为，使用1mol/L的NH4NO3溶液加速混

    

图 10  不同区域浆体的孔隙分布                                图 11  不同区域浆体的孔隙体积 

     

图,8  钙元素衍射峰                              图 9  缝面溶蚀深度与 Ca2+累计溶出量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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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岩石节理面抗剪
[19]

  

凝土溶蚀，孔溶液中的氢氧化钙处于过饱和状态，在干燥过程中氢氧化钙会重新结晶析出。 

 

4.2 混凝土沿缝面摩擦抗剪强度衰减规律  混凝土沿缝面摩擦

抗剪强度属于不规则结构面在一定法向荷载作用下的抗剪强度，

剪切过程中既有爬坡作用也存在削齿作用，类似于岩石沿节理面

的抗剪强度（图 13）
[19]

。根据 1977年巴尔顿（N，Barton）提出

的节理峰值抗剪强度 τ 的方程（图 13）可知，节理面的抗剪强度

主要取决于节理粗糙度系数（JRC）、节理壁的抗压强度（JCS）

和基本内摩擦角 φb（相当于节理面的残余内摩察角）
[19]

。由此可

见，混凝土沿缝面摩擦抗剪强度主要由缝面粗糙度、齿面的抗压

强度和缝面的基本内摩擦角决定。 

依据《水工碾压混凝土试验规程》（DL/T 5433-2009）中抗

剪强度试验方法，采用图 4 所示直剪仪测试混凝土沿缝面摩擦抗剪强度 τ 摩。图 14 是缝隙遭受不同溶

蚀程度的混凝土试件在各级法向荷载作用下的沿缝面摩擦抗剪强度 τ 摩。由图 14 可知，混凝土沿缝面

摩擦抗剪强度 τ 摩 随着法向应力 σ 的提高而增大，摩擦特性符合库仑方程
[19]

，τ=fσ+c。根据库仑方程

拟合混凝土沿缝面摩擦系数 、黏聚力 和摩擦抗剪强度 τ 摩（σ=6.0MPa），结果列于表 4。由表 4

可知，随着缝面溶蚀深度 dL的增加，混凝土沿缝面摩擦特性参数（ 、 、τ 摩）均在下降，当 dL>14.0mm

后，摩擦抗剪强度基本趋于稳定。 

        

（a）溶蚀区                                     （b）未溶蚀区 

图 12  水泥浆体微观形貌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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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混凝土摩擦抗剪试验结果 

序号 
缝面溶蚀深度 

dL (mm) 
拟合库仑方程 R

2
 摩擦系数  

黏聚力 

（MPa） 

摩擦抗剪强度 

τ 摩（MPa） 

1 0.0 τm =1.465σ+1.92 0.9508 1.465 1.92 10.71 

2 4.2 τm =1.203σ+1.61 0.9292 1.203 1.61 8.83 

3 10.5 τm =1.012σ+1.42 0.9901 1.012 1.42 7.49 

4 14.0 τm =0.992σ+1.23 0.9031 0.992 1.23 7.18 

5 21.3 τm =0.823σ+1.58 0.9389 0.823 1.58 6.52 

6 25.3 τm =0.964σ+0.88 0.9652 0.964 1.21 7.08 

注：表中摩擦抗剪强度τ 摩计算时法向应力σ取 6.0MPPa。 

对于表 4所示混凝土沿缝面摩擦抗剪强度，由于每组试件是随机组成，试件的缝面粗糙度和基本

内摩擦角可以认为近似相等，因此，各组混凝土沿缝面摩擦抗剪强度的差异主要由齿面抗压强度所决

定。由此可见，混凝土缝隙发生渗漏溶蚀，缝隙两侧混凝土的微观结构变差，孔隙率增大，齿面抗压

强度下降，进而引起混凝土沿缝面摩擦抗剪强度下降。随着缝面溶蚀深度的增加，混凝土沿缝面摩擦

抗剪强度持续下降，当缝面溶蚀深度增大至超出剪切荷载作用的约束区后缝面摩擦抗剪强度将不再随

溶蚀深度的增加而变化。 

为了研究混凝土沿缝面摩擦抗剪强度的衰减程度，在此引入摩擦抗剪强度相对值的概念，是指遭

受溶蚀作用后混凝土沿缝面摩擦抗剪强度与溶蚀前抗剪强度的比值，用百分比表示，相对值越小，表

明混凝土性能衰减越严重。按照表4中拟合库仑方程，计算可得不同溶蚀程度下混凝土沿缝面摩擦抗剪

强度相对值（σ取值从1.0MPa至6.0MPa），利用式（7）所示牛顿冷却定律的积分形式进行拟合
[20]

，

拟合结果如图15、式（8）所示。 

                             （7） 

式中：P——摩擦抗剪强度相对值，%。；dL——缝面溶蚀深度，mm；A、k——常数。  

拟合结果表明，混凝土沿缝面摩擦抗剪强度与缝面溶蚀深度具有很好的相关性（R
2
=0.9171），摩

擦抗剪强度随着缝面溶蚀深度的增加逐渐下降，最终趋于某一稳定值，对于试验混凝土，摩擦抗剪强

 

图 14  缝面摩擦抗剪强度与法向应力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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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最终衰减至初始值的约64%。由此可见，渗漏溶蚀作用下混凝土沿缝面摩擦抗剪强度衰减规律符合牛

顿冷却模型。 

 

，R2=0.9171                     （8） 

4 结论 

1）大坝混凝土缝隙发生渗漏，渗水沿缝面流动，在浓度梯度作用下缝面两侧混凝土孔溶液中的钙

离子不断向水流扩散，被水带走，随着溶蚀的持续进行，钙离子溶出前锋线不断向缝面两侧混凝土的

内部延伸，因此，缝隙渗漏溶蚀属于接触溶蚀。 

2）采用硝酸铵溶液浸泡法能够有效加速并模拟混凝土缝隙渗漏溶蚀过程，溶蚀程度可以用缝面溶

蚀深度直观定量表征，用酚酞指示剂+电子探针线扫描技术准确测定。 

3）大坝混凝土缝隙发生渗漏溶蚀，缝隙两侧浆体结构变差，孔隙率增大，混凝土沿缝面摩擦系数、

黏聚力、摩擦抗剪强度下降，摩擦抗剪强度衰减规律符合牛顿冷却模型，衰减速率随着缝面溶蚀深度

的增加逐渐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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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混凝土沿缝面摩擦抗剪强度衰减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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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effect of crack leakage and leaching on the friction 

shear strength of dam concrete 

KONG Xiang-zhi1,3，CHEN Gai-xin1,2,3，LI Shu-guang1,2,3，JI Guo-jin1,3 

(1. China Institute of Water Resources and Hydropower Research，Beijing 100038，China；2.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simulation and regulation of water cycle in river basin，Beijing 100038，China；3. BEIJING IWHR - KHL 

Co., LTD，Beijing 100038，China) 

Abstract: Crack leakage and leaching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 diseases of hydraulic concrete structures. 

In this paper, the effect of Ca leaching on the friction shear strength along the crack of dam concrete is 

studied by means of laboratory simulation, material microscopic test and numerical fitting analysis. A 

simulation method of crack leakage and leaching is proposed. The decreasing law of the friction shear 

strength of the concrete under the action of leaching was reveal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Ammonium 

nitrate solution immersion concrete samples can effectively simulate the leaching process of cement concrete. 

The degree of dissolution can be characterized by Leaching-depth and be quantitatively determined by the 

method of phenolphthalein indicator + electron probe line scanning. 2) The cracks in the concrete subjected 

to leakage and leaching, the microstructure of the slurry on both sides of the crack deteriorated and the 

porosity increased. The friction coefficient and cohesion of the concrete along the joint surface decreased, 

and the friction shear strength decreasing law accorded with the Newtonian cooling model. 

Key words: dam concrete; crack leakage and leaching; simulation method; friction shear strength; 

performance attenuation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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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坝混凝土缝隙渗漏溶蚀试验研究 

 

孔祥芝 1,3，陈改新 1,2,3，纪国晋 1,3 

1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北京，100038 

2 流域水循环模拟与调控国家重点实验室, 北京，100038 

3 北京中水科海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100038 

 

摘要 

 

缝隙渗漏溶蚀是水工混凝土建筑物最常见的病害之一。文章

采用室内模拟试验、材料微观测试、数值拟合分析等方法研

究了缝隙渗漏溶蚀对大坝混凝土沿缝面摩擦抗剪强度的影

响，提出了一种混凝土缝隙渗漏溶蚀过程室内模拟方法和溶

蚀程度评价方法，揭示了溶蚀作用下混凝土沿缝面摩擦抗剪

强度的衰减规律。结果表明，1）硝酸铵溶液浸泡法能够有效

模拟混凝土缝隙渗漏溶蚀过程，溶蚀程度可以用缝面溶蚀深

度直观定量的表征，用酚酞指示剂+电子探针线扫描技术准

确测定；2）大坝混凝土缝隙发生渗漏溶蚀，缝隙两侧浆体微

观结构变差，孔隙率增大，混凝土沿缝面摩擦系数、黏聚力

下降，摩擦抗剪强度衰减规律符合牛顿冷却模型。 

 

 

关键词 
 

大坝混凝土；缝隙渗漏溶蚀；模拟方法；摩擦抗剪强度；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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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第13届青年学术交流会论文 

文章编号：  

含水管大体积混凝土精细计算模型在坝体中的应用 

朱振泱， 汪娟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流域水循环模拟与调控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100038） 

摘要：按目前常规有限元计算结果，坝体除强约束区外，温控设计的安全系数较高，往往达到3.0以上，但如许多

等工程的坝体自由区仍出现较为严重的裂缝问题。如某高拱坝在浇筑过程中，自由区横缝附近混凝土出现较多垂

直向裂缝。本采用水管大体积混凝土精细计算模型，分析白鹤滩拱坝应力产生的机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温控

防裂方法，防止此类裂缝产生。根据温度应力产生的机理和计算分析结果，建议一期通水冷却采用提升进口水温

和提升通水流量措施减小水管周围混凝土和远离水管混凝土的相互约束。采取严格的流水养护措施防止新老混凝

土的相互约束。一期冷却通水的进口水温可提升到14℃，通水流量应加大到72m3/d；流水养护能减少新混凝土的

温升，措施对控制非强约束区混凝土的温度应力较为有效。 

关键词：水管；混凝土；计算模型；坝体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1 研究背景 

限单元方法最早应用于混凝土温度分析中，始于上世纪60年代末，S. F. Wilson 教授研制的二维温

度场有限元仿真程序DOT-DICE，并成功应用于德沃夏克（Dworshak）坝的温度场计算。1985 年工程

师 Tatro 和 Schrader进一步修改了该程序，将其用于美国第一座 RCCD——柳溪坝（Willow Creak）

的温度场分析。国内方面， 朱伯芳院士是温度应力与温度控制学科的开创者，早在1956年就发表了“混

凝土坝的温度计算”一文[1]。  

从有限元仿真计算的规模来看，直到1996年以前，仿真计算规模仍然受到当时计算硬件水平限制，

许多计算模型只能采用二维或三维大尺寸单元才得以实现。随这计算机硬件水平的提高，小三维小尺

寸单元的应用，含水管大体积混凝土温度场算法发展迅速。目前含水管大体积混凝土温度场算法主要

包括精确算法和等效算法；等效算法包括朱伯芳院士的等效算法[2]、陈国荣教授的埋置单元法[3]和KIM 

JIM法[4]，其特点为不考虑水管周围混凝土温度梯度，具有较高的计算效率。精确算法包括朱伯芳和朱

岳明提出的离散迭代算法以及笔者提出的半解析有限元法[5-6]，能计算沿程水温和水管周围混凝土的温

度梯度，具有较高的计算精度。 

按目前常规有限元计算结果，坝体除强约束区外，温控设计的安全系数较高，往往达到3.0以上，

但如锦屏、小湾和溪洛渡等工程的坝体自由区仍出现较为严重的裂缝问题，裂缝修补花费巨大。如某

高拱坝在浇筑过程中，自由区横缝附近混凝土出现较多垂直向裂缝。本采用精细算法，分析白鹤滩拱

坝应力产生的机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温控防裂方法，防止此类裂缝产生。 

2 工程概况 

收稿日期：                             论文未公开发表过。 

基金项目：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2013BAB06B02） 

作者简介：朱振泱（1985-），男，福建，博士，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水工结构研究工作。E_mail:609877812@qq.com 

1.1 基于热流量的水管沿程水温计算方法  任取一段冷却水管，如图1所示。根据傅立叶热传导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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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热平衡理论，推得水管段水温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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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考虑到水管内水体体积很小，水管内水体温度的时间梯度变化也不大，式（1）可简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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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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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面积分可直接方便地在冷却水管外缘面混凝土单元边界上作高斯积分求得。 

由于冷却水管的入口温度已知，利用上述公式，对每一根冷却水管沿水流方向可以逐段推求沿程

水温。设某根冷却水管共分为m段，入口水温为 0WT ，第i段水管内水温增量为
WiT ，则有：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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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在式（3）中，水管沿程水温的变化与温度梯度有关，是一个边界非线性问题，所以温度场无法一

步求出，必须采用迭代求解法逐步逼近真实解。第一次迭代时可以假定整个冷却水管的沿程水温均等

于冷却水的入口温度，利用有限元求出温度场的近似解，再利用公式（2）和（3）求出水管内的沿程

水温。重复迭代，直到获得稳定解。 

 

图1 混凝土中水管冷却示意 

 

 
图2 水管冷却交换面示意 

 

1.2 大体积混凝土温度场计算的半解析法  由于水管周围温度梯度较大，采用常规有限元较难精确计

算，本文采用半解析法求解混凝土温度。该方法能准确计算水管周围混凝土温度梯度和水管的沿程水

温，计算精度等同于无限次加密水管周围混凝土网格[9-12]。 

由于水和水管壁的对流系数要远大于混凝土和空气的对流系数，因此在水管附近存在一个区域，

在这个区域内混凝土温度梯度的方向和水管壁垂直。该区域的大小和结构的厚度有关。根据混凝土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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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梯度的方向是否和水管壁垂直，可将混凝土划分为两个区域，区域A内混凝土温度梯度的方向与水

管壁垂直，其余为区域B（如图3、图4、图5所示）。半解析有限元法采用解析的方法计算区域A的混

凝土温度，采用有限元法计算区域B的混凝土温度，并应用交界面AB关联两部分区域温度场，采用迭

代的方法求解计算整个域内的温度。有效避免了水管周围温度梯度大，难于用有限元求解的问题。 

 

          

图3 含水管的大体积混凝土              图4  水管周围混凝土 

 

 

 （a） 垂直水流方向水管周围混凝土  （b） 水管段沿水流方向的长度 

图5 水管附近混凝土的典型断面 

3 计算基本条件 

3.1 计算模型  水管采用埋置单元模型和半解析有限元模型模拟。本章用半解析有限元研究夏季日平

均气温达到峰值时浇筑的混凝土温度场，即距离基础夏季浇筑的18~24m之间混凝土温度场采用半解析

有限元模型计算，其余采用埋置单元模型。计算模型如图6所示。图6（b）和图7中红色部分表示离散

单元模型。图8为水管布置的俯视图。  

                 

（a） 网格模型                             （b）水管布置侧视图 

图6 网格和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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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水管布置主视图 

 

 

图8 水管布置俯视图 

3.2 计算工况和特征点  工况1：坝体表面（上下游面、间歇期仓面）采用5cm厚的泡沫保温材料保温，

等效放热系数10kJ/m2.h.℃，浇筑温度13℃。一期冷却先通10℃流量36m3/d冷却水21d后通18℃流量

24m3/d冷却水28d；二期冷却先通15℃流量24m3/d冷却水25d后通10℃流量24m3/d冷却水25d。水管长度

为300-330m，水管的间距和排距均为1.5m。通水过程一天换向一次。不考虑自身体积变形的影响。浇

筑层厚度为1.5m。 

工况2：一期冷却先通12℃流量54m3/d冷却水21d后通18℃流量24m3/d冷却水28d。其余同工况1。 

工况3：一期冷却先通14℃流量72m3/d冷却水21d后通18℃流量24m3/d冷却水28d。其余同工况2。 

工况4：加强通水冷却措施，二期冷先通5d水温为15℃冷却水后再通45d水温为10℃冷却水。采取

流水养护措施。平均气温（不考虑太阳辐射）高于20℃时采取流水养护，水温控制在22℃，混凝土表

面放热系数取值为208kJ/m2.h。其余措施同工况3。 

为更好的分析计算结果，本节选取了4个特征点和1个特征断面。特征点均在距离基础20.64m的水

管B附近（位置示意见图9）。特征点1在管壁上，特征点2距离管壁0.05m，特征点3距离管壁0.2m，特

征点4距离管壁0.4m（表1）特征断面位置见图10，特征断面距离下层水管0.4m。特征点和特征断面均

在高温季节浇筑混凝土。 

表1 特征点1-4的位置 

特征点 所属水管 所属截面 和水管距离 

1 管 B 截面 a 0cm 

2 管 B 截面 a 5cm 

3 管 B 截面 a 20cm 

4 管 B 截面 a 4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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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水管附近特征点所在截面         (b)水管附近特征点和水管关系 

图9 水管附近特征点所在位置示意 

 

 

图10 一个浇筑层内特征断面和水管的位置 

4 计算结果分析  

混凝土浇筑初期，温度分布较不均匀，容易形成自生应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混凝土通

水冷却时，水管周围温度低，远离水管混凝土温度高，水管附近混凝土温度收缩变形受内部约束容易

出现较大的拉应力；拱坝水管布置形式如图8所示，水管的进出口区域往往较为集中，通水初期水管进

出口区域冷却效果较好而远离水管进出口区域冷却效果较差，水管进出口附近混凝土收缩变形受远离

水管进出口混凝土的约束往往也容易形成较大的拉应力；水管拐弯处容易形成较大的局部温差，进而

形成较大的拉应力。 

浇筑初期混凝土应力成因为局部温差（局部低温区域的收缩受高温区域膨胀约束而产生拉应力）；

根据计算结果（图11~图16，表2），水管附近、水管拐弯处、水管进出口附近容易形成较大的局部温

差，故应力也往往较大。增加冷却水流量能减少沿程水温增加，降低进口水温和增加冷却水流量均为

降低浇筑初期混凝土内部温度有效方法。在水管长度为300-330m的情况下，通10℃流量36m3/d、12℃

流量54m3/d和14℃流量72m3/d冷却水冷却效果一致。换向容易造成距离水管壁0.2m以内混凝土温度和

应力的波动，提高流量能较好的控制该区域混凝土的拉应力；距离水管壁超过0.2m范围的混凝土受水

管换向影响较小，提高流量不能很好的控制该区域混凝土的拉应力。一期冷却过程中，相比采用10℃

流量36m3/d的通水冷却措施，采用14℃流量72m3/d的通水冷却措施能减小距离水管壁0.2m以内区域混

凝土的拉应力；不论采用10℃流量36m3/d还是采用14℃流量72m3/d的通水冷却措施，距离管壁0.4m处

混凝土的最小安全系数均仅为1.31，存在较大开裂风险。两层水管间的应力并不能代表整个坝体的拉

应力，即使两层水管间的拉应力明显小于允许抗拉强度，与水管壁距离超过0.4m范围内混凝土均仍在

很大的开裂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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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各个工况点1-4的最高温度、最大应力和最小安全系数 

编号 与管壁距离（m） 最高温度（℃） 最大应力（MPa） 最小安全系数 

1-GK1 0.00 20.3(注：20d 内) 2.08（12.0d） 0.79（2.0d) 

1-GK2 0.00 19.6(注：20d 内) 1.81（12.0d） 0.95（2.0d) 

1-GK3 0.00 20.0(注：20d 内) 1.67（12.0d） 1.08（10.0d) 

2-GK1 0.05 24.0（5.0d） 1.62（18.0d） 1.11（10.0d) 

2-GK2 0.05 23.7（5.0d） 1.46（18.0d） 1.24（10.0d) 

2-GK3 0.05 24.0（5.0d） 1.37（18.0d） 1.33（10.0d) 

3-GK1 0.20 28.5（5.0d） 1.41（20.0d） 1.51（10.0d) 

3-GK2 0.20 28.5（5.0d） 1.37（20.0d） 1.56（10.0d) 

3-GK3 0.20 28.9（5.0d） 1.34（20.0d） 1.59（10.0d) 

4-GK1 0.40 29.9（5.5d） 1.70（20.0d） 1.27（20.0d) 

4-GK2 0.40 30.0（5.5d） 1.69（20.0d） 1.28（20.0d) 

4-GK3 0.40 30.3（5.5d） 1.68（20.0d） 1.28（20.0d) 

 

 

 

图11 工况1通水20d时特征断面温度分布 

 

 

图12 工况1通水20d时特征断面应力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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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工况3通水20d时特征断面温度分布 

 

图14 工况3通水20d时特征断面应力分布 

 

图15 工况4浇筑20d时特征断面温度分布 

 

 

图16 工况4浇筑20d时特征断面应力分布 

5 结论 

本报告采用该联合算法对白鹤滩拱坝非强约束区温度应力进行分析，分析其温度应力产生的机理：

混凝土通水冷却时，水管周围温度低，远离水管混凝土温度高，水管附近混凝土温度收缩变形受约束

容易形成较大的拉应力；水管的进出口区域往往较为集中，通水初期水管进出口区域冷却效果较好而

远离水管进出口区域冷却效果较差，水管进出口附近混凝土收缩变形受远离水管进出口混凝土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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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也容易形成较大的拉应力；新浇筑混凝土温升膨胀会形成一定的压应力，新混凝土内部应力保持

平衡，故老混凝土应承受一定的拉应力。 

根据温度应力产生的机理和计算分析结果，建议一期通水冷却采用提升进口水温和提升通水流量

措施减小水管周围混凝土和远离水管混凝土的相互约束。采取严格的流水养护措施防止新老混凝土的

相互约束。一期冷却通水的进口水温可提升到14℃，通水流量应加大到72m3/d；流水养护能减少新混

凝土的温升，措施对控制非强约束区混凝土的温度应力较为有效，白鹤滩坝体能采取流水养护的时间

跨度较长，5月中旬至9月初均可采取流水养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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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explicit model of pipe cooling in the mass concrete dam 

Zhu Zhenyang，Wang Juan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Simulation and Regulation of Water Cycle in River Basin, China Institute of Water Resources and 

Hydropower Research, Beijing，100038,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conventional finite element calculation results, except the constraint region, the 

safety coefficient is often greater than 3, but many projects the free zone still has a serious problem of crack. 

If a high arch dam is in the process of pouring, there are more vertical cracks in the concrete near the 

transverse joints of the free zone. Using large volume concrete pipe fine calculation model, mechanism 

analysis of Baihetan arch dam stress, and on this basis, the temperature control method is presented to 

prevent such cracks. According to the mechanism of temperature stress and the calculation results, a period of 

water cooling by mutual constraints improve the inlet water temperature and water flow promotion measures 

to reduce the pipe and the surrounding concrete from concrete pipe. Strict water conservation measures to 

prevent the new and old concrete mutual restraint. A cooling water inlet temperature can be raised to 14 

degrees, the water flow rate should be increased to 72m3/d; water conservation can reduce the concrete 

temperature rise, measures for the control of non-constraint region and the temperature stress of concrete is 

more effective. 

Key words: cooling pipe, concrete, calculation model, d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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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第十三届青年学术交流会 

 

含水管大体积混凝土精细计算模型在坝体中的应用 

 

朱振泱， 汪娟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流域水循环模拟与调控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100038 

 

 

摘要 

 

按目前常规有限元计算结果，坝体除强约束区外，温控设计

的安全系数较高，往往达到 3.0 以上，但如许多等工程的坝

体自由区仍出现较为严重的裂缝问题。如某高拱坝在浇筑过

程中，自由区横缝附近混凝土出现较多垂直向裂缝。本采用

水管大体积混凝土精细计算模型，分析白鹤滩拱坝应力产生

的机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温控防裂方法，防止此类裂缝

产生。根据温度应力产生的机理和计算分析结果，建议一期

通水冷却采用提升进口水温和提升通水流量措施减小水管周

围混凝土和远离水管混凝土的相互约束。采取严格的流水养

护措施防止新老混凝土的相互约束。一期冷却通水的进口水

温可提升到 14℃，通水流量应加大到 72m3/d；流水养护能减

少新混凝土的温升，措施对控制非强约束区混凝土的温度应

力较为有效。 

关键词 

水管，混凝土，计算模型，坝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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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第13届青年学术交流会论文 

文章编号：  

呼和浩特抽水蓄能电站面板堆石坝沉降变形监测分析 

武学毅，熊成林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北京中水科工程总公司，北京 100044) 

摘要：为研究堆石坝施工期沉降变形规律，以呼和浩特抽水蓄能电站面板堆石坝为例分析长序列监测资料，发现

施工期坝体相对沉降量最大为858mm，为最大坝高的1.2%，其中填筑期相对沉降量最大为724mm，占施工期总沉

降量的84.4%，相对稳定期相对沉降量最大为193mm，占施工期总沉降量的22.4%。结果表明，堆石坝沉降主要发

生在填筑期；填筑期最大沉降发生在坝高1/2~2/3处，相对稳定期最大沉降发生在顶部；不同高程坝体沉降总体表

现为靠近坝轴线大，靠近两坝坡小。 

关键词：安全监测；沉降变形；时空分布；堆石坝；呼和浩特抽水蓄能电站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1 研究背景 

堆石坝由于其较高的安全性、较好的经济性和较广的适应性，已成为现代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中被

广泛采用的坝型之一[1]。堆石坝的安全与坝体变形密切相关，坝体变形过大，有可能导致面板开裂、

渗流增加等，影响大坝运行安全，甚至可能导致大坝超高不足引起漫顶溃坝风险[2-3]。基于此，本文通

过分析长序列监测资料研究面板堆石坝沉降变形规律，已期为坝工设计优化参数提供实测数据参考。 

2 工程简介 

呼和浩特抽水蓄能电站（呼蓄电站，以下同）位于呼和浩特市东北部大青山区，电站枢纽主要由

上水库、水道系统、地下厂房系统、下水库工程等组成。其中上水库位于料木山顶峰东北侧，建筑物

主要包括沥青混凝土面板堆石坝、库盆和排水系统。沥青混凝土面板堆石坝坝顶高程为 1942.0m，最

大填筑厚度约为 71m，上、下游坝坡均为 1:1.75，沥青混凝土面板下依次为 3.0m 宽的垫层，3.0m 宽

的过渡层，过渡层后为主堆石区，主堆石区在坝轴线外与次堆石区相接[4]。 

上水库库区地层岩性主要为吕梁期片麻状黑云母花岗岩和第四系残坡积物及少量的冲洪积物。吕

梁期片麻状黑云母花岗岩广泛展布于库区，料木山东麓斜面以南地区片麻状黑云母花岗岩岩体中包裹

大量的偏基性残留体，残留体以斜长角闪岩为主，料木山东麓斜面以北地区原岩性为下元古代二道洼

群片岩，残留体岩性有角闪片岩和云母片岩[5]。 

3 监测仪器布置  

由于堆石坝筑坝材料多为不规则体，为提高监测设备成活率已获取更加全面的监测数据，应选取

易于安装、结实耐用的监测设备。为此，采用水管式沉降仪和沉降测斜管沉降仪两种监测设备对坝体

沉降进行比对分析，其中沉降测斜管底部深入基岩3m安装，水管式沉降仪在不同高程间隔15m均匀布 

收稿日期：2016年10月8日                     论文已发表于第五届中国水利水电岩土力学与工程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85~89页 

作者简介：武学毅（1984-），男，山西太原，博士生，工程师，主要从事工程安全监测工作。E_mail:wuxy@iwh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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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典型断面监测设备布置示意图见图1。 

 

图 1  堆石坝桩号 0+094.0断面沉降监测点布置示意图 

沉降测斜管沉降仪的工作原理是，视深入基岩3m的底部沉降盘为相对不动点，通过沿高程间隔布

置的沉降盘，利于电磁效应原理，当测头与沉降盘交汇时，通过蜂鸣声量测沉降盘距测斜管底部距离，

以点带面判断不同高程堆石体沉降位移；水管式沉降仪的工作原理是，利用连通管原理，在坝后观测

房内布置透明玻璃刻度管，在测头、连接管、玻璃管间注满防冻液，通过观测玻璃管内液体位移，换

算坝体内测点位移，以多点带线判断同一高程不同部位堆石坝沉降位移。 

4 沉降变形 

本文从时间、空间两个维度研究堆石坝沉降变形规律。 

4.1 沉降时间变化  呼蓄电站堆石坝于 2011年 7月开始填筑，同年 12月基本填筑到顶，监测成果显

示（图 2），坝体相对沉降主要发生在填筑期（从开始填筑至填筑基本完成为填筑期（开始填筑至 2011

年 12月），填筑期至蓄水前为相对稳定期（2011年 12月至 2013年 8月），以下同）。图 2中 2011

年 12 月至 2012 年 2 月，2013 年 1 月至 2013 年 4 月无监测数据，原因为受冬季寒冷气候影响，沉降

测斜管内出现冻堵，该时间段内沉降可能是由于冰雪融化致沉降管周围部分细骨料雪水浸润后流失到

周围填筑粗骨料内所致。 

 

图 2  坝体沉降与填筑时间过程线 

堆石坝沉降监测过程中，填筑期坝体月相对沉降量最大达 400mm，总体在 16~350mm 之间；相对

稳定期坝体月相对沉降量及月沉降速率均大幅降低（图 3），例如 2012 年 2 月至 2013 年 1 月平均月

沉降量在 0~8mm 之间，2013 年 4 月至蓄水前（2013 年 8 月底）平均月沉降量总体在 0~2mm 之间；

月沉降速率也由填筑期的最大 411.2mm/m，下降至相对稳定期最大 12.8mm/m。 

填筑完成 



 

58 

 

图 3  不同时期坝体沉降速率时间过程线图 

蓄水前堆石坝相对沉降总量在 278~858mm 之间，最大沉降量约为最大坝高的 1.2%。其中填筑期

相对沉降量在 160~724mm 之间，最大沉降量占最大总沉降量（858mm）的 84.4%；相对稳定期相对沉

降量在 10~193mm，最大沉降量占最大总沉降量（858mm）的 22.4%。坝体相对沉降监测数据见表 1。 

表1  堆石坝分层沉降监测数据             （单位：沉降：mm 高程：m） 

观测日期 
1#

环 

2#

环 

3#

环 

4#

环 

5#

环 

6#

环 

7#

环 

8#

环 

9#

环 

10#

环 

11#

环 

12#

环 

13#

环 

14#

环 

填筑高

程 

2011/07/16 0 0 0            1884.5 

2011/07/19 0 30 50 0           1890.5 

2011/08/13 0 80 50 100 0 0         1897.4 

2011/08/27 0 170 140 140 120 30 0        1902.5 

2011/09/15 0 180 220 310 280 260 280 0 0 0     1914.8 

2011-09-26 0 190 300 350 360 340 400 130 210 190 0    1919.2 

2011-10-02 0 240 340 340 400 350 440 250 290 310 110 0   1922.3 

2011-10-17 0 240 310 410 430 440 570 330 370 440 310 170   1928.0 

2011-10-29 0 260 330 440 480 510 600 430 510 610 430 360 0 0 1931.5 

2011-11-09 0 270 350 470 500 530 650 490 560 670 460 430 60 50 1932.9 

2011-11-29 0 283 408 484 514 563 678 522 624 714 585 524 149 176 1936.2 

2011-12-24 0 268 408 466 518 555 700 526 629 737 617 535 177 215 1941.0 

2012-05-26 0 271 408 489 541 584 701 566 675 789 639 595 242 284 1941.0 

2012-10-27 0 279 413 488 545 589 708 572 682 805 654 612 265 319 1942.0 

2012-12-22 0 280 413 490 544 588 705 573 686 812 670 628 288 338 1942.0 

2013-01-19 0 281 418 488 545 588 708 578 690 815 672 631 296 346 1942.0 

2013-04-30 0 280 419 504 557 606 730 606 764 858 718 684 348 390 1942.0 

2013-08-03 0  278  417  504  558  602  729  608  761  858  724  683  351  392  1942.0 

填筑期 0 268 399 472 518 552 690 516 621 724 586 523 160 200  

相对稳定期 0 10  18  32  40  50  39  92  141  133  138  160  191  193   

注：①环号由小到大代表沉降环埋设高程由低到高；正号表示沉降；②该数据为沉降测斜管获取。 

从坝体相对沉降随时间变化监测数据可见，堆石坝填筑期沉降量可达总沉降量的 84%，该比例与

国内已建工程坝体沉降施工期沉降量占整体沉降量的 80%~90%区间相符；坝体填筑基本完成后，第一

年内坝体月沉降量总体在 0~8mm 之间，第二年坝体月沉降量总体在 0~2mm 之间。 

4.2 沉降空间分布  （1）沉降变形垂向分布 

坝体沉降变形垂向分布主要通过沉降测斜管获取的监测数据分析。蓄水前堆石坝相对沉降总量在

278~858mm 之间，沉降最大位置在 10#环，即在坝高的 1/2~2/3 处（见图 4），而该时段中的相对稳定

期坝体沉降（坝体总沉降量扣除填筑期沉降量）则主要集中在坝体上部（见图 5），该时段坝体相对



 

59 

沉降垂向分布规律不同于坝体总相对沉降垂向分布规律。 

   

图 4  填筑至稳定期总沉降                     图 5  相对稳定期沉降 

（2）沉降变形水平向分布 

坝体沉降变形水平向分布主要通过水管式沉降仪监测数据分析。从坝体分层沉降分布图和坝体沉

降等值线图（图 6、图 7）可见，蓄水前坝体两个监测断面上、中、下三层相对沉降量最大值分别为

96mm 和 122mm、101mm和 96mm、72mm和 78mm，坝体相对沉降量总体表现为靠近坝轴线大于靠近边坡。

由于水管式沉降仪获取的监测数据基本为坝体进入相对稳定期后的数据，故该法测得的相对沉降总变

形值小于沉降测斜管测得的变形值，但与沉降测斜管同时期（相对稳定期）获取的监测数据基本吻合

（10-193mm）。 

 

图 6  坝体不同监测断面沉降分布图 

 

图 7  坝体不同监测断面沉降等值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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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通过分析长系列实测监测资料对堆石坝沉降变形特点进行研究。堆石坝沉降变形主要发生在填筑

期，该时期沉降量可占蓄水前总沉降量的 84%，坝体填筑完成第一年内月均沉降量在 0~8mm 之间，

第二年内月均沉降量在 0~2mm 之间；蓄水前坝体最大相对总沉降量发生在坝高 1/2~2/3 处，若扣除填

筑期沉降影响，相对稳定期内坝体最大相对沉降量发生在靠近坝顶处，且坝体沉降总体表现为中间大

（靠近坝轴线）、两侧小（坝坡）。将实测沉降变形数据与模型计算值进行反演分析，对堆石坝沉降

变形预测模型参数优化、调整还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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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Settlement Deformation of Rockfill Dam of HHHT Pumped 

Storage Power Station 

Wu Xueyi，Xiong Chenglin 

(Beijing IWHR Engineering Company, China Institute of Water Resources and Hydropower Research，Beijing 100044，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settlement deformation laws of the rockfill dam in alpine region during 

construction, the monitoring data of the dam of HHHT pumped-storage station were analyzed. It could be 

found that the largest relative settlement of the dam was 858 mm during construction. The settlement during 

filling period was 724 mm which was accounted for 88.4% of the total settlement. The settlement during 

relatively stable period was 193 mm which was accounted for 22.4% of the total settlemen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largest settlement was occurred in 1/2 to 2/3 of the dam during filling period, but the 

settlement was larger in the upper part during the relatively stable period. It could also be found that the 

settlement was larger near the dam axis than the slope. 

Key words: safe monitoring; settlement deformation; spatial and temporal distribution; rockfill dam; HHHT 

Pumped Storage Power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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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第十二届青年学术交流会 

 

呼和浩特抽水蓄能电站面板堆石坝沉降变形监测分析  
 

武学毅，熊成林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北京中水科工程总公司 

 

摘要 

 

摘要：为研究堆石坝施工期沉降变形规律，以呼和浩特抽水

蓄能电站面板堆石坝为例分析长序列监测资料，发现施工期

坝体相对沉降量最大为 858mm，为最大坝高的 1.2%，其中填

筑期相对沉降量最大为 724mm，占施工期总沉降量的 84.4%，

相对稳定期相对沉降量最大为 193mm，占施工期总沉降量的

22.4%。结果表明，堆石坝沉降主要发生在填筑期；填筑期最

大沉降发生在坝高 1/2~2/3 处，相对稳定期最大沉降发生在顶

部；不同高程坝体沉降总体表现为靠近坝轴线大，靠近两坝

坡小。 

 

关键词 

关键词 

安全监测；沉降变形；时空分布；堆石坝；呼和浩特抽水蓄

能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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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论文已发表于第五届中国水利水电岩土力学与工程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85~8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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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第13届青年学术交流会论文 

文章编号：  

基于光纤光栅技术连续监测围岩大应变的研究及应用 

李秀文1,2，朱赵辉1,2，王万顺1,2，孙建会1,2 

(1.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北京 100038；2.北京中水科工程总公司 北京 100038) 

摘要：针对传统围岩应变监测仪器无法测得大量程应变的问题，基于光纤光栅位移传感器设计出一种准确测量围

岩大应变的改进型大量程光纤光栅应变传感器。通过将多支改进型大量程光纤光栅应变传感器组装成串，还可连

续测得仪器埋设沿线任一测点的应变量。监测成果表明，洞室扩挖时光纤光栅仪器测得围岩应变变化明显，与附

近监测仪器成果变化规律基本一致。由于光纤光栅仪器具有灵敏度高、精度高等优点，且能够监测到安装孔内轴

向任意间距围岩应变情况，监测成果信息量更多更直观。本文作为光纤光栅技术在围岩大应变监测应用中的探索，

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光纤光栅技术；地下洞室；围岩应变；监测 

中图分类号：TV64                            文献标识码：A 

1 前言 

尾水调压室受天然形成的地质状态和人工开挖操作影响很大，调压室竖井井壁边墙高、跨度大，

工程地质条件较为复杂，初始地应力水平相对较高，这些不利条件给地下工程施工期和运行期的安全

稳定带来了较大的不确定性[1~2]。洞室稳定及安全问题是工程重点关注和研究的内容之一[3]。围岩应变

可为了解施工过程中围岩松动、围岩稳定情况的变化以及围岩变形提供可靠信息，是施工安全较为直

观的物理参数[4]。 

目前水电工程地下洞室监测围岩应变主要采用单向应变计或光纤光栅应变计。两种应变计的量程

一般为 3000με，标距 250mm 的应变计可测量的最大变形仅 0.75mm。而地下洞室围岩受施工时开挖爆

破等影响，支护后部分区域变形可达 10mm~20mm 甚至更大[3]。如果采用传统仪器监测围岩应变，容

易出现超量程失效的情况，无法达到监测目的。 

基于光学原理的光纤光栅传感技术近些年来快速发展，并在温度、变形、渗流监测等方面得到了

应用[5~9]]。为解决连续监测围岩大应变的问题，将量程为 25mm 光纤光栅位移传感器（带温度补偿）

通过特定装置改造为改进型大量程光纤光栅应变传感器。设计两个法兰盘安装在装置两端限定仪器自

身标距，法兰盘标距可取 500mm、1000mm、1500mm。改进后的应变传感器最大监测量程可达 50000με。

结合工程实际，每个安装孔设计 20~30 支仪器，通过将多支仪器连接成串并导出整条测线上轴向应变，

可连续测得 15m~30m 深度的围岩应变。此外，光纤光栅传感器具有精度高、易于实现多点及网络化

传感等优点，适合作为连续监测围岩应变的仪器[3]。 

白鹤滩水电站左岸 1#~4#尾水调压室大井开挖直径分别为 48m、47.5m、46m、44.5m，调压室竖

井开挖高度 79.25~93m，为目前已建和在建最大规模的圆筒型阻抗式尾水调压室。尾调室穹顶受到层

间（内）错动带、小断层、长大裂隙和柱状节理因素的影响，加之 P2B6
1 层柱状节理等不利因素影响， 

致使尾调穹顶局部围岩稳定问题较为突出。 

本文以白鹤滩水电站左岸尾水调压室为依托针对洞室围岩应变进行研究，制定针对性的应对措施

和埋设方案，从采购运输、检验率定、仪器组装、安装保护、资料分析等多方归纳总结提炼出一套有

效的实施方法，具有重要的科研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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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监测装置设计及原理 

2.1改进型光纤光栅应变传感器的设计  改进型光纤光栅应变传感器的设计思路是采用配件将光纤光

栅位移传感器固定在特定的装置中，每一个传感器监测规定标距内围岩变形后，通过公式计算得到该

段区间的围岩应变情况。光纤光栅位移传感器及固定装置主要组件照片如图1~图2所示。 

   

图 1 光纤光栅位移传感器 

 

图 2 改进型光纤光栅应变传感器固定装置配件 

依次组装各个配件，通过尼龙螺丝将两个法兰分别固定在 PVC-U 套管两端的限位孔上，确保预拉

后两个法兰的标距为 500mm、1000mm 或 1500mm。组装好后的改进型光纤光栅应变传感器如图所示： 

 

图中：1、法兰盘，2、不锈钢螺柱，3、十字万向节，4、小连接杆，5、光纤位移传感器，6、PVC-U 套管， 

7、大连接杆，8、M6 螺母，9、连接块，10、不锈钢螺丝、螺母、平垫，11、不锈钢沉头螺钉，12、尼龙螺丝 

图 3 单支改进型光纤光栅应变传感器示意图 

为实现连续监测围岩应变的目的，要求生产商在出厂前将光纤光栅位移传感器的光缆按照六支为

一组连接起来，单支改进型光纤光栅应变传感器组装完毕后，将相邻两支仪器的法兰通过螺丝连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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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每个安装孔设计 20~30 支仪器，可连续测得 15m~30m 深度的围岩应变情况。 

传感器组保护管安装完成后，位移传感器组局部连接如图 4 所示： 

 
图 4 改进型光纤光栅应变传感器组示意图 

2.2计算原理  （1）改进型大量程光纤光栅应变传感器： 

                                 /L L                                             （1） 
2

1 10 2 20 1 10 2 20[( ) ( )  ] [( ) ( )]L A B C                                 （2） 

式中： 

    △ L为改进型大量程光纤光栅应变传感器变形量，mm； 

L 为改进型大量程光纤光栅应变传感器标距，L=0.5m、1.0m； 

K 为传感器系数，单位为 mm/nm； 

λ1 为测位移光栅的当前波长，单位取 nm； 

λ2 为温补光栅的当前波长，单位取 nm； 

λ10 为测位移光栅的初始波长值，单位取 nm； 

λ20 为测位移光栅的初始波长值，单位取 nm。 

（2）多点变位计： 

             /L L                                            （3） 

式中： 

为应变量，单位； 

△ L为相邻锚头之间的变形量差值，mm； 

L 为相邻锚头的距离（2.0m、3.0m、4.5m、6.0m、9.0m） 

（3）成果对比原理 

在调压室穹顶安装四点式变位计（岩面距分别为 1.5m、3.5m、6.5m、11.0m），或五点式变位计（岩

面距分别为 1.5m、3.5m、6.5m、11.0m、20.0m）；每个光纤光栅位移计安装孔内安装 20 支改进型大量

程光纤光栅应变传感器（岩面距分别为 1.5m、2.0m、2.5m、3.0m、3.5m、4.0m、4.5m、5.0m、5.5m、

6.0m、6.5m、7.5m、8.5m、9.5m、10.5m、11.5m、12.5m、13.5m、14.5m、15.5m）。  

为与光纤仪器监测成果对比分析，将多点变位计相邻两个锚头变形量做差后，除以锚头间距即可

计算其不同测点的应变情况。多点变位计基准值选取时间修改为对应位置处改进型光纤光栅应变传感

器取基准值日期。 

3 监测设计及布置 

在左岸1#和4#尾水调压室各设计一个光纤光栅监测断面，仪器布置图如图5所示。每个监测断面上

游侧拱肩、顶拱、下游侧拱肩布置三个安装孔，每孔安装20支改进型大量程光纤光栅应变传感器（距

临空面1.5m起1~10支仪器每支间距0.5m，11~20支仪器每支间距1m）。两个调压室平行于光纤监测断面

2m位置，对应布置了多点变位计，仪器布置图如图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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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5 1#尾水调压室光纤光栅仪器布置图                           图 6 1#尾水调压室多点变位计布置图 

4 工程地质及施工情况 

4.1地质条件  尾水调压室出露岩性均为P2β2
3～P2β3

1层玄武岩，岩性为隐晶质玄武岩、杏仁状玄武岩、

柱状节理玄武岩、角砾熔岩和凝灰岩等。1#尾水调压室发育陡倾角断层 f722 和 f723，分别从上、下游边

墙及穹顶穿过，陡倾角长大裂隙 T733、T734 在上游侧边墙中上部出露，层间错动带 C2穿过边墙中上部。

1#尾水调压室穹顶围岩以Ⅲ1 类主，约占 90%，其余为Ⅲ2 类；边墙围岩Ⅱ类占 20%，Ⅲ1 类占 80%，

其余为Ⅳ类。4#尾水调压室部位中陡倾角地质构造不发育，层间错动带 C2 穿过洞室拱肩及穹顶以下部

位。穹顶围岩以Ⅱ类为主，占 60%，Ⅲ1类围岩次之，占 30%，C2及凝灰岩发育附近围岩为Ⅳ类，占

10%；边墙围岩以Ⅱ类占 40%、Ⅲ1 类占 60%。 

 
图 7 左岸尾水调压室轴线工程地质剖面图 

4.2 施工情况  尾水调压室穹顶开挖采用“中导洞先行，两侧按扇形条块扩挖推进、开挖区域逐步扩

大、应力分期释放、喷锚支护有序跟进”的施工方法。单个调压室穹顶开挖采用先中间后两边的开挖

程序， 每个穹顶自上而下以通气支洞底板为界分为 2 大层 9 区按顺序进行开挖支护施工， 其中①、

③、⑥区为中间抽槽，②、④、⑦区为扇形条块扩挖，⑤、⑧区为环形周圈扩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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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尾水调压室穹顶施工分层分区方案 

 
图 9 尾水调压室穹顶施工顺序示意图 

左岸 1#~4#尾水调压室于 2015 年 3 月开始进行第Ⅰ层开挖支护施工，截至 2015 年 11 月 18 日，

开挖进度形象为： 

1#尾水调压室Ⅰ层开挖完成， 正在进行Ⅱ层⑥区的开挖； 

4#尾水调压室穹顶Ⅰ层②区开挖完成，⑤区开挖支护完成 6 块。同时，正在进行Ⅱ层⑥区的开挖。 

 
图 10  1#尾水调压室穹顶施工进度示意图 

 
图 11  1#尾水调压室穹顶施工进度示意图 

5 监测成果分析  

5.1 围岩应变与洞室开挖关系  各监测部位围岩应变最值情况统计见表 1，1#尾水调压室改进型光纤光

栅应变传感器监测到围岩应变在 -321.85με~4148.33με 之间，多点变位计监测到围岩应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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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65με~1417.38με 之间； 4# 尾水调压室改进型光纤光栅应变传感器监测到围岩应变在

-194.37με~5859.47με 之间，多点变位计监测到围岩应变在-675.98με~4455.04με 之间。从监测成果上分

析，光纤仪器监测到的围岩应变总体大于多点变位计监测应变。 

表 1 各监测部位围岩应变最值统计表 

监测仪器 最值（με） 
1#尾水调压室 4#尾水调压室 

上游侧拱肩 顶拱 下游侧拱肩 上游侧拱肩 顶拱 下游侧拱肩 

光纤仪器 
最大值 4148.33 571.41 1738.27 2746.43 930.76 5859.47 

最小值 -321.85 -158.87 -296.59 -194.37 -156.22 -154.17 

多点变位计 
最大值 33.83 260.26 1417.38 122.67 487.58 4455.04 

最小值 -97.65 19.03 19.19 -675.977 54.18 19.28 

（1）1#尾水调压室下游侧拱肩改进型光纤光栅应变传感器和对应多点变位计监测围岩不同深度位

移-时间变化曲线见图 12 和图 13。 

 
图 12 1#尾水调压室下游侧光纤仪器监测围岩应变-时间变化曲线 

 

 

图 13 1#尾水调压室下游侧多点变位计监测围岩应变-时间变化曲线 

1）改进型大量程光纤光栅应变传感器 DSzwt-1-41~60 受 2015 年 4 月 4 日~4 月 25 日穹顶下游侧

爆破施工影响，围岩应变变化明显；变化量最大为测点 DSzwt-1-44 围岩应变增加 536.25με（岩面距

3.0m）；多点变位计 Mzwt-1-5 围岩应变增加 716.98με（岩面距 1.5m）。 

2）受 2015 年 7 月 29 日~8 月 8 日穹顶下游侧扩挖施工影响，围岩应变变化明显；变化量最大为

DSzwt-1-50 围岩应变增加 437.91με（岩面距 6.0m）；多点变位计 Mzwt-1-5 围岩应变增加 416.19με（岩

面距 1.5m）。 

（2）4#尾水调压室下游侧拱肩改进型光纤光栅应变传感器和对应多点变位计监测围岩不同深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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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时间变化曲线见图 14 和图 15。 

 
图 14  4#尾水调压室下游侧光纤仪器监测围岩应变-时间变化曲线 

 
图 15 4#尾水调压室下游侧光纤仪器监测围岩应变-时间变化曲线 

1）改进型大量程光纤光栅应变传感器 DSzwt-4-41~60 受 2015 年 5 月 6 日~5 月 12 日穹顶下游侧

爆破施工影响，部分测点围岩应变变化明显，最大变化量为 DSzwt-4-43 增加 1903.17με（岩面距 2.5m）；

多点变位计 Mzwt-4-5 围岩应变增加 2909.23με（岩面距 1.5m）。 

2）受 2015 年 5 月 22 日~5 月 25 日穹顶下游侧扩挖施工影响，部分测点围岩应变变化明显，最大

变化量为 DSzwt-4-42 增加 996.07με（岩面距 2.0m）；多点变位计 Mzwt-4-5 围岩应变增加 1033.92με（岩

面距 1.5m） 

3）受 2015 年 6 月 6 日~6 月 15 日穹顶左侧扩挖施工影响，部分测点围岩应变变化明显，最大变

化量为 DSzwt-4-56 增加 284.55με（岩面距 11.5m）；多点变位计 Mzwt-4-5 围岩应变增加 102.97με（岩

面距 11.5m）。 

（3）通过图表分析可知：1）穹顶开挖爆破施工时，改进型大量程光纤光栅应变传感器与多点变

位计监测围岩应变均会相应增长，响应点基本一致；2）由于光纤光栅仪器敏感性更强，易受施工爆破

震动影响，围岩应变波动起伏明显；3）改进型大量程光纤光栅应变传感器成功监测到 3000με 以上的

围岩大应变情况，总体上监测到的围岩应变大于多点变位计监测成果，说明该仪器可以成功应用到围

岩大应变的监测中。 

5.2围岩应变不同深度分布规律   围岩应变不同深度分布规律分析时，选取改进型光纤光栅大量程应

变传感器安装三个月、六个月及当前值绘制围岩应变-岩面距曲线，1#尾水调压室下游侧围岩应变-岩

面距变化曲线见图 16，4#尾水调压室下游侧围岩应变-岩面距变化曲线见图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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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1#尾水调压室下游侧围岩应变-岩面距变化曲线 

     

图17  4#尾水调压室下游侧围岩应变-岩面距变化曲线 

综合各安装孔监测成果及曲线分析如下： 

（1） 两种监测仪器测得围岩表层应变由于开挖卸荷变化较大，由洞壁表层逐渐向围岩深部延伸，

围岩应变由表及里呈逐渐减弱或收敛的变化趋势，部分测点受地质条件影响，存在应变较大的情况。 

（2）由于前三个月各尾水调压室开挖面距仪器安装位置较近，围岩应变受施工影响变化较大，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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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后续开挖位置逐渐远离临空面且土建加强支护，围岩应变增加减缓。 

（3）围岩应变较大的测点位于 1#、4#调压室下游侧，主要原因是各调压室 1、2 区前期扩挖是变

形增长较快，且下游侧靠近尾调通气支洞，洞室跨度大，变形调整较为复杂。 

（4）1#尾水调压室下游侧附近发育 f722 断层、T735长大裂隙及多条闭合节理裂隙，钻孔资料显示

在岩面距 2.5m~3.0m 深度孔壁脱落，5.5~6.0m 深度岩芯较为破碎。4#尾水调压室下游侧距离层间错动

带 C2 较近，位于其上盘，附近发育多条规模很小的柱面节理及闭合裂隙，钻孔资料显示在岩面距

1.5m~4.5m 之间岩芯较为破碎。改进型光纤光栅应变传感器监测成果与地质条件相吻合，由于将各支

仪器串联组装，可以连续测得不同围岩深度应变情况，能较为准确定位围岩较大应变发生区域，了解

围岩松动情况。 

（5）由于多点变位计测得的成果为大尺度宏观位移，采用数据处理方法计算得到围岩应变为两点

锚头间围岩应变的理论值，与实际情况存在出入，且无法获得更为详尽的轴向围岩应变分布情况。 

（6）两种监测仪器测得围岩应变值存在差异与两者仪器埋设位置、测量原理以及围岩自身的特性

和不确定性有关。 

6 结论 

光纤光栅监测仪器在国内地下洞室大规模应用不多，成功的实例较少，且目前国内尚未制定光纤

光栅监测仪器相应的安装实施规程规范。本文通过对白鹤滩左岸尾水调压室改进型光纤光栅大量程应

变传感器与对应多点变位计监测成果对比分析得到以下结论： 

（1）改进型光纤光栅应变传感器与对应多点变位计监测围岩应变与洞室开挖卸荷响应较好，变化

趋势基本一致。由于光纤仪器灵敏性强，围岩应变波动起伏较为明显。 

（2）改进型光纤光栅大量程应变传感器多个测点成功测得 3000με 以上围岩应变，且与周围地质

情况吻合较好，能较为准确定位围岩较大应变发生区域，为洞室安全稳定分析提供数据支撑。 

（3）多点变位计或其他应变监测仪器受限于仪器安装位置限制，只能监测两个锚头之间或者仪器

安装位置处围岩应变，无法获得更为详尽的轴向围岩应变分布情况。采用改进型光纤光栅应变传感器

能够更为精确、连续监测到围岩应变情况。 

（4）由于该光纤传感器采用胶粘固定，洞室爆破开挖造成部分仪器损坏，对监测成果有一定影响。

若是改进传感器加工工艺，可使监测成果更为可靠。 

本项研究应用主要解决了传统应变监测仪器无法监测围岩大应变的问题，将改进型光纤光栅大量

程应变传感器串联成组，可以连续测得围岩不同深度应变情况，监测成果较为合理。该装置操作简单，

便于实现自动化，对于光纤光栅技术在围岩大应变监测方面的研究及应用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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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continuous monitoring of large strain of 

surrounding rock based on Fiber Bragg grating technology 

Li Xiuwen
1,2
，Zhu Zhaohui

1,2
，Wang wanshun

1,2
，Sun jianhui

1,2
 

(1. China Institute of Water Resources and Hydropower Research ,Beijing,100038；2.Beijing IWHR Co., Ltd., 

Beijing,100038)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wide range strain can not be measured by the traditional monitoring instrument of 

strain change of surrounding rock, the paper designed an improved wide range fiber Bragg grating strain 

sensor which can accurately measure large strain of surrounding rock based on the fiber Bragg grating 

displacement sensors. The method can continuously monitor the value of strain along any points of the hole 

by assembling a plurality modified wide range fiber Bragg grating strain sensors. The monitoring results 

show that the strain variation of surrounding rock with the Fiber Bragg Grating instrument is obvious when 

expanding excavation of the caverns, and is basically consistent with the change law of the results of the near 

monitoring instrument. The fiber Bragg grating instrument has the advantages of high sensitivity and high 

precision, in the meanwhile, it can monitor the strain of the surrounding rock of any distance in the axial 

direction of the installation hole, and has achieved much more information and more intuitive. As an 

exploration of the application of fiber Bragg grating technology in large strain monitoring of surrounding 

rock, this has a certain reference significance. 

Key words：fiber Bragg grating technology；underground caverns；strain of surrounding rock；monit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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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第十三届青年学术交流会 

 

基于光纤光栅技术连续监测围岩大应变的研究及应用  

 

李秀文 1，朱赵辉 1，王万顺 1，孙建会 1 

(1.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北京 100038, 2.北京中水科工程总公司 北京 100038)  

 

摘要 

 

摘要：针对传统围岩应变监测仪器无法测得大量程应变的问

题，基于光纤光栅位移传感器设计出一种准确测量围岩大应

变的改进型大量程光纤光栅应变传感器。通过将多支改进型

大量程光纤光栅应变传感器组装成串，还可连续测得仪器埋

设沿线任一测点的应变量。监测成果表明，洞室扩挖时光纤

光栅仪器测得围岩应变变化明显，与附近监测仪器成果变化

规律基本一致。由于光纤光栅仪器具有灵敏度高、精度高等

优点，且能够监测到安装孔内轴向任意间距围岩应变情况，

监测成果信息量更多更直观。本文作为光纤光栅技术在围岩

大应变监测应用中的探索，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关键词：光纤光栅技术；地下洞室；围岩应变；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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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第13届青年学术交流会论文 

文章编号：  

基于早龄期的混凝土温度分布和温度梯度试验研究 

王振红，刘毅，张国新，朱振泱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流域水循环模拟与调控国家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038) 

摘要：大体积混凝土结构工程中，裂缝无处不在，甚至在一些混凝土浇筑完没多久的早期就出现裂缝，严重影响

结构的工程质量，研究发现，对早龄期混凝土温度分布和温度梯度不能准确掌握，是这类裂缝产生的主要原因。

针对这一问题，结合已有的数字温度传感器组，研究了混凝土温度分布和温度梯度分析方法，推导了三次式温度

分布和温度梯度公式，方便计算不同部位的温度和温度梯度，依托某300m级的特高拱坝现场试验，分析早期裂缝

成因，指导后期施工。该方法对混凝土的温控防裂措施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混凝土早龄期；温控防裂；温度分布；温度梯度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1 研究背景 

填海对当地或周边地区潮波特性的影响，已经在许多填海工程的岸线确定中得到充分重视
［1］

。近

年来，填海工程造成的区域泥沙运动特征的改变以及对港口、航道和海岸生态系统的影响也愈来愈受

到广泛的关注。泥沙淤积带来的问题尤其复杂。例如，香港维多利亚港附近由于填海造地使得一些区

域潮流作用减弱，形成了有利于泥沙沉降的环境，沉积速率明显增大
［2］

；厦门西海域的海岸工程和围

垦造地使纳潮量减少了67%左右，潮汐对泥沙的输运能力因此大大减弱，使厦门港的淤积加重、通航条

件受到影响，每年必须花800多万元费用清理航道；此外，沉积环境的改变还导致珍贵的文昌鱼几乎绝

迹，海豚减少
［3］

。 

过去关于填海后泥沙运动特征变化及其对港口航道影响的研究较多
［4-6］

，对海岸生态系统影响的

研究却较少。本文以深圳湾填海工程为例，尝试利用泥沙数学模型对填海前后海湾的来沙量、冲淤分

布规律、港口航道和生态保护区的影响进行综合考虑，通过对比分析典型填海岸线方案的优劣为填海

工程的优化提供依据。 

大坝等大体积混凝土结构工程中，裂缝无处不在，有“无坝不裂”的说法
[1-3]

，甚至在一些混凝土

浇筑完没多久的实际工程中，早期就出现了裂缝
[4-6]

。裂缝的出现不但影响混凝土的外观，也严重影响

结构的耐久性和安全性，危及人类的生命财产安全
[7-9]

。裂缝的产生除了与施工质量和一些环境等因素

有关外，混凝土早龄期室内实验资料缺乏，早龄期混凝土的温度分布、温度梯度和真实应力的不准确

掌握也是其中的主要因素之一
[10-12]

。另外，在实际工程中，对混凝土表层温度分布和温度梯度的发展

变化过程常不予关注，不能真实把握其实际的变化过程
[13-15]

，更无法掌握早龄期混凝土真实应力的变

化过程，因此更无法评价早龄期混凝土的开裂风险。 

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传统的混凝土结构温度监测一般是使用点式温度计，在混凝土结构的关键部

位埋设温度计，只能监测某一固定位置的温度
[16-17]

，监测范围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不能监测混凝土表

层和表层以内不同深度处的温度。鉴于此，本文利用LN-TC06-Ⅱ型数字温度传感器组（带有6个温度计）

和数字温度测试记录仪，监测混凝土表层及内部不同深度处的温度，同时根据测点温度，采用三次多

项式来拟合混凝土的温度分布，进而推导出混凝土的温度分布公式和温度梯度，方便地得出这一时刻

结构内任意位置的温度和温度梯度。依托某300m级的特高拱坝温度分布和温度梯度现场试验，检验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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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的合理有效性，并分析混凝土早期裂缝成因，指导后期施工。该方法对混凝土的温控防裂措施研

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2 温度分布公式和温度梯度公式推导 

2.1 测点的布置 选择需要监测的混凝土结构，在内部不同深度处设置多个测点，将自动观测系统的温

度传感器埋入不同测点位置，并密封，同时也可在保温材料内部（保温材料和混凝土结构表面之间）

和保温材料外部（周围环境）布置温度传感器。自动记录各测点的温度变化，监测混凝土结构不同位

置的温度和温度梯度，也可监测混凝土表面保温材料的保温效果。温度监测工作示意图如图 1所示。 

 

图 1 温度监测工作示意图 

2.2 温度分布拟合 资料表明
[18]

，目前混凝土温度分布的拟合主要是线性插值法和二次插值法。线性

插值法简单，但是精度不够；二次插值法计算精度虽然高于线性插值，但是也不能更好地拟合混凝土

的温度分布，比如外部环境遭遇寒潮袭击和昼夜温差、混凝土温度骤变、混凝土内部埋设冷却水管时

水管周围混凝土的冷却等。鉴于此，基于方便、精度和实用三方面考虑，用三次多项式来拟合混凝土

的温度分布可以解决这些问题，被认为是合理有效的。 

混凝土结构实测温度示意图如图2，混凝土内布置了6个测点a、b、c、...，包括混凝土表面测点，

在某一瞬时实测温度分别为Ta、Tb、Tc、...，混凝土表面温度为T0，气温为Ta0。 

设混凝土结构实际温度分布如式(1)所示，x为混凝土测点距离表面的距离，则混凝土的温度 )(xT

为： 

3

4

2

321)( xkxkxkkxT 
                         (1) 

从混凝土内布置的6个测点中任取4个测点，包括混凝土表面的测点。根据每个测点距表面的距离x

和其实测温度值 )(xT ： 

当x=0时，
10)0( kTT                                             

当x=a时，
3

4

2

321)( akakakkTaT a 
 

当x=b时，
3

4

2

321)( bkbkbkkTbT b 
 

当x=c时，
3

4

2

321)( ckckckkTcT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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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以上4式可以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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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每个温度测点的位置x和其实测温度值 )(xT ，代入以上各式可得系数k1~k4，进而得到凝土结

构的实际温度分布。 

 
图 2 实测温度示意图 

2.3 温度梯度 根据实测温度得到的混凝土结构温度分布式（1），进而可得到混凝土的温度梯度为：                                              

2

432 32 xkxkk
x

T





                             （2） 

式中，
x

T




为x处的温度梯度，℃/m；x为混凝土测点距离表面的距离，m。 

研究表明，混凝土结构某处的温度梯度
x

T




越大，表明该处的温度变化越快越激烈、温度分布越

不均匀，混凝土之间的相互约束越是明显，对混凝土温控防裂很是不利，容易产生裂缝；温度梯度
x

T





越小，该处的温度变化越缓、温度分布越均匀，混凝土之间的相互约束也就越小，对混凝土温控防裂

有利。 

另外，根据拟合出的温度分布和温度梯度公式，可以求出该时刻任意位置的温度，得到所要关心

位置的温度和温度梯度，为制定温控防裂措施提供直接的参考依据。该方法比传统的要了解某个位置

的温度必须埋设温度计的方法要方便、直观和简捷很多。 

3 温度分布和温度梯度现场试验  

某水电站双曲拱坝最大坝高285.5m，拱冠梁设计最大底宽约60m，浇筑块尺寸约23m×64m。在拱坝

中设置30条横缝，将大坝分为31个坝段，横缝间距约为23m，其中1#～6#、27#～31#坝段为陡坡坝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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陡坡坝段最大岸坡角约60°，地震基本烈度为8度。 

试验选择的是11#坝段的第13仓，即高程371 m ~374m，这一仓混凝土分6个坯层浇筑，从底依次为：

0.4m、0.5 m、0.5 m、0.5 m、0.55 m和0.55 m，这3m高混凝土中布置有两层冷却水管，见图3。混凝

土浇筑从2010年5月22日21:30开始，2010年5月24日0:47结束，历时27小时17分。 

根据前面介绍的混凝土温度分布和温度梯度计算分析方法，利用数字温度传感器组和数字温度测

试记录仪，结合实际施工中的该拱坝混凝土不同高程埋设的不同温度探头，见图3，监测施工过程中不

同高程处混凝土的温度值，分析这一仓混凝土在高度方向的温度分布和温度梯度。 

由于系统记录有很多时刻的温度数据，限于篇幅，这里列出3个龄期时的温度分布和温度梯度，表

1为混凝土不同龄期时的温度分布和温度梯度，图4为不同位置处的实测温度过程线，图5为这一仓混凝

土在竖向高度的3个龄期时的温度分布。 

表 1 为实测温度分布和温度梯度 

龄期 

（天） 

温度分布拟合 温度梯度 

K1 K2 K3 K4 6# 5# 4# 

2.5 22.87 14.49 -26.73 11.49 14.49 -3.62 -4.51 

3.5 20.68 23.27 -32.45 12.37 23.27 0.10 -4.53 

4.5 20.75 23.01 -33.08 13.07 23.01 -0.27 -3.95 

由于混凝土温度场每时每刻都处于变化状态，从表1和图5可以看出，混凝土不同龄期时的温度分

布和温度梯度不一样，5#探头位置的温度比6#和4#探头位置的温度高，原因是6#探头处于受环境温度

影响显著的表面，4#探头位置又离混凝土当中埋设的冷却水管很近，而5#探头位置受环境和冷却水管

影响较小。 

从这3个龄期的温度梯度分布（表1）可以看出，6#位置的温度梯度最大，其次是4#位置，而5#位

置的温度梯度最小。究其原因，6#温度探头位置由于受环境温度影响显著，温度变化剧烈，温度梯度

最大，这也验证了早期表面最容易产生裂缝的结论；4#温度探头位置由于离冷却水管很近，受冷却水

温的影响，温度变化也较剧烈，温度梯度相对较大，但方向和6#位置相反； 5#温度探头位置处于4#

和6#位置之间，温度变化平缓，故其温度梯度数值很小。 

从实测过程线结果（图4）来看，由于4#和3#位置距离冷却水管很近，温度明显偏低。值得注意的

是，在5月24日16:00，由于环境温度很高，使得6#位置表面混凝土温度也很高，之后温度开始迅速降

低，而此时内部混凝土（其他测点）温度在不断升高，表面温度降低而内部温度升高，混凝土热胀冷

缩和相互约束严重，很容易在表面产生温度裂缝。 

总之，根据拟合出的温度分布和温度梯度公式，可以求出该时刻任意位置的温度，得到所要关心

位置的温度和温度梯度，为制定温控防裂措施提供直接的参考依据。该方法比传统的要了解某个位置

的温度必须埋设温度计的方法要方便、直观和简捷很多。图6为现场温度分布和温度梯度试验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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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为试验测点布置图 

 

 

图 4 为不同测点的温度过程线 

 

 
图 5 为不同龄期的温度在不同高度处的分布 

4 混凝土早期裂缝机理和裂缝成因分析 

根据前面温度分布和温度梯度试验结果，结合该工程已有浇筑仓早期表面的裂缝情况可以看出，

混凝土在浇筑完的较短时间内，由于水泥的水化热，混凝土温度处于上升阶段（图4中的1#~5#点），

如果此阶段表面混凝土温度由于气温的影响却处于大幅度且快速降温阶段（图4中的6#点），由于混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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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热胀冷缩，形成混凝土内部膨胀表面收缩的态势，导致内部压应力、表面较大拉应力形成，再加上

混凝土属于脆性材料、早期抗拉能力低，及其容易导致表面的拉应力超过抗拉强度而产生裂缝。 

该工程地处干热性河谷，典型气候特点是高温、少雨，夏天气温多高达40℃以上，短周期极端气

候较为频繁。表面早期产生裂缝的那几仓混凝土都是在高温季节浇筑，浇筑完2-3天时，仓内气温达到

40℃以上，此时混凝土内部温度18-20℃，仍处于升温阶段，如此大的内外温差，再发生表面大幅度且

快速降温导致的表面收缩现象，必然产生裂缝。 

针对试验成果，结合已产生裂缝的混凝土表面情况，该工程仓面早龄期混凝土存在较大的开裂风

险，认为应加强保温措施。冬季加强保温可以防止内外温差，高温季节加强保温同样可以降低内外温

差，避免过大的内外温度波动和温度梯度，特别是在高温、少雨、夏天气温多达40℃以上的干热性河

谷施工大体积混凝土。 

该试验成果和裂缝机理和成因已经被建设单位采纳，对后续早龄期混凝土加强了保温措施，特别

是高温季节浇筑的混凝土仓面和低温季节浇筑的混凝土仓面。 

    

图 6 温度分布和温度梯度试验照片 

5 结论 

（1）根据推导出的某时刻温度分布和温度梯度公式，结合几个位置的实测温度，可求出该时刻

混凝土表层及内部不同深度处的温度，得到所要关心位置的温度和温度梯度，为制定温控防裂措施提

供直接的参考依据，比传统的要了解某个位置的温度必须埋设温度计的方法要方便、直观和简捷很多；

试验结果验证了仓面一定范围之内容易受气温影响，温度梯度偏大，且导致表面开裂同时，水管周围

混凝土由于受冷却水温的影响，温度梯度也较大。 

（2）现场温度梯度实验可对早龄期混凝土的真实应力状态及风险进行合理评估，为了防止早龄期

裂缝的产生，不但低温季节要加强表面保温，降低内外温差，而且高温季节施工同样需要加强表面保

温，实质是“保冷”，较小保持内外温度一致，特别是刚浇筑仓的混凝土在每天的高温时段。 

（3）本次研究主要反映浇筑仓高度方向的温度梯度分布，反映仓面的开裂风险，可进一步要开展

的现场试验主要包括：①大坝上、下游表面保温的实际温控效果；②水管周期温度梯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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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mass concrete structure projects, cracks are everywhere and some cracks seven appear at 

early-age concrete not long after placement. These cracks significantly affect engineering quality of the 

structure. According to research findings, the failure to correctly master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and gradient 

of early-age concrete is the major reason for occurrence of this type of cracks. For this problem, in 

combination with existing digital temperature sensor group, the paper have studied on analytic method for 

concrete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and gradient, derived cubic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and gradient formula 

for calculating temperature and temperature gradient of different parts, and analyzed the cause for early-age 

cracks based on field test of a 300m grade ultra-high arch dam to guide subsequent construction. This method 

is of great guiding significance to research on temperature control and crack prevention measures of concrete. 

Keywords: early age of concrete; temperature control and crack prevention;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temperature grad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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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大体积混凝土结构工程中，裂缝无处不在，甚至在一些混凝

土浇筑完没多久的早期就出现裂缝，严重影响结构的工程质

量，研究发现，对早龄期混凝土温度分布和温度梯度不能准

确掌握，是这类裂缝产生的主要原因。针对这一问题，结合

已有的数字温度传感器组，研究了混凝土温度分布和温度梯

度分析方法，推导了三次式温度分布和温度梯度公式，方便

计算不同部位的温度和温度梯度，依托某 300m 级的特高拱

坝现场试验，分析早期裂缝成因，指导后期施工。该方法对

混凝土的温控防裂措施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 

混凝土早龄期；温控防裂；温度分布；温度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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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考虑高压水劈裂的高重力坝安全性试验研究 

汪洋，贾金生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北京 100038) 

摘要：高压水劈裂是高水压驱动裂缝扩展的一种现象，常是影响涉水工程安全的一大因素。由于高坝需抵挡巨大

水头，且混凝土坝具有“无坝不裂”的特性，高压水劈裂也逐渐成为高混凝土坝安全研究的重要内容。为了评价

高压水劈裂对混凝土重力坝的影响，本文针对重力坝上游面水平裂缝设计了高压水劈裂试验，并参照重力坝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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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受的工况进行了系列试验，讨论了混凝土强度和应力状态对高压水劈裂的影响。根据试验结果，对有限元模型

进行了校核，并用此模型计算了三种不同准则设计的重力坝在高压水劈裂方面的差异。分析表明，目前准则在设

计200m以上重力坝时可能存在高压水劈裂风险，且不同国家的准则对高压水劈裂影响较大，具体优化方案还需对

坝体的应力指标进行深入研究。 

关键词：高压水劈裂；重力坝；混凝土裂缝；设计准则；试验研究 

中图分类号： TV32+2; TV642.3                           文献标识码：A     

1 研究背景 

高压水劈裂是介质裂缝中的高压水使裂缝劈裂扩展的一种现象，在岩层的油气开采领域被人们所

熟知。混凝土作为一种与岩石类似的脆性材料，其裂缝也会发生高压水劈裂。众所周知，由于混凝土

的材料特性，其表面难免存在裂缝，在此背景下，以挡水为目的的混凝土重力坝将轻易满足高压水劈

裂的条件，包括：1）水库中的高水头；2）为了抵挡巨大水推力，大坝自身重力被大量消耗，从而结

构应力状态对于抵抗裂缝劈裂不理想；3）混凝土本身是一种低断裂韧度的脆性材料。工程实践也表明，

一些混凝土坝的事故是由高压水劈裂引起的。例如中国的柘溪大头坝，坝高104m,是一座常态混凝土坝，

该坝上游面的垂直裂缝在高压水劈裂作用下向下游扩展，估计最大裂缝扩展面积占坝体横断面的45%，

并造成缝内严重射水。劈裂事故使得柘溪大坝处境危险，不得不进行修复[1]。另一个典型的案例是奥

地利的Kolnbrein拱坝，坝高200m，也是一座常态混凝土坝。1978年蓄水至1860m高程时，其廊道漏水

量猛增至200L/s，且数个河床坝段的坝基扬压力增至全水头。分析指出，由温度应力等引起的表面裂

缝在高水压作用下扩展成较严重的深裂缝，造成了严重的渗漏，并威胁到整座坝的安全。Kolnbrein

坝的裂缝修补经历了两次失败，最终修复费用非常高，几乎与它的建设费相当[2]。 

一些研究人员对混凝土坝高压水劈裂问题进行了研究。黄云等[3]采用边界元法研究了高压水劈裂

对某高拱坝上游面初始裂缝稳定性的影响，结果表明高压水劈裂对裂缝的初始扩展起决定性作用，水

平荷载和缝面水压力是造成坝踵裂缝扩展的主要荷载，当裂缝面扩展到一定深度时，由于裂缝对拱坝

受力截面的削弱，剪应力对裂缝扩展的作用将明显增大。陈胜宏等[4]采用数值方法评价了有无高压水

劈裂对某高拱坝坝踵开裂的影响，指出考虑高压水劈裂后的裂缝扩展范围比不考虑时大。董玉文、王

克峰等[5,6]基于扩展有限元进行了重力坝高压水劈裂的数值算法研究，并结合实际工程对算法进行验证，

从他们的计算结果可知重力坝上游面裂缝较易发生高压水劈裂。 

收稿日期：论文已被《水利学报》录用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2013CB035903）；中国水科院博士生学位论文创新研究资助 

作者简介：汪洋（1988-），男，山东肥城，博士生，专业水利工程。E_mail:wangyang7078@qq.com 

在混凝土高压水劈裂试验方面，吴景浓等[7]基于中心开孔的圆柱形试件开展了室内混凝土水压致

裂的试验研究，试件的尺寸小于 11cm，能够进行假三轴应力状态下的水力致裂试验。Visser 等[8]基于

直径 100mm 的圆柱体试件，在试件周圈预制切口，对混凝土和砂浆等多孔介质材料进行水力劈裂实

验。Brühwiler 和 Saouma 等[9-12]基于紧凑拉伸试件进行了混凝土高压水劈裂的一系列试验，研究焦点

是裂缝中的水压分布，通过人工控制裂缝开合，他们研究了水压力在混凝土裂缝中的分布，指出裂缝

的张开速度与裂缝中水压的分布密切相关。另外，他们还研究了水在钢筋混凝土裂缝中的渗透和流动

等。徐世烺、王建敏等[13]同样基于紧凑拉伸试件进行了高压水劈裂试验，他们采用的是大型混凝土试

件，研究在 4 种不同等级水压力下的裂缝扩展情况及断裂韧度的测定，指出随着水压的增大起裂荷载

和失稳荷载有减小的趋势。需要说明的是，紧凑拉伸试件用于高压水劈裂试验是一种较常采用的方法，

然而该试验的难点在于水压密封，为此试件需附加较多约束，为计算方便一般将附加约束作为一个额

外的强度值叠加入混凝土中，这导致了试件与真实混凝土的失真。 

据作者可知的范围，专门针对混凝土重力坝高压水劈裂的试验研究还很少见，考虑高压水劈裂的

重力坝设计准则探讨也很少。本文的研究要点是模拟重力坝坝踵水平裂缝的高压水劈裂试验。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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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介绍了试验装置和试验步骤，然后介绍了不同应力状态和不同材料强度下的高压水劈裂试验结果。

基于试验结果，分析了依据三种不同规范设计的重力坝在高压水劈裂方面的差异，并据此初步讨论了

高重力坝的设计准则应如何完善。 

2 试验设计 

重力坝一般表现为长度大于高度的长条形结构，但重力坝往往沿长度方向每隔12~20m设置横缝，

横缝一般不传力，为的是分坝段独立工作，因此重力坝的单个坝段可当做平面应力问题，如图1所示。

图中也展示了坝体上游面裂缝周围的应力状态，显然上游面的水压力 和坝体内的水平应力 不会

使缝端产生应力奇异，因此不是裂缝劈裂的驱动力；另外重力坝剪应力 一般如图1所示呈三次方分

布，意味着靠近上游面的范围内剪应力很小，因此可以忽略剪应力对上游面裂缝劈裂的影响。最终只

剩裂缝中的水压力 和坝体垂向应力
y 与裂缝扩展相关。基于如此的应力状态，本文设计的高压水

劈裂试件如图2所示，水压力可直接施加在裂缝中，试件两端可施加单轴压应力或拉应力。 

 

 

图 2 中的混凝土试件高 1280mm 直径 450mm。试件长度约为三倍直径，基本可消除两端应力集中

的影响，从而保证裂缝附近为均布应力。在试件中心预埋一个钱币型裂缝，通过两条水管与外界联通。

wp x

xy

wp

 

图 2 单轴应力下的混凝土高压水劈裂试件（单位：mm） 

 

图1 重力坝上游面裂缝的应力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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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混凝土坝常见的表面裂缝尺寸，将钱币型裂缝的直径设定为 150mm。考虑到试件的直径为 450mm，

这一尺寸提供了足够大的浇筑空间，因此本试验采用了与真实工程相同的混凝土，最大骨料粒径 80mm。 

3 混凝土试件的制备 

为了在试件中预埋钱币型裂缝，设计了图 3 所示的模具。将两个 150mm 直径的圆形不锈钢片叠

靠，其间形成 1mm 厚的间隙，即为预埋在混凝土中的裂缝。浇筑混凝土时，为了避免两个钢片脱开，

需用钢丝将上、下钢片紧固，可借助水管作为操纵钢丝的通道。待混凝土凝固后，需将钢丝剪断，以

消除对试验的误差荷载。 

 
 

试件采用三级配混凝土，配合比见表1，原材料取自龙滩重力坝工地。试件浇筑完毕后，原地静置

一周。然后拆模，测试水管是否畅通，如果畅通则将进、出水口封堵保护，并将试件两端的螺丝进行

防锈保护。最后，将试件运至养护室，养护至相应龄期。 

表1 本文试验所用混凝土配合比                       （单位：kg/m3） 

制备1立方米混凝土的相关材料用量 

水 水泥 粉煤灰 人工砂 
骨料 外加剂 

(JM-II液态) 

外加剂 

(ZB-1G液态) 小 中 大 

79 86 109 743 437 583 437 5.85 3.90 

根据前文的论述，重力坝上游面裂缝的高压水劈裂只受裂缝中水压力 、垂直方向单轴应力

和材料强度的影响。据此共制作了五种类型的试件，见表2，不同的试件反映不同的单轴应力和材料强

度。重力坝由于需要抵挡巨大的水压力，上游面的 不是非常理想的压应力，在某些不利的工况下

甚至会等于零或者转变成拉应力，所以试验中拟定了 = -0.71、0、1MPa三种单轴应力情况。 

表 2 高压水劈裂试件 

试件编号 混凝土龄期 (d) 混凝土单轴抗拉强度 (MPa) 试件两端施加的竖向应力类型 竖向应力值  (MPa) 

Ⅰ 7 2.15 无应力 0 

Ⅰ-R 7 2.15 无应力 0 

Ⅱ 28 3.4 无应力 0 

Ⅲ 90 4.1 无应力 0 

Ⅳ 28 3.1 单轴压 1.0 

wp y

y y

y

y

 

图 3 预埋裂缝的装置及圆柱形混凝土钢模（单位：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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Ⅴ 90 4.4 单轴拉 -0.71 

4 高压水劈裂试验过程 

试件从养护室取出并除去所有防护措施后，将其安装在15MN万能试验机上，然后将进水口与高

压水加压装置连接，出水口则与高压水表和止水阀连接。安装试件时应确保有进、出水口的那端朝向

下方；其一，在对试件内的管路进行排气时，可确保空气全部排出，其二，在试件发生高压水劈裂后，

可确保留在管路中的水不会涌入劈裂面，以至造成对结果的影响。为了便于观察试件表面劈裂裂缝的

产生，应待试件外表面风干后再进行试验。 

试验开始后，首先在试件两端施加一个恒定荷载，用来模拟竖向应力 ；然后开启高压水加压

装置，向预埋裂缝中施加高压水。水压采用梯级加载方式，加压步骤如图4所示。水压每达到一个梯度

值，应维持水压恒定1h，为的是让高压水能够充分进入混凝土断裂过程区的微裂缝。这种加载方式与

实际工程相符，因为大部分工程的水库水位变化极慢，水压前缘有充足的时间赶上微裂缝前缘。 

 
混凝土断裂力学理论指出，裂缝的荷载-位移全曲线如图5所示。当以位移作为加载控制参数时，

才能在实验室得到该全曲线。然而本文的试验是以荷载作为控制参数，并且荷载单调递增，因此只能

得到荷载-位移曲线的上升段。这就意味着，试验中所能达到的最大水压值，既是试件发生劈裂破坏的

临界荷载，对应于图5中的 maxP 。 

 

以试件Ⅳ为例，当水压增长到3.2MPa时，开始有水从试件表面渗出，如图6a所示，几分钟后大量

的水从试件表面产生的裂缝中流出，同时水压急剧下降，这意味着试件发生了高压水劈裂，该试件的

y

 
图5 混凝土裂缝荷载位移全过程曲线 

 
图 4 水压梯级加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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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界劈裂水压为3.2MPa。 

 

5 试验结果及分析 

试验结果见表 3。结果显示试件的高压水劈裂与材料强度和受力状态相关。混凝土强度的增大可

提高裂缝抗劈裂能力；垂直应力 若为压应力，亦可增加裂缝的抗劈裂能力，然而 为拉应力，则

使裂缝的抗劈裂能力降低。 

表 3 无应力、单轴拉压状态下的高压水劈裂试验结果 

试件编号 混凝土龄期 (d) 
混凝土单轴抗拉

强度 (MPa) 

试件两端施加的

竖向应力类型 

竖向应力值  

(MPa) 

发生高压水劈裂时的水压(MPa) 

试验结果 FEM 

Ⅰ 7 2.15 无应力 0 1.5 1.49 

Ⅰ-R 7 2.15 无应力 0 1.6 1.49 

Ⅱ 28 3.4 无应力 0 2.4 2.26 

Ⅲ 90 4.1 无应力 0 2.7 2.67 

Ⅳ 28 3.1 单轴压 1.0 3.2 3.72 

Ⅴ 90 4.4 单轴拉 -0.71 2.3 2.13 

基于结构破坏理论，将影响试验结果的各因素分为作用力（水压）和抗力（外荷载及混凝土强度），

并用最小二乘法拟合得到如式（1）所示的临界破坏公式。等号左侧是试件发生高压水劈裂的驱动力，

右侧则是阻抗力。该公式给出了试验的量化结论：混凝土强度对裂缝抗劈裂能力的贡献系数为 0.6；垂

直应力 的贡献系数则为 1。 

0.6w t yp f a                                   (1) 

式中： 

wp  - 试件发生高压水劈裂时的水压，MPa； 

tf
 - 混凝土的单轴抗拉强度，MPa； 

y  - 试件两端施加的单轴压应力，MPa； 

a  - 常系数，MPa，由文中的5组试验可得a 为0.32 MPa。 

本文试件的临界劈裂水压均在1.5~3.2MPa之间，目前高重力坝的坝踵水头较易达1.5MPa甚至2MPa

以上，又考虑到文中试件按照重力坝坝踵处的工况设计，而且试件中150mm的裂缝在重力坝上亦不难

产生，因此试验结果表明当前重力坝的高压水劈裂问题并不乐观。本文在综述中已介绍了重力坝高压

水劈裂的相关案例，但均是分析研究，由于混凝土的脆性断裂特性，据作者所知，至今未有重力坝高

压水劈裂的实际监测资料，本文试验的意义之一，即是验证了高压水劈裂在实际工程中是可能发生的。

y y

y

y

  
a、试件表面发生劈裂                                  b、试件劈开后的情况 

图6 试件发生高压水劈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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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试验表明混凝土强度对于裂缝抗劈裂的贡献系数小于垂直应力 的贡献系数，而且工程中大

幅提高混凝土强度较困难，因此坝体上游面的 可能成为重力坝抗高压水劈裂设计的关键。下文将

对此作进一步讨论。 

6 混凝土高压水劈裂有限元模型 

由于试验存在局限性，只对重力坝的极少应力工况进行了试验模拟。为了计算混凝土重力坝的高

压水劈裂，建立了有限元模型（FEM），并通过试验结果校核有限元模型。 

在有限元网格中，采用分离裂缝模式，本构关系则采用Hillerborg提出的虚拟裂缝模型(Fictitious 

Crack Model)[14]。虚拟裂缝模型较准确的描述了混凝土裂缝中的骨料侨联特性，并认为软化曲线是表

征材料性能的基本参数。大量实践表明，Petersson提出的双线性软化曲线与实际吻合较好[15]，如图7

中的实线所示，各参数间存在如式（2）所示的关系。 

0

/ 3

0.8 /

3.6 /

s t

s f t

f t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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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式中： 

tf  - 混凝土抗拉强度，MPa； 

fG
 - 断裂能，kN/m； 

s  - 拐点处的应力，MPa； 

sw
 - 拐点处裂缝张开度，mm； 

0w
 - 裂缝最大张开度，mm。 

然而，Petersson软化关系是在裂缝无高压水的情况下得出，缺乏高压水影响下的软化参数。因此，

在有限元模型中假设水压使软化曲线产生如图7虚线所示的变化，并根据本文试验结果对该假设进行校

正，为了使该过程简化，假定高压水对 tf ， sw ， 0w 没有影响，只对 s 有m倍的影响。参数m经由试

验结果率定后，得到有限元模型的最终计算结果列于表3。将校准后的有限元模型与式（1）的延伸预

测结果进行了对比，如图8所示，可见两者具有较好的相关性。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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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Petersson双线性软化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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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重力坝坝踵高压水劈裂风险探讨 

大体积混凝土容易产生裂缝，尤其是碾压混凝土，其本身即存在薄弱面。虽然裂缝和薄弱面在大

坝上普遍存在，然而实践表明 200m 以下的大坝能够长期带缝安全运行。但对于 200m 以上的特高混

凝土重力坝，其水库水头很高，混凝土的裂缝等天然缺陷仍然存在，结合本文试验结果可知，坝踵将

容易发生高压水劈裂。因此，对于 200m 以上特高混凝土重力坝，高压水劈裂可能是应当考虑的一个

重要因素，继续沿用目前准则设计特高重力坝可能会存在高压水劈裂的风险。下文通过对比中国、美

国和瑞士准则设计的重力坝的高压水劈裂情况，对重力坝的抗水力劈裂设计进行了初步探讨，指出了

坝体发生高压水劈裂的条件和裂缝扩展的规律。 

中国的重力坝设计规范将坝体上游面竖向应力 不允许出现拉应力（即无拉应力准则）作为一

条重要的准则[16]。美国的规范在不考虑扬压力的情况下，规定重力坝上游面的竖向压应力 应大于

相应位置处的水压减去混凝土的抗拉强度[17]。瑞士在设计 Grand Dixence 重力坝时规定，在不考虑扬

压力的情况下，坝体上游面的竖向压应力 应大于相应位置处水压力的 85%[18]。这三个国家最高的

重力坝分别是龙滩碾压混凝土重力坝（216.5m），德沃夏克（Dworshak）常态混凝土重力坝（219m），

大狄克逊（Grand Dixence）常态混凝土重力坝（285m）。它们的坝体横断面对比见表 4，表中对三座

大坝分别采用中国和外国准则进行设计，共六个方案。从该表可知，中国准则（无拉应力准则）设计

的大坝都比美国或瑞士准则设计的重力坝断面偏瘦，横断面相差 2%至 11.8%。 

表 4 中国、美国和瑞士三座不同重力坝的断面对比 

名称 设计准则 坝高/m 顶宽/m 底宽/m 下游坝坡 扬压力占比 坝体横截面/㎡ 
横截面面积

增加率 

龙滩 
中国准则 216.5 18 178.16 1:0.73 38.4% 1,8152.4 0 

美国或瑞士准则 216.5 18 182 1:0.75 38.4% 18,521 2% 

德沃夏克 
中国准则 219 13.4 161 1:0.75 30% 17,530.2 0 

美国准则 219 13.4 171.62 1:0.8 29.9% 18,580.2 6% 

大狄克逊 
中国准则 285 13.4 198 1:0.7主要坝坡 9% 28,586.7 0 

瑞士准则 285 13.4 223.4 1:0.8主要坝坡 8.05% 31,958.6 11.8% 

注：详细对比见本文作者在文献19中的论述。 

应用本文试验校正后的FEM模型，分析了表4所述的六座重力坝的高压水劈裂。分析时假设在重

力坝坝踵存在水平裂缝，裂缝的深度为0.1至2m，计算过程中以1m的速度逐渐增加水库水位，水位超

过坝顶后，继续以水头超载的方式增高水位。以裂缝发生不稳定扩展时上游水库达到的水位作为大坝

的高压水劈裂安全水位。有限元模型如图9所示，计算结果如图10所示。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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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图8 FEM模型与公式1的计算结果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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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结果表明，按照无拉应力准则（中国重力坝规范采用）设计的200m级重力坝，抗高压水劈裂

能力最低，甚至在坝踵存在0.3m深的裂缝时，坝体即无法正常运行。坝体上游面竖向应力 对高压

水劈裂影响显著。上游面采用有压设计，并且 取值与水头相关联，可以使坝体具有较好的抗高压

水劈裂能力，例如美国的德沃夏克坝和瑞士的大狄克逊坝，即便当坝踵存在较深的裂缝时，上游满库

也不会引发裂缝劈裂扩展。然而对国内外准则设计的龙滩大坝进行对比可知，当工程的扬压力非常高

时（龙滩工程的扬压力达到自身重力的38%），美国和瑞士规范设计的大坝仍然有较大风险。所以即

便是美国和瑞士准则，也不能认为其具有很好的抗高压水劈裂安全性。因此，在设计准则中如何量化

允许应力
y   ，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从图10可以看出，随着裂缝深入坝体，使得裂缝发生劈裂扩展的临界水头逐渐趋于收敛。这是因

为，越深入坝体 值越大，其对裂缝的劈裂逐渐起到抑制作用。这也表明，对于一座特定的重力坝，

总有一个安全水头，在低于此水头时，坝体上游面任何尺寸的裂缝都不会发生水力劈裂。例如从图10

可知，无拉应力准则设计的216.5m、219m和285m高的三座大坝，它们的高压水劈裂安全水位分别约

为201m、210m和278m；按照美国规范设计的216.5m和219m高的两座坝，高压水劈裂安全水位分别约

为205m和218m；按照瑞士准则设计的216.5m和285m高的两座坝，高压水劈裂安全水位分别约为205m

和297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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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重力坝坝踵高压水劈裂有限元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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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结论 

为了研究混凝土重力坝上游面的高压水劈裂问题，实现不同应力状态和不同混凝土强度下的高压

水劈裂试验模拟，设计了可施加单轴拉压应力的高压水劈裂试件，及相应的高压水劈裂试验方法。采

用与龙滩大坝相同的混凝土材料，并模拟重力坝坝踵处的应力状态，开展了一系列高压水劈裂试验，

研究了不同应力状态和不同强度下，试件的高压水劈裂情况。结果表明混凝土强度和裂缝周围的应力

状态均对高压水劈裂有影响，且混凝土强度的贡献系数约为0.6，而裂缝周围应力状态的贡献系数则为

1。试验也初步揭示，目前的重力坝抵抗高压水劈裂的能力不高，修建高坝时高压水劈裂可能成为影响

坝体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 

本文建立了基于虚拟裂缝的重力坝高压水劈裂有限元模型，假设高压水对裂缝的软化曲线存在m

倍的影响，并利用试验结果对有限元模型进行了参数校核。针对中国、美国和瑞士不同的设计规范设

计的重力坝，采用校核后的有限元模型，对它们的高压水劈裂情况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表明，对于

200m以上的混凝土重力坝，若继续采用无拉应力设计准则，则存在高压水劈裂的风险较大。美国和瑞

士的重力坝设计准则，高压水劈裂安全性优于无拉应力设计准则，这是因为美国和瑞士准则规定的坝

体上游面允许应力是在上游面混凝土抗拉强度的基础上再考虑该处水压力的值，所以他们规定的上游

面竖向应力大于一定的压应力值。然而，美国和瑞士的设计准则在扬压力很大的工程上，高压水劈裂

的风险同样较大。计算结果表明，重力坝上游面的竖向压应力是改善高压水劈裂风险的关键因素，然

而如何在设计准则中确定此值，以更好的满足高重力坝的抗高压水劈裂的安全度，还需要进一步的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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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Safety of High Gravity Dams considering Hydraulic 

Fracturing 

Yang Wang，Jinsheng Jia 

(China Institute of Water Resources and Hydropower Research, Beijing 100038，China) 

Abstract: Hydraulic fracturing is a phenomenon in which crack is fractured by a pressurized liquid. It is 

often a factor influencing the safety of hydraulic structures. This study presents a test method to evaluate the 

safety of high concrete gravity dams in the presence of hydraulic fracturing. A large concrete specimen with 

embedded crack was designed according to the stress condition of gravity dam heel, and a series of tests at 

various concrete ages and under different uniaxial stress conditions were performed. The influence of 

concrete strength and stress on the test results was discussed. On the basis of the tests, a finite element 

method was developed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hydraulic fracturing on high gravity dams. Furthermore, 

safety of different dams designed by specifications in China, the USA and Switzerland was compared with 

the finite element method. It revealed that gravity dams higher than 200m designed by current specifications 

will be in risk considering hydraulic fracturing and dams designed by different specifications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anti-hydraulic fracturing. The vertical compressive stress at the dam's upstream surface might 

be the key for improving the resistance of hydraulic fracturing. However, more studies need to be conducted 

to quantify this indicator. 

Key words: Hydraulic fracturing; gravity dam; concrete crack; physical test; design spec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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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高压水劈裂的高重力坝安全性试验研究 

 

汪洋，贾金生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摘要 

 

高压水劈裂是高水压驱动裂缝扩展的一种现象，常是影响涉

水工程安全的一大因素。由于高坝需抵挡巨大水头，且混凝

土坝具有“无坝不裂”的特性，高压水劈裂也逐渐成为高混

凝土坝安全研究的重要内容。为了评价高压水劈裂对混凝土

重力坝的影响，本文针对重力坝上游面水平裂缝设计了高压

水劈裂试验，并参照重力坝可能承受的工况进行了系列试验，

讨论了混凝土强度和应力状态对高压水劈裂的影响。根据试

验结果，对有限元模型进行了校核，并用此模型计算了三种

不同准则设计的重力坝在高压水劈裂方面的差异。分析表明，

目前准则在设计 200m 以上重力坝时可能存在高压水劈裂风

险，且不同国家的准则对高压水劈裂影响较大，具体优化方

案还需对坝体的应力指标进行深入研究。 

 

关键词 

高压水劈裂；重力坝；混凝土裂缝；设计准则；试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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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第13届青年学术交流会论文 

文章编号：  

埋藏式钢岔管与外围结构的联合作用分析 

崔炜1，朱银邦1，赵贤学2，张国新1，韩守都3 
 (1.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流域水循环模拟与调控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38；2.华东桐柏抽水蓄能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浙江 天台 

317200；3.新疆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 830000） 

摘要：埋藏式高压钢岔管若与外围结构联合承载内压，则经济效益显著。本文的三维力学仿真研究，依照结构实

际体型建模并采用两道缝隙模式，模拟了回填混凝土、围岩的材料非线性特征和结构间的力学接触，分析了高压

钢岔管与外围结构的联合作用过程。成果表明，岔管及外围结构的空间变形过程复杂、相互牵扯；回填混凝土变

形不均且较大，对岔管受力的影响应被充分重视；回填混凝土单薄处率先开裂而释放环向应力、厚重处仍弹性工

作；忽略混凝土变形的一道缝模式，得出的内水围岩分担率明显高于两道缝模式。本文的研究供读者参考和讨论。 

关键词：岔管；联合作用；材料非线性；接触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1 引言 

埋藏式高压钢岔管若考虑与外围结构联合承载内压，则能够将钢板减薄。联合承载的积极作用表

现在：外围结构分担了钢岔管的内水压力；外围约束使岔管变形均匀化、局部峰值应力消减，使钢材

强度得到充分发挥[1-3]。联合承载的意义不仅在于节省钢材，更重要的是降低安装难度、充分保障质量

及节省施工时间[3]。影响联合承载的主要因素为岔管与外围结构间的缝隙宽度和外围的抗力[4-8]。以往

的研究通常假定回填混凝土受载产生开裂、仅起到径向传力作用[4-7，9，10]，着重考虑的外围结构指围岩。

三维力学仿真分析模型通常不设置回填混凝土的网格，将混凝土在联合承载过程中的变形贡献折算到

围岩中，形成综合弹性抗力[2，4，5，7，10]，或假定混凝土弹性模量减小以模拟开裂[9]，或忽略混凝土的变

形。由于不考虑回填混凝土网格，在力学仿真分析中，将混凝土与岔管之间的缝隙、混凝土与围岩之

间的两道缝隙合并成为一道缝隙[2-7,10]。为了研究岔管与外围结构联合承载的机理，本文尝试了一种新

的方案，即力学模型中设置混凝土网格，模拟钢岔管、回填混凝土、围岩三者之间的两道缝隙，考虑

混凝土承载后的塑性变形特征及其影响，分析高压钢岔管与外围结构的相互作用过程。 

2 力学模型 

埋藏式“Y”形内加强月牙肋钢岔管[11]，分岔角 75°，公切球直径 4.1m、主管直径 3.5m、支管直

径 2.5m，如图 1 所示。岔管承受最大内水压力 10.0MPa。岔管的 PD 值（内压水头 P、直径 D）高达

3500m2。钢板厚度：主管 48mm，主、支锥管 56mm，支管 44mm，锥管与主、支管过渡部位 50mm，

肋板 120mm。岔管设置在灰岩地层的城门洞形隧洞中。回填混凝土厚度：主管及岔管顶部和底部 1.2m、

边墙 1.5m，支管顶部和边墙 0.5m、底部 0.6m。三维有限元网格模拟了岔管、回填混凝土、围岩，以

及岔管与混凝土之间的缝隙、围岩与混凝土之间的缝隙。 

收稿日期：                             论文已发表于     水利水电技术   卷  期  页（投稿待发）。 

基金项目：混凝土硬化过程中细观应力和微裂纹的演化机理及影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51579252）；高压钢管与围岩相互作



 

96 

用机理及固结灌浆影响研究（中国水科院科研专项KY1612） 

作者简介：崔炜（1979-），男，内蒙古敖汉旗，博士，教授级高工，注册土木工程师（水工），主要从事水工结构科研工作。

E_mail:cuiwei@iwhr.com 

岔管采用空间壳单元、混凝土和围岩采用实体单元模拟，初始缝隙按实际宽度模拟。岔管及回填

混凝土的局部网格见图 1。岩体单元封闭地充满混凝土外部空间并延伸至模型边界，边界距离分岔中

心超过 10 倍管径。整个模型在空间中呈长方体状，篇幅所限，围岩网格图略。 

 

图 1  钢岔管及回填混凝土网格局部 

材料的力学参数见表 1。钢材采用线弹性模型，文中结果证实钢材应力远未达到屈服；回填混凝

土采用混凝土损伤塑性模型[12]，用于模拟混凝土的准脆性行为，该模型考虑了混凝土拉压性能的差异，

模拟拉伸屈服后的软化、压缩屈服后先硬化后软化、由损伤引起的刚度退化等混凝土材料属性。该模

型参数值取混凝土单轴拉伸和压缩试验值。围岩采用弹塑性本构模型，摩尔库伦屈服准则。 

岔管与混凝土、混凝土与围岩之间的接触力学行为，采用法向接触模型，当缝隙闭合时传递法向

压力，缝隙张开时不传力。沿岔管周边均设置缝隙，垂直向缝隙宽度：钢衬与混凝土之间 1.0mm、混

凝土与围岩之间 1.0mm，水平方向该缝隙值分别为 0.5mm、0.5mm。计算程序为 ABAQUS，内水压力

P 逐级加载。 

表1  材料的力学参数 

材料 
密度 

kg/m³ 

弹性/变形 

模量 MPa 
泊松比 强度指标，应力单位为 MPa 

钢材 7850 2.06×105 0.30 屈服强度 665.0 允许应力 320.0 

回填混凝土 2550 2.2×104 0.167 抗压强度 10.0 抗拉强度 1.27 

围岩 2710 1.0×104 0.23 内聚力 9.0 内摩擦角 42° 

3 联合作用的变形过程 

经过对钢衬、混凝土、围岩位移随加载的过程分析，了解到岔管及外围结构的变形过程复杂。虽

然最终变形均是向外扩展的，但并非单一地向外膨胀，个别结构还经历了向内变形的过程。这是因为

岔管及外围结构在空间内的变形互相牵扯、相互影响。以主锥顶部各结构的垂直向位移为例进行说明，

该部位位移随内水压力 P 加载的变化过程见图 2：加载至 0.4P 以前，钢衬和混凝土均出现了向下变形

的过程，这是由岔管下部缝隙先期闭合导致的；加载到 0.4P 之后，钢衬和混凝土向上变形，钢衬和混

凝土内侧的位移增长量基本相同，即二者发生了接触，混凝土内侧和外侧位移出现差异，即混凝土自

身被压缩变形，钢衬的变形速度加快，此时混凝土因环向受拉而产生塑性变形，对钢衬的束缚作用开

始减小；加载至 0.5P 之后，围岩开始出现变形，围岩位移增长量和混凝土外侧相同，即二者接触。其

它部位的变形规律与管顶有差异，主要体现在内水压力较小时向内的变形量和时机有差别，但在 0.5P

之后的变形规律基本一致。 

岔管主锥处的钢衬、混凝土和围岩的最终位移值见表 2，混凝土自身压缩变形（内、外侧位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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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均已超过 1mm，其中顶部混凝土自身的压缩量甚至达到了 2.3mm，其值甚至大过原始缝隙宽度。

混凝土变形影响绝不应被忽略，若忽略混凝土自身压缩变形，则岔管的变形和应力成果明显偏小，本

文 5 对此做了分析。 

岔管的最终位移情况见图 3，主锥与主管连接处的位移最大，管顶向上位移 4.7mm，管底向下位

移 3.7mm，腰线处水平向外位移 2.5mm。支管位移相对较小，垂直向外的变形约 2.2mm，腰线处水平

向位移约 1.4mm。若不考虑外围结构，按明管计算，则主锥管顶的向外位移为 25.2mm、腰线向内位

移为 19.2mm。可见，明管和埋管模型计算得出的最大位移值相差近一个量级，有些部位的变形方向

甚至相反，外围结构与岔管联合受力大大减小了岔管的变形。 

    

          图 2  主锥顶部的结构垂直向位移随内压的变化               图 3  联合作用下的岔管位移（单位：m） 

 

表2  岔管及外围结构最终变形量（单位：mm） 

位移及差值 管顶 管底 管侧 

钢衬 4.6 3.7 2.0 

混凝土内侧 3.6 2.7 1.6 

混凝土外侧 1.3 1.2 0.6 

围岩 0.3 0.3 0.2 

钢-岩位移之差 4.3 3.5 2.0 

混凝土内-外侧位移之差 2.3 1.5 1.0 

钢-岩之间初始缝隙之和 2.0 2.0 1.0 

4 联合作用下的结构应力状态 

钢衬截面 MISES 应力最大值包络见图 4，最大 MISES 应力为 353MPa，远未达到钢材的屈服强度

665MPa，MISES 应力超过钢材允许应力 320MPa 的范围很小，见于主锥管与主管相交的顶、侧及主锥

与支锥相贯线的侧面，这些部位为体型转折处，易发生应力集中。若不考虑外围结构，按明管计算，

主管和主锥的大部分区域 MISES 应力超过允许应力，最大 MISES 应力为 571MPa，位于主锥管与主

管连接处的管顶。明管模型计算得出的应力峰值应力是埋管模型的 1.6 倍。可见，岔管与外围结构联

合承载大大降低了岔管的变形和应力，且使岔管变形和应力趋于均匀化。埋管模型仅局部略超过钢材

允许应力，但远未达到屈服应力状态，岔管整体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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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联合作用下的钢衬截面 MISES 应力包络（单位：Pa）    图 5  主锥混凝土等效塑性应变 

 

外围混凝土内的应力以环向受拉、径向受压为主。其中，混凝土压应力以靠近钢衬一侧大，远离

钢衬一侧小。混凝土最大压应力小于 4MPa，混凝土塑性变形不是由压应力引起的，是由拉应力引起

的。发生明显塑性变形位于管顶中部、管底中部和管两侧中部略偏上的部位，这些部位的混凝土厚度

相对较小，如图 5 所示。由于回填混凝土厚度不是均匀的，回填混凝土单薄处率先进入塑性变形及应

力软化阶段、释放了较大的环向拉应力，混凝土厚重的部位的塑性变形区未贯通，仍然能够承担一部

分环向应力。回填混凝土未出现径向均匀开裂的情况，这意味着假定混凝土均匀开裂的力学模型是值

得商榷的。 

围岩因分担了岔管内水压力，应力状态与回填混凝土相似，环向受拉、径向受压。围岩尚未出现

塑性变形，仍处在弹性受力状态，图略。 

5 两种缝隙模式的差异分析 

为了对比岔管力学仿真分析采用两道缝隙与一道模式的差异，本节又按一道缝模式做了力学分析。

一道缝模式不设置回填混凝土网格，将钢衬、混凝土、围岩之间的两道缝隙合并为一道缝隙，其宽度

为两道缝隙之和。成果表明，两种模式下的岔管应力和位移差异较大，直径越大的部位应力差异越明

显，一道缝模式由于未考虑混凝土的变形，客观上夸大了外围结构对岔管的抗力，计算得出的主锥、

支锥应力比两道缝模式小 20%、15%，主锥顶、腰线处位移比两道缝模式小 60%、20%。 

围岩分担岔管内水压力的程度通常以围岩分担率表示[1]，该参数表征了岔管应力按埋管设计比按

明管设计的减小程度。两种缝隙模式的平均围岩分担率对比见表 3，一道缝模式得出的围岩分担率比

两道缝高，一道缝模式近 4/5 的岔管面积的围岩分担率超过了 20%，而两道缝模式超过该分担率的部

位仅占岔管面积的 1/5。 

表 3  两种缝隙模式的围岩分担率发生部位所占岔管总面积的比例 

围岩分担率 

缝模式 
<10% 10%~20% 20%~30% >30% 

两道缝 约 1/5 约 3/5 约 1/5 小于 1/50 

一道缝 小于 1/20 约 1/5 约 3/5 约 1/5 

6 结论 

（1）本文按埋藏式岔管和外围结构的实际体型建模，采用了两道缝模式，考虑了材料的非线性

特征和钢衬、混凝土、围岩间的力学接触。力学模型的设置方式与以往的研究不同。模型和研究成果

供读者参考和讨论。 

（2）在内水荷载作用下，岔管及外围结构的变形过程复杂，结构变形互相牵扯，虽然最终变形

均向外扩展，但个别部位还经历向内的变形过程。岔管与外围结构联合承载大大降低了钢衬的变形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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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力，使岔管变形和应力趋于均匀化，使钢材强度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3）在联合承载过程中，回填混凝土单薄处率先进入塑性变形及软化阶段、释放了环向拉应力，

混凝土厚重的部位仍可弹性工作。混凝土未沿径向均匀开裂，基于此假定的力学模型值得商榷。 

（4）回填混凝土自身变形应被充分重视。PH 值较大处的回填混凝土压缩变形甚至大于结构间原

始缝隙的宽度。 

（5）在缝隙宽度总和相等的条件下，一道缝模式忽略了混凝土变形的影响，得出的岔管应力明

显低于两道缝模式，得出的内水围岩分担率明显高于两道缝模式。围岩分担率超过了 20%的岔管部位

在一道缝模式中占 4/5，而在两道缝模式中仅占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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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bined Action Mechanism Analysis of Steel Bifurcated Penstock 

Embedded in Rock and Surrounding Structures 

Cui Wei1, Zhu Yinbang1, Zhao Xianxue2, Zhang Guoxin1, Han Shoudu3
 

(1.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Simulation and Regulation of Water Cycle in River Basin，China Institute of Water Resources and 

Hydropower Research，Beijing  100038，China；2. East China Tongbai Pumped Storage Power CO. LTD., Hangzhou, 310004, 

China；3. Xinjiang Investigation and Design Institute of Water Resources and Hydropower，Urumqi，830000, China ) 

Abstract: If buried bifurcated steel penstock bears internal high water pressure jointly with surrounding 

structures, it will bring remarkable economic benefits. In this paper, a three dimensional mechanical 

combined action simulation of high pressure bifurcated steel penstock, refilled concrete and surrounding rock 

is analyzed by 2-gap model, which is built based on actual structures form. The material nonlinearity of 

concrete and rock, and structural contact are simula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pace deformation process 

of penstock and surrounding structures are complicated and mutually involved; the deformation of concrete 

are uneven and perfectly large, and its influence on penstock stress should be fully paid attention; the thin 

part of concrete cracks firstly and releases hoop stress, and the thick part still works in elastic state; the rate of 

rock sharing internal water pressure of 1-gap model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2-gap model. The model 

of this paper is recommended to readers to apply and discuss. 

Key words: bifurcated penstock; combined action; material nonlinearity; cont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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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藏式钢岔管与外围结构的联合作用分析  

崔炜1，朱银邦1，赵贤学2，张国新1，韩守都3 

1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流域水循环模拟与调控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38 

2 华东桐柏抽水蓄能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浙江 天台 317200 

3 新疆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 830000 

 

 

摘要 

埋藏式高压钢岔管若与外围结构联合承载内压，则经济

效益显著。本文的三维力学仿真研究，依照结构实际体型建

模并采用两道缝隙模式，模拟了回填混凝土、围岩的材料非

线性特征和结构间的力学接触，分析了高压钢岔管与外围结

构的联合作用过程。成果表明，岔管及外围结构的空间变形

过程复杂、相互牵扯；回填混凝土变形不均且较大，对岔管

受力的影响应被充分重视；回填混凝土单薄处率先开裂而释

放环向应力、厚重处仍弹性工作；忽略混凝土变形的一道缝

模式，得出的内水围岩分担率明显高于两道缝模式。本文的

研究供读者参考和讨论。 

 

关键词 

岔管；联合作用；材料非线性；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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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第13届青年学术交流会论文 

文章编号：  

三维块体搜索及石根华接触理论的程序实现 

林兴超1，李旭2，汪小刚1，王玉杰1 

(1.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北京 100048； 2. 北京交通大学，北京 100048) 

摘要：岩体是水利水电工程中经常遇到的典型的非连续介质介质，在进行非联系分析时首先要解决“接触问题”。

石根华于2015年提出了“接触理论”，通过定义进入块体，将复杂的块体A与块体B接触问题（三维对三维）简化

为进入块体E(AB)与参考点的相关性判断问题（三维对零维），并可以进一步简化为多个接触边界与参考点的相关

性判断（二维对零维）。本论文主要介绍石根华接触理论及其程序实现，并根据接触理论特点在原有二维块体搜

索基础上实现有限覆盖体系的计算和三维块体搜索（处理接进入边界求解中凹体问题）。 

关键词：接触理论；三维块体搜索；进入块体；有限覆盖系统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1 研究背景 

现有的数值计算方法，按分析对象不同可以分为连续介质（如有限元DEM、边界元等BEM）、非连

续介质（如离散元DEM、非连续变形分析方法DDA、数值流形法NMM）。 

岩体作为长期地质构造运动的产物，包含大量不连续结构面如：断层、节理、层理、裂隙等，这

些结构面相互交切形成了特定的岩体结构，岩体是典型的非连续介质，通常需要采用非连续介质方法

进行分析。 

非连续介质方法首先需要解决接触问题。对于简单的问题，我们也许通过直观和数学，能够求解

两个实体之间的接触关系。但是对于复杂的问题，我们需要一个方法 —— 一个脱离直观，严密而正

确的方法。为解决这个问题，石根华于2015年提出了“接触理论”。 

石根华接触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将复杂的接触问题简单化：通过定义进入块体，将复杂的块体A与块

体B接触问题（三维对三维）简化为进入块体E(AB)与参考点a0的相关性判断问题（三维对零维），并

可以进一步简化为多个接触边界与参考点的相关性判断（二维对零维）；简化的问题理论化：通过严

格的数学证明，给出了所有情况下接触边界相似的计算公式，形成新的接触理论；理论化的问题实用

化：通过新的接触理论可以使得接触搜索、最先进入的定义和判断、最短退出路径的判断和求解等问

题得到极大简化。 

“接触理论”的本质是进入块体E(AB)的求解，当相互接触的块体存为凹体时需要对计算结果进行

三维块体切割，本论文主要介绍石根华接触理论和三维块体切割的程序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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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石根华接触理论简介 

2.1 的定义  通过进入块体E(AB)将两个块之间

的接触关系转化为一个块体和和一个点之间的

接触关系。 这里给出进入块体E（A，B）的物

理意义。 

如  为一个点或一个矢量，定义： 

  (1) 

式中  号两个点间的定义为
 

     (2)
 

式中：,  为三维点或者矢量，如图1所示。 

实际上,  为块体  沿着矢量 的平行移动。在

块体中选择任意参考点  ，进入块体 为所有满足条件

的  的点的集合。 

  (3) 

     (4) 

由于参考点 与块体一起移动，如果块体不存在

转动，  任意点均为参考点的可能位置 ，并且块体

和块体具有重合点。 

 (5) 

图2为两个二维块体的进入边界，显然，进入边界

实际上是复杂的点集运算。 

2.2 三维块体几何元素的点集表达形式  要将几何操作转换为代数运算，任何几何体都必须视为点集。 

然后，这些点集可以通过一系列规则来操作。 在本文中，表1为所示频繁使用一系列符号。表2为3D

空间中几何对象的点集表示形式表示，如图3所示。 

表1 本文常用符号及物理意义 

符号 物理意义 

 进入块体 

 1D、2D、3D 实体  例：点、线、多边形、块体等。 

 的边界 

 的内部点, ={ and  } 

 的定点 

 的边界线 

 的边界面 

 实数 

 自然数 

 点或矢量 

 点或矢量 

 点或矢量 

 由指向的线向量 

 节点按顺序排列的多边形 

 平面 

 空间 

 

图 1 点的平行移动 

 

 
（a）三角形与圆                 （b）两个圆 

图 2 二维块体的进入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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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  指向 的向量。也可代表垂直多边形指向块体内部的向量。 

 为向量. 可代表垂直多边形边界并指向多边形内部的向量. 

 为在块体 A 中平行棱  的向量 

 为在块体 B 中平行棱  的向量 

 平行。  表示 ,  i 为任意实数。 

 强平行。  表示 , 

 平面。表示过 (0,0,0)的且垂直的平面 

 

表2 几何元素的点集表达式 

几何元素 示意图 符号 点击 

点 图 3(a)   

向量 图 3(b)   

线段 图 3(b)   

平面 O 图 3(c)   

平面  S  

半空间 O 图 3(c)   

空间    

凸体 图 1(d)  , 式中 ;  为边界面 的内法向量， 为边界多边形 上的任意点个点. 

凸棱 图 3(e)  , 式中 ,  

凹体   , 式中;  

凹多边形 图 3(f)  , where ,  

2.3 点集的运算  点集的运算可以求得进入块体。 Shi（2015）提出了点集的以下操作规则。 这些操

作在三维几何空间中是成立的，如表3和图4所示。 

在点集运算中点表示原点指向的向量的。从图4（a）、（b）、（c）可以看出，点集加上或减去

一个点，即，是点集沿点的平行移动，即向量。这个概念在后面的讨论中非常有帮助。 

               

（a）点与矢量                 （b）线段与矢量                     （c）平面与半空间 

               

（a）凸体                     （b）凸多边形                     （c）凹体为凸体的组合 

图 3 几何元素的点集表达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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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4（d）、（e）可以看出，根据点集运算规则，线段与线段的加减运算公式为：，即两条边加

减运算得到的结果为由定点分别进行运算后得到的4个顶点组成的平行四边形（与平行的情况下，运算

结果为一条直线） 

需要指出的是复杂的点集运算很难通过一个公式或一张图形描述清楚，本文关心的求解就属于这

一范畴，这种运算可以通过边界理论降低维数转化为简单的点集运算。 

2.3 的求解  复杂的点集运算很难直接求得，可以通过其边界描述，因此求可以简化为边界的求解，

石根华接触理论推导了可能作为边界的数学表达式，并通过严格的数学证明。 

      (6) 

式中、分别表示三维块体的顶点的集合，即空间点的集合；、分别表示三维块体的棱的集合，即空间

线段的集合；、表示三维块体的边界面，即空间多边形；，为点面接触，，为点面接触；，为线线接

触。 

通过上述公式，将复杂的点集运算转化点与多边形、线段与

线段两类简单的点集运算。为简化计算过程，石根华接触理论对、、

能否作为进入边界进行进一步判断 

、接触判断公式： 

                   (7) 

式中为角的向量，每个向量表示1条过该角点的棱，为多边

形的内法向量，如图5所示。表示所有与角点相关的棱在多边形

外侧。 

的判断公式： 

       (8) 

式中为、组成平面的法向量或内法向

量；、为代表棱相关多边形的向量，、为代

表棱相关多边形的向量，具体含义将在后

续章节中进行介绍，如图6所示。表示与两

条棱相关的多边形分别在、组成的平面的

两侧。 

当均为凸体时，通过上述判断计算得

到结果就是。当中存在凹体时，一般可以通过两种方法进行处理，一种是将凹体分解为若干凸体进行

计算然后合并计算结果，另一种是通过对计算得到的可能进入边界进行块体切割，搜索得到外部边界

即为，针对凹体问题本文主要通过第二种方法进行处理，并开发相应计算程序。 

3 三维进入块体计算算法及程序 

3.1 几何元素的数据格式  不同的几何元素在计算机程序中数据格式如表3所示，示意图如图7所示。 

 

（a）点与点        （b）多边形与点           （c）块体与点     （d）相互不平行的线段     （e）平行线段 

图 4 几何元素的±运算 

 

图 5 点面接触判断 

 

图 6 线线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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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几何元素的点集表达式 

Class Data type Variables Meaning 

CPoint describing  

Point or vector, 

e.g. 

Integer ID Vertex No. 

Double x, y, z Coordinate values 

CLine which describing  

Oriented segment,  

e.g. 

Integer ID Segment No. 

CPoint p0, p1 Start and end 

CPoint vector Direction of line 

CPolygon describing  

Oriented polygon,  

e.g. Fig. 3c 

Integer ID Polygon No. 

List<CPoint> plist Vertexes ordered in anti-clockwise direction 

Cpoint inner An inner point 

Cpoint vector The inner normal vector of the polygon, i.e.  in eq. 7 

CDihedral describing  

Solid dihedral angel,  

e.g. Fig. 7a 

Integer ID The dihedral angle No. 

Bool isConcave Indicator of concave dihedral angel 

CLine edge The edge of dihedral angle. Its direction is  in eq. 9. 

Cpoint n0, n1 The inner normal vectors of the two boundary face, i.e. ,  in eq. 10 

Cpoint v0, v1 
The vector that is perpendicular to the edge vector and inner the boundary 

face, i.e.  in eq. 9 

CAngle describing  

3D solid angle,  

e.g. Fig. 8 

Integer ID The solid angle No. 

Cpoint vertex The vertex of angle 

Bool isConcave Indicator of concave angle 

List<Cpoint> vectorlist The boundary vectors ordered in right hand rule, i.e.  in eq. 7 

List< Cpoint > alist The solid angles related to this angle and ordered in right hand rule 

CBlock describing  

3D block,  

e.g. Fig. 9 

Integer ID The block No. 

Cpoint a0 Reference point or An inner point 

Bool isConcave Indicator of concave block 

List<CPolygon> polygonlist 
The boundary polygons of this block with normal vector pointed to inner 

block, i.e.  in Table 2. 

List<CAngle> anglelist 
The solid angles at the vertexes of this block that corresponds to the vertexes 

belonging to  in Table 2. 

List<CDihedral> dihedrallist 
The dihedral angles containing the block edges that correspond to the edges 

belonging to  in Table 2. 

 

 

（a）三维实体角          （b）A(0)          （c）A(1)                     （d）A(2) 

图 7 几何元素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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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程序实现过程及流程图 三维接触搜索程序主要通过可能进入面计算和三维块体切割实现的计算，

进而求得，为接触判断提供基础，主要步骤如下： 

1. 将块体（A、B）输入并按数据格式存储； 

2. 根据计算公式计算可能进入边界； 

3. 如果存在共面的进入边界，对进入边界进行单元划分； 

4. 如果块体（A、B）中存在凹体，进行三维块体切割，搜索得到的边界； 

5. 存储。 

6. 流程图如图 8 所示。从流程图中可以看出二维块体切割和三维块体切割时实现三维接触搜索

程序的基础，后续章节将分别二维、三维块体切割的程序实现。 

4 二维块体搜索 

由于论文中进入边界覆盖结构处理及

三维块体搜索中多次用到空间平面的块体

切割，本节主要介绍空间平面的块体切割算

法。该算法以石根华《数值流形法》中提出

的二维块体切割算法整体流程是一致的： 

1. 将多边形和多边形上的线段按数据

格式进行存储； 

2. 对所有线段相互进行求交运算，在线

段上记录所有交点信息； 

3. 根据线段及交点信息对线段进行单

元划分，每个线段单元内部不包含任何交点； 

4. 根据线段单元建立点线关系矩阵； 

5. 搜索点线关系矩阵实现二维块体和

边界的搜索。 

与原有方法的区别在于通过改变存储方式和推导所有元素空间关系判断计算方法，将该方法推广

到空间平面。具体流程图如图9所示。 

下面通过一个简单算例说明二维块体的搜索过程，输入的初始几何信息如图10（a）、（b）所示，线

段求交和裁剪树枝如图10（c）、（d）所示，块体搜索过程如表5和图11所示。 

 

表 5 点线关系矩阵及二维块体搜索过程 

Node NO.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Initial state (Fig. 10d) 5,10 6,7 7,9 8,10 1,6,10 5,2,12 2,3,12 9,4 3, 8,13 4,1,5 12,13 11,6,7 11,9 

After loop 1  (Fig. 5,10 6,7 7,9 8,10 1,6,10 5,2,12 2,3,12 9,4 3, 8,13 4,1,5 12,13 11,6,7 11,9 

 
图 8 程序流程图 

 

图 9 程序流程图 

    

（a）输入点编号系统          （b）输入线编号系统             （c）线段求交点             （d）裁剪树枝后 

图 10 初始输入几何信息及裁剪树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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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b) 

After loop 2  (Fig. 

11c) 
-5,10 6,7 7,9 8,10 1,6,-10 5,2,12 2,3,12 9,4 3, 8,13 4,-1 ,5 12,13 11,6,7 11,9 

After loop 3  (Fig. 

11d) 
-5,-10 -6,7 -7,9 -8,10 

-1,6,-1

0 
-5,2,12 -2,3,12 9,4 -3, 8,13 

-4,-1,

5 
12,13 11,6,7 11,9 

After loop 4  (Fig. 

11e) 
-5,-10 -6,-7 -7,9 -8,10 

-1,6,-1

0 

-5,-2,1

2 
-2,3,-12 9,4 -3, 8,13 

-4,-1,

5 
12,13 11,-6,7 11,9 

After loop 5  (Fig. 

11f) 
-5,-10 -6,-7 -7,-9 -8,10 

-1,6,-1

0 

-5,-2,1

2 

-2,-3,-1

2 
-9,4 

-3, 

8,-13 

-4,-1,

5 
-12,13 

11,-6,-

7 
-11,9 

对于凹体、与边界连通的内部带孔洞的块体都可以通过1条环路描述，凹体搜索得到的顺时针旋转

的环路与块体一一对应，凹体见图11（e）所示；与边界连通的内部带孔洞如图12（a）所示；对于存

在不与边界连通的内部带孔洞的块体，搜索环路时会得到内孔顺时针旋转的环路，通过几个环路叠加

描述块体，如图12（b）所示。 

              
（a）点 12的表示形式                       （b）环路 1                          （c）环路 2 

                

（d）环路 3                           （e）环路 4                          （f）环路 5 

图 11 环路搜索过程 

注：图中所列搜索过程即程序实现的基于矩阵表达式的环路搜索过程，灰色小箭头表示之前搜索环路中已经使用过的有向线段线段，蓝

色箭头表示当前环路搜索使用的有向线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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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三维切割和块体搜索 

三维块体搜索的核心是将多边形进行求交处理后生成线面关系矩阵，本节通过一个简单算例（算

例2）分析各个阶段矩阵存储信息，说明三维块体搜索的具体实现方式。 

5.1 原始几何信息的矩阵表达式  原始几何信息为一组多边形和若干个端点。每个多边形由若干个端

点组成，该阶段的的矩阵表达式描述多边形与端点间的空间拓扑关系。算例 2 中共有 7 个多边形和 12

个端点，原始几何信息矩阵及点、面编号系统见表 6。 

表 6 算例 2 原始几何信息矩阵表达式 

矩阵行号 

(代表面号) 

矩阵中信息 

(存储点号) 
点、面编号系统 

1 4,3,2,1 

 

2 5,6,7,8 

3 1,2,6,5 

4 2,3,7,6 

5 3,4,8,7 

6 4,1,5,8 

7 9,10,11,12 

 

5.2 面面求交的矩阵表达式 所有面进行相互求交，记录交线，进行面面求交后矩阵表达式及点、面编

号系统改变如表 7 所示。 

表 7 算例 2，面面求交后矩阵表达式 

矩阵行号 

(代表面号) 

矩阵中信息 

(存储点号) 
交线信息 点、面编号系统 

1 4,3,2,1  

 

2 5,6,7,8  

3 1,2,6,5 14,15 

4 2,3,7,6 13,14 

5 3,4,8,7 16,13 

6 4,1,5,8 15,16 

    

 

（a）与边界连通的内部带孔洞的块体及其搜索环路        （b）不与边界连通的内部带孔洞的块体及其搜索环路 

图 12 特殊形态块体的环路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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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9,10,11,12 13,14,15,16 

 

对有交线的面进行空间平面二维块体搜索，得到新的矩阵表达式及点、面编号系统改变如表 8 所

示。 

表 8 算例 2，空间平面二维块体搜索后矩阵表达式 

矩阵行号 

(代表面号) 

矩阵中信息 

(存储点号) 
点、面编号系统 

1 4,3,2,1 

 

2 5,6,7,8 

3 1,2,14,15 

4 6,5,15,14 

5 2,3,13,14 

6 7,6,14,13 

7 3,4,16,13 

8 8,7,13,16 

9 4,1,15,16 

10 5,8,16,15 

11 9,15,16,12 

12 15,14,13,16 

13 14,10,11,13 

 

5.3 裁剪树枝的矩阵表达式 根据可直接转化为线面矩阵，如果线段只有 1 个面经过，说明该线段不会

形成闭合环路，需要对该线段所在的面进行裁剪，裁剪后对所有有点、线面进行重新编号。裁剪后矩

阵如表 9，裁剪数值前后变化情况及算例 2 示意如表 10 所示。 

表 9  算例 2，空间平面二维块体搜索后矩阵表达式 

矩阵行号 

(代表面号) 

矩阵中信息 

(存储线号) 
点、面编号系统 

1 6,4,1,2 

 

2 9,10,11,13 

3 1,3,5,19 

4 9,11,13,19 

5 4,5,7,17 

6 12,13,15,17 

7 6,7,8,18 

8 14,15,16,18 

9 2,3,8,20 

10 10,11,16,20 

12 17,18,19,20 

 

表 10 算例 2，空间平面二维块体搜索前后矩阵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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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阵行号 

(代表线号) 

裁剪前 裁剪后 

点、线面编号系统 线段端点 

编号 

矩阵中信息 

(存储面号) 

线段端点 

编号 

矩阵中信息 

(存储面号) 

1 1,2 1,3 1,2 1,3 

 

 

 

(e)当矩阵中面编号超过 3 个时，根据棱的矢量表达式，

按右手螺旋定则进行排序。 

 

 

2 1,4 1,9 1,4 1,9 

3 1,15 3,9 1,11 3,9 

4 2,3 1,5 2,3 1,5 

5 2,14 3,5 2,10 3,5 

6 3,4 1,7 2,3 1,7 

7 3,11 5,7 2,9 5,7 

8 4,16 7,9 4,11 7,9 

9 5,6 2,4 5,6 2,4 

10 5,8 2,10 5,8 2,10 

11 5,15 4,10 5,11 4,10 

12 6,7 2,6 6,7 2,6 

13 6,14 4,6 6,10 4,6 

14 7,8 2,8 7,8 2,8 

15 7,13 6,8 7,9 6,8 

16 8,16 8,10 8,12 8,10 

17 9,12 11 9,10 5,6,11 

18 9,15 11 9,12 7, 11,8 

19 10,11 13 10,11 3,4,11 

20 10,14 13 11,12 9,10,11 

21 11,13 13   

22 12,16 11   

23 13,14 5,6,12,13   

24 13, 16 7,8,12   

25 14,15 3,4,12   

26 15,16 9,10,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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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根据矩阵表达式的三维块体搜索 与二维块体搜索不同，通过线面矩阵表达式（表 10，）进行搜索

三维块体时，还借助面线关系矩阵（表 9，）和一个存储仅使用 1 次的线段临时矩阵。三维块体具体实

现过程如下： 

Step1：找到起始面，遍历线面关系矩

阵，找到第 1 个大于 0 的面号即为起始面

号 i，将面号乘以-1 表示该面已经使用，i

为初始面存入体数据中；找到与 i 反向循

环的面 j，将 j 中所有的边界和 i 存入临时

线段矩阵中作为搜索和结束判断依据。如

果找不到大于 0 的面号，块体搜索结束。 

Step2：如果临时矩阵中没有数据，搜

索结束；如临时矩阵中有数据，取第 1 条

线段 k 及对应面 i，在矩阵中找到第 k 行

中 i 面所在位置，该位置下一个编号 j 即

为搜索得到的下一个多边形，将面号乘以

-1 表示该面已经使用，j 存入体数据中；

找到与 j 反向循环的面 l，对 l 与临时数组

中进行判断，如果有相同编号的线段，临

时数组中删除该编号，如没有相同编号的

线段，将该线段编号和面对应编号存入临

时数组中。从新执行 step2。 

5.5 几种特殊块体的搜索 对于，凹体、环形这些可以通过一个闭合回路描述的三维块体，通过块体搜

索得到的边界指向内部的块体即为搜索结果，对于内部有孔洞且不联通的块体，搜索过程中内部孔洞

会形成两个块体，一个块体多边形内法向量指向内部，一个块体多边形内法向量指向外部，指向外部

的多边形与其它块体组合成为块体。 

6 可能进入块体边界的求解 

 

对于给定的块体A和B，通过函数GetEXEAB(Cblock A, Cblock B) 

计算可能进入边界。主要包含、  和 三类可能进入边界，计算流程

如图14所示。  

 

（a）环路 1 

 

（b）环路 2 

    

（c）环路 3 

图 12 环路搜索过程 

    

 

（a）与边界连通的内部带孔洞的块体及其搜索环路        （b）不与边界连通的内部带孔洞的块体及其搜索环路 

图 13 特殊形态块体的环路搜索 

 
图 14 特殊形态块体的环路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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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2)、C(2,0)可能进入面判断依据，vectorList中所有向量与面内法向量的点积小于零，即在

面的两侧。判断示意图见图2.9，C(0,2)流程图见图5。棱棱可能进入面判断依据，将两条棱起点平移

至原点，两条棱组成一个平面，如果两条棱的（）分别在平面的两侧，则为可能进入面。判断示意图

见图6。下面通过算例3对可能进入块体边界求结果过程及程序实现进行说明。 

块体 A、B 均通过以下数据文件描述: 

N   1   0         0                     0 

N   2   0.5       0.86602540378443865    0 

N   3   -0.5      0.86602540378443865    0 

N   4   0        0.5773502682           0.816496580927726 

A   1   1        3                      2 

A   2   1        2                      4  

A   3   2        3                      4 

A   4   1        4                      3 

通过数据处理后块体 A、B 的数据格式如表 11 所示，点、线、面编号系统如图 14 所示。 

表 11  A、B 的数据格式 

List 

<CPoint>: 

nList 

Integer ID 1 2 3 4 

 
Double 

x 0.0 0.5 -0.5 0.0 

y 0.0 0.866025 0.866025 0.577350 

z 0.0 0.0 0.0 0.816497 

List 

<CLine>: 

lList 

Integer ID 1 2 3 4 5 6 

CPoint 

p0 nlist[0] nlist[0] nlist[0] nlist[1] nlist[1] nlist[2] 

p1 nlist[2] nlist[1] nlist[3] nlist[2] nlist[3] nlist[3] 

vector 

x -0.5 0.5 0.0 -1.0 -0.5 0.5 

y 0.866025 0.866025 0.577350 0.0 -0.288675 -0.288675 

z 0.0 0.0 0.816497 0.0 0.816497 0.816497 

3D block,  

A or B 

 

Integer ID - 

Cpoint a0 

x 0 

y 0.577350 

z 0.204124 

Bool isConcave false 

List 

<CAngle> 

angleList 

ID 1 2 3 4 

 

vertex nlist[0] nlist[1] nlist[2] nlist[3] 

isConcave false false false false 

vectorlist - - - - 

alist 

[0] nlist[2] nlist[0] nlist[1] nlist[0] 

[1] nlist[1] nlist[2] nlist[0] nlist[1] 

[2] nlist[3] nlist[3] nlist[3] nlist[2] 

List 

<CPolygon> 

polyList 

ID 1 2 3 4 

 plist 

[0] nlist[0] nlist[0] nlist[1] nlist[0] 

[1] nlist[2] nlist[1] nlist[2] nlist[3] 

[2] nlist[1] nlist[4] nlist[3] nlist[1] 

inner - - - - 



 

113 

vector 

x 0.0 -0.816497 0.0 0.816497 

y 0.0 0.471405 -0.942809 0.471405 

z 1.0 -0.333333 -0.333333 -0.333333 

List 

<CDihedral>: 

diheList 

ID 1 2 3 4 5 6 

isConcave false false false false false false 

edge lList[0] lList[1] lList[2] lList[3] lList[4] lList[5] 

n0, n1 - - - - - - 

v0 

x 0.272166 -0.816497 0.544331 0.0 -0.816496 0.272166 

y 0.157135 0.471405 0.628539 -0.942809 0.157135 -0.785674 

z 0.888889 0.0 -0.444444 0.0 -0.444444 -0.444444 

v1 

x 0.816497 -0.272166 -0.544331 0.0 -0.272166 0.816497 

y 0.471405 0.157135 0.628539 -0.314270 -0.785674 0.157135 

z 0.0 0.888889 -0.444444 0.888889 -0.444444 -0.444444 

计算点 -面可能进入

边界 C(0,2)和 C(2,0)的程

序流程图如图 14 所示。 

当 i=0 时，C(0,2)计算

过程见表 12，所有 C(0,2)

和 C(2,0)的计算结果见表

13. 

 

 

 

 

 

表 12  C(0,2)计算过程,i=0 

i j k Flag 
Bool 

C(0,2) 
Sketch i j k Flag 

Bool 

C(0,2) 
Sketch 

0 0 0 =0 false 

 

0 1 0 >0 false 

 

            

（a）点                        （b）线                             （c）面 

图 13 块体几何元素编号系统 

     

 
（a）C(0,2)                        （b）C(2,0) 

图 14 C(0,2)和 C(2,0)的程序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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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1  

2 >0 2  

2 

0 <0 

ture 

 

3 

0 >0 

false 

 

1 <0 1  

2 <0 2  

Flag= A.angleList[i].vectorList[k].dot(B.PolyList[j].vector) 

表 13 点-面接触可能进入边界计算结果 

C(0,2) C(2,0) 

i j Calculating formula i j Calculating formula 

0 2 B-A+a0:B.PolyList[j]-A.anleList[i].vertor+A. a0 

( Top view) 

0 3 B-A+a0:B.angleList[i].vertor -A.polyList[j] +A.a0 

( Top view) 

1 3 1 2 

2 1 2 0 

3 0 3 1 

 

计算棱-棱可能进入边界(C(1,1)) 的程序流程图如图 15 所示。当 i=1 时，C(1,1)计算过程见表 14，

所有 C(1,1)的计算结果见表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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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棱-棱接触边界计算过程 C(1,1),i=1 

i j Flag 

Bool 

C(1,1) 

Sketch i j Flag 

Bool 

C(1,1) 

Sketch 

1 0 

i1 - 

false 

(N1=(0,0,0)) 

(Parallel) 
 

1 1 

i1 0.0 

false 

 

i2 - i2 -0.7698 

j1 - j1 -0.7698 

J2 - J2 0.0 

 

图 15 棱-棱接触边界程序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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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1 0.7698 

false 

 

3 

i1 0 

false 

 

i2 0 i2 -0.7698 

j1 0 j1 0 

J2 0.7698 J2 -0.7698 

4 

i1 0.7698 

false 

 

5 

i1 0.7698 

ture 

 

i2 0 i2 0.7698 

j1 0.7698 j1 -0.7698 

J2 0 J2 -0.7698 

 

表 15 棱-棱接触边界计算结果 

C(1,1) 

i j Sketch 

0 4 

( Top view) 

1 5 

2 3 

3 2 

4 0 

5 1 

 

在算例 3 中，A、B 均为凸体，且没有边界多边形相

互平行，计算得到的边界即进入块体的边界，即 ，如图

16 所示。 

 

 

 

 

图 16 棱-棱接触边界程序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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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进入块体边界上的有限覆盖系统 

如果块 A 的边界多边形（或段）平行

于块 B 的另一个边界多边形（或段），则

重叠的边界多边形可能存在于∂E（A，B）

中。如两个立方体之间的进入块体，该进

入块体的前面由四个边界多边形形成，每

个边界多边形对应于四个可能的接触，包

括两个线段接触，一个角-多边形接触和一

个多边形-角接触。因此，边界多边形是有

限覆盖系统并且包含四个覆盖，每个覆盖

表示一种可能的接触模式。当∂E（A，B）

中的进入多边形存在重叠区域时，需要对

其进行处理生成有限覆盖系统。 

同样通过一个简单的算例 4 描述有限

覆盖系统的计算过程。块体 A、B 均为正

六面体，其输入文件为： 

N 1  -0.5 -0.5 -0.5 

N 2  0.5 -0.5  -0.5 

N 3  0.5 0.5 -0.5 

N 4  -0.5 0.5 -0.5 

N 5  -0.5 -0.5 0.5 

N 6  0.5 -0.5  0.5 

N 7  0.5 0.5 0.5 

N 8  -0.5 0.5 0.5 

A 1 1 4 3 2 

A 2 5 6 7 8 

A 3 1 2 6 5 

A 4 2 3 7 6 

A 5 3 4 8 7 

A 6 4 1 5 8 

算例四编号系统如图 18 所示，计算得

到可能进入块体及有限覆盖系统如表 16

所示。图 19 还给出了正 8 面体的有限覆盖

系统。 

 

 

 

 

 

图 17 有限覆盖系统程序流程图 

 

（a）点                （b）线                （c）面 

图 18 算例四，点、线、面编号系统 

 

图 19 正八面体的有限覆盖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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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6  可能进入边界计算结果及有限覆盖系统 

C(0,2) C(2,0) C(1,1) 

i j i j i j i j i j i j 

4 0 0 3 0 4 3 0 4 0 0 6 

5 0 3 3 0 5 3 3 6 0 1 6 

6 0 4 3 0 6 3 4 8 0 8 6 

7 0 7 3 0 7 3 7 11 0 9 6 

0 1 0 4 1 0 4 0 6 1 1 7 

1 1 1 4 1 1 4 1 7 1 3 7 

2 1 4 4 1 2 4 4 9 1 8 7 

3 1 5 4 1 3 4 5 10 1 10 7 

2 2 1 5 2 2 5 1 3 2 0 8 

3 2 2 5 2 3 5 2 5 2 3 8 

6 2 5 5 2 6 5 5 10 2 6 8 

7 2 6 5 2 7 5 6 11 2 7 8 

  

2 3 1 1 

7 3 4 4 

8 3 5 5 

11 3 6 6 

0 4 1 1 

5 4 2 2 

9 4 5 5 

11 4 7 7 

2 5 0 0 

4 5 2 2 

9 5 3 3 

10 5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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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算例及在落石分析中的应用 

    二维进入块体如图20（a）所示，正四面体进入块体计算结果如图20（b）所示，三维进入块体如

图20（c）所示，在落石分析中的应用如图20（d）所示。 

 

9 结论 

通过程序开发实现三维E（A，B）的自动生成，具体结论如下： 

1. 在二维块体搜索算法基础上，通过改进数据格式、几何信息运算方式和点线关系矩阵存储算法，

将该算法推广到空间平面块体切割问题，并开发相应计算机程序； 

2. 借鉴二维块体搜索算法，开发了三维块体切割算法，并开发相应计算机程序； 

3. 对石根华提出的接触理论E（A，B）进行了程序实现； 

4. 将E（A，B）应用于落石运动轨迹分析中，提高了计算精度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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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1 求可能进入边界程序代码 

       //求可能进入边界 

        public static EABModeling GetEXEAB(EABModeling A, EABModeling B) 

        { 

            EABModeling EAB = new EABModeling(); 

            //求 

            int i, j, k; 

            for (i = 0; i < B.polygonlist.Count; i++) 

                for (j = 0; j < A.angleList.Count; j++) 

                { 

                    bool isCover = true; 

                    //角度向量指向面内，不是进入面 

                    for (k = 0; k < A.angleList[j].vectorList.Count; k++) 

                    { 

                        if (A.angleList[j].vectorList[k].dot(B.polygonlist[i].ni) > Math.Cos(89.9 * 

Math.PI / 180)) 

                        { 

                            isCover = false; 

                            break; 

                        } 

                    } 

                    if (!isCover) continue; 

                   //如果是进入面，重新计算坐标，存储面信息 

                    Cpolygon tempPoly = new Cpolygon(); 

                    for (k = 0; k < B.polygonlist[i].plist.Count;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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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mpPoly.plist.Add(new Cpoint(B.polygonlist[i].plist[k])); 

                    //计算新的面坐标 

                    for (k = 0; k < tempPoly.plist.Count; k++) 

                        tempPoly.plist[k] = tempPoly.plist[k] + A.angleList[j].toCenter; 

                    EAB.polygonlist.Add(tempPoly); 

                    EAB.C02.Add(tempPoly); 

                } 

            //求C（2，0） 

            for (i = 0; i < A.polygonlist.Count; i++) 

                for (j = 0; j < B.angleList.Count; j++) 

                { 

                    bool isCover = true; 

                    for (k = 0; k < B.angleList[j].vectorList.Count; k++) 

                    { 

                        if (B.angleList[j].vectorList[k].dot(A.polygonlist[i].ni) > Math.Cos(89.9 * 

Math.PI / 180)) 

                        { 

                            isCover = false; 

                            break; 

                        } 

                    } 

                    if (!isCover) continue; 

                    //如果是进入面，重新计算坐标，存储面信息 

                    Cpolygon tempArea = new Cpolygon(); 

                    for (k = 0; k < A.polygonlist[i].plist.Count; k++) 

                        tempArea.plist.Add(new Cpoint(A.polygonlist[i].plist[k])); 

                    //重新计算坐标º 

                    for (k = 0; k < tempArea.plist.Count; k++) 

                        tempArea.plist[k] = B.angleList[j].position + A.center - tempArea.plist[k]; 

                    EAB.polygonlist.Add(tempArea); 

                    EAB.C20.Add(tempArea); 

                } 

            //求C(1,1) 

            for (i = 0; i < B.lineList.Count; i++) 

            { 

                if (B.lineList[i].isConcave) continue; 

                for (j = 0; j < A.lineList.Count; j++) 

                { 

                    //求n0 

                    Cpoint n0 = A.lineList[j].e1.cross(B.lineList[i].e1); 

                    //边边平行的情况，跳过 

                    if (n0.dist() < 1e-6) continue; 

                    if (A.lineList[j].isConcave) continue; 

                    //边边判别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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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point n11 = B.polygonlist[B.lineList[i].Pidlist[0] - 1].ni; 

                    Cpoint n12 = B.polygonlist[B.lineList[i].Pidlist[1] - 1].ni; 

                    Cpoint n21 = A.polygonlist[A.lineList[j].Pidlist[0] - 1].ni; ; 

                    Cpoint n22 = A.polygonlist[A.lineList[j].Pidlist[1] - 1].ni; 

                    Cpoint e11 = n11.cross(n12).cross(n11); 

                    Cpoint e12 = n12.cross(n11).cross(n12); 

                    Cpoint h11 = n21.cross(n22).cross(n21); 

                    Cpoint h12 = n22.cross(n21).cross(n22); 

                    double a1 = e11.dot(n0); 

                    double a2 = e12.dot(n0); 

                    double b1 = h11.dot(n0); 

                    double b2 = h12.dot(n0); 

                    bool isCover = false; 

                    //线线相交判别准则 

                    if (a1 < Math.Cos(89.9 * Math.PI / 180)) 

                        if (a2 < Math.Cos(89.9 * Math.PI / 180)) 

                            if (b1 > Math.Cos(90.1 * Math.PI / 180)) 

                                if (b2 > Math.Cos(90.1 * Math.PI / 180)) 

                                    isCover = true; 

                    if (a1 > Math.Cos(90.1 * Math.PI / 180)) 

                        if (a2 > Math.Cos(90.1 * Math.PI / 180)) 

                            if (b1 < Math.Cos(89.9 * Math.PI / 180)) 

                                if (b2 < Math.Cos(89.9 * Math.PI / 180)) 

                                    isCover = true; 

                    if (!isCover) continue; 

                    //存储面 

                    Cpolygon tempArea = new Cpolygon(); 

                    Cpoint tempNode = new Cpoint(); 

                    tempArea.plist.Add(B.lineList[i].p0 + A.center - A.lineList[j].p0); 

                    tempArea.plist.Add(B.lineList[i].p0 + A.center - A.lineList[j].p1); 

                    tempArea.plist.Add(B.lineList[i].p1 + A.center - A.lineList[j].p1); 

                    tempArea.plist.Add(B.lineList[i].p1 + A.center - A.lineList[j].p0); 

                    tempArea.plist.Add(B.lineList[i].p0 + A.center - A.lineList[j].p0); 

                    EAB.polygonlist.Add(tempArea); 

                    EAB.C11.Add(tempArea); 

                } 

                int test = 3; 

            } 

            return EAB; } 

附 录 1 求进入边界的覆盖体系程序代码 

       //求进入边界的覆盖体系 

        public static EABModeling GetEABCover(EABModeling A, EABModeling B) 

        { 

            //求可能进入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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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BModeling EAB = GetEXEAB(A, B); 

            int i, j; 

            //面面平行时进行覆盖体系处理 

            List<Cpolygon> polyList1 = new List<Cpolygon>();//存储所有共面多边形的临时数组¦ 

            List<Cpolygon> polyList2 = new List<Cpolygon>();//存储处理后新的多边形的临时数组 

            //求每个面的内法向量 

            for (i = 0; i < EAB.polygonlist.Count; i++) 

                EAB.polygonlist[i].GetNi(); 

            //找到平行的面并进行面求交 

            for (i = 0; i < EAB.polygonlist.Count - 1; i++) 

            { 

                polyList1.Clear();//重置临时面数组¦ 

                polyList1.Add(new Cpolygon(EAB.polygonlist[0]));//添加第一个面作为参考面找所有与

之平行的面 

                EAB.polygonlist.RemoveAt(0);// 删除polygonlist中第1个面 

                for (j = 0; j < EAB.polygonlist.Count; j++) 

                    if (polyList1[0].ni.cross(EAB.polygonlist[j].ni).dist() < 1e-6)// 面平行 

                        if (Math.Abs((polyList1[0].plist[0] 

-B.polygonlist[j].plist[0]).dot(polyList1[0].ni)) < 1e-6)//共面 

                        { 

                            polyList1.Add(new Cpolygon(EAB.polygonlist[j]));// 存储共面的面 

                            EAB.polygonlist.RemoveAt(j);// 删除polygonlist该面 

                            j--; 

                        } 

                if (polyList1.Count > 1)// 共面的面总数大于等于2个进行相交判断 

                { 

                    List<Cpolygon> polyList3 = GetBlock.GetBlock2D(polyList1); 

                    for (j = 0; j < polyList3.Count; j++) 

                        if(!polyList3[j].isBoundary) 

                        polyList2.Add(new Cpolygon(polyList3[j]));// 存储重新划分后的多面体 

                } 

                else 

                    polyList2.Add(new Cpolygon(polyList1[0]));// 如果没有共面，直接存储 

                i--; 

            } 

            //重置EAB.polygonlist 

            for (i = 0; i < polyList2.Count; i++) 

                EAB.polygonlist.Add(new Cpolygon(polyList2[i])); 

            return EA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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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块体搜索及石根华接触理论的程序实现 

 

林兴超 1，李旭 2，汪小刚 1，王玉杰 1 

1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2 北京交通大学 

 

 

摘要 

 

岩体是水利水电工程中经常遇到的典型的非连续介质介质，

在进行非联系分析时首先要解决“接触问题”。石根华于

2015 年提出了“接触理论”，通过定义进入块体，将复杂的

块体 A 与块体 B 接触问题（三维对三维）简化为进入块体

E(AB)与参考点的相关性判断问题（三维对零维），并可以进

一步简化为多个接触边界与参考点的相关性判断（二维对零

维）。 

本论文主要介绍石根华接触理论及其程序实现，并根据接触

理论特点在原有二维块体搜索基础上实现有限覆盖体系的计

算和三维块体搜索（处理接进入边界求解中凹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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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水工隧洞混凝土衬砌裂缝监测与成因分析 

田振华 1,2，李宝石 3，王经臣 3 

（1.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北京 100048；2.北京中水科工程总公司，北京 100048；3.辽宁西北供水有限责任公司，辽宁沈阳 110003） 

摘要：本文以衬砌薄壁混凝土结构开裂为研究对象，以某水工隧洞工程为依托，进行了隧洞衬砌混凝土裂缝监测

设计，并对混凝土应力应变、温度、结构缝开度等物理量进行了实时监测。监测结果显示：衬砌在浇筑完成后一

个月内出现贯穿性裂缝，裂缝从拱肩至边墙分布，甚至延伸至整个断面，但裂缝开度较小，且无明显张开趋势。

从监测数据分析来看，薄壁混凝土散热较快，混凝土温降梯度较大，混凝土内部温度应力较高，加之混凝土表面

未进行养护，表面干缩缝进一步加剧了混凝土内部裂缝的产生，裂缝产生后衬砌混凝土应力重分布，裂缝无进一

步发展的趋势。本文通过实际工程分析了衬砌薄壁混凝土裂缝产生的原因，为工程实践提供了技术指导。 

关键词：隧洞  混凝土衬砌  裂缝  安全监测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1 研究背景 

隧洞衬砌混凝土一般都是受围岩约束极强的薄壁结构，且由于隧洞的特殊作用，一般混凝土标号

都很高，混凝土在硬化的过程中水化热的作用，致使衬砌混凝土内部温度较高；加上围岩的强约束作

用，易产生较大的温度应力[1]。对于过水隧洞而言，贯穿性裂缝对结构安全的影响是致命的；表面裂

缝和浅层裂缝在长期高水头力学和水化学作用下，极易造成裂缝的发展并造成钢筋的锈蚀，降低衬砌

结构的强度、刚度、稳定性、耐久性，并可能形成渗流通道，造成水资源浪费并危及结构安全。同时，

水工隧洞又属于地下隐蔽工程，一旦出现裂缝，修复处理工作难度大，因而危害极大[2]。 

国内外对地表大体积混凝土工程的温控研究比较深入，且越来越重视[3]；但对地下工程衬砌混凝

土温控研究却比较简浅，重视的程度远远不够，有关此方面的温控要求和规范都比较宽松，工程范例

极少。因而，对水工隧洞衬砌混凝土的防裂展开一项专门研究至关重要。 

本文以某水工隧洞工程为依托，进行了隧洞衬砌混凝土裂缝监测设计，并对混凝土应力应变、温

度、结构缝开度等物理量进行了实时监测。通过实际监测数据了解隧洞衬砌混凝土受力特点，并进一

步分析衬砌裂缝原因及预防措施。 

2 隧洞衬砌裂缝监测设计 

2.1 工程概况  隧洞全长 16 公里，断面为马蹄形，成洞洞径为 6.0m。根据围岩分类Ⅴ、Ⅳ、Ⅲ类 

围岩衬砌厚度分别为 70cm、60cm、50cm。洞室衬砌混凝土采用二级配，强度等级为 C35W12F200。

采用钢模台车浇筑衬砌，每仓 12m，跳仓浇筑，拆模时间 24 小时。 

收稿日期：                        论文未公开发表过。 

作者简介：田振华（1986-），男，河南，研究生，工程师，主要从事安全监测工作。E_mail：tianzhenhua_126@126.com 

2.2 监测点布置  隧洞衬砌裂缝监测施工布置 L1 和 L2 两个监测断面，共计 36 支监测仪器。仪器全部

采用光纤光栅式传感器，其中钢筋计 16 支，应变计 8 支，无应力计 2 支，表面裂缝计 4 支，埋入式裂

缝计 4 支，埋入式测缝计 2 支。钢筋计监测衬砌内钢筋应力，主要布置在边墙、拱顶和拱肩位置，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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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向和洞轴线方向各布置一支；应变计及无应力计用于监测衬砌混凝土应力应变，应变计与钢筋计位

置相同，沿环向布置；表面裂缝计用于监测衬砌混凝土表面裂缝开合程度，裂缝出现后垂直裂缝方向

安装；埋入式裂缝计用于监测衬砌混凝土与围岩结合的变化程度，位于顶拱和拱肩；埋入式测缝计用

于监测衬砌混凝土施工分缝的变化情况，位于两仓之间，距离底板 1.5m。观测采用自动化设备，采集

频次 1 次/h。隧洞衬砌裂缝监测仪器布置情况见图 1。 

 

图 1  隧洞衬砌裂缝监测仪器布置示意图 

2.2.1 钢筋计安装  （1）将钢筋计安装在设计图纸布置的位置。钢筋计与衬砌混凝土内的钢筋采用平

头焊接方式，在焊接过程，确保仪器部位温度不超过 50℃，不得在焊缝处浇水以免影响焊接质量。焊

接作业时对光缆进行保护，避免损伤。（2）焊接完成后，传感器光缆沿着钢筋走线，每隔 0.5 米用尼

龙扎线绑扎好，必要时重点部位可采用胶粘型式固定。（3）仪器光缆采用 PE 套管保护，引至断面保

护盒。 

2.2.2 应变计安装  （1）将应变计安装在设计要求的位置。应变计用钢筋上绑扎定位。（2）应变计埋

设时严格控制方向，安装其间须当心避免对两端块施加过大的力，以防止传感器在安装时由于超出其

量程而损坏。（3）仪器光缆的走线与保护与钢筋计相同。 

2.2.3 无应力计安装  （1）先将无应力计放置的无应力计筒内，用细铅丝将无应力计固定筒内中心位

置。然后将无应力计筒固定在埋设位置且大口朝上。（2）仪器光缆的走线与保护与钢筋计相同。 

2.2.4 埋入式测缝计安装  （1）采用电锤在围岩上钻孔，将测缝计套筒安装在钻孔内，采用界面胶粘

连紧密。（2）测缝计一端固定在套筒里，套筒填充棉花，避免混凝土浆液进入。 

2.2.5 埋入式裂缝计安装  （1）在已浇筑混凝土的仓面上钻孔安装裂缝计套筒，然后在套筒内安装裂

缝计。（2）仪器光缆的走线与保护与钢筋计相同。 

2.2.6 表面裂缝计安装  （1）衬砌混凝土出现裂缝后，在混凝土表面裂缝两侧钻孔，固定锚栓，安装

仪器支架。（2）裂缝计方向与混凝土裂缝方向垂直，将裂缝计安装在仪器的支架上。（3）仪器光缆沿

衬砌混凝土边墙走线，仪器光缆直接接入主光缆。 

3 隧洞衬砌裂缝监测成果分析 

通过对已衬砌洞段裂缝查看情况，各隧洞段已衬砌混凝土大部分裂缝为环向裂缝，且大部分位于

仓位中段，呈规律性分布；裂缝多分布于边顶拱范围，长度 12～15m，小部分为半侧裂缝，长度约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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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m；裂缝宽度 0.1～1.5mm，大部分环向裂缝为贯穿性裂缝，有渗水或钙质析出；裂缝最早出现时间

在混凝土浇筑结束后约 15 天前后出现。2015 年 5 月 27 日开始安装埋设仪器，至 2016 年 6 月 20 日为

止，隧洞衬砌各测点监测成果过程线见表图 2~图 10。 

监测成果表明： 

（1）如表 1 和表 2 所示，隧洞衬砌浇筑时环境温度在 14℃左右，混凝土入仓温度在 25℃左右，

混凝土浇筑后 24 小时以内达到最高温度，L1 断面最高温度 35℃，L2 断面最高温度 40℃。混凝土降

温主要发生在最高温升后 7 天内，降温幅度达 20℃，衬砌混凝土散热时长约 1 个月，之后混凝土温度

基本稳定，主要受环境温度影响。当前混凝土温度 11℃左右，与环境温度基本一致。 

表 1    隧洞衬砌 L1 断面混凝土温度观测成果表     

特征温度 入仓温度 最高温度 最高温升和时间 相对稳定温度 降温幅度和时间 

特征值 24.4℃ 34.9℃ 10.5℃ 21.5℃ 13.4℃ 

发生日期 2015.5.30 22:00 2015.5.31 14:00 16h 2015.6.4 10:00 4d  

 

表 2    隧洞衬砌 L2 断面混凝土温度观测成果表    

特征温度 入仓温度 最高温度 最高温升和时间 相对稳定温度 降温幅度和时间 

特征值 24.5℃ 40.4℃ 15.9℃ 22.9℃ 17.5℃ 

发生日期 2015.5.28 22:00 2015.5.29 14:00 16h 2015.6.4 10:00 6d 

 

（ 2）从埋设的无应力计来看，衬砌混凝土呈收缩状态，混凝土当前无应力应变在

-245.44με~-184.09με；随着混凝土温度降低，混凝土收缩较快，主要收缩发生在混凝土浇筑后两个月

以内；计算得出L1断面混凝土温度线膨胀系数为 8.8με/℃，L2断面混凝土温度线膨胀系数为 9.2με/℃；

混凝土应变与温度的复相关系数在 0.96 以上，混凝土自生体积变形受温度影响最大；随着温度的降低

混凝土收缩呈持续性，当前混凝土无应力应变随温度呈动态稳定状态。 

（3）从埋设的应变计来看，混凝土受力拉压不一，混凝土收缩过程中受周边约束影响，混凝土以

受拉为主，总体应变较小，应力应变主要发生在混凝土浇筑后一个月内，主要受温度影响；当混凝土

拉应变达到最大后，混凝土出现拉应变变小压应变变大的趋势；目前混凝土应力应变趋势相对稳定。

混凝土拉应变最大的部位在 L2 断面（桩号：D191+436.000）左边墙的位置，当前值为 130.24με；压

应变混凝土应变最大的位置在 L2 断面（桩号：D191+436.000），当前值在-103.07με。 

（4）混凝土钢筋应力受力拉压不一，以受拉为主，总体钢筋应力较小。混凝土浇筑初期，随着混

凝土温度的逐渐下降，钢筋应力增长较快；随着混凝土温度的相对稳定（16℃左右），钢筋应力趋于稳

定。钢筋应力最大的部位在 L2 断面（桩号：D191+436.000）顶拱和左边墙位置，当前值为 69.88MPa，

沿断面环向方向，与混凝土最大应变在同一位置，且方向一致，这可能与周围的地质条件有关。 

（5）围岩与衬砌混凝土结合缝呈张开状态，主要发生在混凝土浇筑后一个月内，与混凝土无应力

应变监测成果一致。当前最大开合度为 1.07mm，发生 L1 断面（桩号：D191+424.000）顶拱的位置，

目前总体趋势相对稳定。 

（6）混凝土施工缝呈张开状态，主要发生在混凝土浇筑后一个月内，与混凝土无应力应变监测成

果一致。随着混凝土收缩，施工缝开合度增大；目前施工缝开合度受温度影响明显，当前测值分别为

1.38 mm 和 1.16mm。 

（7）混凝土表面裂缝开合度总体趋势变小，裂缝出现后无明显扩展，目前处于稳定状态；裂缝出

现时间与混凝土应变计最大拉应变出现时间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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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 隧洞衬砌 L1 断面混凝土温度过程线                 图 3 隧洞衬砌 L2断面混凝土温度过程线 

 

图 4  隧洞 L1断面衬砌混凝土应变-时间过程线 

  

图 5  隧洞 L2断面衬砌混凝土应变-时间过程线 

 

    图 6  隧洞 L1断面衬砌钢筋应力-时间过程线                图 7 隧洞 L2断面衬砌钢筋应力-时间过程线 

 

      图 8 隧洞衬砌混凝土与围岩缝开合度-时间过程线             图 9 隧洞混凝土表面裂缝开合度-时间过程线 

 

图 10   4-6隧洞衬砌混凝土施工缝开合度-时间过程线 

4 结论和建议 

4.1 结论 （1）在混凝土浇筑后由于水泥水化热的作用导致温度快速升高，1d 左右达到最高，而后逐

渐降低到洞内平均温度。混凝土早期强度高，砼水泥早期产生的水化热也高，当内部砼温度高于外部

砼的温差大时，就容易产生裂缝。监测到的混凝土最高温度约 40℃，浇筑完成的混凝土外表面温度与

环境温度 15℃较接近，衬砌混凝土内外温差 25℃，内外温差较大是造成混凝土衬砌开裂的主要原因。 

（2）洞内外空气对流速度快，在洞口没有采取封堵的情况下砼表面干燥，水化热反应过早停止，

混凝土表面的抗拉强度低，而混凝土内部水化热还未停止，易形成混凝土应力集中而产生表面裂缝；

随着混凝土温度应力增加，表面裂缝进一步发展为贯穿性裂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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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预防措施  （1）控制混凝土原材料的温度是实现温度控制的主要手段。夏季采用了堆高骨料堆、

料场上方搭设遮阳棚、骨料洒水、预冷骨料、利用夜间低温浇筑。秋末冬初时节隧洞洞口封闭，采用

热风机洞内增温、浇筑温控全过程中跟踪。 

（2）夏季将选择在夜间浇筑混凝土，延长拆模时间并适当保温或涂抹防止水分蒸发的养护剂。混

凝土拆模后表面按照施工规范及时派专人洒水养护，控制内外温差。冬季施工则选择白天气温较高时

段浇筑。洞口处挂棉帘子保温，冬季洞内采取增温措施。 

4.3 裂缝的处理  隧洞洞身衬砌混凝土产生的裂缝基本为垂直洞轴线环向和横向分布，初步分析为不

属于危害性裂缝，为非结构性受约束温度裂缝，对结构的稳定性影响不大，但对工程的防渗和结构的

耐久性有影响。 

根据工程运行要求，结合裂缝的状况，衬砌混凝土在回填灌浆和固结灌浆后对裂缝进行处理。对

于裂缝处理采用化学灌浆和表面覆盖两种方法[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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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itoring on concrete lining Crack of Hydraulic Engineering Tunnel and 

Analysis on Its Cause 

TIAN ZhenHua1,2，LI BaoShi3，WANG JingChen3 

（1. China Institute of Water Resources and Hydropower Research, Beijing 100048, China；2.Beijing IWHR Technology Co., Ltd, 

Beijing 100048；3.Liaoning Provincial Department of Water Resources，Shenyang 110003） 

Abstract: In the paper we mainly discussed the cause of cracks appeared on the thin-wall lining of only 0.5m 

in thickness. We designed the concrete lining crack automatic monitoring system based on a hydraulic 

engineering tunnel, which was able to real-time monitor on concrete lining condition such as concrete stress 

and strain, temperature, and crack deformation and so on. The monitoring results shows that the cracks 

appeared on the tunnel vault, the left and right spandrel, left and right side-wall in one month after concrete 

pouring and expended the whole wall. But the cracks opening were small and didn’t enlarge. Based on the 

monitoring data we found that concrete heat dissipation was quick and the temperature dropped 20℃ in 

7days, which caused higher internal stress in the concrete lining. When internal stress is bigger than the 

strength of the concrete, lining cracks appear. In addition, lacking of concrete lining surface curing is another 

reason that causes dry shrinkage of lining surface and generates surface shrinkage cracks, which joint to 

concrete internal cracks and generate penetrating cracks. Due to cracks generating, concrete lining stress 

redistribute and the cracks don’t enlarge. The paper analyzes the causes of concrete lining crack generating 

and proposes the crack preventive measures and treatment mothed, which is a guidance for engineering 

practice. 

Keywords: tunnel  concrete lining  crack  safety monit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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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工隧洞混凝土衬砌裂缝监测与成因分析 

 

田振华 1，2，李宝石 3，王经臣 3 

1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工程师，从事大坝安全监测工作 

2 辽宁西北供水有限责任公司，高工，从事安全监测和机电设备工作 

3 辽宁西北供水有限责任公司，工程师，从事安全监测和机电设备工作 

 

摘要 

 

本文以衬砌薄壁混凝土结构开裂为研究对象，以某水工隧洞

工程为依托，进行了隧洞衬砌混凝土裂缝监测设计，并对混

凝土应力应变、温度、结构缝开度等物理量进行了实时监测。

监测结果显示：衬砌在浇筑完成后一个月内出现贯穿性裂缝，

裂缝从拱肩至边墙分布，甚至延伸至整个断面，但裂缝开度

较小，且无明显张开趋势。从监测数据分析来看，薄壁混凝

土散热较快，混凝土温降梯度较大，混凝土内部温度应力较

高，加之混凝土表面未进行养护，表面干缩缝进一步加剧了

混凝土内部裂缝的产生，裂缝产生后衬砌混凝土应力重分布，

裂缝无进一步发展的趋势。本文通过实际工程分析了衬砌薄

壁混凝土裂缝产生的原因，为工程实践提供了技术指导。 

 

关键词 

关键词：隧洞；混凝土衬砌；裂缝；安全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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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水力击穿对砾石土心墙坝的影响分析 

张幸幸，邓刚，温彦锋，汪小刚，于沭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流域水循环模拟与调控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市 100048) 

摘要：已有的试验研究表明，常用于填筑心墙的砾石土在高孔隙水压力作用下的破坏形式是没有明显方向性的水力击

穿。本文提出了一个在有限元计算中模拟水力击穿的方法，并用于模拟某在建高心墙堆石坝填筑和蓄水过程中的应力

变形。模拟结果表明，高心墙堆石坝在填筑施工过程中心墙内积累的高孔压可形成水力击穿的条件，但绝大部分水力

击穿发生在填筑施工的过程中，并不危及坝体的安全，反而促进了心墙的排水固结。在施工较快的情况下，坝体填筑

完成时可能仍在某一高程残留有高孔压区，对心墙的应力分布有较大影响。 

关键词：心墙堆石坝；水力劈裂；水力击穿；砾石土；孔隙水压力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1 概述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挪威的Hyttejuvet和Viddalsuatu、英国的Balderhead等心墙堆石坝在首次蓄水

的过程中出现了渗漏量突然增大的现象，Kjaernsli和Torblaa
[1]
、Lo和Kaniaru

[2]
等研究者认为是心墙发生

了水力劈裂而导致的，因而水力劈裂长期被认为是心墙堆石坝安全的巨大威胁。为了研究土体水力劈裂的

机制和控制条件，几十年来国内外研究者开展了大量的试验研究：Bjerrum等
[3]
和Murdoch等

[4]
通过向粘土

试样盒内注入压力水观察到了劈裂缝的产生； Djarwadi等
[5]
、Lo和Kaniaru

[2]
等大量研究者采用三轴仪、

朱俊高等
[6]
等采用真三轴仪进行试验来研究水力劈裂发生的应力条件，大量试验结果表明试样发生水力劈

裂时的孔隙水压力与围压或小主应力接近。 

为了改善心墙的力学性能，现代高心墙堆石坝多采用砾石土，即掺入一定比例砾石的粘土，来填筑心

墙。有关试验研究表明，砾石土在高孔隙水压力下的破坏形式与砾石含量有关，陈愈炯等
[7]
和刘令瑶等

[8]

均指出，当砾石含量（直径大于5mm的颗粒含量）小于15%时，试样中产生明显的劈裂面，破坏形式为“水

力劈裂”；而当砾石含量大于20%时，试样的破坏形式与经典意义上“水力劈裂”不同，不会出现劈裂面，

而是呈没有明显方向性的集中渗漏，即破坏形式为“水力击穿”。 

此外，一些心墙堆石坝的监测资料显示，心墙在填筑施工的过程中，其内部会形成较高的孔隙水压力。

Hyttejuvet从施工填筑到首次蓄水完成，坝顶下21m 处监测到的心墙内孔隙水压力和土压力一直明显高于

上游库水压力
[9]
。在国内小浪底、鲁布革、瀑布沟等心墙坝工程的施工和初次蓄水过程中

[10-13]
，均观测到

心墙内有较高的孔隙水压力，其对应的水柱高度均高过其上覆坝体的厚度。从孔压和应力条件判断，这些

大坝的心墙中是具备发生水力击穿的条件的，但除Hyttejuvet外，大部分心墙堆石坝都安全运行。也就是

说，高孔隙水压力并不一定给心墙坝的安全带来威胁，是否会发生类似Hyttejuvet的破坏现象，可能与心

墙内孔压和应力的演化过程有关。 

本文提出了一种在有限元计算中模拟水力击穿的方法，并用于模拟某高心墙堆石坝施工和蓄水过程中

的应力变形性状。通过对模拟结果的分析说明，在填筑过程中高堆石坝的心墙内会积累较高的孔隙水压力，

形成水力击穿的条件，但绝大部分水力击穿在填筑的过程中即已发生，并不威胁坝体安全， 

收稿日期：                             未公开发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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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促进了心墙的排水固结，改善了心墙的应力状态；在施工较快的条件下，也可能在心墙内残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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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小范围的高孔压区，其发生水力击穿排出孔隙水的过程对心墙的局部应力变形有比较显著的影响。 

2 砾石土水力击穿的模拟方法 

2.1 水力击穿发生的条件  有关发生水力劈裂临界水压力的确定，大量学者分别从弹性理论（Lo和

Kaniaru
[2]
 、Bjerrum等

[3]
）、弹塑性理论（Andersen等

[14]
）、裂缝扩展理论（Murdoch

[4]
、Adachi等

[15]
、 Wang

和Liu
[16]

、李全明等
[17]

）、试验经验（Jaworski等
[18]

、Ghanbari和Rad
[19]

）等出发，提出了不同的计算方

法。但这些计算方法推导时多针对试样中产生劈裂面的情形，并没有考虑破坏形式为水力击穿的情况。 

Jaworski等
[18]

曾对粘土的水力劈裂压力提出如下形式的经验公式： 

3f tp m                                         (1) 

其中 σt 可以看做粘土的抗拉强度。刘令瑶等[8]也用该式来拟合砾石土发生水力击穿时的临界压力，

得m=0.86。实际上，试验中砾石土的水力击穿压力也受到注水速率的影响，针对刘令瑶等的试验，仅考虑

注水速率为60kPa/min的试验结果，有m=1.05，σt =20kPa，考虑注水速率为240kPa/min时，则有m=0.893，

σt =190kPa。试验表明注水速率增大时测得的劈裂压力增大，但实际心墙内的孔压上升速率，无论是由填

筑引起还是蓄水引起，均远慢于试验过程，因此本文将水力击穿的条件简化为： 

3 3 0fu                                           (2) 

上式类似于一些研究中采用的水力劈裂判据，还有学者进一步建议采用总小主应力与外水压力之差是

否小于零作为判据。实际中，孔隙水压力与外水压力（即坝前库水压力）往往存在差异，前文已述及，很

多工程的心墙内孔隙水压力实际上高于同高程处坝前库水压力，因此，采用心墙土的有效小主应力是否小

于零，或总小主应力与孔隙水压力之差是否小于零来作为水力击穿的判断条件，较总小主应力与外水压力

之差，更加合理。 

2.2 水力劈裂前心墙的渗透系数 对于高度在 300m 级的高堆石坝，其填筑完成后坝体内大主应力 σ1 最大

可达 5～6 MPa，小主应力 σ3 最大可达 2 MPa 以上。堆石、反滤和过渡区的渗透系数受应力条件的影响较

小，而心墙料在高应力作用下容易被进一步压密，渗透系数会随之减小，有关研究表明，在 0～2MPa的应

力范围内砾石土的渗透系数可变化 1～2 个数量级，因此有必要考虑渗透系数的非线性。采用文献[20]中

的下述形式的公式描述渗透系数 

3
0

0.1 a

k k
p






 
  

 
                                      (3) 

其中pa为标准大气压。对本文所述堆石坝心墙料，有 k0=1.2×10
-6
cm/s和α =0.925。 

式（3）中当有效小主应力
3 0   时，渗透系数 k  ，这显然不符合实际情况，因此采用如下形式

的处理： 

   
 0 3

0

0.1 ,ak p
k

k




 
 


                                     (4)

 

2.3 水力击穿的模拟方法 考虑到水力击穿发生时通过试样的渗流量突然增大，集中渗水通道呈点状分布

且没有明显的方向性，可以假定水力击穿位置处土料渗透系数突然增大，并且这种增大没有明显的方向性，

在有限元计算中，采用下述处理方式来近似模拟水力击穿前后土体的渗透特性： 

1）在达到水力击穿的临界条件前，即
3 0   时，土体的渗透系数按平时处理； 

2）在达到水力击穿的临界条件后，即
3 0   时，土体的渗透系数按放大一个较大的倍数来处理。 

考虑水力击穿的可能性后，心墙的渗透系数按照下述模式确定 

如果
3 0.1 ap   

如果
3 0.1 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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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在这一模式中，如果水力击穿发生后，孔隙水排出，有效应力恢复至
3 0   ，土体的渗透系数也恢复

至正常水平。 

3 对高心墙堆石坝模拟 

3.1 计算模型和方法    根据坝体的设计剖面和地形，建立了三维有限元模型，如图 1所示，该模型全部

采用 8节点六面体单元（包括退化单元），共有 21494个节点、21472个单元。 

计算采用基于比奥固结理论的流固耦合计算方法。坝体填筑材料的应力应变关系均采用邓肯 EB 模型

描述，该模型共 8 个模型参数，包括 2个强度参数，以及 K、Kur、n、Kb、m 和 Rf 这 6个变形参数。其中

心墙采用 Mohr-Coulomb 强度准则，强度参数为 c、φ0 ，其他材料考虑强度包线的非线性，应用 Leps
[21]

采用的两个强度参数 φ0、Δφ。所有坝体填筑材料的邓肯 EB 模型参数列于表 1。 

 

 

表 1 坝体填筑材料的邓肯 EB模型参数 

材料分区 
渗透系数

（cm/s） 

密度

(kg/m
3
) 

Rf c φ0 Δφ K Kur n Kb m 

心墙 非线性 2205 0.8 130.5 33 —— 430 800 0.45 350 0.38 

反滤 0.005 1960 0.7 —— 50.1 8 850 1700 0.31 460 0.09 

过渡 0.03 2078 0.7 —— 53.2 7.5 1260 2520 0.3 680 0.11 

堆石 0.1 2127 0.8 —— 56.4 9.1 1400 2800 0.28 770 0.1 

 

计算模拟时将施工级简化为分 24 级施工，每级填筑坝高约为 13m。填筑完成后按照大约 15m/月的水

位上升速率一次蓄到正常蓄水位，如图 2所示。 

 

图 1 有限元模型 

X

Y

Z

如果
3 0.1 ap   

如果
30 0.1 ap   

如果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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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计算结果和分析  为了便于比较说明，采用 2个计算方案进行对比。方案 1中同时考虑了心墙中渗透

系数的非线性和可能的水力劈裂（击穿）作用，即心墙的渗透系数按照式（5）所示的计算模式来处理。

方案 2为对比方案，采用的有限元网格、材料参数等条件与方案 1完全相同，唯一的区别在于方案 2中未

考虑可能发生水力劈裂的可能性，即对比方案中渗透系数是按式（4）所示的计算模式来处理的。 

图3显示了方案1计算得到的坝体刚刚填筑完成时（竣工期）心墙内的孔压分布和有效小主应力分布状

况，图4则绘制了方案2计算得到的竣工期心墙内的孔压和有效小主应力的分布情况。可以看到，在心墙渗

透系数较小的条件下，心墙内部会产生较高的孔隙水压力，在两个方案中，心墙内的最大孔隙水压力对应

的水头均超过坝高。如果不考虑水力击穿的可能性，则在心墙内部的大部分区域都有
3 0   ，即图4（b）

所示的情形。而实际上，
3 0   小于零的区域内会发生水力击穿，其中绝大部分发生在填筑施工的过程中，

先达到
3 0   的区域会先发生水力击穿，从而高压孔隙水被排出，孔隙水压力降低，有效小主应力恢复，

至坝体填筑完成时，有可能残存的
3 0   的区域也会缩小在一个很小的高程范围内，即图3（b）所示的情

形。 

 

 

  

（a）孔压（100kPa）         （b） 3  （MPa） 

图 3 方案 1竣工期心墙内的孔压和有效小主应力分布 

 

图 2 模拟采用的填筑和蓄水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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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水完成后（满蓄期），如果不考虑水力击穿的可能，心墙下部的大部分区域，仍有
3 0   ，即图5

（b）所示的情形。而考虑水力击穿的可能性后，则心墙内绝大部分区域的有效小主应力已经为正，但可

以看到，竣工期残留的
3 0   的区域附近，应力分布与周围仍有很明显的不同，这个区域的小主应力仍然

偏小，如图5（a）所示，相应的这个区域的抗剪强度较小，水平位移也较大。竣工期残留的
3 0   的区域

中的孔隙水被排出的时候，会出现一过性的渗流量增大的现象，如果此时库水位已达到一定高度，很容易

被误认为是心墙出现了裂缝，导致库水沿裂缝的渗漏。 

 

填筑施工过程中发生的水力击穿，可使得心墙内的高压孔隙水提早排出，在一定程度上减小了心墙内

的孔隙水压力，改善了应力状态，也相应的减小了坝体的变形。在本文的案例中，考虑水力击穿影响后，

坝体竣工期的最大沉降约减小了7.3%，蓄水后的最大顺河向水平位移约减小了11.2%。 

4 总结和讨论 

本文提出了一种在有限元计算中模拟砾石土在高孔隙水压力作用下发生水力击穿的方法，并模拟了某

在建高心墙堆石坝填筑施工和蓄水时的应力应变形状。通过模拟发现，在高心墙堆石坝的填筑施工过程中，

心墙内产生的高孔压可以形成水力击穿的条件，但绝大部分水力击穿发生在填筑施工的过程中，因此并不

危及坝体的安全，相反促进了心墙的排水固结，改善了心墙的应力状态。如果填筑施工过程较快，也可能

在坝体填筑完成时，仍残留有有效小主应力
3 0   的区域，这个区域对局部应力分布影响很大，可能形成

一个相对薄弱的区域，其对坝体安全的具体影响有待于进一步的分析。 

本文对心墙内高孔压引起水力击穿现象的模拟是初步的，还有一些不完善之处，主要表现在：1）目

前对水力击穿这种破坏模式的研究资料不多，本文采用的水力击穿的判据仅是部分试验总结的结果，还有

   

（a）方案 1         （b）方案 2 

图 5 满蓄期心墙内的有效小主应力 3  分布（MPa） 

 

（a）孔压（100kPa）         （b） 3  （MPa） 

图 4 方案 2竣工期心墙内的孔压和有效小主应力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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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进一步研究；2）本文假设发生水力击穿后，如有效应力恢复，则土体的防渗性能会恢复到水力击穿前

的水平，这一假设尚未在试验中得到证实，实际情况也可能是防渗性能有一定程度的恢复，但不一定能完

全恢复到水力击穿前的水平，如果发生类似Hyttejuvet工程中大量细颗粒被带出的情形，心墙的防渗性能

也可能会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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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of hydraulic penetration 

 on composite clay core dam  

Zhang Xingxing，Deng Gang，Zhang Yinqi，Zhang Yanyi，Yu Shu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Simulation and Regulation of Water Cycle in River Basin, China Institute of Water 

Resources and Hydropower Research，Beijing 100048，China) 

Abstract:. Experimental study has shown that the failure mode of the composite clay which is commonly used to 

fill the core wall is non-directional hydraulic penetration. This paper presents a method to simulate hydraulic 

penetration approach in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The method is applied to analyze the stress-strain behavior of an 

under-construction high composite clay core dam.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high excess pore pressure induced by 

construction can form the condition of hydraulic penetration, yet hydraulic penetration usually occurs in the 

process of filling construction, does not harm the dam safety, but to promote the consolidation of core wall. 

Under a rapid construction, residual high pore pressure will remain in at a certain height of the clay core, which 

has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stress distribution of the core wall.       

Key words: earth core dam; hydraulic fracture; hydraulic penetration; composite clay; pore pressure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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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力击穿对砾石土心墙坝的影响分析 

 

张幸幸 1，邓刚 2，温彦锋 3，汪小刚 4，于沭 5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岩土工程研究所 

 

 

摘要 

 

摘要文字例： 

 

已有的试验研究表明，常用于填筑心墙的砾石土在高孔隙水

压力作用下的破坏形式是没有明显方向性的水力击穿。本文

提出了一个在有限元计算中模拟水力击穿的方法，并用于模

拟某在建高心墙堆石坝填筑和蓄水过程中的应力变形。模拟

结果表明，高心墙堆石坝在填筑施工过程中心墙内积累的高

孔压可形成水力击穿的条件，但绝大部分水力击穿发生在填

筑施工的过程中，并不危及坝体的安全，反而促进了心墙的

排水固结。在施工较快的情况下，坝体填筑完成时可能仍在

某一高程残留有高孔压区，对心墙的应力分布有较大影响。 

 

关键词 

心墙堆石坝；水力劈裂；水力击穿；砾石土；孔隙水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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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第13届青年学术交流会论文 

文章编号：  

天荒坪抽水蓄能电站上库沥青混凝土面板老化现状研究 

汪正兴 1，郝巨涛 1,2，刘增宏 1 
(1.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北京 100038； 2.流域水循环模拟与调控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38) 

摘要：天荒坪抽水蓄能电站是我国首个采用沥青混凝土进行全库防渗的大型抽水蓄能电站，于 1998 年建成并投入使用，截

至 2015 年已运行 17 年。本文通过对上水库沥青混凝土面板进行现场检测和取样检测，研究了面板的老化状况。并通过室

内紫外光加速老化试验，研究了封闭层的老化规律。检测结果表明，面板常年裸露区大部分区域的封闭层已经老化脱落，

未脱落的封闭层也老化严重。防渗层芯样试验表明，防渗层的防渗性能依然良好，防渗层沥青混凝土的老化主要集中在表

层 10mm。文章最后还对如何延缓面板进一步老化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抽水蓄能电站；沥青混凝土；老化；封闭层；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1 前言 

沥青混凝土具有优异的防渗性能和适应基础变形的能力，被广泛应用于各种水利水电防渗工程[1]，是

目前抽水蓄能电站的主流防渗型式之一[2]。沥青混凝土中的石油沥青在温度、光照等外界因素的作用下，

会逐渐老化，变硬变脆。沥青的老化会导致沥青混凝土变形能力的降低，严重时甚至会导致沥青混凝土面

板开裂、渗漏。因此了解沥青混凝土面板的老化状况对于水库的运行管理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 

国内外的研究结果表明，沥青混凝土面板的老化一般只发生在表层 1cm，面板封闭层的老化可加速面

板沥青混凝土的老化。法国 Trapan 坝运行 11 年后对防渗层取芯样，从芯样回收沥青检测表明，防渗层表

层 0-5mm 沥青针入度由 66 下降到 29，5-10mm 层针入度下降到 46，而防渗层中部针入度下降到 45。若

考虑沥青在施工过程中的老化，法国 Trapan 坝运行 11 年后，防渗层 5～10mm 深度和中部的沥青性质几

乎没有变化，只是在表层部位（0～5mm）有微小的变化[3]。日本沼原水库运行 31 年后，沥青面板的弯曲

性能、回收沥青的针入度、软化点、DSR 以及红外光谱试验结果都表明，沥青面板老化程度沿厚度方向

为：上部＞中部≥下部，上部老化严重。同时，表面封闭层脱落和未脱落部位回收沥青的针入度和红外光

谱试验结果表明封闭层脱落部位的老化程度较大，封闭层可以减缓面板防渗层上部的老化[4]。 

天荒坪抽水蓄能电站是我国首个采用沥青混凝土进行全库防渗的大型抽水蓄能电站，于 1998 年建成

并投入使用，截至 2015 年已运行 17 年。本文对上水库沥青混凝土面板运行 17 年后的老化状况进行了现

场检测和取样检测。检测了封闭层的破损情况并对部分区域的封闭层沥青玛蹄脂进行了取样检测，对常年

裸露区的防渗层进行了取芯，检测其物理性能和回收沥青的性能指标。同时进行了封闭层室内紫外光加速

老化试验，研究了其老化规律。 

收稿日期：2016年 9月 8 日，论文发表于中国大坝工程学会 2016 年学术年会 

基金项目： SM0145B44201600000 沥青防渗面板老化识别、寿命评估方法及修复技术研究 

作者简介：汪正兴（1984-），男，籍贯安徽，硕士，工程师，主要从事沥青混凝土防渗技术研究。E_mail:johnnywzx@163.com 

2 现场检测及取样 

2.1 封闭层破损情况  经对封闭层现场检查发现，整个库盆封闭层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破坏。破坏以主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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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最为严重，其次为北库岸和东库岸，西库岸相对最轻。 

根据封闭层破损情况，现场发现可将封闭层按高程分为两个区，▽898m 以上为 A 区，以下为 B 区，

A 区为封闭层破损区，B 区为封闭层外观完整区。根据破损情况可将 A 区进一步分层 A1 区（常年裸露区）

和 A2 区（水位变幅区）。 

A 区整体封闭层破损，A1 区封闭层呈竖向条带型破损，未受水流作用的部位破损相对较小，受汇流

水（包括喷淋水、雨水、温泉排放水等）冲刷部位相对严重。见图 1。 

 

 图 1 典型封闭层分区破坏图 

 

  图 2  典型常年裸露区（A1）封闭层外观 

A2 区为水位变动区，封闭层破损情况比 A1 区更为严重，该区除经受 A1 区所受的阳光照射和汇流水

冲刷外，还承受库水位变动冲刷作用，见图 3。 

 

图 3 典型水位变动区（A2）封闭层外观 

B 区封闭层受库水及水库淤泥保护，封闭层外观较完整，具体老化情况不详，见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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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典型 B 区封闭层外观 

上述情况表明，天荒坪上库封闭层已出现较大范围破坏。以高程划分，A2 区破坏最严重，有相当区

域封闭层已不存在；A1 区（常年裸露区）破坏程度轻于 A2 区，主体呈竖向条带状破损。下部（B 区以

下）外观完整，破损情况不详。 

2.2 现场取样  为了了解天荒坪上库沥青混凝土面板的老化状态，对面板的封闭层和防渗层进行了取样。

封闭层取样采用小型铣刨机进行，取样位置为高程▽905m，桩号 K1+260、K0+701、K0+420 三个部位，

如图 5 所示。防渗层取样位置为高程▽905m，桩号 K1+260，共取Φ30cm 芯样两个，Φ10cm 芯样三个。

防渗层取样的部位表面封闭层已基本完全脱落。 

 

图 5 防渗层及封闭层取样部位 

 

图 6 封闭层取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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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防渗层取芯 

 

3 室内试验内容 

3.1 防渗层芯样试验  对 2 个Φ30cm 芯样，由表及里沿厚度切割 3 层，见图 8。0-10mm 为表层，14-54mm

为上层， 60-100mm 为下层。 

 

图 8 芯样沿厚度方向切割示意图。B-表层；S-上层；X-下层 

对上层和下层都切割小梁弯曲和冻断试件，小梁弯曲试件的尺寸为 250mm×40mm×35mm，冻断试

件的尺寸为 200×40mm×40mm。根据试件尺寸及切割机刀片厚度，每层芯样可切割成 3 个弯曲试件和 3

个冻断试件，2 个芯样共切割出 12 个弯曲试件和 12 个冻断试件，见图 9。 

 
图 9 芯样切割示意图 

对 3 个Φ10cm 芯样，只切割保留防渗层部分，将防渗层部分切割成高度 6.5cm 的圆柱体试件进行渗

透试验。 

对防渗层芯样上层和下层的试件进行小梁弯曲和冻断试验（TSRST），表层由于受试件尺寸限制未进

行试验。小梁弯曲试验条件为 5℃，加载速率为跨中弯曲应变速率 4.4×10-5/s；冻断试验条件为在 10℃下

恒温 30mins，然后按 30℃/h 的速率降温。 

B S X 

（mm） 54 100 60 14 1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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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研究防渗层沥青的老化程度，对防渗层各层芯样采用三氯乙烯进行溶解，再用高速离心分离将其

中的矿料过滤掉，然后采用旋转蒸发仪法回收沥青溶液中的沥青，对回收的沥青测试针入度、软化点、黏

度等指标。 

3.2 封闭层取样试验  为了研究天荒坪上库封闭层沥青的老化程度，对取回的封闭层样品首先采用三氯乙

烯进行溶解，再用高速离心分离将其中的矿粉过滤掉，然后采用旋转蒸发仪法回收沥青溶液中的沥青，对

回收的沥青测试针入度、软化点、黏度等指标。 

3.3 封闭层室内加速老化试验研究  为了研究封闭层沥青玛蹄脂的老化规律，在室内进行了加速老化试验。

天荒坪上库的封闭层沥青玛蹄脂配比为：沥青:矿粉=3:7，库坡部位的封闭层沥青采用的是沙特阿拉伯 B45

沥青。由于天荒坪上库并未留存当年施工时封闭层使用的沥青玛蹄脂，也未留存封闭层使用的沙特 B45

沥青。因此采用与沙特 B45 性能指标接近的中海油道路 50 号沥青进行替代试验，按照相同的配比配制封

闭层样品。沙特 B45 沥青与中海油道路 50 号沥青的检测结果见表 1。 

由于现场封闭层暴露在外面，老化主要受紫外线影响，因此室内采用紫外光加速老化试验。试验样品

规格为在金属片上涂刷 2mm 厚的薄膜。为了研究不同紫外光强度和温度对老化速度的影响，试验采用 1.55 

w/m2（@340nm，约为 2 倍太阳辐射）、0.68 w/m2（@340nm，夏季正午）、0.35 w/m2（@340nm，相当于

三/九月的日光）等三种不同光强和 45℃、50℃、55℃三种不同温度条件共组合 9 组试验。在老化进行到

100h、200h、300h、400h、500h 时，分别按照 3.2 节中的方法取样进行各项试验。由于道路 50 号沥青的

25℃针入度较小，为了更好的比较老化前后的差异，因此对老化前后样品统一测试 35℃针入度。 

表 1 沙特 B45 沥青与中海油 50 号沥青指标对比 

 指标 沙特 B45 中海油-50 

老化前 

针入度 35-50 37 

软化点 54-59 53 

脆点 ≤-6 -10 

延度(25℃) ≥40 53 

含蜡量 ≤2 1.2 

溶解度 >99 99.8 

闪点 >230 >230 

薄膜烘箱后 

质量损失 ≤1.0 0.2 

软化点升高 ≤5 3.2 

针入度比 ≥70 74.3 

脆点 ≤-5 -7 

延度 ≥15 18 

 

4 试验结果及分析 

4.1 防渗层芯样试验结果  防渗层芯样试验结果见表 2，表中老化前的弯曲应变试验数据为天荒坪上库施

工时检测的数据[5]，但施工时并未进行冻断试验。为进行比较，采用现场留存的防渗层用 B80 沥青重新拌

制沥青混凝土进行了冻断试验。防渗层回收沥青的试验结果见表 3。 

表 2 防渗层芯样试验结果 

位置 
密度 

（g/cm3） 
平均值 

孔隙率 

（%） 
平均值 

弯曲应变 

（5℃，%） 
平均值 

冻断温度 

（℃） 
平均值 

上层 
2.414 

2.416 
1.46 

1.39 
3.14 

3.13 
-32.8 

-32.9 
2.419 1.26 3.00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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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1 1.59 2.80 -34.0 

2.415 1.42 2.72 -32.9 

2.426 0.99 3.14 -31.3 

2.41 1.61 4.00 - 

下层 

2.418 

2.421 

1.3 

1.18 

4.00 

3.68 

-32.4 

-33.4 

2.424 1.04 3.60 -32.5 

2.417 1.35 3.96 -31.8 

2.419 1.25 3.81 -35.7 

2.418 1.29 2.91 -34.8 

2.43 0.82 3.78 - 

老化前 - - - - 3.74 3.74 -35.5 -35.5 

 

表 3 防渗层芯样不同深度回收沥青指标 

试件所处部位 针入度（25℃） 软化点（℃） 黏度（135℃，mpas） 

B80原样沥青 78 45.5 450 

表层 0-10mm 45 55.3 740 

上部 14-54mm 62 50.0 570 

下部 60-100mm 63 50.1 530 

从表 2 的试验结果可以看出，经过 18 年的老化后，防渗层沥青混凝土芯样的孔隙率仍能满足<3%的

核心要求。芯样上层和下层的弯曲应变分别从老化前的 3.74%降为 3.13%和 3.68%，分别下降了 16%和 1.6%；

芯样上层和下层的冻断温度分别从老化前的-35.5℃上升至-32.9℃和-33.4℃。说明防渗层面板上层和下层

都有一定程度的老化，但上层老化程度较大。 

3 个Φ10cm 芯样渗透试验的结果都为不渗水，说明经过 17 年的老化，防渗层的防渗层性能依然良好。

这与芯样的孔隙率测试结果也是一致的。当沥青混凝土的孔隙率<3%时，防渗层能保证不透水。 

从表 3 的试验结果可以看出，防渗层表层 10mm 沥青针入度由 78 降为 45，上部 14-54mm 沥青针入

度由 78 降为 62，下部 60-100mm 沥青针入度由 78 降为 63，软化点和黏度测试结果也存在相似的结果。

防渗层表层 10mm 老化较为严重，上层和下层老化程度较轻，如果考虑到沥青在施工过程中的老化，则防

渗层上层和下层几乎没有老化。芯样回收沥青的试验结果与弯曲及冻断试验结果基本一致。 

4.2 封闭层取样试验结果从封闭层中回收的沥青各项指标试验结果见表 4。 

表 4 封闭层取样试验结果 

位置 针入度（25℃） 软化点（℃） 延度（15℃，5cm/min） 黏度（135℃，mpas） 

K1+260 4 95 0 40000 

K0+701 6 90 0 35000 

K0+420 6 91 0 36000 

试验中发现，从现场取回的沥青玛蹄脂中回收的沥青在常温下已相当硬、脆。回收沥青的指标测试也

证实这一点，沥青延度为 0，针入度也几乎为 0，而黏度相当于普通沥青的 60 倍左右。天荒坪上水库封闭

层采用的是沙特 B45 沥青，由于没有施工时的检测数据，现场也没有留存 B45 沥青，只能根据 B45 沥青

的指标标准进行比较。B45 沥青的三大指标范围为其针入度为 35-50，软化点为 54-59℃，延度（25℃，

5cm/min）≥40。可以看出，这些部位封闭层中的沥青相比当年施工时已经严重老化。 

沥青混凝土面板表面的封闭层，主要用于保护防渗层，延缓其老化。封闭层的破损必然会加速防渗层

的老化。因此国外的沥青混凝土防渗工程中，一般每隔 10-15 年会对封闭层进行一次修复。 

4.3 封闭层加速老化试验结果  9 种试验条件下的封闭层加速老化试验结果见表 5，不同光强、温度下的

性能指标-老化时间关系曲线见图 10~15。 



 

145 

 

表 5  封闭层加速老化试验结果 

试验

温度 
辐照度 指标 

老化时间（h） 

0 100 200 300 400 500 

45℃ 

1.55w/m2 

针入度（35℃） 102 78 66 56 50 47 

软化点 53.0 56 58 60 61.5 62.5 

黏度 660 1200 1600 2000 2300 2800 

0.68w/m2 

针入度（35℃） 102 89 79 71 65 63 

软化点 53 55 57 58 58.5 59 

黏度 660 1000 1200 1500 1800 2200 

0.35w/m2 

针入度（35℃） 102 94 87 81 77 76 

软化点 53 54 54.5 55 55.5 55.5 

黏度 660 800 1000 1200 1400 1700 

50℃ 

1.55w/m2 

针入度（35℃） 102 77 66 55 49 46 

软化点 53 56.5 58.5 60 61.5 63 

黏度 660 1200 1700 2100 2400 2900 

0.68w/m2 

针入度（35℃） 102 88 78 70 64 63 

软化点 53 55.5 57.5 58 59 59.5 

黏度 660 1000 1300 1600 1900 2300 

0.35w/m2 

针入度（35℃） 102 93 87 80 76 75 

软化点 53 54 54.5 55.5 56 56 

黏度 660 800 1000 1300 1500 1800 

55℃ 

1.55w/m2 

针入度（35℃） 102 76 66 55 48 46 

软化点 53 56.5 58.5 60.5 62 63 

黏度 660 1300 1700 2200 2500 3000 

0.68w/m2 

针入度（35℃） 102 87 78 70 63 62 

软化点 53 55.5 57 58.5 59 59.5 

黏度 660 1000 1300 1600 2000 2300 

0.35w/m2 

针入度（35℃） 102 92 86 80 76 74 

软化点 53 54 55 55.5 55.5 56 

黏度 660 850 1100 1200 1500 1800 

 

图 10 针入度与紫外老化时间关系（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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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软化点与紫外老化时间关系（55℃） 

 

图 12 黏度与紫外老化时间关系（55℃） 

 

图 13 针入度与紫外老化时间关系（1.55 w/m2） 

 
图 14 软化点与紫外老化时间关系（1.55 w/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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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黏度与紫外老化时间关系（1.55 w/m2） 

从试验结果可以看出，在 45℃~55℃范围内，温度对老化的影响很小。这和以往的研究结论较为符合。

诺特尼尔斯用沥青的甲苯溶液进行的氧化研究表明，在较低的温度(20℃~80℃)时，温度变化对沥青的光

氧化速度基本没有影响。因为在较低的温度时，光量子的能量远大于热能，紫外光辐射的作用很明显，而

热氧化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5 ] 。一般在夏季阳光直射的情况下，沥青混凝土面板的表面温度也不会超过

80℃。 

在同一温度条件下，针入度随着老化时间逐渐降低，软化点和黏度随着老化时间逐渐升高。老化速度

随着紫外辐射强度的升高而升高。 

一般老化过程中，材料的物性与老化速率之间存在如下关系[ 7 ] ： 

ktPf )(                                   （1） 

f(P)-物性函数； 

k-反应速率； 

t-老化时间； 

    对于不同的材料性能指标，可能会有不同的物性函数 f(P)。反应速率 k，对于热老化通常采用阿雷尼

乌斯经验公式， )exp(
RT

Ea
Ak


 。或采用修正的阿雷尼乌斯公式，反应速率 

)exp(
RT

Ea
ATk m 

                             （2） 

A-速率常数； 

T-绝对温度； 

m-指数； 

Ea-活化能； 

R-普适气体常数； 

 

对于紫外老化，反应速率可以采用如下类似形式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exp(
RT

Eu
CUk


                              （3） 

C-速率常数； 

U-紫外辐射强度； 

а-指数； 

Eu-紫外活化能； 

R-普适气体常数； 

T-绝对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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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温度小于 80℃时，温度对老化速率的影响很小，因此在温度小于 80℃时，Eu/R≈0。 CUk  。

即紫外老化速率与紫外辐射强度之间为指数关系。 

材料的物性函数 f(P)一般采用指数或对数形式的经验公式， 

对于紫外老化，根据上述关系曲线，若取 

)ln()( bPaPf                               （4） 

a,b-系数 

P-性能指标 

则 

tCUbPa  )ln(                             （5） 

即 

BtCUAP  )exp( 
                           （6） 

对不同紫外辐射强度条件下的老化数据按上式拟合，可以得到不同紫外辐射条件下的老化速率 k。 

CUk                                  （7） 

CUk lnlnln                             （8） 

将不同紫外辐射强度下的 lnk 与紫外辐射强度 U 按直线拟合即可得到指数α和常数 C，从而可得到紫

外老化方程。 

以针入度为例，根据不同紫外辐射强度下的针入度-老化时间关系拟合得到的老化参数见表 6。 

 
图 16 针入度与紫外老化时间关系拟合曲线 

表 6 不同紫外辐射强度下的老化参数 

紫外辐射强度 1.55 0.68 0.35 

老化速率 k 0.00205 0.00119 6.90903E-4 

A 87.06133 89.95094 93.28611 

B 10.97302 9.98042 7.12046 



 

149 

 

 
图 17  Lnk 与 lnU 关系拟合曲线 

根据表 6 中的数据，可以计算出 C=-0.001516，α=0.72808。对于参数 A，B 可取三个紫外辐射强度

下的平均值，得到 A=90.099，B=9.358。于是得到以针入度（35℃）为参数的封闭层紫外老化方程为 

358.9)001516.0exp(099.90 72808.0  tUP
                 （9） 

如果有现场的紫外辐射强度数据，根据式（9）就可以计算任意老化时间后的封闭层沥青针入度（35℃）。

但是目前国内的已建工程都没有安装太阳辐射观测设备，因此笔者也建议相关工程安装观测设备以研究封

闭层的老化进程。 

5 结论及建议 

（1）经过 17 年的老化，沥青混凝土防渗层的防渗性能依然良好。防渗层芯样上层和下层的弯曲应变

分别从老化前的 3.74%降为 3.13%和 3.68%；芯样上层和下层的冻断温度分别从老化前的-35.5℃上升至

-32.9℃和-33.4℃。说明防渗层面板上层和下层都有一定程度的老化。回收沥青试验结果表明，防渗层老

化主要集中在表层 10mm，上层和下层的老化程度较轻。 

（2）天荒坪抽水蓄能电站上水库沥青混凝土面板封闭层老化较为严重，已经出现大面积的破损，同

时未破损区域的封闭层也老化严重。建议对上水库的封闭层进行修复处理，以延缓防渗层的老化。 

（3）封闭层室内紫外光加速老化试验表明，在 45℃~55℃范围内，温度对老化的影响很小。在同一

温度条件下，针入度随着老化时间逐渐降低，软化点和黏度随着老化时间逐渐升高。老化速度随着紫外辐

射强度的升高而升高，老化速度与辐射强度间呈指数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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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ageing status of asphalt concrete facing-slab of Tianhuangping 

pumped storage power station 

Wangzhengxing1，Haojutao1,2，Liuzenghong1 
(1.China institute of water resources and hydropower research，Beijing  100038； 2.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simulation and regulation of water cycle，Beijing 100038) 

Abstract：Tianhuangping pumped storage power-station(PSP) is the first large PSP in China which used asphalt 

concrete as anti-seepage on the whole reservoir basin. It has been built and put into use in 1998 ,17 years up to 

now. The ageing status of the facing-slab was researched in this paper by field inspection and sampling test. And 

the ageing rule of the seal-coat was researched through UV accelerate ageing test in lab. The results show that 

most of the seal-coat at the exposed area has been felt off, the rest seal-coat are aged seriously. Test results of 

anti-seepage layer show that its anti-seepage property are still good, the ageing is focused on the 0-10mm of the 

anti-seepage layer. At the end, suggestions are given to slow down the ageing of the asphalt concrete facing-slab. 

Keywords：Pumped storage power station；asphalt concrete；aging；seal-co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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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第十三届青年学术交流会 

 

天荒坪抽水蓄能电站上库沥青混凝土面板老化现状研究 

汪正兴 1，郝巨涛 1,2，刘增宏 1 

1.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北京 100038；  

2.流域水循环模拟与调控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38  

 

 

摘要 

 

    天荒坪抽水蓄能电站是我国首个采用沥青混凝土进行全

库防渗的大型抽水蓄能电站，于 1998 年建成并投入使用，截

至 2015 年已运行 17 年。本文通过对上水库沥青混凝土面板

进行现场检测和取样检测，研究了面板的老化状况。并通过室

内紫外光加速老化试验，研究了封闭层的老化规律。检测结果

表明，面板常年裸露区大部分区域的封闭层已经老化脱落，未

脱落的封闭层也老化严重。防渗层芯样试验表明，防渗层的防

渗性能依然良好，防渗层沥青混凝土的老化主要集中在表层

10MM。文章最后还对如何延缓面板进一步老化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 

抽水蓄能电站；沥青混凝土；老化；封闭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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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第13届青年学术交流会论文 

文章编号：  

铜头拱坝外部变形观测资料分析 

范哲1,2，卢正超1,2 

(1.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结构材料研究所, 北京市 100038； 2. 流域水循环模拟与调控国家重点实验室, 北京市 100038) 

摘要：本文根据建立的位移监测统计模型对铜头拱坝外部变形观测资料进行了分析。通过对大坝坝体位移观测点三个

方向的位移采用逐步回归分析的方法分别建立了单测点位移监测统计模型。此外，对坝体水平方向的位移还建立了二

维位移分布统计模型与单点位移混合模型。监测资料分析结果表明，铜头拱坝外部变形观测精度较往年有所下降，但

位移变化具有良好的规律性，受温度变化影响显著，部分测点时效分量出现异常，需加强关注。 

关键词：拱坝；外部变形；资料分析；安全监测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1 研究背景 

铜头拱坝位于四川省雅安地区芦山县思延乡、青衣江支流宝兴河上，距雅安市 45km。由混凝土双曲

拱坝、泄洪隧洞、埋藏式引水压力管道及水电站厂房等建筑物组成，是一座以发电为主的水利水电工程。

总库容2250万m3，装机容量8万 kw。大坝为混凝土三心双曲薄拱坝，最大坝高75.00m，坝顶高程 761.50m，

坝底高程 686.50m [1]。大坝正常蓄水位 760.00m，设计与校核洪水位均为 760.20m，死水位为 755.0m。工

程为三等工程，水工永久主要建筑物按三级设计，次要建筑物按四级设计。铜头拱坝水电站为引水式发电，

大坝下游常年基本无水。为监测大坝外部变形，在大坝坝体下游面共设位移测点 28 个。所有测点均兼测

水平向位移和垂直位移。位移测点的分布如错误!未找到引用源。所示。 

 
图 1 铜头拱坝下游面位移观测点 

 

收稿日期：                             论文未公开发表过。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5159252）  

作者简介：第一作者范哲（1985-），男，辽宁人，博士，工程师，主要从事水工建筑物安全监测工作。E_mail:fanzhe@iwh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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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统计模型的建立 

监测资料分析是大坝安全监测的重要内容，通常分为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
[2]
。定量分析通常采用对观

测数据建立统计模型、确定性模型和混合模型的方法来实现。本文以环境量作为自变量，以位移观测量作

为因变量，采用逐步回归数理统计分析方法建立监测统计模型。同时还对大坝上下游方向的变形观测资料

建立了二维分布模型和混合模型，不但从空间上更为直观地反映了各测点间位移变化的内在联系，而且从

物理力学角度上明确了模型的物理意义。根据建立的不同模型，对大坝变形的观测精度进行评价，阐述大

坝变形的原因并且预测大坝的变形趋势。 

通常，大坝上任一点在时刻的变形，主要受水压、温度与时效的影响。因此，可以将大坝变形表示成

水位分量、温度分量和时效分量的组合形式： 

                                  = ( ) ( ) ( )H T t                                   （1） 

式中 表示位移，H 表示上游水位，T 表示温度，t 表示时间。各分量采用如下形式的因子： 

（1）水位分量：H、H2、H3和 H4。 

（2）温度分量：共设两类因子，一类为周期因子，包括 sin(s)、cos(s)、sin2(s)、sin(s)cos(s)，其中 s=2πt′/365，

t′为测时日期距分析起始日期的时间长度（单位：天）。另一类为测时前期平均气温，包括 T7、T15、T30、

T60、T90、T120等，下标表示所取测时前的时间长度（天），这类年周期因子的特点是随时间增加，变化趋

于光滑，变幅趋于减小，相位向后拖延。由于所分析的时段内坝体温度正在向稳定温度过渡中，因此采用

上述两类温度因子时，实际上将温度分量分成了两个部分。所设因子只能描述气温条件引起的变形部分，

而趋势性变化部分将归结到时效分量中。 

（3）时效分量：t、ln(1+t)、e-kt。其中 t=t′/30，t′同前。将上述共 17 个因子组成回归方程，采用逐步

回归法求解得到最终方程。 

3 基于统计模型的监测资料分析 

分别对铜头大坝的三个方向位移进行单点统计模型分析。规定位移方向：Y向为上下游水平方向，向

下游方向为正；X向为左右岸水平方向，向左为正；Z向为垂直方向，向下为正。首先对观测数据进行可靠

性检查，对实测数据中存在的粗差和系统误差进行必要的处理，同时对测量的偶然误差进行估计，对其是

否能满足实际分析工作的需要做出评价。 

3.1 Y向位移统计模型分析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给出了上游水位与坝顶各个测点 Y 方向的测值过程线。

坝体外部变形测点 C1~C16 起测于 1995 年 9 月 1 日，增设测点 C43~C54 起测于 2000 年 5～6 月，模型分

析时段取为 2005 年 6 月~2014 年 6 月。从图中可以看到，整个测值序列以规律性年周期变化为特征，即

气温是测值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各测点的位移测值变幅在 5.3~18.1mm 之间，最大变幅出现在拱冠梁顶

部 C13 测点。测值年周期变化规律明显，变幅较大的测点中，向下游方向变化的最大测值出现在 1-3 月份，

最小值出现在 7-8 月份。测值变化符合正常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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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上游水位与坝顶测点Y向位移测值过程线 

对 28 个测点 Y 向水平位移 2006 年 7 月 22 日之后的测值进行了统计模型分析。28 个测点中有 15 个

测点可以建立统计分析模型，有 13 个测点建立不了有效的统计模型，且这些测点多为坝体底部及左右岸

边界的测点，测值变幅较小。复相关系数小表明这些测点与影响因素（周期及趋势性）相关关系并不显著，

测量的偶然误差为测值变化的主要成分，或者说相对于观测误差的量值而言测点基本稳定。对这些测点的

统计模型分析相当于趋势性分析。从各点的测值回归过程线可以明显地看出，温度分量为位移测值变化的

主要成分。各测点的温度分量变幅在 0～10.34mm 之间，最大值出现在坝顶 C13 测点。图 1 给出了代表

性测点 C13 回归结果过程线。时效分量的量值及变化形态是评价结构性态的主要依据。从统计模型的分

析结果来看，15 个测点中的 11 个有一定的时效变化，量值在 1.14～6.9mm 之间，最大的几个时效分量值

出现在 750.0m 高程中部 C8 和 C13~C16 测点，其它测点仅受水位、气温影响，表现为可恢复的弹性变化。

位移残差自 2008 年以后随着时间的增加变大，说明观测精度变差。对有时效分量的几个测点的 2011 年以

后的测值做了进一步的回归分析，以了解近 3 年来的时效变化情况，分析结果表明绝大多数测点仍具有时

效分量。代表性测点（C13、C8、C15）回归结果过程线中时效分量在 2.90~5.15mm 之间。 

 
图 1 C13测点Y向位移回归结果过程线 

3.2 X 向位移统计模型分析  对坝顶观测精度较高的几个点的 X 向水平位移建立单点监测模型，模型各

分量过程线如图 2 所示。从图中可知，各测点回归结果中均未选入水位分量，现有的运行条件下，水荷

载作用对 X 向位移变化影响不明显。测值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年周期温度变化，各测点变幅在 1.81～

2.96mm 之间。另外，几何位置相对应的测点 C11 与 C14、C12 与 C15 温度分量的过程线呈上下对称关系，

对应测点的变幅及相位稍有差别。分析时段内仅 C14 一个测点出现了一定的时效变形，变幅为 0.93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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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761.5m高程部分测点X向位移统计模型各分量过程线 

3.3 Z 向位移统计模型分析  对坝顶观测精度较高的几个点的 Z 向水平位移建立单点监测模型.从 Z 向位

移统计模型各分量过程线（图 3）可以看出，761.5m 高程测点没有选入水位作用因子，表明水位荷载对 Z

向位移影响已不显著。温度分量变幅在 1.24～3.71mm 之间，同一高程测点变幅呈对称分布。从各分量过

程线中可以看到坝顶高程各测点年周期变化相位基本一致。多数测点的回归方程中选入了测时前 30 天平

均年气温因子，表明垂直位移与短期气温过程有一定关系。坝顶高程的几个测点在分析时段内总体有不大

的下沉的时效变形，量值在 0.0～1.34mm 之间，最大变幅出现在拱冠梁顶部 C10 测点。垂直位移分析和

水平位移的分析结果相同，随着时间的推移各测点测值剩余标准差有增大趋势，高程较低测点的垂直位移

测值没有呈现出明显的年周期变化规律。 

 

图 3 761.5m高程部分测点Z向位移统计模型各分量过程线 

3.4 二维分布模型分析  拱坝各变形测点在外界条件影响下所产生的位移之间有一定的内在联系，这种联

系是由结构特性以及荷载条件所决定的，传统的单点模型不能直接定量的反映出这种联系。此外，由于单

点模型受其局部的影响（结构因素及测量因素），当对各单点模型分析结果进行综合时，可能会出现一些

不合理的现象。 

分布模型充分利用位移观测中同一项目的多个测点的测值序列，对监测信息加以定量的综合[3]。这种

模型的出发点是假设坝体位移分布是连续的，在此前提下研究和建立各坝段在外荷载作用下的位移变化之

间的统计相关关系。从这种统计中可以直接得到分析人员所关心的分布曲线或曲面，此外，利用实测资料

建立起这种统计相关关系后，进一步通过检查这种关系是否稳定来达到对大坝运行状态进行判断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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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模型的建模方法大致如下。坝体的变形分布曲线，在水位（H）、温度（T）和时效（t）三个主要

影响因子中加入空间位置变量（X, Y），则坝体任一点的位移可表示为 ( , , , , )H T t X Y  。根据荷载作

用的叠加原理： 

( , , , , ) ( , , ) ( , , ) ( , , )H T t X Y H X Y T X Y t X Y                         （2） 

其中 H, T, t 分别为与水位、温度、时效有关的变量或函数。上式中的三部分都是非线性三元函数，可作为

广义线性回归的问题来求解。采用幂级数组成的三元多项式来逼近原函数，将三个部分展开的三元多项式

组成一个总体方程，仍视为线性问题求解。得到最终线性方程后，恢复原变量形式便可得到含有 X, Y 与

各影响因素的分布模型。 

对 C1~C16 中测值变幅较大的 14 个测点进行了二维分布统计模型，基准日期取在 2002 年 7 月 24 日，

截止日期为 2014 年 6 月 21 日，分析时段内共 170 测次。测时为 2013 年 10 月 22 日。回归方程的复相关

系数为 0.893，剩余标准差为 1.24mm。图 4为代表性测时模型计算值与实测值比较分布图，从中可以看到

模型有很好的空间拟合效果。分布模型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测量因素所产生的局部影响，所给出的计算值

分布更接近坝体整体变形的实际情况。通过二维分布模型分析可以看到，铜头大坝在外荷载作用下有着良

好的整体性变化特征，包括测点变形之间的空间连续性、一致性以及对称性等等。这也是通过二维分布模

型分析所希望说明的主要问题。 

 

图 4 二维位移分布图 

 

3.5 混合模型分析  混合模型的核心是用有限元法计算荷载作用下的效应量，并研究计算效应量与实测值

的拟合问题[4]。本文所采用的混合模型是水压分量由有限元模型确定，而温度分量和时效分量采用数理统

计原理进行确定的混合模型。采用混合模型一方面可以克服统计模型外延预报效果不佳，另一方面可以减

少确定性模型计算量太大的缺点。混合模型的方程组成如下： 

=X F( ) ( ) ( )H T t                                  （3） 

其中 F(H)为根据有限元方法计算出的不同水位下的位移值拟合成的水位与位移关系式；X=EC0/EC。X

为调节参数，EC0为有限元方法所取坝体弹模，EC 为对坝体平均弹模的估计值。其它项同前。X 值的大小

反映出了有限元计算的水位分量与实测分量的差异程度。混合模型还可以采用更复杂的形式分别对坝体和

基础平均弹模进行调节。根据国内外长期使用混合模型的经验，对拱坝来说，仅设置对坝体的调节参数便

能得到很好的分析结果。混合模型温度和时效的因子集和统计模型相同，和统计模型不同的是水位分量因

子由前述 F(H)根据对应的水位来形成。所得水位分量相当于对 F(H)做出了等比例的调整。以拱冠梁测点

C13 的 Y 向位移为例，混合模型分析时段为 2000 年 7 月 21 日~2014 年 6 月 21 日。从图 5中可见，方程具

有很好的回归效果，复相关系数、标准差及各分量变幅与统计模型分析结果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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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测点C13混合模型回归结果过程线 

4 结论 

本文对铜头大坝外部变形测点三个位移方向分别建立了单点统计模型。此外，对上下游方向的水平位

移还建立了二维位移分布模型以及上下游方向的混合模型。通过不同模式的位移监测模型预测了坝体结构

位移的发展趋势并对位移变化的原因给出了合理的解释。其中，测点二维位移分布模型考虑了测点间的相

互关系，它的建立可以更加直观地反映坝体位移在空间分布上的统计特性。 

统计模型分析结果表明： 

（1）大坝外部变形观测数据基本可以反映大坝实际变形性态，但从 2008 年以后观测数据精度在下降，

且测点位移变幅增大，需采取相应的措施提高观测精度。 

（2）坝体在外荷载作用下的变化有很好的规律性，位移沿空间分布表现出了连续性及对称性。各向

位移主要受年气温变化影响，表现出了稳定的周期性变化。 

（3）通过各种模型分析发现的异常时效变化，表明坝体位移还有进一步发展的趋势，需重点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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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Analysis of the External Displacement of Tongtou Arch Dam 

FAN Zhe
1,2

, LU Zhengchao
1,2 

（1. China Institute of Water Resources and Hydropower Research, Department of Structures and Materials, Beijing, 

100038 2.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Simulation and Regulation of Water Cycle in River Basin,100038） 

Abstract: The analysis of the monitoring data of Tongtou arch dam by establishing the displacement monitoring 

statistical model is carried out in this paper. The single displacement statistical model was established by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method based on three dimensional displacement of the dam. Moreover, the two 

dimensional displacement distribution statistical model and single displacement hybrid model were also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 horizontal displacement of the dam. The monitoring analysis results show that despite of 

the lower measuring accuracy, the displacement presents to be a good regularity. The displacement is mainly 

caused by temperature.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time effect component of some measuring points turned out to be 

abnormal, and need to be paid more attention. 

Key words: arch dam; external displacement; data analysis; safety monit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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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第十三届青年学术交流会 

 

铜头拱坝外部变形观测资料分析 

 

范哲 1,2 卢正超 1,2  

1.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结构材料研究所 

2. 流域水循环模拟与调控国家重点实验室 

 

摘要 

 

本文根据建立的位移监测统计模型对铜头拱坝外部变形观测

资料进行了分析。通过对大坝坝体位移观测点三个方向的位

移采用逐步回归分析的方法分别建立了单测点位移监测统计

模型。此外，对坝体水平方向的位移还建立了二维位移分布

统计模型与单点位移混合模型。监测资料分析结果表明，铜

头拱坝外部变形观测精度较往年有所下降，但位移变化具有

良好的规律性，受温度变化影响显著，部分测点时效分量出

现异常，需加强关注。 

关键词 

拱坝；外部变形；资料分析；安全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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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第13届青年学术交流会论文 

文章编号：  

小湾水电站库盘变形及对大坝工作性态影响研究 

周秋景1，张国新1 

(1.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流域水循环模拟与调控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38) 

摘要：水库蓄水后库盘将产生变形，并对拱坝工作性态产生影响。以小湾特高拱坝为例进行研究。首先对库盘资料进

行分析，建立大尺度和精细网格两套模型，然后根据库盘沉降资料反演基础弹性模量，给出库盘整体变形规律。在插

值得到精细模型变形边界条件后，结合坝体径向实测变形，反演近坝基岩和坝体混凝土弹性模量。最终采用仿真分析

方法计算库盘变形对大坝工作性态的影响。结果表明：(1)水位越高，库盘变形越大，大坝上游和右岸沉降大于下游

和左岸沉降，最大沉降约50mm；(2)河谷高高程变窄，低高程变宽，临界点高程普遍低于该位置水面高程，河道不同

位置高程有所不同，建基面附近临界点高程在1150~1200m高程之间；(3)考虑库盘变形时，大坝径向变形最大减小约

6%。库盘变形对拱坝整体应力、坝内温度裂缝状态及缝面应力影响均不明显，原因应在于库盘变形主要导致坝体及近

坝基础产生一近似刚性的整体变形，而非坝体本身发生较大的屈曲变形。  

关键词：大坝；小湾水电站；拱坝；库盘变形；工作性态；仿真分析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1 引言 

高坝大库是目前我国水电工程建设的突出特点，特高拱坝坝高和库容分别达到 200m 和 100 亿 m3以

上，包括已建成的锦屏 I 级（305m）、小湾（294.5m）、溪洛渡（285.5m）、拉西瓦（250m）、二滩（240m）、

构皮滩（232.5m）、大岗山（210m）以及在建的白鹤滩（289m）、乌东德（270m）。这些巨型拱坝大坝基

础条件复杂，在巨大静水压力作用下，基础和大坝的变形、应力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超出现有设计规范

涵盖范围。为确保大坝长期运行的安全，必须对高坝工作性态的各种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包括大坝裂

缝问题[1]、坝踵应力问题[2]、温度回升及影响问题[3]、初次蓄水问题[4]、材料耐久性问题[5]、库盘变形问题

等[6]。 

国外在上世纪对水库变形及对大坝影响进行了相关研究[7]。如对坝高 221.3m、库容 357 亿 m3的胡佛

拱坝水库变形进行了 4 次大范围的观测和分析（60Km×60Km 以上），结果显示水库水体重心附近沉降最

大，向周边逐渐减小，变形分布规律和变形值受水库形状、水库蓄水量、地质岩性、淤积体分布及厚度、

断裂带分布等影响，最大沉降变形值在 170-200mm。对 285m 高的格兰德 .迪克桑斯坝和 200m 高的科尔

布莱恩坝分析表明
[8]
，坝址区附近库底和库壁基岩在静水压力作用下会产生沉降变形，这种沉降在坝上游

一段距离处最大，引起坝基向上游转动，从而消减坝体由于坝面水压作用产生的向下游变形，使得一般计

算变形大于实际变形；另一方面，水库水压作用可能会使河谷宽度增加，坝体长度增大，从而使得坝体产

生一定大小的向下游变形。水库基岩沉降对重力坝坝顶变形影响较大，但对坝体应力影响不明显；对拱坝

坝顶变形影响较小，但由于拱坝为超静定结构，对大坝坝踵和坝趾应力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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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自 70 年代开始关注水库变形问题，水库在水压作用下均产生沉降变形[9]，如丹江口水库蓄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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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沉降约 70mm，新丰江水库约 90mm，龙羊峡水库约 50mm，三峡水库约 40mm，沉降变形大小同样

受多种因素影响，但普遍表现出水库水体重心点沉降最大，随着距库心的距离增大而减小。近坝区基岩变

形受地形地质以及岩体性质等影响，如葛洲坝大坝蓄水使基岩产生的压缩变形占总变形量的约 10%[10]，

但有个别工程在蓄水后，基岩存在抬升变形，如江垭大坝[11]。2014 年以来，小湾、溪洛渡以及锦屏等高

坝开始蓄水，蓄水后小湾拱坝库盘沉降明显[12，13]，最大监测沉降变形约 40mm，溪洛渡拱坝库盘沉降最

大监测值约 28mm[14]，但两座高坝库盘沉降变形监测范围较小，水体重心点未在监测范围内。 

尽管水库库盘变形受到关注，且根据基岩和坝体变形资料，基础弹性模量可以得到反演，库盘变形量

可以得到大致估计[15]，但由于中小型水库库盘自身变形较小，同时限于监测资料、分析手段和分析能力

的限制，对库盘自身变形规律的研究十分缺乏，更进一步，库盘变形对大坝工作性态的影响研究更少见于

文献报道。在库容和坝高较小时，基岩变形及影响可能比较有限，但在库容和坝高较大时，影响可能会在

一定程度上加大。为清楚掌握特高拱坝库盘变形规律及对高拱坝工作性态的影响，需要对如下问题进行深

入研究：（1）库盘自身变形规律、变形大小；（2）库盘变形模拟方式，包括库盘尺度、基岩弹模和水压作

用方式选取等；（3）库盘变形对大坝影响，包括变形、应力和缝的状态等。 

近期水电水利规划设计研究总院联合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河海大学等对库盘变形规律以及影响

进行系统研究，包括库盘形状、基岩性质、水库容量、蓄水速度等对库盘变形的影响以及库盘变形对大坝

工作性态的影响[12，13,16]。本文为研究成果一部分，以监测资料完整、坝高库大的小湾拱坝为例，首先对

库盘和大坝变形监测资料进行分析，然后建立大小两套网格模型，对基岩和混凝土弹性模量进行反演，进

而采用大模型计算得到整个库盘大范围变形规律，在此基础上采用插值的方法得到小模型的位移边界条件，

研究库盘变形对大坝变形、应力和裂缝状态等工作性态的影响，，给出相应评价。 

2 监测变形规律分析 

小湾水电站坝址位于云南省大理州南涧县和临沧地区凤庆县交界的澜沧江中游河段上，在其支流黑惠

江交汇口下游 1.5km 处。水库正常蓄水位高程为 1240m，形成东西两支水库：东支支流黑惠江水库，库长

123.7km；西支干流澜沧江水库，库长 178km。库盘沉降监测从坝址上游 1km 至坝址下游 4km，图 1 为监

测点布置概况，整个库盘变形监测网的水准点总数是 33 个，其中左岸 16 个、右岸 17 个，具体测点编号

和距大坝距离见表 1；大坝上游水库区布置 15 个水准点，布置高程在 1245m～1400m，下游布置 18 个水

准点，布置高程在 1020m～1400m 之间。 

2008年库盘开始监测，在2009～2012年蓄水位不断升高过程中，库盘沉降量逐渐增加，图2和图3分别

为左、右岸测点在上下游方向的沉降情况，可见库盘整体表现为沉降变形，且坝体上游库盘沉降变形大于

下游，右岸沉降变形大于左岸，最大变形监测值约40mm。库盘上游沉降变形大于下游，原因在于坝体上

游一定距离处水体最重，造成该处沉降变形最大，其余部位沉降变形小，周边均向该处倾斜，与国内外其

它库盘变形监测规律一致。右岸沉降变形大于左右，原因可能主要在于右岸澜沧江主河道水体明显大于黑

惠江支流河道水体，从而使得右岸沉降变形大于左岸沉降变形。 

 

图 1 小湾库盘变形监测布置 

 

 

 

表 1 小湾库盘测点编号及距坝距离 

左岸测点编号 距大坝距离(m) 右岸测点编号 距大坝距离(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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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K01 
-1560 

BMK13 
-1280 

BMK02 
-1180 

BMK16 
-1070 

BMK03 
-950 

BMK15 
-980 

2-19 
-760 

BMK12 
-970 

BMK04 
-340 

2-22 
-670 

BMK05 
-130 

2-10A 
-500 

BC01 
210 

2-24 
340 

BMK06 
570 

2-18A 
590 

2-13A 
904 

2-14 
1550 

2-01A 
2030 

2-16 
1810 

2-17 
2310 

BMK09 
2820 

J01 
2610   

2-15 
2820   

BM01 
2920   

J03A 
3350   

BMK07 
4210   

 

 

图 2 小湾水库左岸测点变形规律（沉降值为正表示抬升变形；距坝体距离为正表示下游） 

 

 

图 3 小湾水库右岸测点变形规律（沉降值为正表示抬升变形；距坝体距离为正表示下游） 

3 库盘模拟方法及变形模量反演分析 

3.1 库盘模拟方法  库盘变形问题长期以来缺乏深入研究，因此在模拟方式方法上没有比较成熟的理论。

为准确有效模拟库盘变形问题，需要解决如下问题：（1）模型中基岩尺度取值问题；（2）库水压力作用方

式问题；（3）基岩参数反演分析问题等。 

目前在对大坝工作性态进行数值分析时，网格尺度普遍较小，一般基岩尺度在三个方向上均在大坝坝

高的 3 倍以内，中小型拱坝基础尺寸更小，这种普遍采用的小尺寸基础模型无法反映库盘变形的规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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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水电站蓄水后库长可达 100km 以上，完全按照水库大小进行模拟显然会导致模型太大或过于粗糙，模

拟效率和效果存在问题。通过不同尺度模型计算比较，平面尺寸在 30km 以上时，基岩沉降变形基本趋于

稳定，研究中基础平面尺寸取 30km。深度方向随着深度增大，表面测点间变形差值逐渐趋于稳定，比较

表明模型深度大于 5km 时计算精度能够满足要求，模型深度取 5km。小湾库盘模型如图 4，该模型中考虑

了坝前最大的 F7 断层，其它断层予以忽略，共有单元 83 万，节点 93 万。 

在水压作用下，库盆产生变形。考虑到基础岩体裂隙网格十分复杂，大规模山体裂隙和渗流通道难以查清，

渗流参数、渗流边界条件难以确定，蓄水过程中渗流发展过程也难以确定，同时小湾拱坝库底基岩较完整，

渗透性较小，因此这里不采用渗流方式而以库盆面压方式进行计算。有研究结果表明[17]，小湾坝址区山

体的地下水位均为浅埋型，即筑坝前山体大部分处于饱和状态，仅有浅表处于非饱和状态，蓄水后库盆增

加的压力主要是水库水重，因此采用库面水压进行计算应该是合适的。 

3.2 变形模量反演分析  为取得符合实际的计算成果，需要对变形模量进行反演分析。具体方法是在给定

基础岩体变形模量初值 0E 后，取弹性模量变化系数 ik ，有： 0EkE ii  ，当 ik 变化时会有一系列 iE 值，

通过计算，得到一系列库盘沉降结果。根据n 个实测沉降成果 cid 和计算沉降成果 mid ，建立均方差函数： 





n

i
cimii ddkf

1

2)()(          (1) 

当 )( ikf 最小时，所取变形模量认为是最优的. 

小湾拱坝基础变形模量基准值见表2，基础弹性模量系数在0.8～2.0之间取值，坝体弹性模量取设计

值，计算中不变化，最终得到弹性模量系数与均方差关系曲线，如图5，据此得到变形模量取1.18时合适，

后续模拟计算均按照此结果进行。 

表 2  基岩和混凝土弹性模量基准值 

材料分区 弹性模量/GPa 

深部基岩（距建基面1000m以外） 50 

浅部基岩（距建基面300m以外） 25 

坝周基岩（建基面300m以内） 18 

岩体断层（考虑大的断层） 2 

坝体混凝土 23.5 

 

 

图 5 基岩弹性模量系数与均方差关系曲线 

30

35

40

45

50

55

60

0.6 0.8 1 1.2 1.4 1.6 1.8 2 2.2

均方差

弹性模量系数

 

图 4 小湾拱坝库盘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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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库盘变形规律分析 

采用上述网格模型和反演力学参数计算得到库盘变形。计算结果表明：（1）上游库盘由于承受水压较

大，沉降变形明显，在正常蓄水位静水压力作用下，相对监测不动点坝前最大沉降变形为51.6mm，在坝

前约2.5km处。其中澜沧江主河道沉降变形稍大，支流黑惠江沉降变形稍小，即右岸沉降变形略大于左岸。

（2）上下游方向上由于上游库水重量巨大，而下游基本为天然河道，因此表现为近坝基础明显前倾，坝

踵坝趾均存在向上游变形，其中坝踵部位变形较大，坝趾部位变形较小。图6为整体变形云图。（3）左右

岸方向，库岸向两侧的变形低高程和高高程并不一致。低高程在静水压力作用下表现为河谷变宽，即库岸

向两侧变形；高高程未直接受到静水压力作用，同时由于下部基础沉降变形影响，表现为河谷变窄，即库

岸向中间变形，坝前和坝后河道均有这种变形现象，沿拱冠梁上游顶点左右切面变形矢量见图7。在河道

不同位置河谷变宽和变窄的临界点高程是不同的，临界点高程一般稍低于该位置水面高程；水位越高，临

界点高程越高；建基面附近位置，变宽和变窄的临界点高程约1150~1200m。（4）库盘沉降变形及左右岸

横向变形大小与水库蓄水位高低直接相关，蓄水位越高，沉降变形越大，河谷下部变宽程度越大。（5）坝

前F7断层对库盘沉降变形变化规律有一定影响，使得两侧岩体沉降呈现不连续性，断层的存在在一定程度

上改变了建基面位置的倾斜程度。 

 

图 6 小湾库盘整体沉降变形/m 

 

   

  （a）大范围矢量图（1000倍）                     （b）局部矢量图（5000倍） 

Sap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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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左右岸方向变形矢量图（坝前 500m） 

5 库盘变形对拱坝工作性态影响 

以计算得到的大尺度库盘变形为基础，通过插值方法得到精细模型边界变形，将该变形作为初始条件，

同时考虑自重荷载、水压荷载和温度荷载等，采用结构多场仿真与非线性分析软件Saptis[18、19]进行计算，

分析库盘变形对拱坝工作性态的影响。该计算模型为常规计算尺寸，基础上下游和左右岸方向约4倍坝高，

下部基础约1.5倍坝高，模型见图8。计算中不考虑材料的非线性特征，简化考虑为完全线弹性。 

 

图 8 精细网格模型 

5.1 近坝基础和坝体混凝土弹性模量反演  基岩和混凝土设计弹性模量通常是考虑各种影响因素后给出

的[20]，与实际弹性模量会存在差异，为准确评估大坝工作性态，根据监测数据进行弹性模量反演分析，

精细模型中基岩和大坝混凝土弹性模量取值见表 3 所示。分析方法与大尺度基岩弹性模量反演方法相同，

即基岩和坝体弹性模量基准值采用设计值，乘以弹性模量系数，确定弹性模量；弹性模量系数按照 0.05

的幅度变化；将各计算结果与监测值之差的平方和的平方根作为目标函数，当目标函数最小时，监测值和

计算值差异最小，为优选的材料参数。 

正常情况下，拱坝变形是弹性和协调的，通过一个或几个坝段的变形均可以得到大坝整体变形，且不

应存在明显差别，本次反演以拱冠梁坝段上下游方向监测变形为依据，采用变形增量进行反演，以仪器安

装时间为起点，以第一次到达正常蓄水位为终点，根据工程实际浇筑、封拱、蓄水过程以及气温、水温和

内部温度变化等情况进行仿真分析，计算中位移边界条件以上述库盆变形为依据确定。 

大坝变形监测布置见图9，测值数据见表4，图10为弹性模量系数与均方差关系曲线，可知弹性模量系

数取1.1时最优，大坝工作性态影响分析中均采用该弹性模量进行计算。 

表 3 精细模型中基岩和混凝土弹性模量基准值 

编号 材料 弹性模量(GPa) 泊松比 

1 Ⅰ类岩体 25 0.22 

2 弱风化及卸荷岩体底界以里50m～100m的Ⅱ类岩体（黑云花岗片麻岩） 22 0.26 

3 弱风化及卸荷岩体底界以里0m～50m的Ⅱ类岩体（黑云花岗片麻岩） 20 0.27 

4 弱风化及卸荷岩体底界以里50m～100m的Ⅱ类岩体（角闪斜长片麻岩） 20 0.27 

5 弱风化及卸荷岩体底界以里0m～50m的Ⅱ类岩体（角闪斜长片麻岩） 18 0.28 

6 Ⅲa类岩体 14 0.28 

7 Ⅲb1类岩体 10 0.29 

8 Ⅲb2类岩体 6 0.3 

9 Ⅳa类岩体 5 0.32 

10 断层 3 0.35 

11 A区混凝土 24 0.17 

12 B区混凝土 23.5 0.17 

13 C区混凝土 23 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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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拱冠梁坝段测点布置/m 

 

图 10 基岩和混凝土弹性模量系数与均方差关系曲线 

表 4  拱冠梁坝段径向变形  

测点编号 测点高程/m 径向变形/mm 

A22-PL-01 1245 116 

A22-PL-02 1174 103 

A22-PL-03 1100 82 

A22-PL-04 1050 70 

A22-PL-05 1050 36 

A22-IP-01 959 9 

基准点 849 0 

 

5.2 大坝变形影响分析  图 11 为库盘变形影响下大坝变形情况。结果显示，上下游方向大坝有明显的上

倾变形，高程越高变形越大，同时蓄水水位越高，变形越大，与监测结果一致；在大坝蓄水至正常水位

1240m 高程时，拱冠梁坝顶相对监测基础不动点（849m 高程）变形值为 9.27mm，约占大坝坝顶总变形

116mm 的 8%，可见库盘变形对大坝顺河向变形有较为明显的影响作用。在库盘变形影响下，大坝竖向均

为沉降变形，大坝上游面中下部沉降变形最大，变形值为 32.3mm，向周边逐渐减小，但因受到库盘整体

沉降变形影响，两岸坝肩及坝顶沉降变形普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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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顺河向向变形 

 

（b）竖向变形 

图 11 大坝变形（正值表示向上游变形和竖直向上变形）/m 

5.3 大坝应力影响分析  图 12 为库盘变形作用下的大坝应力情况。结果显示，坝体上游面大部分处于受

拉状态，但拉应力值较小，普遍在 0.1MPa 以内，周边应力集中点部位应力稍大，边缘部位最大有 0.35MPa；

上游面第三主应力均为压应力，应力值普遍小于 0.3MPa，个别应力集中点应力稍大，在 0.6MPa 左右。下

游面中上部第一主应力基本为 0，应力值由拱冠梁顶部向周边逐渐增大，周边处于受拉状态，中下部拱端

应力较大，最大 0.27MPa；第三主应力均为压应力，拱冠梁左右两侧中下部区域压应力稍大，向外逐渐减

小，两侧接近于 0，最大压应力约 0.28MPa。 

大坝上下游面边缘应力集中部位第一主应力略有增大，其它内部应力变化较小，由应力量值来看，库

盘变形对大坝整体应力状态影响不明显。 

   

（a）上游面第一主应力             （b）上游面第三主应力 

  

（c）下游面第一主应力             （d）下游面第三主应力 

图 12 大坝上下游面应力（考虑库盘变形-不考虑库盘变形，拉为正）/0.01MPa 

5.4 大坝裂缝状态影响分析  库盘变形作用下温度裂缝状态和应力情况如图 13 和图 14，可以看到库盘变

形对缝面状态影响很小，仅使 20#、21#、28#和 29#坝段下游侧个别裂缝单元状态改变，且考虑库盘变形

时裂缝屈服区略有减小，原因应在于考虑库盘变形时，坝体整体屈曲变形减小，从而缝面屈服程度减小。

缝面法向应力最大仅 0.09MPa，剪切应力也普遍小于 0.1MPa，个别部位存在屈服单元，单元屈服状态不

同造成应力差别较大，约 0.57MPa。总体来看，库盘变形对坝体缝面应力和缝面状态影响不明显。 

 

图 13 温度裂缝缝面状态差值(考虑库盘变形-不考虑库盘变形，图中上部数字为坝段号) 

Sap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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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法向应力              （b）剪切应力 

图 14 温度裂缝缝面应力差值(考虑库盘变形-不考虑库盘变形，图中上部数字为坝段号)/0.01MPa 

6 结论 

在大坝工作性态分析中，库盘变形规律及影响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从而难以准确把握大坝真实工作

性态。本文以小湾特高拱坝为例进行分析，得到如下几点结论： 

（1）在库水压力作用下，库盘存在沉降变形，水位越高，变形越大。上游库盘沉降变形大于下游，

右岸沉降变形大于左岸，正常蓄水位 1240m 时，最大变形值在 40mm 以下。上下游和左右岸沉降变形不

同，主要应是水体分布不同造成的，另外地形地质条件差异也有一定影响。 

（2）在库水压力作用下，库岸向两侧的变形，低高程表现为河谷变宽，高高程表现为河谷变窄。坝

前和坝后河道均有这种变形现象。在河道不同位置河谷变宽和变窄的临界点高程是不同的，临界点高程一

般稍低于该位置水面高程；水位越高，临界点高程越高；建基面附近部位临界点高程在为 1150~1200m 高

程之间。 

（3）库盘变形对拱坝变形会产生一定影响，采用本文仿真计算条件时，库盘变形对坝体径向变形带

来最大 9.27mm 的差异，库盘变形对径向变形的影响量最大约占总变形的 8%。 

（4）考虑库盘变形后，大坝上下游面边缘应力集中点第一主应力略有增大，最大值约 0.35MPa，内

部应力变化均不大，可以认为对坝体整体应力状态影响不明显。影响不明显的原因应在于库盘变形主要导

致坝体及近坝基础整体变形，而非坝体本身发生较大的屈曲变形。 

（5）库盘变形对坝体内部温度裂缝状态和应力影响不明显。考虑库盘变形时大坝内部温度裂缝屈服

情况与不考虑库盘变形时基本相同，略有减小，原因应在于考虑库盘水压时，坝体整体屈曲变形略有减小，

从而缝面剪应力有所减小，屈服区相应减小。考虑与不考虑库盘变形时，状态相同的缝面法向应力和剪切

应力均差异不大。 

参 考 文 献： 

[ 1 ]  邹丽春. 小湾水电站工程的挑战与思考[J].水力发电，2010，36(12)：15-19. 

[ 2 ]  张国新,周秋景. 高拱坝坝踵应力实测与弹性计算结果差异原因分析[J]. 水利学报，2013，44(6)：640-647.  

[ 3 ]  张国新，陈培培，周秋景. 特高拱坝真实温度荷载及对大坝工作性态的影响[J]. 水利学报，2014，45(2)：1-8.  

[ 4 ]  周秋景，张国新，刘毅. 特高拱坝初次蓄水期工作性态仿真反馈和预测方法研究[J]. 水利学报，2013，44(S1)：

73-79.  

[ 5 ]  朱伯芳. 当前混凝土坝建设中的几个问题[J]. 水利学报，2009，40(1)：1-9.  

[ 6 ]  顾冲时，吴中如. 坝体、坝基和库盘变模的整体反演分析[J]. 水力发电学报，1996，15(3)：43-48.  

[ 7 ]  James F. LaBounty, Noel M. Burns. Characterization of Boulder Basin, Lake Mead, Nevada-Arizona, USA – Based on 

Analysis of 34 Limnological Parameters[J]. Lake & Reservoir Management, 2005, 21(3):277-307. 

[ 8 ]  HERZOG M. The influence of reservoir loading on dam stresses and deformations [J]. Water Power & Dam 

Construction，1989， 41(7)：26-28. 

[ 9 ]  杜瑞林, 乔学军, 王琪,等. 长江三峡水库蓄水荷载地壳形变-GPS观测研究[J]. 自然科学进展, 2004, 

14(9):1006-1011. 

[ 10 ]  冯兴常，李小平. 葛洲坝工程基岩变形观测成果分析[J]. 长江科学院院报，1992，9(3)：57-64. 



 

169 

 

[ 11 ]  祁生文，伍法权. 江垭水库大坝及近坝山体抬升发展趋势[J].岩土工程学报，2004，26(2)：259-262. 

[ 12 ]  张礼兵, 沈静, 赵二峰,等. 小湾高拱坝库盘变形作用效应研究与探索[J]. 水力发电, 2014(12):90-93. 

[ 13 ]  杜小凯, 王民浩, 党林才,等. 高拱坝库盘变形及对大坝工作性态影响初探[J]. 水力发电, 2016, 

42(1):40-44. 

[ 14 ]  刘有志, 张国新, 程恒,等. 特高拱坝谷幅缩窄成因及对大坝变形和应力的影响分析[C]// 中国大坝协会2014

学术年会. 2014. 

[ 15 ]  吴中如，袁铭. 龙羊峡重力拱坝变形性态分析及安全评价[J].青海水力发电，1995，14(3)：1-7. 

[ 16 ]  许焱鑫, 郑东健, 赵二峰,等. 高混凝土坝变形性态的库盘影响分析[J]. 河海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5(4):319-323. 

[ 17 ]  张有天. 岩石水力学与工程[M].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5. 

[ 18 ]  张国新. SAPTIS：结构多场仿真与非线性分析软件开发及应用 (之一) [J]. 水利水电技术，2013，44(1)：31-35. 

[ 19 ]  周秋景，张国新. SAPTIS：结构多场仿真与非线性分析软件开发及应用 (之二) [J].水利水电技术，2013，44(9)：

42-47. 

[ 20 ]  朱伯芳. 大体积混凝土温度应力与温度控制[M].北京：中国电力出版社，1999. 

 

 

Study on reservoir deformation and influence to working performance of arch 

dam in Xiaowan hydropower station 

ZHOU Qiujing
 1，ZHANG Guoxin

 1 

(1.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Simulation and Regulation of Water Cycle in River Basin，China Institute of Water 

Resources and Hydropower Research, Beijing  100038，China) 

Abstract: The deformation appears in the reservoir bedrock and influences the working performance of the arch 

dam after impoundment. Xiaowan arch dam is studied as an example. All bedrock data is analyzed firstly and two 

models are built, including a large-scale model and a fine model. Then, inverse analysis of elastic modulus is 

finished based on the monitor data and the deformation disciplines of the reservoir bedrock are given. After 

deformation boundary conditions of the fine model achieved by interpolation, inverse analysis of elastic modulus 

of bedrock and concrete are done based on the measured radial deformation of the arch dam. Finally, a simulation 

calculation on the influence of bedrock deformation to the working performance is conduc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deformation of the bedrock is greater as the water level is higher. The deformation of upstream and 

right bank is bigger than of downstream and left bank. (2) The valley narrows in the high elevation and widens in 

the low elevation. The critical point elevation is lower than the water surface elevation and is 1150m in the dam 

site. (3)The dam radial deformation is reduced maximally by about 6% when bedrock deformation is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The influence of bedrock deformation to overall stresses of the arch dam and the status and stress 

of the thermal cracks is not obvious. The cause is that the arch dam and foundation have an approximate rigid 

deformation instead of a buckling deformation. 

Key words: Xiaowan hydropower station；arch dam；bedrock deformation；working performance；simulation 

calc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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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第十三届青年学术交流会 

 

小湾水电站库盘变形及对大坝工作性态影响研究 

 

周秋景 1，张国新 1 

1 结构材料所 

 

摘要 

 

水库蓄水后库盘将产生变形，并对拱坝工作性态产生影

响。以小湾特高拱坝为例进行研究。首先对库盘资料进行分

析，建立大尺度和精细网格两套模型，然后根据库盘沉降资

料反演基础弹性模量，给出库盘整体变形规律。在插值得到

精细模型变形边界条件后，结合坝体径向实测变形，反演近

坝基岩和坝体混凝土弹性模量。最终采用仿真分析方法计算

库盘变形对大坝工作性态的影响。结果表明：(1)水位越高，

库盘变形越大，大坝上游和右岸沉降大于下游和左岸沉降；

(2)河谷高高程变窄，低高程变宽，临界点高程普遍低于该

位置水面高程，建基面附近临界点高程在 1150~1200m 高

程之间；(3)考虑库盘变形时，大坝径向变形最大减小约 8%。

库盘变形对拱坝整体应力、坝内温度裂缝状态及缝面应力影

响均不明显，原因应在于库盘变形主要导致坝体及近坝基础

产生一近似刚性的整体变形，而非坝体本身发生较大的屈曲

变形。 

 

关键词 

大坝；小湾水电站；拱坝；库盘变形；工作性态；仿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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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第13届青年学术交流会论文 

文章编号：  

压力管道泄漏连续监测与爆管预警系统 

商峰1,2，朱新民1,2 

(1.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北京，100038； 2. 流域水循环模拟与调控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100038) 

摘要：已建埋地压力管道的泄漏监测是当前管道工程安全管理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光纤传感技术可以同时实现时间上

和空间上的连续测量，是长输管线实时监测技术的发展方向。本研究以深圳某水源工程大型埋地压力输水管道为例，

综合应用基于-OTDR光纤干涉原理的振动监测和光纤光栅水压监测方法，对管道进行原型观测试验。通过运用放空阀

模拟爆管泄漏事件，检验监测效果。试验结果表明，试验结果表明，泄漏点的定位精度在10-20m，预警的最小泄漏量

为管道流量的0.25%。 

关键词：压力管道  泄漏监测  连续监测  爆管预警  光纤传感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1 引言 

埋地压力管道广泛应用于水利水电、市政给排水、油气输运等行业。压力管道在运行过程中一旦发生

泄漏，不仅会给相关行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可能危及公共安全。2013年11月22日，青岛发生输油

管道泄漏爆炸重大事故，造成62人死亡、136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75172万元
[1]
。其直接原因是输油管道

与排水暗渠交汇处管道腐蚀减薄、破裂，原油泄漏后流入排水暗渠及反冲到路面。原油泄漏后，现场处置

人员采用液压破碎锤在暗渠盖板上打孔破碎，产生撞击火花，引发暗渠内油气爆炸。这一事故表明，实际

运行的压力管道存在破裂、泄漏的隐患。因此，有必要开展在役的埋地压力管道实时安全监测方法研究，

实现对泄漏进行及时定位、报警，从而避免更大事故的发生。 

由于在役埋地压力管道分布距离较长，管内流态比较复杂，运用常规的流量、压力监测的方法仅能探

测到较大的泄漏，且定位精度较差，误报率也较高。与之相比，光纤传感技术可以同时实现时间上和空间

上的连续测量，成为长输管线实时监测技术中最具有发展和应用前景的一个方向。理论分析表明
[2]
，管道

在发生破裂、泄漏时，在管内压力作用下，管内流体向外射出会引起管壁振动，同时引起管道内流体压力

的波动。因此，通过监测管壁的异常振动和管道内流体压力波动，有可能实现对泄漏的及时检测和定位。

近年来，石化行业逐步推广应用了分布式光纤监测技术来监测管道的泄漏，这一技术的基本原理是利用与

管道同沟敷设的通信光缆作为分布式土壤振动检测传感器，长距离实时监测管道沿线土壤的振动情况，在

管道沿线5米范围内形成保护带。这些区域一旦发生动土和入侵设施事件，光缆就会立即发出预警并准确

定位。
[3]
 

然而，这一系统并不能直接应用于压力管道输水工程。首先，油气管道大多远离城市，环境噪音小、

干扰少，易于在管外布设光缆；而压力输水管线沿途较多公路、商业区，环境噪音大，干扰多，而且不具

备在管道外布设光缆的条件。 

收稿日期：                             论文已公开发表过 

基金项目：国家973计划课题2013CB035904，国家973计划课题2013CB036406 

作者简介：商峰（1982-），男，湖北黄梅人，高级工程师，博士，主要从事水工结构材料研究工作。E_mail:shangfeng@iwhr.com 

其次，油气管道安全管理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打孔盗油和机械施工，异常振动的信号特征鲜明，易于辨

识；而输水管线泄漏引发的振动信号特征随泄漏量大小、管材结构及周边土质不同发生变化，给识别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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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困难。因此，本文尝试以深圳某水源工程大型埋地压力管道为例，在大型输水管道内壁安装监测仪器，

通过原型观测试验，研究压力管道泄漏的连续监测和爆管预警方法。通过运用放空阀模拟爆管泄漏事件，

检验泄漏检测效果，为进一步改进监测设备和数据处理方法奠定基础。 

2  原型观测实验 

2.1试验管段  如图1所示，该段管线总长702m，其中上游与顶管连接，下游与倒虹吸连接；二者之间主体

为85节玻璃钢夹砂管段，总长度约为650m。管线上游端为C16检查井，用于光纤布设时人员和设备进出；

F17放空阀用于模拟泄漏试验；P25和P26排气阀用于光缆出线。该段管线管径2.2m。 

 

2.2 监测仪器布设  如图1所示，在P25和P26之间布设分布式光纤。同时在管道内壁布设上海森首光电公

司生产的SEN-VWP型光纤光栅水压计。水压计的标准量程1000kPa，调制波长范围1525nm-1600nm。测量精

度1‰ F.S.。水压计布设于放空阀上游98m。 

实际施工利用停水检修期，管道放空后，人员和设备进入管道，清理管内剩余积水，清洁管壁并保持

通风干燥。管道内湿度低于70%以后，对管道内壁底部拟粘结光缆部位进行轻微打磨，清除管壁上残留的

淤积物，形成沿水流方向的一个宽约10cm的条带。然后进行光缆布线，用环氧树脂将光缆、水压计与管内

壁紧密粘接。待环氧树脂完全固化后，再涂抹聚脲，进行防水保护。光缆从P25和P26分别出线，P26出线

后沿地面浅埋接入观测房，P25处接入一段约1km长光缆盘。聚脲完全固化后，即可恢复通水。 

2.3 模拟泄漏试验  模拟泄漏试验过程如下：观察分布式光纤、水压测值基本稳定时开始试验，记录试验

开始时间；改变F17放空阀开度，记录管壁信号，同时测量记录泄流量。待上述信号稳定一段时间后，关

闭F17放空阀。重复上述过程，进行不同放空阀开度下的试验。经查，F17放空阀从全关到全开共有53圈，

但关阀后前2~3圈泄流量为0。经实践，试验有效开度1圈-3圈条件下分布式光纤监测结果。 

为了测量模拟泄漏条件下的实际泄流量，用长约4m的PVC管和水位报警器制作流量测量的简易装置。

在PVC管上固定两个水位报警器，测量二者间的距离L；模拟泄漏试验开始后，记录水位上升引起上、下报

警器发出报警信号的时间差 。则平均泄流量q=SL/t，式中，S表示F17放空阀湿井断面面积。试验采

用上海拜安传感技术有限公司研发的DOVS分布式光纤振动连续监测系统进行管壁振动的监测，同时采用该

公司研发的16通道FT810-32光纤光栅解调仪采集数据，数据采集频次100Hz。 

2.4 试验结果  由于振动信号具有瞬时特性，而泄漏引发的振动信号会在时间域内持续分布，因此，DOVS

系统中观测到的差值空间分布曲线是跳跃的。为了便于直观分析和判断，本文采用如下处理方法：将一段

 

图 1 试验管段和光纤布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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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内各时刻测量得到的分布式光纤差值曲线在时空域内绘制成等值线云图。云图的横轴代表差值的空间

分布，云图的纵轴代表差值在时间域内的分布。根据时段内差值信号的极大、极小值确定色阶，则根据每

一条差值曲线可以沿空间轴绘制出一个彩色条带，云图即为多条差值曲线形成的彩色条带沿时间轴的连续

分布。这里将这一云图称为差值时空分布图。依据时空分布图，不仅可以对持续的强振动信号进行定位，

而且可以了解该位置振动信号历时发展过程。 

图2-图4分别显示了有效开度1圈、2圈、3圈条件下分布式光纤监测结果。可以看到，分布式光纤可以

较好定位出有效开度为2圈（泄流量约占管道总流量的1.25%）和3圈（泄流量约占管道总流量的1.25%）时

异常振动信号，对于有效开度为1圈（泄流量约占管道总流量的0.6%）检测效果较差。分布式光纤定位的

精度在10-20m。图5-图7显示了正常供水工况下，敲击P26排气阀和F17放空阀井壁混凝土时分布式光纤的

监测结果。可以看到，分布式光纤可以很好地检出不同位置不同频率敲击引起的振动信号。 

光纤光栅水压监测结果如图8-图10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当放空阀开启时，管内局部形成的水锤作

用，管内压力突然降低，由于上游来水补充作用，管内压降会逐渐恢复，管内压波动中低频成分增多；泄

漏引起的局部压降与阀的开度有关。当放空阀关闭时，管内压力突然升高，并振荡逐渐衰减到正常压力波

动范围。这一现象揭示了管道局部发生泄漏时的内压变化引起管壁振动的机理，并可以依据这一现象对泄

漏进行预警。值得注意的是，关阀之后的内压振荡过程是模拟泄漏试验方法的副产品，并不能用来指导泄

漏预警。 

 

 

图 2 F17 有效开度为 1 圈时分布式光纤监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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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F17 有效开度为 2 圈时分布式光纤监测结果 

 
图 4 F17 有效开度为 3 圈时分布式光纤监测结果 

 

图 5 正常供水状态下敲击 P26和 F17时的分布式光纤监测结果（高频敲击 P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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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正常供水状态下敲击 P26和 F17时的分布式光纤监测结果（低频敲击 P26） 

 
图 7 正常供水状态下敲击 P26和 F17时的分布式光纤监测结果（敲击 F17井壁混凝土） 

 

图 8 放空阀有效开度半圈压力动态变化过程（泄流量占管道总流量的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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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泄漏监测与爆管预警方法 

从实验结果中可以看出，在大型压力输水管道内壁布设分布式光纤可以较好地检测出泄漏引起的管壁

异常振动，其定位精度在10-20m。目前，中国水科院正在和相关厂家合作开发振动数据辨识和分析的系

统，通过辨识振动信号的频率成分，来判定泄漏。考虑到压力输水管道铺设区域大多位于城市地区，环境

噪音丰富，信号强烈。为了减少误报，需要综合应用水压监测的方法来进行爆管预警。 

从实验结果可以知道，可以依据压力突降或频率改变进行爆管预警。考虑到一方面压力突变发生在频

率改变之前，另一方面对压力频率改变的检测需要积累更长时间的数据，因此，检测压力频率的改变会产

生更长的延时，所以，本研究中依据动态压力突变进行爆管预警。 

由于管内压力突降的幅度小（1~3kPa）、恢复时间短（< 1min），因此，这里提出一种以随动平均值

为平衡位置的水压波动分析方法。具体说明如下： 

 
图 9 放空阀有效开度两圈压力动态变化过程（泄流量占管道总流量的 1.45%） 

 
图 10 放空阀有效开度三圈时压力动态变化过程（泄流量占管道总流量的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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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设当前时刻为 t0， t0处于[t1, t1+t]时段内，计算[t1-t, t1]时段内的水压平均值 p0；考虑到管

内压降恢复时间很短，t = 1.0 min。 

(2) 根据[t1, t0]时段内水压实时测值 pt 计算p =pt -p0。 

(3) 设定由于泄漏导致压降产生p 的限值 Yp，统计时段[t1, t0]内的p < Yp的次数 Nt 

(4) 设定 Nt 的限值 YN，当 Nt < YN 予以报警。 

这里提出了两个阈值Yp和YN，其中YN相当于持续时间。然而，这里并不推荐采用Yp和持续时间t作为

阈值。这是因为：一方面，管内压降恢复时间很短，很难通过试验给出可靠的t的限值；另一方面，水压

振动信号包含多个频率，简单地设定t的限值，实际运用有可能会由于偶然性的过大振动信号引起误报、

漏报。 

在分析原型观测试验数据的基础上，本研究总结出预警阈值如下式，该阈值可以检出最小10L/s的泄

漏。 

1.3kPa

50 / min

p

N

Y

Y

 


 次
                                  (1) 

作者依据上述方法开发了压力输水管道爆管预警的系统PipeMonitoring，该系统软件包括实时压力分

析与报警、压力历史曲线查看、压力历史测值报表、压力预警阈值设定等多个模块。该软件通过实时读取

压力数据，进行数据分析判断，从而实现爆管预警。 

作者进而通过现场模拟试验对爆管预警系统的可靠性进行了验证，系统可以准确地对已经出现的渗漏

进行报警，报警的延时在1min之内。 

4 结论 

已建埋地压力管道的泄漏监测是当前管道工程安全管理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光纤传感技术可以同时实

现时间上和空间上的连续测量，是长输管线实时监测技术的发展方向。本研究以深圳某水源工程大型埋地

压力输水管道为例，综合应用基于-OTDR光纤干涉原理的振动监测和光纤光栅水压监测方法，对管道进

行原型观测试验。通过运用放空阀模拟爆管泄漏事件，检验监测效果。试验结果表明，试验结果表明，泄

漏点的定位精度在10-20m，预警的最小泄漏量为管道流量的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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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eak detection of buried pressure pipeline is an urgent problem to be solved in the current safety 

management of pipeline engineering. Optical fiber sensing technology can achieve continuous measurement of 

time and space, and it stands for the development trends of real-time monitoring technology for long distance 

pipeline. This research takes Shenzhen transmission water project of large buried pressure pipeline as an example, 

the comprehensive application of -OTDR optical fiber interference principle of vibration monitoring and fiber 

grating pressure monitoring method based on prototype observation test of pipeline. By simulating of pipe 

leakage and burst, the vent valve is used to test the effectiveness of this monitoring method. Test results show 

that the positioning accuracy of the leak point is 10-20m, the minimum leakage that can be detected is as large as 

0.25% of the pipeline flow. 

Key words: Pressure pipe; leakage detection; continuous monitoring; early warning for pipe burst; optical fiber 

sen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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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第十三届青年学术交流会 

 

压力管道泄漏连续监测与爆管预警系统 

 

商峰 1,2，朱新民 1,2 

(1.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北京，100038； 2. 流域水循环模拟与调控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100038) 

 

摘要 

 

已建埋地压力管道的泄漏监测是当前管道工程安全管理

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光纤传感技术可以同时实现时间上和空

间上的连续测量，是长输管线实时监测技术的发展方向。本

研究以深圳某水源工程大型埋地压力输水管道为例，综合应

用基于-OTDR 光纤干涉原理的振动监测和光纤光栅水压监

测方法，对管道进行原型观测试验。通过运用放空阀模拟爆

管泄漏事件，检验监测效果。试验结果表明，试验结果表明，

泄漏点的定位精度在 10-20m，预警的最小泄漏量为管道流

量的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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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第13届青年学术交流会论文 

文章编号：  

制备混凝土微观分析试样的两阶段真空浸染方法 

李曙光1*1，陈改新1，田军涛1，纪国晋1 

(1.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流域水循环模拟与调控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38) 

摘要：对混凝土进行微观定量分析之前需要对内部感兴趣的微结构（微裂纹和毛细孔）进行浸渍染色，以提高图像中

微结构与基体的对比度、提高微观分析结果的准确性。目前最常用的浸染方法有普通真空浸染法和真空-高压浸染法。

前者对微结构实现浸染的同时也浸染了砂浆基体，图像对比度提高效果有效；而后者虽显著提高了对比度，但对微裂

纹原结构干扰大。针对两种方法的不足，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混凝土微结构浸渍染色方法—两阶段真空浸染法，既可

显著提高微结构与基体的对比度，又可显著降低浸染过程对混凝土内部微裂纹结构的干扰，实现浸染过程对微结构的

微干扰或零干扰，从而大大提高了微观分析的效率和准确性。该方法在混凝土微观分析试样的制备中应用前景广阔。 

关键词：混凝土；微观分析；微结构；微裂纹；浸渍染色；两阶段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1 研究背景 

混凝土的物理力学特性及耐久性与其内部的微观结构特征（微裂纹和毛细孔）密切相关。混凝土微观

分析技术是最常用的定量研究混凝土微结构的技术。由于混凝土内部的微裂纹、毛细孔与基体的对比度不

高，因此微观分析试样制备过程中需要对混凝土进行浸渍染色，以增强显微图像中微裂纹、毛细孔与基体

的对比度，便于微结构的识别和量化分析。真空浸渍染色技术是实验室内最常用的混凝土浸渍染色方法。

该方法分为普通真空浸染法[1-4]和真空-高压浸染法[5-12]两种。 

普通真空浸染法也叫真空环氧浸染法，是利用真空实现荧光环氧树脂在混凝土微结构中的浸渍，从而

提高显微图像中微结构与基体的对比度。但该方法在对微裂纹、毛细孔实现浸渍的同时也浸渍了砂浆基体，

导致显微图像中微裂纹、气孔与基体的对比度不高（见图1），给显微图像的处理和分析带来了很大的难

度。 

部分学者提出了真空-高压浸渍染色方法以提高真空浸渍法的不足。该方法[9, 10]首先利用真空把浸渍

材料（如墨水）吸入混凝土切片内，然后持续施加24小时的高压（19.4Mpa,近20个大气压），烘干后再利

用真空吸入荧光环氧，然后再次利用持续3-4小时的高压（19.4MPa）24小时让环氧浸渍入混凝土切片中。

由于连续两次使用了高压环节，因此会对混凝土内部微裂纹结构产生显著的干扰。根据文献中的研究结果，

对高强混凝土内初始微裂纹进行定量分析，采用真空-高压法得到的微裂纹密度
[7]
，是采用普通真空浸染

法得到的结果
[13]

的10倍。 

真空-高压浸渍染色方法的另一个缺点是需要施加高压设备，操作复杂、对操作人员具有较大的危险

性，试验过程中必须有充分的安全防护措施，在普通混凝土实验室内难以实现和应用。 

                                                        
1 收稿日期                                  论文未公开发表过。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2013CB03590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51409284)；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项目（2015-C-02, 

IWHR-SKL-201412, IWHR-SKL-201512） 

作者简介：李曙光（1981-），男，籍贯河南，博士，高工，主要从事混凝土耐久性研究。E_mail:lisg@iwh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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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真空环氧浸渍浸染法所得含微裂纹的显微图像（40倍放大倍数）：1为微裂纹（明亮细条纹），2为孔洞（白色明亮圆形区域），3为砂浆基体

（明亮的不均匀区域） 

针对现有真空浸染方法的不足，本研究开发提出了一种新的浸渍染色方法，即可显著提高微结构在显

微图像中的对比度，又实现了对混凝土微结构的微干扰，且操作便捷，不需要诸如高压等复杂、危险的操

作环节，在普通实验室内即可进行。 

2 两阶段真空浸渍染色 

2.1 实施过程 

本研究提出的两阶段真空浸染方法的实施过程如下： 

①切割。从混凝土试件中切割出15mm~20mm厚的切片； 

②磨平。将混凝土切片表面磨光。采用300#、600#和900#碳化硅粉作研磨料进行打磨。 

③清洗。用水和超声波机冲洗，去除表面上的残留杂质。 

④烘干。在40°C烘箱中烘干。 

⑤抽真空。将试样置于密闭容器中并抽至极限真空（<1kPa），去除气孔和微裂纹中的空气。 

⑥灌墨水。利用真空灌入黑墨水。 

⑦烘干。取出切片，在40°C烘箱中烘干。 

⑧抽真空。将烘干的切片再次置于密闭容器中并抽至极限真空。 

⑨灌环氧。灌入调配好的荧光环氧树脂。 

⑩环氧硬化后，将试样表面再打磨少许，去除表面粘附的硬化环氧，清洗后即完成了浸渍染色过程。 

2.2 基本原理 

可以看出，本方法相比普通的浸渍染色方法，多了一个墨水浸渍染色过程。该过程的目的是为了墨水

进入并充填砂浆基体中的毛细孔，这样可有效减小第二步中砂浆基体中的环氧浸渍量，从而达到了避免砂

浆基体被环氧浸渍的目的，从而有效提高了图像中微结构与基体的对比度。同时也可看出，与文献中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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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浸渍染色方法相比，本方法减少了高压施加环节，从而大大降低了浸渍过程的复杂程度、避免了人

身安全威胁，便于普通实验室内试验人员操作。 

3 实施效果  

3.1 受损混凝土制备 

首先制备混凝土试件。原材料为普通硅酸盐42.5水泥、人工砂、两级配人工碎石骨料。30mm以上骨

料湿筛后制得10cm*10cm*40cm长方体混凝土试件。养护28d后置于混凝土快速冻融试验机内进行冻融劣

化。100次冻融循环后取出。前期实验结果表明，混凝土内部已经产生了大量的微裂纹[14]。切片后按照普

通浸染法和2.1节所述方法分别进行浸渍染色。 

利用荧光显微镜获取含有微裂纹的显微图像，分别见图1和图2。 

   

图2 两阶段真空浸染后所得切片的显微图像（放大40倍） 

3.2 显微图像对比 

通过直观的对比，可发现图2中砂浆基体的亮度明显降低，微裂纹与砂浆基体的对比度提高明显。这

样就为后续的图像分割带来很大的便利。 

将上面四张显微图像首先转换为灰度图像，然后采用最大熵法
[15]

（Entropy-maximization，又称KSW

熵法）确定灰度阈值进行图像分割。图3和图4分别为两组图像的分割效果。 

   

图3 采用最大熵法对图1进行分割后的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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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采用最大熵法对图2进行分割后的图像 

分别对比图3和图1、图4和图2可看出，采用同样的灰度阈值方法进行图像分割，图3黑白图像中除了

微裂纹和孔洞，还有许多大面积的不规则形状的杂质，这些来源于被荧光环氧浸渍过的砂浆基体，为后续

微裂纹、孔洞的识别和提取带来很大的不便。图4中黑白图像除了微裂纹和孔洞，仅有少量的杂质，给后

续的微结构形状分析、微结构识别和提取带来很大的便利，只需要采用简单的形状判断准则即可完成杂质

的识别和区分。 

4 结论 

针对目前真空浸染法的不足，本文提出了新的混凝土浸渍染色方法--两阶段真空浸染法。 

该方法基于两个真空浸渍染色环节，与普通真空浸染方法相比，可显著提高所得微观图像中微结构与

基体的对比度，为后续图像分割、图像处理带来很大的便利。采用最大熵法对应用两种浸染法得到的图像

进行图像分割，结果显示，采用普通真空浸染法得到的显微图像，分割所得图像中不规则杂质多且与微结

构连接在一起，后续微结构识别和提取难度很大；采用两阶段真空浸染法得到的显微图像，微结构与基体

亮度对比鲜明，分割所得到的图像中微结构分布清晰准确，引入的杂质很少，后续的微结构提取和量化分

析很容易进行。  

与真空-高压浸染方法相比，本方法由于省去了施加高压的环节，既可显著降低浸染过程对混凝土内

部微裂纹结构的干扰，实现对微结构的微干扰或零干扰，又避免了施加高压环节给制备过程的危险性，便

于在普通实验室内进行实施。该方法在混凝土微观分析试样制备中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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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o-stage vacuum-impregnation method for preparing concrete specimens for 

microscopic analysis 

Shuguang Li1，Gaixin Chen1，Juntao Tian1
, Guojin Ji1 

(1.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Simulation and Regulation of Water Cycle in River Basin, China Institute of Water 

Resources and Hydropower Research (IWHR), Beijing 100038, China） 

Abstract: Impregnation process to highlight microcracks or voids in concrete is needed in preparing concrete 

specimens for microscopic analysis. Ordinary vacuum-impregnation method and vacuum-high pressure method 

are two most widely-used ones. However, shortage of the former method is that the highlighting effect is rather 

limited for mortar as well as microcracks or voids are both impregnated. Shortage of the latter method is that the 

disturbances to the microcrack structure or pore structure is significant because of the high pressure procedure. 

Accordingly, a new impregnation method called two-stage vacuum-impregnation method is proposed in this 

paper. With this method, the highlighting effects are improved compared to the ordinary vacuum-impregnation 

one, and the disturbances to the microcrack or pore structure are limited or neglected. It has a great application 

potential in preparing concrete specimens for microscopic analysis. 

Key words: concrete; microscopic analysis; microcrack; two stage; vacuum impreg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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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第十三届青年学术交流会 

 

制备混凝土微观分析试样的两阶段真空浸染方法 

 

李曙光 1，陈改新 1，田军涛 1，纪国晋 1 

1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流域水循环模拟与调控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38 

 

摘要 

 

对混凝土进行微观定量分析之前需要对内部感兴趣的微结构

（微裂纹和毛细孔）进行浸渍染色，以提高图像中微结构与

基体的对比度、提高微观分析结果的准确性。目前最常用的

浸染方法有普通真空浸染法和真空-高压浸染法。前者对微结

构实现浸染的同时也浸染了砂浆基体，图像对比度提高效果

有效；而后者虽显著提高了对比度，但对微裂纹原结构干扰

大。针对两种方法的不足，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混凝土微结

构浸渍染色方法—两阶段真空浸染法，既可显著提高微结构

与基体的对比度，又可显著降低浸染过程对混凝土内部微裂

纹结构的干扰，实现浸染过程对微结构的微干扰或零干扰，

从而大大提高了微观分析的效率和准确性。该方法在混凝土

微观分析试样的制备中应用前景广阔。 

关键词 

混凝土；微观分析；微结构；微裂纹；浸渍染色；两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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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第13届青年学术交流会论文 

文章编号： 

紫坪铺大坝下游坝坡震后抗震加固措施大型振动台模型试验研究 

杨正权1,2，赵剑明1,2，刘小生1,2，周国斌3，刘启旺1,2，朱凯斌1,2 

(1.流域水循环模拟与调控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100038；2.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北京100048 

3.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广东广州510635) 

摘要：紫坪铺水库面板堆石坝坝顶区下游干砌石护坡在汶川地震中遭到了较严重的震损破坏，是大坝震后抗震加固处

理的重点环节。综合考虑已有高土石坝坝坡抗震加固措施在大坝震后加固中的适用性，并参考浆砌石护坡在强震中表

现出的良好抗震性能，浆砌石护坡成为了紫坪铺大坝下游坝坡震后抗震加固的重要选择。本文，针对紫坪铺大坝坝坡

震后抗震加固工程，进行堆石坝坝顶区坝坡抗震加固措施（干砌石护坡和浆砌石护坡）大型振动台模型试验，研究砌

石护坡的抗震加固机理并验证其抗震加固效果；同时，结合大坝地震动力反应计算和大坝振动台模型试验的研究成果，

确定了大坝坝顶区浆砌石护坡的加固范围。研究表明：浆砌石护坡在强震中具有良好的整体性，干砌石护坡在强震中

的局部碎、块石滑移导致护坡整体渐进破坏，浆砌石护坡对堆石坝坡的保护作用明显优于干砌石护坡；紫坪铺大坝下

游坝坡震后浆砌石护坡加固范围取为3/4坝高以上坝顶区坝坡较为合理。 

关键词：紫坪铺大坝；抗震加固措施；干砌石护坡；浆砌石护坡；加固机理；加固效果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A 

1 引言 

紫坪铺水利枢纽位于岷江上游，是整个岷江流域水利建设和水电开发的龙头工程。工程建成投产后，

发挥了重要的供水、防洪、发电和航运等社会经济效益。水库拦河大坝为钢筋混凝土面板堆石坝，最大坝

高156m。大坝初始抗震设计烈度为VIII度，相应100年超越概率2%的基岩水平向峰值加速度259.6gal
[1]
。 

紫坪铺高面板堆石坝在“5.12”汶川地震中经受了远超其设计地震动水准的地震作用（坝址区实际地

震烈度超过IX度，基岩水平向峰值加速度超过500.0gal
[2]
），大坝在震中和震后整体稳定、安全，经受住

了强震的考验
[3,4]

。但是，强震使得大坝结构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震损破坏，对大坝结构进行及时的震后

修复加固，使其正常、安全运行，对保障下游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十分必要。地震对大坝结构造成的破坏主

要包括，坝顶的地震沉陷、面板的错台和挤压破坏、坝顶结构的局部损坏及下游坝坡坝顶区干砌石护坡的

局部松动滑移等
[5,6]

。针对坝顶区干砌石护坡的震损情况，综合考虑已有高土石坝坝坡抗震加固措施在大

坝震后加固中的适用性，并参考坝顶区浆砌石护坡在强震中表现出的良好抗震性能，采用浆砌石护坡对震

损干砌石护坡进行加固成为了紫坪铺大坝坝坡震后抗震加固的重要选择。 

虽然浆砌石护坡在地震中表现出了较好的抗震防护性能，但是其加固堆石坝坡的抗震加固机理仍有待

深入探讨，是工程技术人员十分关注的问题。考察砌石护坡（包括干砌石护坡和浆砌石护坡）在 

收稿日期：2016-10-10论文已发表于岩土工程学报37卷11期2058-2066页。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51509272）；国家重点

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课题（2013CB036404）；“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2013BAB06B02）；中国水利水电科学

研究院科研专项项目（岩集1467） 

作者简介：杨正权（1980-），男，吉林集安人，博士，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岩土工程研究。E_mail:yangzhq@iwhr.com 

地震中的实际反应状态，深入探究其对堆石坝坡的抗震加固机理和加固效果，也可为类似工程的抗震设计

提供理论支撑。此外，结合大坝结构的动力反应计算和振动台模型试验等分析手段，综合确定大坝坝顶区

浆砌石护坡的范围，也是紫坪铺大坝坝坡抗震加固工作的重要内容。本文，针对紫坪铺大坝下游坝坡震后

抗震加固拟采用的浆砌石护坡加固措施，进行堆石坝坡抗震加固措施的振动台模型试验，研究砌石护坡（包

括干砌石护坡和浆砌石护坡）的抗震加固机理，并对比它们的抗震加固效果。同时，结合震害调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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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坝结构振动台模型试验和大坝动力反应计算的研究成果，探讨大坝下游坝坡浆砌石护坡的合理加固范围，

为工程设计提供参考。 

2 紫坪铺大坝下游坝坡震害与抗震加固措施 

2.1紫坪铺大坝下坝游坡震害  堆石大坝下游坡表面铺设砌石护坡的目的是提高散粒体堆石坝坡的整体性，

防止坝坡表面堆石颗粒局部滑移滚落降低坝坡整体性进而引起的大规模坝体滑坡，是弱化了的廉价“护面

板”。直接在坝坡表面将块石码放整齐，并用小碎石颗粒填充大块石间的缝隙，只利用石块重力和石块间

的挤压摩擦力来保证护坡整体稳定的是干砌石护坡，如图1（a）；为了提高砌石块体间的黏结力，用水泥

砂浆黏结大块石并填充块石间孔洞的是浆砌石护坡，如图1（b）。汶川地震前，紫坪铺面板堆石坝下游坝

坡表面采用的抗震措施主要就是全坡面范围的干砌石护坡和河床中央坝段靠近坝顶局部区域的小范围浆

砌石护坡。 

 

（a）干砌石护坡                                        （b）浆砌石护坡 

图 1 堆石坝坡的砌石护坡加固 

汶川地震中，紫坪铺大坝坝体的地震加速度反应强烈，造成了堆石坝下游干砌石护坡的局部震损破坏：

破坏的主要区域是河床中央坝段、0.8倍坝高以上靠近坝顶的坝坡区域；震损形式主要表现为局部干砌块

石发生松动、翻起，并有少数块石从原位置脱离沿坝坡滚落，砌石护坡整体沿堆石坝坡表面向坡脚发生滑

移，原本相对平整结实的坡面变得松散，失去整体性。与之相对应，紧临其上的浆砌石护坡在同等水平或

更高水平的地震加速度作用下，护坡保持了很好的整体性，没有局部块石脱离，也没有发生护坡整体顺坡

滑移。图 2给出了地震后靠近坝顶处坝坡两种护坡的震损情况对比（远处为坝脚方向）。 

如前文所述，砌石护坡对堆石坝坡的保护作用和

混凝土面板对上游坝坡的保护作用类似——在坝坡

表面加设一层整体性较好的砌石护坡，可以有效防止

坝坡表面局部堆石颗粒的松动滑移，防止局部块石滚

落滑移而引起堆石坝坡整体失稳。所以，初步的认识

是，砌石护坡自身在地震作用下的整体性是其对堆石

坝坡抗震加固作用发挥的决定性影响因素。显而易见，

浆砌石护坡中水泥砂浆的黏结作用可以有效提高砌

石块体间的整体性。纵然其黏结强度和混凝土或者块

石本身的强度无法比拟，但是却能够保证局部块石在

地震 

中不会从砌石护坡整体中脱离出来，从而保证浆砌石护坡的整体性，进而有效保护其下的堆石坝坡。干砌

石护坡虽然可以通过块石间的挤压摩擦、咬合作用保持其整体性，但是在强烈地震的作用下，局部块石更

容易发生松动而逐渐从护坡整体中脱离、滚落，进而造成护坡整体松动、滑移，其对堆石坝坡的保护作用

也会大打折扣。 

2.2 高土石坝坝坡抗震加固措施  通过历次强震中土石坝实际震害调查研究，并基于大量模型试验和计算

浆砌石：块石黏结坚固；整体稳定 

干砌石：块石松动、滚落；整体滑移 

图 2 两种砌石护坡的震后状态

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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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的研究结果，研究人员提出了多种可以有效提高堆石坝坝坡动力稳定性的抗震加固措施
[7,8]

。例如：

提高坝顶区堆石的碾压控制标准，采用胶结碎石土替代散粒碎石填筑等提高坝顶区坝坡土体抗剪强度的材

料或施工工艺措施；加大坝顶宽度、放缓坝顶处坝坡、变坡处加设马道等改善大坝断面几何形态的结构设

计措施；采用在靠近坝顶的坝体中布设土工格栅、钢筋（或混凝土包裹钢筋）等土工加筋技术，并结合坝

坡表面增设混凝土护面板、砌石护坡、混凝土框格等的土工加强结构措施。 

以上堆石大坝坝坡的抗震加固措施多是在大坝初始填筑时的抗震设中计提出的。考虑到本次紫坪铺大

坝抗震加固工程是在汶川地震后对坝体的加固补强，和坝体填筑相关联的抗震措施已经不可能采用或者难

度很大，例如大坝几何断面改善措施、坝体材料改善及施工技术措施和坝体内部加筋措施等。由此，在堆

石坝坡表面增设混凝土护面板，或在堆石坝坡表面加设混凝土框格和浆砌石护坡等，成为了紫坪铺大坝震

后抗震加固可选的工程措施。综合考虑工程造价、施工难度等因素，并参考浆砌石护坡在强震中表现出的

良好抗震性能，作者认为采用扩大原有浆砌石护坡范围的坝顶区下游坝坡抗震加固方案是合理可行的。 

3 砌石护坡抗震加固机理与效果验证振动台模型试验 

浆砌石护坡自身抗震性能优越且对堆石坝坡的保护作用突出，其抗震加固效果优于干砌石护坡也是不

争的事实。但是，由于缺乏地震中砌石护坡动力反应的直接观察经历和影像资料，研究者难以通过坝坡的

实际地震反应过程考察两种砌石护坡的动力反应特性，对比它们的抗震加固效果，揭示其抗震加固机理，

为堆石坝坡的砌石护坡设计提供理论支撑。通过进行堆石坝坝顶区砌石护坡单元的大型地震模拟振动台模

型试验，可以再现坝顶区砌石护坡的地震反应过程，研究其抗震加固机理，并对比两种护坡形式（干砌石

护坡和浆砌石护坡）的抗震加固效果。 

3.1砌石护坡单元振动台模型试验设计  （1）试验设备和模型设计 

坝顶砌石护坡单元大型振动台模型试验在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三向六自由度大型高性能地震模拟振

动台上进行。该振动台不仅尺寸大（台面尺寸为6m×6m），且性能优良，先后承担了我国众多大型或复杂

结构的振动台模型试验任务，振动台的具体性能参数参见文献
[9]
。 

考虑到本次模型试验的目的是验证两种砌石护坡的加固效果，探讨其对坝坡的加固机理，故无必要进

行整个大坝结构的振动试验。而且，进行大坝结构整体模型试验会导致模型比尺过大，模型太小，难以针

对性地进行坝坡的加固措施研究。因此，选择在大坝下游坝坡顶端截取规则形状的单元块，进行地震模拟

振动试验，观察和量测块体单元的地震反应，用以定性考察整个坝坡范围内砌石护坡的抗震加固性能。 

坝顶区护坡单元块横断面为梯形，断面高150cm，顶、底面长度分别为80cm和305cm（坡比为1:1.5），

在坝坡表面铺设厚度为20cm的砌石护坡。沿坝轴线方向上，取单元块的宽度为220cm，其中左半部分铺设

浆砌石护坡（右岸侧），右半部分铺设干砌石护坡（左岸侧）。护坡单元模型置于尺寸为500cm×220cm

×160cm的模型箱中，模型箱采用厚度为2cm的钢板加肋拼接而成。受模型尺寸限制，对原型坝堆石料和护

坡块石进行了缩尺，坝体填筑堆石级配按相似级配法和等量替代法确定，最大颗粒粒径2cm，护坡块石粒

径10～20cm。堆石坝体分10层填筑，每一层分别进行击实、整平，砌石护坡在坝坡整平后一次性铺设完成。

图3给出了单元模型结构和材料分区示意，图4给出了模型箱中填筑完成的砌石护坡单元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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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单元模型结构和材料分区示意图                         图 4 填筑完成的坝顶砌石护坡单元模型 

（2）试验监测内容 

主要通过直接观察护坡在振动过程中的反应情况和监测护坡砌石块体的变位情况来考察砌石护坡的

地震反应特性和抗震性能。此外，还在坝坡顶端堆石坝坡表面沿坝轴线方向埋设了若干加速度传感器，通

过考察不同护坡形式下坝坡表面的加速度反应情况来对比不同砌石护坡对其下坝体加速度反应的影响程

度。坝坡表面砌石块体的变位情况通过考察固定在石块表面的位移测点和固定在模型箱上的基准线的相对

位移确定。坝顶处坝坡内加速度传感器的布设情况如图5（a）所示（6、15～20#测点），砌石护坡表面位

移测点的布设情况如图5（b）所示（1～12#测点）。 

 

（a）加速度测点                            （b）位移测点 

图 5 坝坡表面加速度测点和护坡表面位移测点的分布情况 

（3）试验工况设置 

根据输入地震动的差异（包括地震动类型和输入方式），将整个试验分为若干方案，每个方案下，再

根据输入地震动幅值分为若干小工况。输入地震动类型包括不同压缩比尺的压缩场地波和拍波，地震动输

入方式包括单次地震波输入和连续多次地震波输入。 

试验工况设置的基本思路是：首先，输入不同压缩比的单向场地波，通过表观震害考察确定对砌石护

坡单元破坏力最强的输入地震动压缩比（通过调整输入地震动压缩比，使其基频和单元模型的一阶自振频

率接近，从而使得单元模型在压缩地震波的作用下产生最强烈振动，可以更好地再现护坡结构在极端地震

作用下的反应，验证砌石护坡的抗震加固效果）；然后，采用振动最强烈的压缩场地波连续对单元模型进

行激振，用以考察地震动持时对砌石护坡单元抗震性能的影响；最后，输入连续拍波进行激振，考察地震

动类型对单元模型动力反应特性的影响。模型试验具体的工况设置如表1所示，模型试验场地波仍采用原

始设计时使用场地波，只是对输入峰值加速度进行调整，归一化的场地波加速度时程如图6所示。 

 

表1试验工况设置 

工况编号 输入地震动情况 台面实测输入地震动幅值（g） 

1 顺河单向压缩场地波 1 次激振，压缩比 Ct=20.0 0.226,0.408,0.632 

2 顺河单向压缩场地波 1 次激振，压缩比 Ct=10.0 0.230,0.406,0.618 

3 顺河单向压缩场地波 1 次激振，压缩比 Ct=5.0 0.166,0.352,0.619 

4 顺河单向压缩场地波 1 次激振，压缩比 Ct=1.0 0.223,0.417,0.629 

5 压缩比 Ct=5.0 的顺河单向压缩场地波连续 5 次激振 0.633,0.822,1.014 

6 顺河单向拍波连续 5次激振 0.359,0.864,1.182 

 

3.2 砌石护坡的地震反应  （1）堆石坝坡的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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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压缩场地波单次激振和连续激振加速度放大倍数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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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加速度传感器埋设于砌石护坡下坝坡表面堆石体中，其加速度反应情况和其上护坡的加速度反应

并不一致。但是，通过监测堆石坝坡表面的加速度反应情况，一方面可以考察单元模型自身（含表面砌石

护坡）的加速度反应程度，另一方面则可以通过考察坝坡的加速度反应情况来对比不同类型砌石护坡对堆

石坝坡的保护效果。 

图 7为不同压缩比顺河单向场地波作用下，坝顶轴线方向上顺河水平向加速度放大倍数的对比。从图

7 可以看出：随着输入地震动幅值的增加，测点加速度反应增强，但是加速度放大倍数在减小；场地波作

用下，当输入压缩比为 5时的坝坡表面加速度反应最强烈，说明压缩地震波基频和单元模型结构的自振频

率最为接近，后续场地波连续激振输入压缩比取为 5；坝轴线方向上，中间位置加速度反应最大，向两岸

方向逐渐变小，左侧略小于右侧。模型中间处的加速度反应最强，应当是由于这里受两侧边界的约束作用

最小，左侧的加速度反应略小于右侧是因为浆砌石护坡对坝坡的保护作用优于干砌石，这种作用在单波激

励时表现地并不明显，应当是由于两种砌石护坡在短时地震作用下均能保持良好的完整性（详见后文述），

对其下堆石坝坡的保护作用都较好。 

 
（a）Ct=20.0（b）Ct=10.0 

 
（c）Ct=5.0（d）Ct=1.0 

图 7 不同压缩比场地波作用下，坝顶轴线方向上测点顺河水平向加速度放大倍数对比 

图 8 给出了压缩比为 5 的场地波单次激振和

连续 5 次激振时，坝顶轴线上顺河水平向加速度

放大倍数的对比。从图 8 可以看出：两种砌石护

坡下测点在输入地震动峰值水平相当时（0.6g 左

右），多次激振下的测点加速度反应水平和单次

激振下的反应水平对比关系有所不同。浆砌石护

坡下测点 19的加速度放大倍数在单次激振和多次

激振时基本相同，而干砌石护坡下测点 16 的加速度放大倍数在多次激振时明显高于单次激振。由于连续

多次激振对干砌石护坡的破坏相对较严重（详见后文述），伴随着连续激振，护坡整体性变弱，对其下堆

石坝坡的保护作用也越来弱，故坝坡表面的加速度反应水平逐渐增加，明显高于单次激振。 

对比连续 5次激振压缩场地波和拍波作用下的加速度放大倍数可知：同等幅值水平拍波作用下，测点

的加速度反应水平远低于压缩场地波的作用。拍波为冲击波，其地震动作用持时较短，地震输入能量较低，

故其对堆石坝坡和砌石护坡的影响小，相应加速度反应水平也较低。 

（2）砌石护坡的地震反应现象和残余变形 

考察不同地震波作用下砌石护坡单元模型的表观地震反应现象，同时对比各级地震作用前后护坡块石

上位移测点的地震残余变形情况，研究不同地震动作用时砌石护坡的地震破坏情况。表2给出了各级地震

作用后，测点地震残余变形值。表中，X表示顺河水平向，向下游为正，Z表示竖直方向，竖直向下为正。 

0.0

1.0

2.0

3.0

4.0

-1.2 -0.9 -0.6 -0.3 0.0 0.3 0.6 0.9 1.2
 传感器的水平位置（与中心相对距离）

加
速
度
放
大
倍
数

Ax=0.226g

Ax=0.408g

Ax=0.632g

0.0

1.0

2.0

3.0

4.0

-1.2 -0.9 -0.6 -0.3 0.0 0.3 0.6 0.9 1.2
 传感器的水平位置（与中心相对距离）

加
速
度
放
大
倍
数

Ax=0.230g

Ax=0.406g

Ax=0.618g

0.0

1.0

2.0

3.0

4.0

-1.2 -0.9 -0.6 -0.3 0.0 0.3 0.6 0.9 1.2
 传感器的水平位置（与中心相对距离）

加
速
度
放
大
倍
数

Ax=0.166g

Ax=0.352g

Ax=0.619g

0.0

1.0

2.0

3.0

4.0

-1.2 -0.9 -0.6 -0.3 0.0 0.3 0.6 0.9 1.2
 传感器的水平位置（与中心相对距离）

加
速
度
放
大
倍
数

Ax=0.223g

Ax=0.417g

Ax=0.629g



 

191 

 

表2测点地震残余变形（mm） 

工况 5-0.6g 5-0.8g 5-1.0g 工况 5-0.6g 5-0.8g 5-1.0g 

方向 X Z X Z X Z 方向 X Z X Z X Z 

测点 1 0 0 0 0.5 1.5 3.5 测点 7 4 2 22 3 30 8 

测点 2 0 0 2 0.5 2 3.5 测点 8 3 2 9 11 10 13 

测点 3 0 0 1 3 2 3.5 测点 9 2 0 0 3 0 4 

测点 4 5 2 12 7 17 7 测点 10 3 0 0 3 3 4 

测点 5 0 0 1 3 2 5 测点 11 0 0 25 18 43 28 

测点 6 0 0 0 4 0 6 测点 12 0 6 10 15 35 22 

不同压缩比单次压缩场地波作用下（工况1～4），除工况3外（压缩比5.0），护坡表面块石均看不出

明显的反应。工况3时，在输入地震动峰值达到0.6g左右后，干砌石护坡上有少量大块石间的小碎石颗粒

从坡面上滚落，靠近坝顶处的部分大块石发生轻微震颤。在压缩比为5的压缩场地波连续5次激振时（工况

5），随着输入地震动强度的增加，砌石护坡的反应程度较单次激振时明显强烈，尤其是干砌石护坡。在

输入地震动峰值达到0.8g左右时，干砌石护坡中的大量填充小碎石颗粒从大块石间脱离并沿坝坡滚落，局

部大块石间接缝变宽并发生局部错动，护坡整体发生晃动，并有和堆石坝坡脱离的趋势；浆砌石护坡虽有

一定幅度的震颤，但是由于砂浆的保护作用，没有发生大块石间小颗粒的滚落现象。在输入地震动峰值达

到1.0g左右时，0.5倍高程以上干砌石发生剧烈晃动，砌石护坡整体和堆石坝坡间发生瞬时脱离，护坡复

位时剧烈拍击堆石坝坡，干砌大块石间有相互脱开、脱离趋势，局部块石间接缝变的很宽，填充碎石颗粒

滑出，护坡内部坝体堆石露出外溢，0.8倍高程上几个较大体积块石和周围接触块石脱开，较坝坡面鼓出，

基本呈脱离状态，尤以测点7所在块石最明显，图9给出了测点7所在块石强震前后状态对比；以上过程中，

浆砌石护坡块石间并未发生错动和裂缝，虽然整体和堆石坝坡间产生一定程度的脱离、撞击，但幅度很小，

浆砌石护坡保持了良好的完整性，也未和坝坡间产生顺坡滑移。 

对比上述地震反应过程，从表2可以看出：压缩场地波单次激振时，测点未测到明显的变位。压缩场

地波连续激振时，随着振动幅度的增加，干砌石护坡中大块石发生了较大水平的地震变位，尤其是靠近坝

顶的测点7、8、11和12，与之相对应，浆砌石护坡上测点的地震变位水平则要低得多。这里需要说明的是，

对于干砌块石上测点的地震残余变形值，由于块石反应剧烈，局部发生了翻转、滑移，所以每次测量得到

的变形值不仅包含了护坡的整体变位，也包含了块石个体的刚体转动、滑移变形。尽管如此，考察众多测

点的整体变形状态，不难看出两种护坡在强震中产生的地震残余变形差异显著。 

 

（a）强震前                                          （b）强震后 

图 9 测点 7所在块石强震前后状态对比 

3.3砌石护坡抗震加固机理分析及两种护坡的抗震加固效果对比  浆砌石护坡在输入各种地震波激振时，

均未出现明显的震害。而干砌石护坡，随着输入地震动强度的增加（包括地震动峰值和持时的双重作用），

地震反应逐渐增强，最后在连续激振高幅值压缩场地波的作用下，几近整体破坏。由护坡单元模型的地震

反应现象可知，干砌石护坡的地震破坏是一个渐进过程：先是砌块石间局部小碎石颗粒的滚落，再是砌块

石间填充碎石的大量溢出滑落，最后才是大砌块石间的错位、滑移，几近从坝坡滚落，护坡下堆石坝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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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震后新核定设计地震作用下，紫坪铺大坝最大横断面内单元抗

震安全系数分布 

面堆石颗粒也随之发生溢出、滑移，护坡整体的震动幅度也是随着上述过程的发展而逐渐增强。干砌石护

坡的破坏应当是由于局部填充碎石溢出滑移，造成大块石逐渐失去支撑、块石间接触挤压逐步失效而导致

的渐进式破坏，大块石的脱离、滚落，将引发整个护坡沿堆石坝坡滑移、坍塌。 

从护坡下堆石坝坡的加速度反应情况可以看出，和上述两种护坡形式自身不同的地震反应水平相对应：

地震水平较低时，两种护坡对堆石坝坡的保护作用相当；但地震动强度较高时，两者对堆石坝坡的保护作

用差异较大，干砌石下坝坡的加速度反应明显高于浆砌石保护的坝坡（参考图8），这应当和强震时干砌

石护坡遭受了严重的震破坏是直接相关联的。在砌石护坡能够保持为一个连结紧密的整体时，对其下堆石

坝坡能够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一方面是限制坝坡表面的加速度反应水平，另一方面是保证坝坡表面堆石

颗粒的稳定性，防止颗粒滚落而引起坝坡渐进破坏。当砌石护坡局部块石发生错动、脱离原位，砌石护坡

的整体性降低，不仅导致其自身发生渐进破坏，也会导致其对其下堆石坝坡的保护作用逐渐减弱、丧失，

坝坡表面堆石颗粒随着砌石护坡块石一起发生滑移、滚落。 

不管是干砌石护坡还是浆砌石护坡，护坡体能否在地震中保持良好的完整性，是发挥其对坝坡保护作

用的关键，也是维持其自身稳定性的关键。干砌石护坡块石间的连接是靠块石间的直接挤压、摩擦作用，

再结合块石间填充小碎石颗粒来保持其完整性的，而浆砌石护坡块石间的连接不仅有块石间的挤压、摩擦

和碎石填充作用，还有接缝水泥砂浆的黏结保护作用。水泥砂浆不仅增强了块石体间的黏结强度，还对填

充小碎石颗粒起到了很好的黏结保护作用，保证它们在地震作用下和护坡整体不发生脱离，也就保证了砌

石护坡的完整性和地震稳定性。高幅压缩场地波连续激时，干砌石护坡破坏严重，就是由于地震动持时增

加导致护坡整体性破坏加剧造成——连续激振致使块石体持续错动，难以复位，并脱离原位，最终导致护

坡整体发生破坏。 

振动台模型试验中，浆砌石护坡保持了较好的整体性，未出现明显震害，较好地保护了其下的堆石坝

坡；干砌石护坡由于填充碎石的振动脱离、砌块石间接触强度降低，致使砌块石间错动、脱离原位，逐步

诱发了护坡整体的渐进破坏，对其下堆石坝坡的保护作用也逐渐减弱、丧失。图10给出了强震前后，靠近

坝顶处两种砌石护坡状态的对比。从图中可以看出，浆砌石护坡整体未发生明显的状态改变，而干砌石护

坡震后较震前砌块石间变得松散，基本丧失了护坡结构的整体性。浆砌石护坡不管是自身的抗地震破坏能

力，还是对其下堆石坝坡的保护能力，都是明显优于干砌石护坡的。 

 

（a）强震前                                       （b）前震后 

图 10 坝顶附近浆砌石护坡与干砌石护坡强震前后状态的对比 

4 紫坪铺大坝下游坝坡震后抗震加固方案探讨 

由于高土石坝地震反应坝顶“鞭梢效应”

十分显著
[10,11]

，紫坪铺高面板堆石坝在汶川地

震中的下游坝坡干砌石护坡破坏，表现出了靠

近坝顶的区域较严重，而靠近坝脚的区域基本

完好的分布特点，干砌石护坡块石松动、翻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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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区域都集中在二级马道（大约3/4坝高处）以上。大坝地震加速度反应的“鞭梢效应”，在三维大坝结

构大型振动台模型试验中，同样得到了较好地验证：模型坝在各类不同水平地震动作用下，均在0.7～0.8

倍坝高的高程上出现了加速度反应突然增大的现象
[12]

。此外，紫坪铺大坝震后抗震复核计算分析也表明，

大坝二级马道以上坝坡表面区域是大坝抗震的薄弱区域。震后新核定设计地震作用下（0.4g），该区域的

单元抗震安全系数出现有小于1的情况，如图11所示。 

不管是从实际地震中砌石护坡的破坏情况看，从坝体加速度反应振动台试验结果看，还是从坝体内部

单元体抗震安全性分布规律看，大坝二级马道以上坝坡区域（3/4坝高以上坝坡区域）都是整个堆石坝坡

抗震的薄弱环节，也是砌石护坡自身稳定性较薄弱的区域。 

因此，针对紫坪铺大坝下游坝坡震后抗震加固工程，提出以下工程建议：首先，基于不同砌石护坡形

式在实际地震中表现出的抗震性能及其在振动台试验中表现出的实际地震反应特性，再结合目前已有各种

坝坡抗震加固措施在大坝坝坡震后抗震加固工程中的实际可操作性来看，本文作者认为，在大坝下游坝坡

抗震薄弱区采用浆砌石护坡代替原干砌石护坡的抗震加固方案是合理的；其次，综合实际震害调查、大坝

结构大型振动台模型试验和震后复核抗震计算的研究成果，认为大坝坝坡及其表面砌石护坡抗震安全薄弱

的环节主要是3/4坝高以上、靠近坝顶的区域，可采用浆砌石护坡代替该区域内原有干砌石护坡，对震损

坝坡进行抗震加固，在远离河谷中央、靠近岸坡的区域，浆砌石护坡加固的界限高程可以适当提高。 

5 结论 

本文，利用大型振动台模型试验验证了紫坪铺大坝下游坝坡震后抗震加固措施（浆砌石护坡）的抗震

加固效果，并与干砌石护坡进行了对比，揭示了两种加固措施的抗震加固机理。同时，结合震害调查分析、

大坝结构振动台模型试验和大坝动力计算分析的研究成果，探讨了大坝下游坝坡浆砌石护坡加固的合理范

围。主要研究结论为： 

（1）紫坪铺大坝震害调查表明，堆石坝坡浆砌石护坡的抗震性能优良，综合各类堆石坝坡抗震加固

措施在大坝震后抗震加固中的实际可操作性，可选择浆砌石护坡作为大坝下游坡震后抗震加固措施； 

（2）砌石护坡对堆石坝坡的抗震加固作用，主要表现在对坝坡表面加速度反应放大效应的限制作用，

和对坝坡表面堆石颗粒的保护作用，防止振动导致堆石颗粒沿坝坡表面大规模滑移、滚落，进而引起大规

模堆石体滑坡； 

（3）砌石护坡在地震中整体性的保持，是发挥其对堆石坝坡抗震加固作用的保障，浆砌石护坡由于

有水泥砂浆的胶结作用，能够较好地保持护坡的整体性，其抗震性能明显优于干砌石护坡，可采用浆砌石

护坡代替干砌石护坡的方式对紫坪铺大坝下游坝坡进行震后抗震加固； 

（4）综合震害调查分析、大坝结构振动台模型试验和大坝动力计算分析的研究成果，再考虑到经济

上的合理性和施工的可操作性，确定浆砌石护坡代替干砌石护坡加固震损坝坡的范围为大坝二级马道（3/4

坝高）以上、靠近坝顶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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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large-scale shaking model test for dam slope anti-seismic and 

reinforcing measures of Zipingpu earth-rock fill dam after“5.12”Wenchuan 

Earthquake 

YANG Zheng-quan1,2,ZHAO Jian-ming1,2,LIU Xiao-sheng1,2,ZHOU Guo-bin3, 

LIU Qi-wang1,2,ZHU Kai-bin1,2 

(1.State Key Laboratory of Simulation and Regulation of Water Cycle in River Basin,Beijing 100038,China; 

2.China Institute of Water Resources and Hydropower Research,Beijing 100048,China; 

3.Guangdong Hydropower Planning&Design Institute,Guangzhou 510635,China) 

Abstract:Dry masonry facing for down-stream slope of Zipingpu earth-rock fill dam was destroyed seriously 

in“5.12”Wenchuan Earthquake,and the anti-seismic reinforcement for the failure dam slope is an important task 

after earthquake.Mortar masonry facing has been considered to be the best choice of anti-seismic reinforcement 

for the failure dam slope of Zipingpu comprehensively considering the applicability of anti-seismic and 

reinforcing measures for failure slopes of high earth-rock fill dam after earthquake which have been proposed by 

engineers worldwide,and the excellent anti-seismic performance of mortar masonry facing in real strong 

earthquake is the other reference factor of the choice.Large-scale shaking table model tests for anti-seismic and 

reinforcing measures of earth-rock fill dam slope(dry masonry facing and mortar masonry facing)are done which 

service for the anti-seismic and reinforcing project of Zipingpu earth-rock fill dam after“5.12”Wenchuan 

Earthquake.Anti-seismic and reinforcing effect of the masonry facings is verified by the shaking model tests,and 

anti-seismic and reinforcing mechanism of the masonry facings is analyzed deeply base on the shaking model 

tests results too.Further more,the reinforcing area scope of dam slope using mortar masonry facing is determined 

base on the shaking model tests results of dam combining with the research achievements of calculation analysis 

for dam earthquake response.The study results show that:the mortar masonry facing could keeps its integrity 

wonderfully in strong earthquake,but the dry masonry facing failure gradually because of the loosening and 

sliding of local stones by the strong earthquake,and the protective effects of the mortar masonry facing on the 

dynamic stability of rock-fill dam slope in earthquake is better than the dry masonry facing obviously;reinforcing 

area of the Zipingpu dam down-slope using mortar masonry facing after“5.12”Wenchuan Earthquake is 

determined comprehensively as the dam slope area that is above the second kentledge(3/4 dam height). 

Key words:Zipingpu earth-rock fill dam;anti-seismic and reinforcing measures;dry masonry facing;mortar 

masonry facing;reinforcement mechanism;reinforcement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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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坪铺大坝下游坝坡震后抗震加固措施大型振动台模型试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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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广东广州 510635 

 

摘要 
 

紫坪铺水库面板堆石坝坝顶区下游干砌石护坡在汶

川地震中遭到了较严重的震损破坏，是大坝震后抗震加

固处理的重点环节。综合考虑已有高土石坝坝坡抗震加

固措施在大坝震后加固中的适用性，并参考浆砌石护坡

在强震中表现出的良好抗震性能，浆砌石护坡成为了紫

坪铺大坝下游坝坡震后抗震加固的重要选择。本文，针

对紫坪铺大坝坝坡震后抗震加固工程，进行堆石坝坝顶

区坝坡抗震加固措施（干砌石护坡和浆砌石护坡）大型

振动台模型试验，研究砌石护坡的抗震加固机理并验证

其抗震加固效果；同时，结合大坝地震动力反应计算和

大坝振动台模型试验的研究成果，确定了大坝坝顶区浆

砌石护坡的加固范围。研究表明：浆砌石护坡在强震中

具有良好的整体性，干砌石护坡在强震中的局部碎、块

石滑移导致护坡整体渐进破坏，浆砌石护坡对堆石坝坡

的保护作用明显优于干砌石护坡；紫坪铺大坝下游坝坡

震后浆砌石护坡加固范围取为 3/4 坝高以上坝顶区坝坡

较为合理。 

关键词 

紫坪铺大坝；抗震加固措施；干砌石护坡；浆砌石

护坡；加固机理；加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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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ulation of hydraulic fracture utilizing Numerical manifold 

method 

Zhang Guoxing, Li Xu, Li Haifeng 

Abstract： A 2-order NMM based method is used to simulate the hydraulic fractures propagating process in rock or concrete. The 

proposed method uses a weak coupling technique to analyze the fluid phase and solid phase. To study the seepage behavior of the 

fluid phase, a FEM flow network of cracks is searched by block cutting algorithm and used to solve flow field. To study the 

deformation and destruction of solid phase, 2-order NMM and sub-region boundary element method are combined to solve the 

stress-strain field. Crack growth is controlled by well-accepted criterion, including the tension criterion or Mohr-Coulomb criterion 

for the initialization of cracks and the maximum circumferential stress theory for crack propagation. Once the crack growth occurs, 

the seepage and deformation analysis will be re-solved in the next simulation step. Such weak coupling analysis will continue until 

the structure becomes stable or is destructed. Five examples are used to verify the new method. The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the 

method can solve the SIFs at crack tip and fluid flow in crack network precisely, and the method is effective in simulating the 

hydraulic facture problem. Besides, NMM shows great convenience and is of high accuracy in simulating the crack growth problem. 

 

Keywords： Hydraulic fracture, numerical manifold method, crack growth, crack network flow, sub-region boundary element 

method 

 

1 Introduction 

The hydraulic fracture is of high concern in the safety control of dam and in the extraction of oil or shale gas. 

On one hand, hydraulic fracture is favorable in the exploitation of oil or shale gas. Hydraulic fracturing has been 

using as a powerful technology for enhancing conventional petroleum production and as a central method for the 

fast growing production of unconventional gas and geothermal energy, e.g. shale gas (Vengosh et al. 2013). In 

this method, artificial cracks are induced within the reservoir by hydraulic pressure and the permeability of the 

reservoir is increased sequentially. On the other hand, hydraulic fracture is unfavorable in the safety control of 

dam (Slowik and Saouma 2000), channel (Liu et al. 2014), ship lock (Zhang et al. 2003) and other under-water 

structures. In such structures, cracks may be initialized and propagated under the action of hydraulic pressure and 

cause engineering disease including leakage, failure, and the transmission of containment. 

To date, the simulation of hydraulic fracture is still a challengeable problem in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Hydraulic fracture involves coupling between the fluid phase (e.g. water or oil) and the solid phase (e.g. rock or 

concrete). Hydraulic fracture is usually considered as two weak coupling problems (Geertsma and de Klerk 1969; 

Laubie and Ulm 2014), i.e. a seepage problem and a solid problem: (1) Seepage problem: Solving the fluid 

pressure along the cracks based on the geometry and flow theory; (2) Solid problem: Solving the initialization 

and propagation process of cracks based on the geometry, the fluid pressure distribution on cracks, the stress 

distribution in solids and the deformation and failure models of solids. 

For the seepage problem, the fluid is essentially flowing in a crack network formed in rock or concrete. A 

series of analysis methods (Robinson 1986; Amadei and Illangasekare 1992; Mo et al. 1998; Dershowtiz and 

Fieelibus 1999; Li et al. 2010; Yao et al. 2015; Noetinger 2015) have been proposed for analyzing the seepage 

problem involving fracture network. Among them, Li et al. (2010) is used to solve the steady state flow in 

fracture network and offers accurate predictions of hydraulic pressure distribution and flow flux comparing to 

these measured in laboratory test (Grenoble 1989). This method will be adopted in this paper. 

For the solid problem, a number of analytical solutions are focusing on the near-tip behavior (Sneddon and 

Lowengrub 1969; Hoenig 1982; Murakami 1987) and have been proposed for the problem only involving a 

two-dimensional (2D) plane-strain crack or three-dimensional (3D) circular crack. These analytical solutions 

have built a solid bas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umerical solution dealing with complex problem involving 

multi-cracks. 

Numerical methods for solving the initialization and propagation of cracks include finite element-based 

method (e.g. XFEM and GFEM, Dolbow and Belytschko 1999; Strouboulis et al. 2001; Simoni and Secchi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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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chi et al. 2007; Chen et al. 2009; Lecampion 2009; Carrier, and Granet 2012; Gordeliy and Peirce 2015), the 

mesh free methods (Fleming et al. 1997; Ventura et al. 2002; Li et al. 2005), Discrete element method, 

Discontinuous deformation analysis and the numerical manifold method (NMM, Zhang et al. 1997; Zhang et al. 

1998; Tsay et al . 1999; Ma et al. 2009; Zhang et al. 2010; Zheng and Xu 2014; Zheng et al. 2014). To deal with 

the moving boundary in the problem involving crack growth and the discontinuities of deformation around crack 

tip, nearly all these methods have adopted the concept of the partition of unity method (Babuška and Melenk 

1996). Using the concept of the partition of unity method, the local approximation of deformation field can adopt 

analytical solution with undetermined parameters. Such treatment can offer great convenience for solving an 

accurate local deformation field. 

Among these methods, the numerical manifold method (NMM) (Shi 1991) has its own excellent idiosyncrasies 

(Zheng et al. 2014): (1) the NMM is easy to implement the p-adaptive analysis by using higher degree 

polynomials as the local approximations (Zhang et al. 1997; Chen et al. 1998). (2) NMM solves the problems 

involving continuous and discontinuous deformation in a unified way (An et al. 2012). “Compared with XFEM, 

NMM is able to treat multiple discontinuities in more straightforward ways” (Zheng et al. 2014). (3) Simplex 

integration used in NMM adopts analytical solutions of stress and stiffness of element. Such treatment can reduce 

the interpolation error if remeshing algorithm is used. In one word, NMM has all the advantages of FEM and 

DDA; but it avoids many limitations existing in FEM and DDA.  

The objective of this paper is to propose a new method for the simulation of hydraulic fracture. The new 

method utilizes loose coupling of NMM and the simulation of steady flow in crack network to study the 

hydraulic fracture process, i.e. the crack growth when high hydraulic pressures are acting on the crack surface. 

For the liquid phase, the fluid pressures along the cracks are solved with the assumption of steady flow in crack 

network. For the solid phase, the crack growth is solved using NMM with the substitution of the fluid pressures 

along the cracks into the solid matrix. In each step or round simulation, a seepage analysis is followed by a crack 

growth analysis. Then geometry and stress field are updated for the next step or round simulation. In this paper, 

the related theory for hydraulic fracture simulation and the procedure will be reported in details. After that, the 

proposed method will be examined by a series of cases including the analytical solutions of crack propagation 

problems and the well-controlled laboratory test data. 

2 Weak coupling between the flow analysis in crack network and the NMM analysis of crack 

growth 

2.1  The saturated-unsaturated seepage analysis in crack network 

The seepage analysis method used in this paper is an extension of the method used in Li et al. (2010). It 

includes the formation of a crack network and the seepage analysis in a crack network. The flow network is 

formed by an algorithm based on topology theory (Mo et al. 1998; Jing 2007; Li et al. 2010). Under steady state, 

the dead flow path has no contribution to the seepage analysis and is trimmed in the flow network. 

In the flow network, each segment connected by two joint points is treated as an element. It is assumed that water 

only flows through connected elements and the water flow obeys the Darcy’s Las, 

fv k i              (1) 

where v is the flow velocity; kf is the hydraulic conductivity; i is the hydraulic gradient;  is an empirical 

parameter. kf and  are related to the roughness of crack surface, hydraulic radius and Re Number. According to 

Louis (1969) and Amadei (1995), the values of kf and  can be selected from Table 1.Louis also proposed 

different flow laws relating the friction factor f (associated with energy losses in fracture) and the Reynolds 

number Re which apply in different regions of the (Re, n/Dh) space. Flow through a fracture can be considered 

parallel for values of n/Dh less than 0.033 where the transition between laminar flow (region I) and turbulent 

hydraulic smooth flow (region II) occurs for Re =2300. The transition between turbulent hydraulic smooth flow 

and turbulent completely rough flow takes place when Re and n/Dh are related as follows, 

8

Re 2.533 log
3.7

hn D  
   

  
                      (2) 

Which is obtained by equating  f  for region II with  f  for region III. For vlues of n/Dh larger than 0.033, 



 

199 

 

flow becomes non-parallel and the transition between laminar flow (region IV) and turbulent flow (region V) 

occurs when Re and n/Dh are related as follows 

 
2

1.5
Re 384 1 8.8 log

1.9

h
h

n D
n D

           
        (3) 

Which is obtained by equating f for region IV with f region V.  

Table 1 Permeability coefficient expressions and values of  in different regions 

Region Flow state Hydraulic conductivity   

I Laminar flow 
2 12fk gb   1.0 

IV Laminar flow     1.52 12 1 8.8f hk g b n D     
 

 1.0 

II 
Turbulence 

flow 
     

4 7
0.25 31 0.0079 2fk b g b   

 
 4/7 

III 
Turbulence 

flow 
 4 log 3.7f hk g n D b   

 0.5 

V 
Turbulence 

flow 
 4 log 1.9f hk g n D b   

 0.5 

* Re = 2bv/, where v is the flow velocity;  is the dynamic viscosity of fluid; Dh is the hydraulic radius and 

equal to 2b; b is the aperture of fracture. g is the gravity acceleration; n is the roughness of fracture surface, n/Dh 

is the relative roughness. 

 

For unsaturated flow in crack element, the degree of saturation S and hydraulic conductivity ku are functions 

of soil matric suction hc and can be calculated as (Zhang 2005), 

c

c

h

u f

h

k k e

S e













 


  

(4) 

where hc is soil matric suction, i.e. the negative pore water pressure and 0  hc; ,  are two empirical 

parameters. The values of ,  should be determined by curve fitted to experimental data and can be used as 5 

and 2 if the experimental data is absent. 

The differential equation of flow in one crack element can be constructed by the water balance,

 

0u

j j

h S
k b b

x x t

    
          

  (5) 

where xj is the flow direction, i.e. the direction of crack. Substituting eqs. 1 and 4 into 5, the seepage equation 

of transient flow in crack element is as follows: 

        0
j jj j h

A h B q
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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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 {h}j are the water heads at the ends of an crack element j and the only unknown variables; 

   1 1 1

1 1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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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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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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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0 1
ch

cB h e
    

  
   (7) 

where hc should be used as the average negative water head in the crack element j. Obviously, eq. 6 is 

expressed by matrix and can be called as local matrix equation. By assembling the local matrix equations of all 

elements, the global matrix equation is formed, 

       0
h

A h B q
t

 
   

 
 (8) 

Eq. 8 can be discretized in time series and can be solved by giving initial pore water head field and boundary 

conditions. For example, the water heads at nodes, i.e. the end points of crack elements, {h}m+1 at time step (m+1) 

can be solved by giving water head distribution {h}m at time step (m) and the boundary conditions. Iterations 

may be required in the solving process because hc and h(-1) involved in eq. 7 are related to the current water 

heads, i.e. {h}m+1. If the crack element is saturated, hc should be taken as 0, eq. 8 will be retreated as the equation 

of saturated flow in crack network. 

2.2  The stress-hydraulic coupled simulation 

The fluid existing in cracks will apply hydraulic pressures on the surface of cracks. The hydraulic pressures 

will cause deformation of solid phase (e.g. rock or concrete), subsequently change the crack width and the 

hydraulic conductivity of crack element. If cracks grow and serve as flow channels, the flow network will change 

and the water heads will be redistributed in the flow network. It’s clear that the seepage and deformation process 

are coupled and interacted together. 

2.2.1 The effect of hydraulic pressure along cracks on the deformation analysis  

Referring to Fig 2, there is a crack existed in the element i, i.e. from point (k) to point (k+1). Water heads at 

two ends of the crack hk and hk+1 can be determined by seepage analysis. Hydraulic pressure is assumed to be 

linear distributed along the crack. Such line loading is equivalent to two forces {Fi} acted on the nodes of crack 

element, i.e. point (k) and point (k+1) in Fig 2, 

         1 1 1, { } , { }i i k k k i k k kF T x y E W T x y E W            (9) 

where Ti(x, y) is the interpolation function (Shi 1991) of element i, i.e. the weight function in NMM or the 

shape function in FEM; [E] is the water head matrix; {Wk } is the weight matrix for line loading, 

  1

1

sin sin

cos cos

k k

k k

h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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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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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where L is the length of crack;  is the angle between the crack and the x-axis (seeing Fig 1). 

http://dict.cn/interpolation%20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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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 An element i containing a crack with two ends, i.e. point k and point k+1 

2.2.2 The effect of stress on the width and hydraulic conductivity of crack 

Even when a crack is closed, it is still a flow path because of its roughness. According to Lamas (1995), 
empirical relation between the effective width of a joint b and the stress normal to the joint n is constructed as, 

0

0

log( ) 1
10

n

n

b b

b


 
   

 
  (11) 

where b0 is the width of crack when the normal stress is 0; n is a const. b0 and n are empirical parameters of 

material and usually should be determined by laboratory test. 

When a crack is open, the width of the crack b should be equal to (b0+d), where d is the open width of crack. 

With known crack width b, kf and  can be calculated using the equations listed in Table 1 and used in the seepage 

analysis (eqs. 5-7). 

3. NMM simulation of crack growth 

3.1  High-order NMM 

Because of the singularity and high non-linearity of crack tip, one order NMM (Shi 1991) cannot offer accurate 

solution of stress-strain field around crack tip. High order NMM is required to solve the problem. Fortunately, 

NMM is of great flexibilit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 order expressions. Recalling the deformation functions in 

NMM, 

     
1

, , ,
N

i i

i

u x y T x y u x y


    (12) 

where u(x, y) is the global deformation function; Ti(x, y) is the weight function (Shi 1991) or shape function 

(Zheng et al. 2014) of mathematical cover i; ui(x, y) is the deformation function of mathematical cover i, which is 

termed as cover function. 

The order of global deformation function u(x, y) equals to the sum of orders of both the weight function Ti(x, y) 

and the cover ui(x, y) function. Therefore,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 order NMM has two choice (Zhang et al. 

2002): (1) increase the order of Ti(x, y) (Zhang et al. 1997; Chen et al. 1998); (2) increase the order of ui(x, y) 

(Zhang et al. 2004; Su et al. 2005; Ma et al. 2009), e.g. import a local cover with an deformation function in the 

form of analytical solution (Zhang et al. 2010; Zheng et al.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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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is paper, two-order weight function Ti(x, y) and 0 order cover function ui(x, y) are used, as foll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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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Thus the global deformation function u(x, y) is of two-order (eq. 13). Such global deformation function can be 

constructed by adopting 6 nodes triangle mathematical element or 8 nodes quadrilateral mathematical element. 

3.1.1 Solving the stress intensity factors (SIFs) at crack tip 

Crack growth depends on the concentration of stress at crack tip that can be evaluated by the tress intensity 

factors (SIFs).  Several numerical methods can be used to solve SIFs, including isoparametric singular crack-tip 

element (Barsoum 1976; Horvath 1994), crack-tip singular mathematical cover (Ma et al. 2009; Zhang et al. 2010; 

Zheng and Xu 2014), the singular boundary element method (SBEM, Zhang et al. 1999; Zhang et al. 2000). The 

method used to simulate the crack growth follows that reported in Zhang et al. (1999). It combines the 2-order 

NMM and SBEM together to solve the stress-strain field around crack tip. 

 

The numerical procedure is as follows: first, the global stress-strain field is solved by NMM (referring to Fig 

2a) with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discontinuity along crack surface. Second, a sub-region containing the crack tip 

(Fig 2b) is constructed and solved by SBEM.  

          

(a) The structure of whole NMM domain     (b) a sub-region containing at a crack tip to be solved by SBEM 

Fig. 2 Structure containing cracks and an enlarged sub-region 

The displacement ds at the boundary of the sub-region (A+) are inherited from the global stress-strain field. 

There are three possible cases happening to the crack surface: (1) open crack. In this case, both the normal and 

shear stress along crack surface are 0; (2) crack filled with fluid. Hydraulic pressure is normal to the crack surface 

and its value can be inferred from the water head results in seepage analysis; (3) closed crack. In this case, the 

normal stress and shear stress along the crack surface can be solved by NMM. To date, all the stress and 

displacement at the boundary of sub-region shown in Fig 3b are addressed and will be taken as restraint 

conditions. Thus the problem in Fig 3b is a boundary value problem with known stress and displacement 

restra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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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where is the  is the outer boundary of the sug-region (Fig 3b); A is the surface of crack (Fig 3b); 

local coordinates of crack tip. 

The upper boundary value problem can be solved by an indirect BEM (Zhang et al. 1999). In order to form the 

integral equations, two kinds of fundamental solutions are required (Zhang and Liu 1992, 1996): 

(1) The kelvin solution of point force (Zhang and Liu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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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  is the shear modulus, 3 4   for the plane strain and    3 1 v     for the plane 

stress;  

(2) The singular fundamental solution of point force acting on the crack surface (Zhang and Liu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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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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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 a is half crack leng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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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urning to the sub-region problem shown in Fig. 3b, undetermined Q(s) is applied to the outer boundary  

and undetermined P(s) is applied to the crack surface A. Based on eqs. 15 and 16, an integrated equation can be 

for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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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Constructing boundary element mesh along the boundary of sub region A (i.e. A +) and solving equation 17 

yields solutions for Q(s) and P(s). With solved P(s), SIFs can be calculated as (Zhang and Liu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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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3.3  The criterion of crack growth 

The initiation of crack obeys the tensile failure criterion, 

 1 0T   (19) 

or the Mohr-Coulomb shearing failure criterion (if 0<1<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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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crack growth, the maximum circumferential stress theory (Erdogan and Shi 1963; Shi 1974) is adop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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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where KI and KII are SIFs and can be calculated by eq. 14; KIC is the fracture toughness of material; 0 is the 

angle of crack growth measured from the axial direction of existed crack and fulfills 

 0 0sin 3cos 1 0I IIK K   
 

 (22) 

3.4  The simulation of crack growth 

For numerical convenience, it is assumed that the crack growth can only cross one element. That’s to say, 

newly extended crack starts from the crack tip, grows in a direction of angle 0 measured from axial direction of 

current crack and ends at the closest intersection with an edge of mathematical element or physical boundary. If 

the closest intersection, i.e. the new end of crack, is inner a block, a new crack tip is formed. 

After crack growth, several tasks will be carried out: (1) recoding the boundary of block; (2) recoding the 

mathematical and physical element related to the crack tip; (3) release the stress along the newly extended crack 

surface; (4) re-finding the flow network. 

3.4.1 Recoding the boundary of block 

In NMM, the boundary of a block is defined as a polygon with ordered vertexes. For example in Fig 3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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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ck (1, 2, , 9) containing a crack (3, 4, 5). If the new end of crack is still inner the block (Fig 3b), two 

boundary vertexes, n0+1 and n0+2, will be added and the new boundary will be (1, 2, 3, 4, n0+1, n0+2, , 9). 

Here, n0 is the number of all old boundary vertexes. After recoding, the number of boundary vertex is n0+2. If 

the block is cut into two parts after crack growth (e.g. that in Fig 3c), the block number m0 will be increased by 1 

and the old block i will be split into two blocks i and m0+1. At the same time, the number of vertexes will be 

increased from n0 to n0+3. The two blocks can be defined as i(1, 2, 3, 4, n0+1, 9) and m0+1(5, 6,7,8, n0+2, 

n0+3),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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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block defined by vertexes coded by anti-clockwise direction (b) new boundary of the block (c) block split by 

crack growth 

Fig 3. Recoding the boundary of block after crack growth 

3.4.2 Recoding the mathematical and physical element related to the crack tip 

The growth of a crack will split a physical element. Thus for each crack growth, a new physical element must 

be added into NMM mesh system and the old physical element must be modified. At the same time, a new 

mathematical element will be added and linked to the newly added physical element. The recoding operation of 

physical elements is similar to that of boundary of blocks. 

In additional to the recoding of physical element, new mathematical covers (MC) must be added after crack 

growth. First, the mathematical covers newly split by the extended crack should be identified. All the newly split 

mathematical covers will be duplicated and added into the global mathematical cover matrix. These newly added 

mathematical covers will be assigned to the newly added mathematical element. 

An example of recoding mathematical covers and mathematical elements is shown in Fig. 4. In Fig. 4, the 

current crack ab is extended to point c. The 6 nodes triangle mathematical element (ME) i defined by MC 1, 2, 3, 

4, 5, 6 is split by the newly extended crack surface bc. A new mathematical element k0+1 will be duplicated from 

mathematical element i and added. Here, k0 is the number of mathematical elements. If a MC is split by crack 

abc and changes from a simply connected region to two simply connected regions, it will be duplicated and the 

duplicate one will be added into the MC matrix. Referring to Fig 4b, the MC 4 indicated by the shadow area is 

split by crack abc. In fact, among the 6 MCs (or nodes) forming ME i (1, 2, 3, 4, 5, 6), there are three and only 

three MCs will be newly split by crack abc. They are MCs 4, 5, 6 as shown in Figs 4b, 4c, and 4d, respectively. 

Three new MCs, 42, 52, 62 will be duplicated from MCs 4, 5, 6 and added into the MC matrix, recoding as l0+1, 

l0+2, l0+3. Here, l0 is the number of old MCs. Thus in the recoded matrix, the old ME i (1, 2, 3, 4, 5, 6) and a 

new ME k0+1(1, 2, 3, l0+1, l0+2, l0+3) will be used and linked to the physical element i (b, c, 3, 4, 5, 6, b) and 

physical element k0+1(1, 2, c, b, 1). A duplicate MC will inherit all the variables from its father, including the 

stress, strain, velocity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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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Initial mesh                                 (b) MC 4 newly split by crack abc 

     

(c) MC 5 newly split by crack abc           (d) MC 6 newly split by crack abc 

Fig 4. Recoding the mathematical covers 

3.4.3 Release the stress along the newly extended crack surface 

There is stress near the crack tip before the crack propagation. Its original stress is released as a new free 

surface after the crack propagation, so it needs to release the original stress of the crack tip in simulation. The 

stress of physical element i and k0+1 are integrated respectively, then added load matrix as equivalent nodal load 

of the initial stress, and the stress release of original crack surface is achieved. That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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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qs.21 is added the equations to be solved, the freedom condition of new cracks can be realized after one step 

iteration. 

3.4.4 Re-finding the flow network 

The newly generated crack segment is added into the flow network, and the new nodes and elements needs to 

be increased to allow water flows along segment bc to point c.  

4. Validation of crack propagation 

To validate the proposed method for analyzing complex crack propagation problems, three numerical exa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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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presented in this section. Two benchmark problems (mode I and mixed mode I and II crack problems) are 

used to verify the accuracy of SIF calculations and another problem is used to show the performance of 

muiti-cracks propagation.  

For these example, the materials are assumed to be isotropic and linearly static with Young’s modulus 

E=1.0×108 Pa and Poisson’s ratio v=0.3. Due to the linearly elastic nature of the example, the value of the 

Young’s modulus used in the simulation will not affect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stresses and calculation of the SIFs. 

4.1 Evaluation of the fracture parameters 

4.1.1 Center cracked rectangular plate under uniform tension 

In this example, a center cracked rectangular plate under uniform tension shown in Fig.5a is investigated. The 

reference mode I SIF was given by M. Isida (1971). 

 ,

2 2
,

I IK a F

a H

W W

   

 

   



 
  

(24) 

where IF  is the boundary correction factors; a is the half crack length; H is the half length of the rectangular 

plate. 

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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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5. Center cracked rectangular plate under uniform tension. (a) Geometry and boundary conditions; (b) NMM 

meshes  

As show in Fig. 5a, the plate is assumed to be 4.0W m , 2.0H m , and 1.0  Pa. The crack length a is 

1.0m. Uniform hexagonal MCs as in Fig. 5b are used. Five elements are set on the half crack. 

As mentioned, the SIF is solved by the combination of the 2-order NMM and SBEM. First, the effect of mesh 

density on SIF is examined, including the effect of element number on the crack surface and the effect of the 

discrete number of sub-region boundary. Fig. 6 shows a plot of the normalized SIFs varying with the element 

number on crack surface. It is easily seen that when the MCs are gradually refined, KI converges to the reference 

solution. The relative error is less than 5.5% although only three elements are set on the half crack and the error 

reduces to less than 1.0% if five elements are set on the half crack. The SIFs under different discrete number of 

sub- region boundary is shown in Fig. 7. It can be observed that when the discrete number is greater than 10, the 

SIF calculated by the proposed method is tended to be stable. 

Next, the SIFs of the plate with different crack length ranging from 0.2 to 1.4m are calculated. The element 

number on the half crack is set to 5 and the discrete number of sub-region boundary is set to 10. The calculated 

mode I SIF for different crack length is plotted in Fig. 8. It can be observed that the SIF calculated by the 

proposed method agrees quit well with the analytical solution and is of errors less than 1.0%. 

http://link.springer.com/search?facet-author=%22M.+Isida%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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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6. Convergence of the normalized KI as a function of the different number elements on crack 

 

Fig.7. Convergence of the KI as a function of the different discrete number of sub-region bound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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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8. Calculated KI for different crack lengths 

4.1.2  Square plate with an inclined center crack subjected to tension  

As shown in Fig 9, a square plate with an inclined center crack subjected to uniform tension is considered. The 

plate has a length of W=10.m, the half crack length of a=1.0m, and the uniform tension  is taken to be unity. 

Paris, P. C. and Sih, G. C (1965) gives the analytical solution of the SIFS as follows, 

2cos

sin cos

I

II

K a

K a

  

   

  


    

（23） 

where  is the angle between the crack and the action plane of , as shown in Fig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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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9. Square plate with an inclined center crack subjected to tension loading 

， ， ， ， 0, are 

examined. The SIFs are plotted in Fig. 10. It can be observed from Fig. 10 that the results agree well with the 

analytical solutions. 

 

Fig. 10 KI and KII compared to the reference solutions (under different ) 

4.2 Simulation of the crack propa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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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shown in Fig. 11, the propagation of multiple cracks in a rectangular plate with two circular holes is 

investigated. The problem is symmetric with respect to the center of the plate in geometry. This example was first 

simulated by Bouchard et al. (2003) to verify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ir remeshing technique in the modeling of 

crack propagation.  

In the simulation, the displacement boundary conditions are also symmetrically assigned on the bottom and top 

edges of the plate with the values 0.1v m   per step in the vertical direction. It is assumed that the cracks 

will gradually extend until they reach the free boundaries (both the outer boundary of plate and the hole 

boundary). In one step, all cracks are allowed to propagate and obey the criterion reported in Section 3.3. As 

mentioned in Section 3.4, each growth of crack can only cross one element in one step.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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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m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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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m
 

Fig. 11. A plate with two circular holes and multiple cracks 

A mathematical cover system with cover size h=0.5m is used to trace the crack path. The crack propagation 

process is plotted in Fig. 12. Basically speaking, the paths of two cracks are symmetrical. Only after step 55, the 

symmetry of expansion paths become lower. The reason is possibly that after the expansion paths are close to the 

holes, the accuracy of SIFs is affected by the boundary of holes and becomes lower. 

To investigate the accuracy of the proposed method the simulation is repeated using a smaller cover size of 

h=0.25m while maintaining the crack growth increment in the same manner as above. The crack growth paths are 

shown in Fig. 13. Referring to Fig. 13 the expansion paths are much smoother when smaller MC sizes are used. 

Even using small MC size, the symmetry of expansion paths is also reduced when the cracks expand close to the 

holes. The expansion paths obtained in this research is totally consistent with that reported in literature [58]. 

 

Step 5                     Step 15                   Step 25 

 

Step 35                     Step 45                   Step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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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60                     Step 73 

Fig. 12. Crack growth paths at some steps when the grid size h=0.5m 

 

(a) h=0.25 m                        (b) h=0.5 m 

Fig. 13. The comparisons of crack propagation pathes under different grid sizes 

5. Validation of hydraulic fracture  

To validate the proposed method, two numerical examples are presents in this section. One sample is used to 

verify the simulation of the flow in crack network and another is used to verify the simulation of hydraulic 

fracture process. 

5.1 Validation of fracture seepage 

The proposed method is used to simulate the flow test reported by Grenoble (1989) which employees steady 

state flow in crack network. The diagrammatic drawings of the device and crack network are shown in Fig. 14. 

The test conditions are listed in Table 2. The flow field is illustrated in Fig. 15.  

     

(a) The device                            (b) The crack network 

Fig. 14. Flow test reported by Grenoble (1989)  

Table 2  Working conditions of test 

Test No. H/cm h/cm h/cm L/cm h/L 

T1–5  80.52 71.76  8.76 60.96 0.14 

T1–6  97.28 71.37 25.91 60.96 0.42 

T1–7 115.70 71.37 44.33 60.96 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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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8 134.37 71.37 63.00 60.96 1.03 

T1–9 151.38 72.01 79.37 60.96 1.30 

 

Fig. 15. Flow field obtained by numerical simulation 

The hydraulic heads obtained in three numerical tests are listed in Table 3 and compared with the measured 

values reported in Grenoble (1989). The Node No. in Table 3 can be referring to Fig. 14b. As listed in Table 3, the 

simulated values are matching with the measured values. The seepage analysis method used can find the right 

flow network of crack and simulate the flow phenomenon in crack network. The maximum error of simulated 

hydraulic heads is 10.96%. The result demonstrates that the flow criterion used in this paper, i.e. the extended 

Darcy’s law in Section 2.1, is proper. The average calculation errors at five conditions, i.e. T1-5 to T1-9, are 

1.95%、1.23%、1.11%、3.08%、5.82%, respectively. It is clear that the average calculation error in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hydraulic head difference. The increase of calculation error is considered to relate to the 

increase of flow velocity and the intensity of turbulence flow. 

Table 3  Comparative analysis between measuring data and calculated data 

Node 

No. 

T1–5 T1–7 T1–9 

hd/cm hl/cm Ei/%  hd/cm hl/cm Ei/%  hd/cm hl/cm Ei/%  

 1 79.95 79.88 －0.80 112.82 112.65 －0.38 146.22 147.45 1.55 

 2 80.01 79.88 －1.48 113.14 113.16 0.05 146.80 147.70 1.13 

 3 79.31 79.25 －0.68 109.56 109.22 －0.77 140.38 142.49 2.66 

 4 80 79.88 －1.37 113.09 112.52 －1.29 146.71 146.94 0.29 

 5 80.07 80.01 －0.68 113.42 113.54 0.27 147.30 148.08 0.98 

 6 80.37 80.26 －1.26 114.93 114.68 －0.56 150.00 150.11 0.14 

 7 79.02 78.99 －0.34 108.1 108.2 0.23 137.77 140.97 4.03 

 8 79.07 78.99 －0.91 108.34 108.46 0.27 138.20 141.35 3.97 

 9 75.52 74.8 －8.22 90.42 91.19 1.74 106.11 114.81 1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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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75.18 75.31 1.48 88.68 89.41 1.65 103.01 111.00 10.07 

11 75.86 75.95 1.03 92.13 91.82 －0.7 109.18 116.33 9.01 

12 77.02 76.96 －0.68 97.97 97.79 －0.41 119.64 125.60 7.51 

13 77.14 76.96 －2.05 98.61 98.68 0.16 120.77 127.00 7.85 

14 76.63 76.45 －2.05 96.01 95.63 －0.86 116.13 120.90 6.01 

15 76.85 76.58 －3.08 97.13 96.52 －1.38 118.13 123.44 6.69 

17 72.86 72.77 －1.03 76.96 77.72 1.71 82.02 89.41 9.31 

18 72.57 72.39 －2.05 75.49 76.45 2.17 79.38 85.09 7.19 

19 73.51 73.53 0.23 80.22 81.79 3.54 87.85 96.14 10.44 

20 72.94 72.9 －0.46 77.36 78.74 3.11 82.73 90.68 10.02 

21 74.17 74.04 －1.48 83.59 84.33 1.67 93.88 100.46 8.29 

22 72.82 72.52 －3.42 76.75 77.34 1.33 81.65 87.63 7.53 

23 72.61 72.26 －4.00 75.69 75.82 0.29 79.75 83.82 5.13 

24 72.41 71.88 －6.05 74.66 74.17 －1.11 77.90 80.39 3.14 

5.2 Simulation of hydraulic fracture 

Referring to Fig. 16, a rectangular plate with cracks in star shape is used in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hydraulic fracture. The length of the plate edge is 10.0 m and the half length of crack is 1.0 m. The water pressure 

applied to the crack surface pu is increased by steps as follows: 5m, 6m, 7m, 8m, 9m and 10m. In the simulation, 

the Young’s modulus E=1.0×108 Pa; Poisson’s ratio v=0.3; the fracture toughness KIC is 100 kN*m-3/2; the density 

of water w=1×103kg/m3
. 

Upon the action of hydraulic pressure, the gradually expansion of crack is illustrated in Fig. 17. The stress field 

is shown in Fig. 18. The SIFs calculated at different steps are plotted in Fig. 19. In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if a 

crack extend, water flows into the newly expanded crack and hydraulic pressure is applied to the crack surface in 

the next step. Subsequently, the newly expanded crack deforms and will become wider. 

http://dict.cn/fracture%20tough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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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6 Numerial model used in the simulation of hydraulic fracture  

Referring to the stress field in Fig. 18, the concentration of stress can be found around the crack tips. Especially, 

the stress at crack tips becomes much larger when crack 3# is closer to the plate boundary (Fig. 18a). Once crack 

3# reaches the boundary, water flows out of the crack 3# and the stress along crack 3# is released (Fig. 18b). 

According to the simulation results in Fig. 17, when hydraulic pressure is smaller than 6m (Figs 17a and 17b), 

cracks do not expand because the combinations of SIFs (eq. 21) are still smaller than KIC (Fig. 19). With the 

increase of hydraulic pressure, the SIFs at the crack tips increase. When the hydraulic pressure increases to 7m, 

the combinations of SIFs at the tips of cracks 5# and 6# first exceed KIC (Fig 19) and cracks 5# and 6# grow (Fig. 

17c). Because of the gravity, the water heads in other cracks are smaller than that in cracks 5# and 6# and these 

cracks are still stable. With the extension of cracks, water flows into the newly formed crack surfaces. As the 

lengths of cracks 5# and 6# reach a critical value, cracks 2# and 3# start to grow (Fig. 17d). Further, cracks 2#, 3#, 

5# and 6# grow symmetrically (Fig. 17e). Later, crack 3# reaches the plate boundary (Fig. 17f). Then cracks 1# 

and 4# start to extend (Fig. 17g) and stop growing after several steps (Fig. 17h). After that, cracks 2# and 6# 

extend again (Fig. 17h). Finally cracks 3# and 6# cross through the plate and split the plate (Fig. 17i). 

The SIFs calculated in steps 1 to 24 are shown in Fig. 19. After step 24, crack 3# reached the plate boundary 

and the SIFs calculated are of limited meaning. The SIFs in Fig. 19 demonstrate that the crack will extend after 

the combination of SIFs fulfills eq. 21, i.e.  KIC. In the simulation, KI increase with the extension of crack 2#, 3#, 

5# and 6#, KII only show limited numerical fluctuation. 

 

（a）Step 4 (pu = 5m)               （b）Step 6 (pu = 6m)               （c）Step 7 (pu = 7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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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tep 9 (pu = 7m)               （e）Step 16 (pu = 7m)               （f）Step 24 (pu = 7m) 

 

（g）Step 25 (pu =7m)               （h）Step 30 (pu = 7m)               （i）Step 31 (pu = 7m) 

Fig. 17 the propagation of cracks in the simulation induced by hydraulic fracture 

 

（a）Step 24 (pu =7m)               （b）Step 25 (pu = 7m)            

Fig. 18 The stress field in the hydraulic fracture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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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he SIFs at the tip of crack 1#  (b) The SIFs at the tip of crack 2# 

   

(c) The SIFs at the tip of crack 3#  (d) The SIFs at the tip of crack 4# 

  

(e) The SIFs at the tip of crack 5#  (f) The SIFs at the tip of crack 6# 

Fig. 19  The SIFs varied with Step No. 

6. Conclusions 

Hydraulic fracture is a problem coupled by seepage and deformation action. The simulation of hydraulic 

fracture involves two difficulties, i.e. the simulation of crack growth and the coupling effect between crack 

growth and fluid flow. In this research, the block cutting algorithm used in NMM is used to form the flow 

network of cracks; C. Louis’s Equation and extended Darcy’s law are used to form the controlling equation of 

seepage; thus the fluid flow in cracks can be simulated properly. 2-order NMM and SBEM around crack tip are 

combined to solve the stress field and SIFs at crack tip. With the use of the tension criterion and the 

Mohr-Coulomb shearing failure criterion for simulating the initiation of crack and the use of the maximum 

circumferential stress theory for simulating the propagation of crack, 2-order NMM is used to simulate the 

gradually growing of crack. A weak coupling technique is used to simulate the destructive process of hydraulic 

fracture, as follows: hydraulic pressure acting on the structure will affect the stress field solved and cause the 

deformation of cracks, e.g. the expansion or extension of cracks; the extension of cracks will further induce the 

changes of flow network and the redistribution of hydraulic h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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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posed method for simulating hydraulic fracture is examined by five examples. The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1) the method can solve the SIFs at crack tip and fluid flow in crack network precisely. (2) The method 

gives reasonable destructive process of plate with multi-cracks and multi-connected domain. The results obtained 

are also matching with the results reported by other researchers. (3) The method is effective in the simulation of 

hydraulic facture. The flexible cover function and weight function used in NMM offer great convenience and is 

of high accuracy in simulating the crack growth problem. 

It is of great complexity to consider the coupled flow, deformation and crack growth process in multi-crack 

system. The research presented in this paper is still a preliminary work which can give precise prediction of 

problem under steady-state flow and with stabilized growth of crack. However, the dynamic problem is 

associated with the dynamic growth of crack and the transient flow of fluid, thus is much more complex and 

requires further research. Another issue should be mentioned is that the loading step can affect the result of crack 

propagation. In reality, loading is a continuous process. Thus only the loading step is small enough, the crack 

propagation process can reflect the reality. In this study, because only one element is allowed to be crossed in the 

crack propagation in one step, the mesh density will also affect the result of crack propagation. Further study is 

required to evaluate the effects of these factors and find methods to eliminate their effects. 

This work was supported by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Grant No. 51439005, 51290235), the National Key Basic Research 

Program of China (973 Program, No.2013CB035904，2013CB036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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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 2-order NMM based method is used to simulate the hydraulic fractures propagating 

process in rock or concrete. The proposed method uses a weak coupling technique to 

analyze the fluid phase and solid phase. To study the seepage behavior of the fluid 

phase, a FEM flow network of cracks is searched by block cutting algorithm and used 

to solve flow field. To study the deformation and destruction of solid phase, 2-order 

NMM and sub-region boundary element method are combined to solve the 

stress-strain field. Crack growth is controlled by well-accepted criterion, including the 

tension criterion or Mohr-Coulomb criterion for the initialization of cracks and the 

maximum circumferential stress theory for crack propagation. Once the crack growth 

occurs, the seepage and deformation analysis will be re-solved in the next simulation 

step. Such weak coupling analysis will continue until the structure becomes stable or is 

destructed. Five examples are used to verify the new method. The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the method can solve the SIFs at crack tip and fluid flow in crack network 

precisely, and the method is effective in simulating the hydraulic facture problem. 

Besides, NMM shows great convenience and is of high accuracy in simulating the 

crack growth prob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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