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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识别防渗断面类型耦合监

测数据的堤坝渗流分析方法，包括以下步骤：步

骤S1:对土石堤坝渗流断面类型进行划分，形成

堤坝防渗断面类型组合表，并进行类型编码；步

骤S2:根据土石坝渗流计算解析法对各种类型防

渗断面的计算公式和计算过程进行编程；步骤

S3:对堤坝上的各渗压监测点监测数据进行大数

据分析；步骤S4:采集待识别的图形文件,生成划

分出各渗流区的概化断面图形标准数据文件;步

骤S5:对输入参数数据进行赋值；步骤S6:计算渗

流结果,并根据所处时段调用大数据调整系数进

行修正；步骤S7:接入各监测点位置的解析法计

算数据，大数据调整后数据与监测数据进行藕

合，并进行调整;步骤S8:生成计算分析成果数据

文件，并判断堤坝渗流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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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识别防渗断面类型耦合监测数据的堤坝渗流分析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

步骤：

步骤S1:对土石堤坝渗流断面类型进行划分，形成堤坝防渗断面类型组合表，并进行类

型编码；

步骤S2:采用土石坝渗流计算解析法对各种类型防渗断面的计算公式和计算过程进行

编程；

步骤S3：对堤坝上的各渗压监测点监测数据进行大数据分析，提取在枯水期、汛前、主

汛期和汛尾时段各水位的渗压监测点在上游相同水位的监测数据对比参数，和解析法计算

结果进行对比，分别生成在不同时期对解析法计算结果的调整系数，形成标准数据文件；

步骤S4:采集待识别的图形文件,生成划分出各渗流区的概化断面图形标准数据文件;

步骤S5:根据生成的概化断面图形标准数据文件快速查找所属类型，对防渗断面类型

编码、计算断面数据文件各分区参数进行赋值；

步骤S6:输入计算水位或接入实时水位监测数据，计算渗流结果,并根据所处时段调用

大数据调整系数进行修正；

步骤S7:接入各监测点位置的解析法计算数据，大数据调整后数据与监测数据进行耦 

合，并根据耦 合情况对大数据调整系数进行调整;

步骤S8:生成计算分析成果数据文件，包括：堤坝浸润线位置、各关键部位渗透坡降；堤

坝挡水体和基础渗透流量；根据地质允许渗透坡降、容重和厚度判断出的堤坝渗流稳定性。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识别防渗断面类型耦合监测数据的堤坝渗流分析方法，

其特征在于：所述土石堤坝渗流断面类型划分具体为从基础的透水性、防渗体类型和下游

排水体类型三个维度进行；基础分为透水地基、透水地基设截水槽和不透水地基；防渗体分

为均质、心墙、斜墙；下游的排水条件分为无排水、褥垫式和棱体式。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识别防渗断面类型耦合监测数据的堤坝渗流分析方法，

其特征在于：所述类型编码具体为：渗流断面类型编码设6位数+下游水位识别码；左侧两位

表示基础类型：01表示不透水地基，02表示透水地基设截水槽，03表示透水地基；中间两位

表示防渗体类型：01表示均质，02表示心墙，03表示斜墙；右侧两位表示排水条件：01表示无

排水，02表示褥垫式，03表示棱体式；下游水位识别码，a表示下游有水，b表示下游无水。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识别防渗断面类型耦合监测数据的堤坝渗流分析方法，

其特征在于，所述待识别的图形文件，若为带坐标信息的CAD文件，直接读取其数据参数，若

为不带坐标信息的文件，利用OPENCV的霍夫变换检测图纸上的直线信息，并按已知比例尺

计算出对应直线的真实尺寸，生成划分出各渗流区的概化断面图形标准数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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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识别防渗断面类型耦合监测数据的堤坝渗流分析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大坝安全监测与评价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识别防渗断面类型耦合

监测数据的堤坝渗流分析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土石堤坝是广为采用的挡水建筑物类型，基于填筑材料的松散体属性和地质条件

差异性大等原因，该类工程容易发生渗流破坏而导致安全事故。渗流分析是堤坝控制和运

行的关键性问题之一,通过渗流计算可以确定堤坝浸润线位置、体内渗透压力、水力坡降以

及渗流量,进而可以分析堤坝的渗流稳定性和整体安全性。

[0003] 土石堤坝渗流分析方法包括数值法、解析法、图解法和实验法。渗流分析的基本假

定之一是材料均匀、各向同性，但实际情况却难以如此。另外堤坝渗流所处在的稳定和非稳

定阶段也难以准确判断。因此，不管采用哪种方法，都只能在理论上近似地分析渗流状况。

在理论计算当中常因建模计算工作量大，采用以选取典型断面来进行防渗工程设计计算和

渗流安全判定的做法，这样只能非常粗略地了解工程的整体运行状况。当前，在堤坝工程上

所布设的渗流监测仪器，所采集到的数据，只用于监测工程体内的实时渗透压力值，或据此

判断是否达到了挡水材料的允许渗透压力值，未对监测数据在分析渗流规律中的价值进行

挖掘。

发明内容

[0004] 有鉴于此，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识别防渗断面类型耦合监测数据的堤坝渗

流分析方法，能够实时监控土石堤坝渗压情况，及时掌握土石堤坝安全状况。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识别防渗断面类型耦合监测数据的堤坝渗流分析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7] 步骤S1:对土石堤坝渗流断面类型进行划分，形成堤坝防渗断面类型组合表，并进

行类型编码；

[0008] 步骤S2:根据土石坝渗流计算解析法对各种类型防渗断面的计算公式和计算过程

进行编程；

[0009] 步骤S3:对堤坝上的各渗压监测点监测数据进行大数据分析,得出变化规律和调

整系数；

[0010] 步骤S4:采集待识别的图形文件,生成划分出各渗流区的概化断面图形标准数据

文件;

[0011] 步骤S5:根据生成的概化断面图形标准数据文件快速查找所属类型，对输入参数

数据进行赋值；

[0012] 步骤S6:输入计算水位或接入实时水位监测数据，计算渗流结果,并根据所处时段

调用大数据调整系数进行修正；

[0013] 步骤S7:接入各监测点位置的解析法计算数据，大数据调整后数据与监测数据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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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藕合，并根据藕合情况对大数据调整系数进行调整;

[0014] 步骤S8:生成计算分析成果数据文件，包括：堤坝浸润线位置、各关键部位渗透坡

降；堤坝挡水体和基础渗透流量；根据地质允许渗透坡降、容重和厚度判断出的堤坝渗流稳

定性。

[0015] 进一步的，所述土石堤坝渗流断面类型划分具体为从基础的透水性、防渗体类型

和下游排水体类型三个维度进行；基础分为透水地基、透水地基设截水槽和不透水地基；防

渗体分为均质、心墙、斜墙；下游的排水条件分为无排水、褥垫式和棱体式。

[0016] 进一步的，所述类型编码具体为：渗流断面类型编码设6位数+下游水位识别码；左

侧两位表示基础类型：01表示不透水地基，02表示透水地基设截水槽，03表示透水地基；中

间两位表示防渗体类型：01表示均质，02表示心墙，03表示斜墙；右侧两位表示排水条件：01

表示无排水，02表示褥垫式，03表示棱体式；下游水位识别码，a表示下游有水，b表示下游无

水。

[0017] 进一步的，所述步骤S3具体为：对堤坝上的各渗压监测点监测数据进行大数据分

析，提取在枯水期、汛前、主汛期和汛尾时段各水位的渗压监测点在上游相同水位的监测数

据对比参数，和解析法计算结果进行对比，分别生成调整系数，形成标准数据文件。

[0018] 进一步的，所述待识别的图形文件，若为带坐标信息的CAD等文件，直接读取其数

据参数，若为不带坐标信息的文件，利用OPENCV的霍夫变换检测图纸上的直线信息，并按已

知比例尺计算出对应直线的真实尺寸，生成划分出各渗流区的概化断面图形标准数据文

件。

[0019]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20] 1 .  本发明基于计算机技术，对土石堤坝渗流断面类型及解析法计算公式进行了

分类组合，形成数据文件。通过编程，可根据断面类型快速调用计算公式进行计算；

[0021] 2.  本发明基于土石堤坝稳定、非稳定渗流理论及河道过流的季节性特点。对已有

的监测数据进行大数据分析，提取不同特征时期的渗流计算结果调整系数，修正计算结果，

提高计算的准确度。

[0022] 3.  本发明基于图像识别技术快速生成渗流断面渗流分区及边界尺寸文件，自动

建模，提高计算效率。通过该方法能充分利用已有的地质资料进行计算分析，对工程进行更

全面的渗流分析。

附图说明

[0023] 图1是本发明方法流程图；

[0024] 图2是本发明一实施例中不透水地基上均质坝渗流计算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说明。

[0026] 请参照图1，本发明提供一种识别防渗断面类型耦合监测数据的堤坝渗流分析方

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7] 步骤S1：划分土石堤坝渗流断面类型，形成堤坝防渗断面类型组合，并进行类型编

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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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优选的，在本实施例中，依据划分从基础的透水性、防渗体类型和下游排水体类型

三个维度进行。基础分为透水地基、透水地基设截水槽和不透水地基；防渗体分为均质、心

墙、斜墙；下游的排水条件分为无排水（含贴坡式排水）、褥垫式和棱体式。渗流断面类型编

码设6位数+下游水位识别码。左侧两位表示基础类型：01表示不透水地基，02表示透水地基

设截水槽，03表示透水地基；中间两位表示防渗体类型：01表示均质，02表示心墙，03表示斜

墙；右侧两位表示排水条件：01表示无排水（含贴坡式排水），02表示褥垫式，03表示棱体式。

下游水位识别码，a表示下游有水，b表示下游无水。

[0029] 如渗流断面类型编码为01  02  03a，对应的断面类型为不透水地基、心墙防渗、下

游设排水棱体、下游有水。

[0030] 步骤S2：整理土石坝渗流计算解析法对各种类型防渗断面的计算方法，进行编程，

所需参数以输入项的方式赋值。

[0031] 在本实施例中，如图2所示：均质坝下游有水而无排水设备或有贴坡排水的情况，

将土石坝剖面分为三段，即：上游三角形段AMF、中间段AFB″B′以及下游三角形B″B′N。将上

游三角形段AMF用宽度为△L的矩形来代替，这一矩形EAFO和三角形AMF渗过同样的流量 ，

消耗同样的水头。△L值可用下式计算：

[0032]                      （1）

[0033] 式中：m1为上游边坡系数，如为变坡可采用平均值。

[0034] 将上游三角形和中间段合成一段EOB″B′，通过坝身段的渗流量计算公式为：

[0035]                    （2）

[0036] 式中：a0为浸润线逸出点距离下游水面的高度；H2为下游水深； 为EOB″B′的底宽。

[0037] 通过下游段三角形B′B″N的渗流量，可以分为水上和水下两部分计算。应用达西定

律其渗流量可表示为：

[0038]                    （3）

[0039] 然后，根据水流连续条件q=q1=q2，联立方程（2）、（3）即可求得a0和q值，浸润线方程

可由式（4）求得。

[0040]                         （4）

[0041] 求出浸润线后，还应对渗流进口部分进行修正：过A点作与坝坡正交的平滑曲线，

其下端与计算求得的浸润线相切于点A′。

[0042] 优选的，编程可采用FORTRAN、JAVA、C++语言。

[0043] 步骤S3：对堤坝上的各渗压监测点监测数据进行大数据分析，提取在枯水期、汛

前、主汛期和汛尾时段各水位的渗压监测点在上游相同水位的监测数据对比参数，和解析

法计算结果进行对比，分别生成调整系数，形成标准数据文件；

[0044] 步骤S4：导入待识别的图形文件，若为带坐标信息的CAD等文件，直接读取其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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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若为不带坐标信息的文件，利用OPENCV的霍夫变换检测图纸上的直线信息，并按已知

比例尺计算出对应直线的真实尺寸，生成划分出各渗流区的概化断面图形标准数据文件。

[0045] 步骤S5：根据生成的防渗断面标准文件快速查找所属类型，对输入参数数据进行

赋值。参数赋值可以导入数据文件或手工输入。

[0046] 步骤S6：输入计算水位或接入实时水位监测数据，启动程序计算渗流结果。根据所

处时段调用大数据调整系数进行修正；

[0047] 步骤S7：接入各监测点位置的解析法计算数据，大数据调整后数据与监测数据进

行藕合，要求可根据藕合情况对大数据调整系数进行人工调整。

[0048] 步骤S8：将渗流监测重点部位的解析法计算结果、大数据调整后结果及监测数据

藕合匹配度一并列出，生成计算分析成果数据文件，包括：堤坝浸润线位置、各关键部位渗

透坡降；堤坝挡水体和基础渗透流量；根据地质允许渗透坡降、容重和厚度判断出的堤坝渗

流稳定性。

[0049]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凡依本发明申请专利范围所做的均等变化与

修饰，皆应属本发明的涵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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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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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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