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示内容 

一、项目名称： 

强震区深厚覆盖层高混凝土面板坝变形控制与抗震安全 

二、提名单位和提名等级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利厅，提名等级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三、项目简介 

阿尔塔什水利枢纽工程是国家“十三五”期间新疆最大的水利工程，被业内称为“新疆的三峡

工程”，是叶尔羌河干流山区下游河段的控制性水利枢纽工程。与国内外相似工程对比，该工程的

建设已突破现行设计规范的适用范围，面临一系列重大的技术挑战：（1）本工程为在百米级覆盖

层和强震区的复杂地质条件下修建高混凝土面板坝，具有首创意义，坝高164.8m+深厚覆盖层94m的

组合变形总高度258.8m，变形控制问题极为突出；（2）坝址地形地质条件复杂，坝体与岸坡间、

以及坝体内部不同筑坝材料分区间的变形协调问题极为突出；（3）挡水大坝甲类设防，抗震设计

烈度为Ⅸ度，抗震措施的有效性及抗震安全问题极为突出。 

本项目研究内容包括：大坝坝料物理力学特性研究分析；三维精细化有限元静、动力计算分

析；大型振动台模型试验、离心机振动台模型试验；抗震措施有效性及极限抗震能力研究、大坝极

限抗震能力数值模拟研究；工程数字化管理系统建立；强震区深覆盖层高面板堆石坝安全保障体

系。主要创新点如下：

（1）首次采用超大三轴（设备直径1米，高2.05米）试验掌握了筑坝粗粒料缩尺效应规律，开

展坝料现场原级配（足尺）大型力学试验，揭示了真实工作条件下高土石坝坝料物理力学特性，显

著提升了高混凝土面板坝设计与施工质量控制的科学性和可靠性。 

（2）首次采用大规模、精细化大坝-地基-库水整体系统有限元模型，有效控制了坝体和覆盖

层地基变形，与实测安全监测资料基本相符；保障了深厚覆盖层上建设高混凝土面板坝中关键部位

面板-趾板-连接板-防渗墙联合防渗体系的防渗安全性。 

（3）首次同时采用大型振动台和离心模拟振动台模型试验，与数值分析相结合，研究强震条

件下深厚覆盖层上高混凝土面板坝抗震性能、结构设计、坝体分区以及填筑标准，提出了坝内拉筋

嵌固结构与坡面锚固梁的新型抗震加固措施体系，提高了大坝抗震安全。 

（4）在新疆地区首次采用土石坝全过程智能建造质量控制技术，研发了基于数字图像的坝料

级配特性识别技术，并且基于BIM+GIS+IOT技术，开发了土石坝填筑施工过程实时智能化监控系

统，实测施工期坝体最大沉降为坝高的0.2%左右，有效支撑了强震区深厚覆盖层高混凝土面板坝的



变形控制有效性与抗震安全性。 

（5）首次系统地提出了基于物料优化配置的强震区深覆盖层高面板坝安全保障体系，从坝体

设计、施工工艺与环节过程控制、现代监测技术等方面，有效提高了坝体变形稳定、渗透稳定、抗

震安全。 

项目已授权发明专利3项，实用新型专利5项，获国家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5项；共发表学术论文

26篇，其中EI论文2篇，中文核心期刊18篇；出版论文集2部，专著2部；主编国家标准、团体标准 

2部、工法2部。 

本项目科技成果推广应用于新疆大石门、卡拉贝利等大型水利枢纽工程，经济效益显著，社会

效益突出，推动了行业技术进步。科技成果评价：项目整体国际先进，在强震区、深覆盖层修建高

混凝土面板坝变形控制和安全保障技术方面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四、推广应用情况 

本项目针对阿尔塔什水利枢纽工程深厚覆盖层上高混凝土面板坝建设所面临的变形控制与抗震

安全关键科学技术问题，系统开展研究工作，取得了系统研究成果并已运用，坝体和覆盖层地基变

形控制，与实测安全监测资料基本相符；实测坝体最大沉降为坝高的0.2%左右，远小于同类工程，

阿尔塔什混凝土面板坝的坝体和覆盖层地基变形都得到了很好的控制。 

采用本项目研发的现场原级配大型相对密度试验方法，可靠确定工程主要筑坝粗粒土的相对密

度特性指标，一方面为复核大坝设计压实标准、确定大坝施工质量控制参数提供基础依据，另一方

面为原级配坝料渗透和力学特性等试验的控制条件确定提供了依据。通过大规模、精细化有限元模

型进行大坝和地基结构应力变形分析、地震动力反应分析，并基于分析成果对大坝断面进行系统的

优化，提出各部位的设计要求，对于大坝总变形水平的控制、内部协调和抗震安全设计，起到很好

的技术支撑作用。 

本项目研究所形成的土石坝填筑施工过程实时智能化监控系统，利用高精度的北斗定位设备，

对大坝填筑施工中的碾压遍数、碾压速度、碾压设备振动频率等施工控制参数进行实时监控，保证

了工程建设质量与进度，大大提高管理效率，并且利用该系统分析得到的结果，能够为工程施工优

化与动态调整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为工程建设质量控制与进度控制提供重要的管理手段。从节省

人力、机械成本和建设工期的角度，以及项目提前实现水库防洪、灌溉、发电等功能，可产生的重

要的直接与间接经济效率。该系统在坝体填筑建设中具有很强的实用性。 

本项目科技成果推广应用于新疆大石门、卡拉贝利、大石峡、玉龙喀什大型水利枢纽工程、河

南出山店水库以及安徽江巷水库，经济效益显著，社会效益突出。 

项目研究成果在粗粒土坝料特性参数确定、大坝和地基系统变形控制与协调、覆盖层上高土石

坝抗震安全和大规模高土石坝施工质量控制等方面，对提升我国高土石坝建设水平，尤其是新疆地

区高面板坝的科研、设计和施工管理水平，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推广应用前景十分广阔。 



五、主要知识产权证明目录 

序号 已授权项目名称 知识产权类别 国别 授权号 授权时间 

1 外防护型铜止水结构及其外防护方法 发明专利权 中国 CN106012975B 2018/8/31 

2 
一种砂质土含水率检测方法 发明专利权 中国 CN107860685B 2020/1/7 

3 
一种推土机自动控制系统及控制方法 发明专利权 中国 CN110409530B 2020/7/31 

4 
一种后置于滑膜的混凝土抹面装置 实用新型专利权 中国 CN211447659U 2020/9/8 

5 一种坝料自动加水系统报警装置 实用新型专利权 中国 CN207938153U 2018/10/2 

6 
一种可旋转的钢筋网片运输车 实用新型专利权 中国 CN208453810U 2019/2/1 

7 
一种双层钢筋网片加工装置 实用新型专利权 中国 CN208450478U 2019/2/1 

8 
一种伸缩缝止水结构 实用新型专利权 中国 CN207362800 2018/5/15 

9 

基于Matlab的二维土工结构接触面积

的计算程序（简称MFIP)V1.0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中国 2018SR827066 2018/10/17 

10 
基于颗粒流理论的土与结构接触面计

算程序（简称SSIP)V1.0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中国 2018SR735581 2018/9/11 

11 
高土石坝极限抗震能力分析软件V1.0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中国 2017SR563071 2017/10/11 

12 

阿尔塔什水利枢纽工程建设管理信息

化平台（简称水利枢纽工程管理系

统）V1.0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中国 2018SR936811 2018/11/22 

13 混凝土自动养护系统 V1.0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中国 2019SR0398196 2019/4/26 

14 
堆石体填筑摊、碾无人化作业施工工

法 
工法 中国 SCGF532-2019 2020/10/14 

15 
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工法_高寒地区砂砾

石料冬季施工工法 
工法 中国 SDGF1218-2020 2020/11/15 



六、主要完成人情况 

排名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 职称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1 李彦坡 

新疆新华叶尔羌河

流域水利水电开发

有限公司 

副局级 教高 

项目负责人，成果研究技术路线和实施方案的制定者和

决策者之一；对该项目“主要科技创新”栏中所列第

（1）（2）（3）（4）项创新做出了创造性贡献。 

2 汤洪洁 
水利部水利水电规

划设计总院 
副处级 教高 

成果研究技术路线和实施方案的制定者和决策者之一；

主持了成果研究的全过程以及评审和验证工作，负责科

研成果的推广应用；对该项目“主要科技创新”栏中所

列第（1）（2）（3）（5）项创新做出了创造性贡献。 

3 范金勇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水利水电勘测设计

研究院 

副总工

程师 
高工 

主要完成人，成果研究技术路线和实施方案的制定者和

决策者之一；对该项目“主要科技创新”栏中所列第

（1）（2）（3）（5）项创新做出了创造性贡献。 

4 关志诚 
水利部水利水电规

划设计总院 

副总工

程师 
教高 

成果研究技术路线和实施方案的制定者和决策者之一；

参加了深厚覆盖层高混凝土面板坝的总体方案和技术路

线的制定、工程实用技术研发以及成果研究的全过程；

对该项目“主要科技创新”栏中所列第（2）（3）

（5）项创新做出了创造性贡献。 

5 王志坚 

新疆新华叶尔羌河

流域水利水电开发

有限公司 

县处级 高工 

成果研究技术路线和实施方案的制定者和决策者之一；

是高坝变形控制和抗震安全的主要完成人之一；对该项

目“主要科技创新”栏中所列第（2）（3）（4）项创

新做出了创造性贡献。  

6 赵剑明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

研究院 
总工 正高 

主要完成人，并作为主要负责人，完成了坝料特性参数

确定、大坝变形控制、大坝抗震安全和大坝优化设计相

关研究工作；对该项目“主要科技创新”栏中所列第

（1）（2）（3）项创新做出了创造性贡献。 

7 杨正权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

研究院 

研究室

主任 
正高 

主要完成人，并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完成了坝料特性

参数确定、大坝变形控制和大坝抗震安全和大坝优化设

计相关研究工作；对该项目“主要科技创新”栏中所列

第（1）（2）（3）项创新做出了创造性贡献。 

8 米占宽 

水利部交通运输部

国家能源局南京水

利科学研究院 

副处级 教高 

主要完成人，是高坝变形控制和抗震安全的主要完成人

之一；2、对该项目“主要科技创新”栏中所列第（2）

（3）项创新做出了创造性贡献。 

9 刘京茂 大连理工大学 无 副教授 

是筑坝粗粒料超大三轴试验的主要完成人之一，首次采

用超大型三轴试验研究了筑坝粗粒料的缩尺效应规律，

显著提升了高混凝土面板坝设计与施工质量控制的科学

性和可靠性；对该项目“主要科技创新”栏中所列第

（3）（5）项创新做出了创造性贡献。 

10 郭荣福 

新疆新华叶尔羌河

流域水利水电开发

有限公司 

正处级 高工 

参与了高混凝土面板坝设计与施工质量控制的研究；对

该项目“主要科技创新”栏中所列第（2）（4）项创新

做出了创造性贡献。 

11 赵宇飞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

研究院 
无 正高 

结合阿尔塔什水利枢纽大坝填筑施工过，应用全过程精

细化技术手段与装备，开展了阿尔塔什水利枢纽工程大

坝填筑施工全过程智能建造质量控制技术研究与应用；

对该项目“主要科技创新”栏中所列第（4）项创新做

出了创造性贡献。 

12 孟  涛 

新疆新华叶尔羌河

流域水利水电开发

有限公司 

副处级 正高 

参与研究技术路线和实施方案的主要完成人之一，是高

坝变形控制和抗震安全的主要完成人之一；对该项目

“主要科技创新”栏中所列第（2）（4）项创新做出了

创造性贡献。  



七、主要完成单位及创新推广贡献 

 

排名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创新推广贡献 

1 

新疆新华叶尔羌河流

域水利水电开发有限

公司 

国有企业 

成果技术工作的立项以及科研项目组织主体单

位之一。参作为主要负责和牵头单位，完成了技术

的立项和科研支撑工作。创造性工作主要体现在成

果创新点（1）（2）（3）（4）（5）。 

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

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

院 

国有企业 

成果技术工作的技术负责单位。参加完成了强

震区深厚覆盖层高混凝土面板坝关键技术的全过程

研究工作。创造性工作主要体现在成果创新点（1）

（2）（3）（4）（5）。 

3 
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

设计总院 
事业单位 

负责全国性综合及专业规划编制、规划设计审

查和水利勘测设计咨询行业管理工作的部直属事业

单位，是本成果技术工作的技术评价单位。负责完

成了强震区深厚覆盖层高混凝土面板坝关键技术的

研究、评审等工作，以及科技成果的技术推广应用

工作。创造性工作主要体现在成果创新点（1）

（2）（3）（4）（5）。 

4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

究院 
事业单位 

成果技术工作的主体完成单位之一。作为主要

参与者，完成了强震区深厚覆盖层高混凝土面板坝

建设关键技术研究工作框架和主体思路的构建工

作，完成了坝料特性参数确定、大坝变形控制、大

坝抗震安全和大坝智能建造等的主体研究工作。作

为负责单位之一，完成了成果的技术推广应用工

作。完成单位创造性工作主要体现在成果创新点

（1）（2）（3）（4）（5）。 

5 大连理工大学 学校 

成果技术工作的主体完成单位之一。作为负责

单位之一，首次采用超大型三轴（设备直径1米，高

2.05米）试验研究了筑坝粗粒料的缩尺效应规律，

揭示了真实工作条件下高土石坝坝料物力力学特

性，提升了对原级配筑坝材料特性的认识水平，显

著提升了高混凝土面板坝设计与施工质量控制的科

学性和可靠性。首次采用大规模、精细化大坝-地基

-库水整体系统有限元模型，分析并预测了深厚覆盖

层高混凝土面板坝结构性态以及变形控制与协调，

有效控制了坝体和覆盖层地基变形，与实测安全监

测资料基本相符；保障了深厚覆盖层上建设高混凝

土面板坝中关键部位面板-趾板-防渗墙联合防渗体

系的防渗安全性。创造性工作主要体现在成果创新

点（1）（2）。 

6 

水利部交通运输部国

家能源局南京水利科

学研究院 

事业单位 

成果技术工作的主体完成单位之一。参加完成

了强震区深厚覆盖层高混凝土面板坝关键技术的研

究、评审和应用推广等工作。创造性工作主要体现

在成果创新点（2）（3）。 

7 
中国水利水电第五工

程局有限公司 
国有企业 

成果技术工作的主体完成单位之一。参加完成

了强震区深厚覆盖层高混凝土面板坝大坝智能建造

主体研究工作。作为负责单位之一，完成了成果的

技术推广应用工作，创造性工作主要体现在成果创

新点（4）。 



八、完成人合作关系说明 

项目为新疆新华叶尔羌河流域水利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水利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

究院，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大连理工大学，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

中国水利水电第五工程局共同完成，针对阿尔塔什水利枢纽工程深厚覆盖层上高混凝土面板坝建设所面临

的变形控制与抗震安全关键科学技术问题，各单位分工明确，利用各单位的技术优势，通过理论研究、室

内外试验、数值模拟分析等研究手段，进行大坝坝料物理力学特性研究，采用大规模、精细化大坝-地基-

库水整体系统有限元模型分析并预测深厚覆盖层高混凝土面板坝结构性态以及变形控制与协调，确定高烈

度地震作用下的大坝抗震能力及抗震加固措施，大坝结构优化、以及大坝填筑施工全过程的基于BIM+GIS的

实时智能化监控与数据分析，最终形成研究成果，将实时结合工程建设进行应用，保证工程建设顺利开展

和工程建设质量。 

 

九、知情同意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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