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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属于水利工程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

种特高拱坝基坑回填方法。所述方法包括：对特

高拱坝的坝面进行检查，对基坑回填区域进行分

区分层，初步选取基坑回填材料、回填高程和回

填时机，确定i个基坑回填方案；分析对比所述i

个基坑回填方案的渗流折减效应、保温效应、静

力荷载效应和动力荷载效应；依据对比结果确定

最优高程和回填时机，选择最优基坑回填方案。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该基坑回填方法可补强

基岩裂隙，增强大坝防渗能力；减小坝体接触面

热交换系数，增加坝面保温效果，有利温控防裂；

改善施工期大坝抗震稳定性及坝-基整体工作性

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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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特高拱坝基坑回填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1)对特高拱坝的坝面进行检查，对基坑回填区域进行分区分层，初步选取基坑回填材

料、回填高程和回填时机，确定i个基坑回填方案；

(2)分析对比所述i个基坑回填方案的渗流折减效应、保温效应、静力荷载效应和动力

荷载效应；

(3)依据对比结果确定最优高程和回填时机，选择最优基坑回填方案。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特高拱坝基坑回填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中对特高拱坝

的坝面进行检查包括大坝保温板拆除和裂缝检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特高拱坝基坑回填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中初步对基坑

回填区域分层为底部基岩保护区、坝面保护区、上游边坡防渗区和主体回填区。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特高拱坝基坑回填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底部基岩保护区、

坝面保护区、上游边坡防渗区采用细粒材料回填，所述主体回填区采用粗粒材料回填。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特高拱坝基坑回填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中的各回填区

域分层铺筑多次碾压，细料层碾压厚度小于0.6m，粗料层碾压厚度小于5m；步骤(1)中初步

确定的回填高程低于接缝灌浆高程4～5个罐区高度。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特高拱坝基坑回填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的渗流折减

效应依据回填渗透压力强度系数α0确定，回填厚度h、回填体等效渗透系数k主要影响回填

渗透压力强度系数α0，依据回填渗透压力强度系数α0计算渗流量和扬压力。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特高拱坝基坑回填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的保温效应

依据回填体等效放热系数β确定，等效隔热层厚度和回填体导热系数主要影响回填体等效

放热系数β。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特高拱坝基坑回填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的静力荷载

效应和动力荷载效应依据静力荷载和动力荷载作用下分别产生的大坝应力分布、变形分布

及静力荷载作用下的横缝状态、动力荷载作用下的抗震性能分析确定。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特高拱坝基坑回填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3)中，最优基坑回

填方案还根据静力荷载和动力荷载组合分析确定。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特高拱坝基坑回填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3)中的所述最优

基坑回填方案还参照施工组织评价、经济合理性评价和施工安全评价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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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特高拱坝基坑回填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水利工程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特高拱坝基坑回填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自90年代坝高240m的二滩高拱坝建成以来，中国特高拱坝建设取得了快速发展，

小湾、锦屏I和溪洛渡等一批300m级特高拱坝陆续建成，其建设难度比二滩、拉西瓦、构皮滩

等高拱坝又上新台阶，工程规模更大，施工、运行各阶段大坝应力条件更复杂早期。

[0003] 特高拱坝在施工期受倒悬和约束影响，坝体应力分布动态调整。在大坝浇筑至一

定高度时，坝踵承受较大压应力，坝趾和拱端一定范围拉应力增大，存在开裂风险。未经回

填处理的坝前基坑开挖面岩体分布裂隙，当蓄水后，高水头库水进入裂隙，易产生水力劈裂

破坏帷幕，不利于坝基长期防渗与稳定。坝前基坑回填已成为特高拱坝初期蓄水前的关键

工序。

[0004] 目前，国内外针对特高拱坝上游基坑回填土石体对大坝作用机理的研究尚鲜有报

道，已有研究侧重于基坑回填对大坝应力变形的影响，未考虑回填体的防渗、保温作用，尚

缺乏对回填土石混合体对大坝作用机理的系统分析。

[0005] 针对于此，急需一种可补强基岩延长坝基渗流路径、减小坝体接触面热交换系数

增加坝面保温效果、有利温控防裂改善施工期大坝抗震稳定性的基坑回填方法。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特高拱坝基坑回填方法，以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技

术问题。

[0007] 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手段是：一种特高拱坝基坑回填方法，包括如下步骤：(1)对

特高拱坝的坝面进行检查，对基坑回填区域进行分区分层，初步选取基坑回填材料、回填高

程和回填时机，确定i个基坑回填方案；(2)分析对比所述i个基坑回填方案的渗流折减效

应、保温效应、静力荷载效应和动力荷载效应；(3)依据对比结果确定最优高程和回填时机，

选择最优基坑回填方案。

[0008] 本发明优选实施例中，步骤(1)中对特高拱坝的坝面进行检查包括大坝保温板拆

除和裂缝检查。

[0009] 本发明优选实施例中，步骤(1)中初步对基坑回填区域分层为底部基岩保护区、坝

面保护区、上游边坡防渗区和主体回填区。

[0010] 本发明优选实施例中，所述底部基岩保护区、坝面保护区、上游边坡防渗区采用细

粒材料回填，所述主体回填区采用粗粒材料回填。

[0011] 本发明优选实施例中，步骤(1)中的各回填区域分层铺筑多次碾压，细料层碾压厚

度小于0.6m，粗料层碾压厚度小于5m；步骤(1)中初步确定的回填高程低于接缝灌浆高程4

～5个罐区高度。

[0012] 本发明优选实施例中，步骤(2)中的渗流折减效应依据回填渗透压力强度系数α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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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回填厚度h、回填体等效渗透系数k主要影响回填渗透压力强度系数α0，依据回填渗透

压力强度系数α0计算渗流量和扬压力。

[0013] 本发明优选实施例中，步骤(2)中的保温效应依据回填体等效放热系数β确定，等

效隔热层厚度和回填体导热系数主要影响回填体等效放热系数β。

[0014] 本发明优选实施例中，步骤(2)中的静力荷载效应和动力荷载效应依据静力荷载

和动力荷载作用下分别产生的大坝应力分布、变形分布及静力荷载作用下的横缝状态、动

力荷载作用下的抗震性能分析确定。

[0015] 本发明优选实施例中，步骤(3)中，最优基坑回填方案还根据静力荷载和动力荷载

组合分析确定。

[0016] 本发明优选实施例中，步骤(3)中的所述最优基坑回填方案还参照施工组织评价、

经济合理性评价和施工安全评价确定。

[001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产生的有益效果是：

[0018] (1)本发明中的特高拱坝基坑回填方法可补强基岩裂隙，增强大坝防渗能力。特高

拱坝基坑回填厚度大，达到60m量级，回填体对渗流路径的影响需要纳入考虑，回填体对渗

透压力具有折减效应，回填体底部的渗透压力为：P11＝α0H1，其中H1为上下游水头差，α0为回

填渗透压力强度系数，经过折减的渗压水头再作用于坝基渗流。以上两种因素综合作用于

坝基渗流场，对坝基防渗产生有利影响。

[0019] (2)本发明中的特高拱坝基坑回填方法可减小坝体接触面热交换系数，增加坝面

保温效果，有利温控防裂。特高拱坝底部坝体较厚，基础约束作用强，内外温差对下部坝体

应力影响显著，而回填土石体的保温效应作用区域恰为上游坝面底部，可改善内外温差，对

混凝土温控防裂具有积极意义。

[0020] (3)本发明中的特高拱坝基坑回填方法可改善施工期大坝抗震稳定性及坝-基整

体工作性态。基坑回填将对坝体、基础的受力和变形产生影响，这些效应受回填高程和回填

时机的影响很大。在施工期，可提高大坝的抗震性能，改善大坝整体工作性态，包括坝踵、坝

趾的受力状态。

附图说明

[0021] 图1是本发明一实施例中特高拱坝基坑回填方法的设计流程示意图。

[0022] 图2是本发明一实施例中特高拱坝基坑回填分区设计示意图。

[0023] 图3是本发明一实施例中回填体与大坝作用示意图。

[0024] 图4是本发明一实施例中基坑回填渗透模型示意图。

[0025] 图5是本发明一实施例中回填体-坝基总水头沿程变化曲线示意图。

[0026] 图6是本发明一实施例中回填厚度h与回填渗透压力强度系数α0关系示意图。

[0027] 图7是本发明一实施例中k/k2与回填渗透压力强度系数α0关系示意图。

[0028] 图8是本发明一实施例中回填体等效隔热厚度hi与放热系数βi关系曲线示意图。

[0029] 图9是本发明一实施例中不同回填高程与回填时间对拱坝应力变形影响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的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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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

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所获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31] 本发明提供的实施例中的一种特高拱坝基坑回填方法，如附图1所示，包括如下步

骤：(1)对特高拱坝的坝面进行检查，对基坑回填区域进行分区分层，初步选取基坑回填材

料、回填高程和回填时机，确定i个基坑回填方案；(2)分析对比所述i个基坑回填方案的渗

流折减效应、保温效应、静力荷载效应和动力荷载效应；(3)依据对比结果确定最优高程和

回填时机，选择最优基坑回填方案。

[0032] 具体地，步骤(1)中：

[0033] ①材料选取：回填材料的选择以经济易采为原则，就近取材，综合利用，回填材料

应结合现场实际就近选取，做到对现场石渣、砂石等废弃材料的综合利用。

[0034] ②分区设计：注重防渗与保护，回填材料宜分区设计，大致可分为四个区，如附图2

所示。其中A区为底部基岩保护区，需要采用细粒材料填充基岩裂隙，满足基岩的防渗与保

护要求，厚度一般不小于5m；B区为坝面保护区，采用细粒材料回填，用于保护上游坝面，厚

度一般不小于2m；C区为上游边坡防渗区，采用细粒材料回填，用于增强坝基防渗能力，厚度

一般不小于2m；D区为主体回填区，可采用粗粒径土石材料回填，以节约成本和降低施工难

度。上述细粒材料的粒径一般小于2mm。

[0035] ③分层铺筑碾压。粉煤灰、细砂料等细粒材料回填时，应采用分层铺筑，多次碾压

的施工方式，以提高回填体的密实度，增强防渗能力。

[0036] (④回填高程与时机。回填时机主要受大坝浇筑进度与初期蓄水时间节点的影响，

回填高程一般应低于坝体接缝灌浆高程4～5个灌区的高度。

[0037] 步骤(2)中：渗流折减效应依据回填渗透压力强度系数α0确定，回填厚度h、回填体

等效渗透系数k主要影响回填渗透压力强度系数α0，依据回填渗透压力强度系数α0计算渗流

量和扬压力。

[0038] 具体地，可用回填渗透压力强度系数α0定量表示回填体对渗流的折减效果，进行

如下假设：回填土石混合体的顺河向宽度足够，认为渗流路径全部经过回填土石混合体层，

且增加量与回填土石料层厚度相等；回填土石混合体等效均质材料；仅考虑防渗帷幕对坝

基防渗的影响；帷幕渗透压力强度系数α1回填前后保持不变。基于以上假设，建立基坑回填

条件下渗流简化模型，如图3、4所示：

[0039] 回填土石混合体底部、帷幕处渗透压力大小分别为：

[0040] P11＝α0H1\*MERGEFORMAT(1)

[0041] P21＝α0α1H1\*MERGEFORMAT(2)

[0042] 式(1)，(2)中H1为上下游水位差，α0为回填土石混合体的渗透压力强度系数，α1为

帷幕渗透压力强度系数。

[0043] 实际工程中基底的渗流路径由于帷幕的存在，情况比较复杂，基于模型假设第1

条，帷幕前后的渗流路径长度分别为L1、L2，即坝踵至帷幕和帷幕至坝趾处距离。依据帷幕处

渗透压力强度系数α1，可得出帷幕前后区域的等效渗透系数k1、k2的关系：

[0044]

[0045] 则回填渗透压力强度系数α0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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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6]

[0047] 式中h为回填土石混合体层厚度，k为平均渗透系数。

[0048] 将式(3)、(4)代入式(1)、(2)可得：

[0049]

[0050]

[0051] 公式(4)中与回填土石混合体相关的h、k参数变化可知：回填渗透压力强度系数α0

≤1，当回填体厚度越高、渗透系数越小，则回填渗透压力强度系数就越小。下面将结合假定

算例，基于本简化模型，定量分析回填渗透系数的变化特征。

[0052] 优选实施例中，某高拱坝上下游水头差为270m，基底宽度B为60m，分别考虑不同回

填深度h、不同渗透系数、不同帷幕位置(L1＝0.1B、L1＝0.5B)的工况组合，计算基坑回填产

生的渗透压力强度系数。

[0053] 由公式(1)至(6)可计算出基坑回填引起的水头分布及回填渗透压力强度系数(也

可称渗透折减系数)变化情况，如图5、6、7所示，从定量计算结果可知：回填厚度h、回填体等

效渗透系数k是影响回填渗透压力强度系数α0的主要因素。在深层回填、回填材料防渗效果

较好的情况下，回填渗透压力强度系数不应忽略；防渗帷幕位置对回填渗透压力强度系数

的影响较小。

[0054] 步骤(2)中：保温效应依据回填体等效放热系数β确定，等效隔热层厚度和回填体

导热系数主要影响回填体等效放热系数β。

[0055] 具体地，回填土石混合体作为坝体混凝土向空气或库水散热的媒介，对上游坝面

的具有保温效应。回填土石混合体保温层作用下的总热阻计算公式为：

[0056]

[0057] 混凝土表面通过保温层向周围介质放热的等效放热系数为：

[0058]

[0059] 式(7)，(8)中，RS为总热阻，β为最外面保温层与空气间的表面放热系数，hi为第i个

保温层的厚度，λi为第i个保温层的导热系数。针对回填体保温层对上游坝面的保温效应进

行定量分析如下。

[0060] 受蓄水过程影响，回填土石体的饱和度会发生变化，得到不同饱和度的土石混合

体导热系数在0.25～2.5W/(m·K)，混凝土坝上游坝面保温一般采用50mm厚度的聚苯乙烯

泡沫塑料板，其导热系数为0.08W/(m·K)，计算可得上游面保温材料的等效热交换系数β0

＝5.76kJ(m2·h·℃)。

[0061] 取坝体接触面上一点至回填体外表面的最小距离为该点处的回填体等效隔热厚

度，由式(7)、(8)得到回填体的等效隔热厚度、导热系数与等效放热系数的关系曲线，如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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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回填体作用下的等效放热系数随等效隔热层厚度的增大而减小，随回填土石体导热

系数的增大而增大，保温作用显著。回填体等效隔热厚度为1m左右时，保温效果即与50mm厚

聚苯乙烯保温板的保温效果相当。

[0062] 步骤(2)中：静力荷载效应和动力荷载效应依据静力荷载和动力荷载作用下分别

产生的大坝应力分布、变形分布及静力荷载作用下的横缝状态、动力荷载作用下的抗震性

能分析确定。

[0063] 具体地，动力分析理论综合考虑结构的自振特性、周期、阻尼等因素，与实际情况

更接近。动力分析中设计反应谱采用式(9)确定。

[0064] β(T)＝βmax(Tg/T)0.6\*MERGEFORMAT(9)

[0065] 式(9)中，β(T)表示动力放大系数，Tg表示特征周期，依据现行抗震设计规范[22]βmax

取2.5，Tg取0.2s。材料强度采用Drucker－Prager屈服准则(D－P准则)，其表达式为：

[0066]

[0067] 式(10)中，I1为应力第一不变量，J2为应力第二不变量。材料参数取值为：

[0068]

[0069]

[0070] 其中c为内聚力， 为摩擦角。α、H取上值表示Druker-Prager准则与摩尔－库仑屈

服准则(M-C准则)在平面应变条件下表达式一致。在π平面内表示D-P圆取外接与内接M-C六

边形的中间值。按弹塑性断裂方法进行非线性迭代，计算给出塑性屈服、亚临界断裂、失稳

扩展等状态、及点安全度与超载的坝上下游不平衡力等值线。

[0071] 静力分析包括多种回填时机(6月底、8月底、10月底、12月底)、回填高度(0m,20m,

40m,60m)和回填体密度(1.5g/cm3、2.0g/cm3)的组合条件共计19种工况。为避免冗余，以工

况4为例(回填时机为6月底，回填高度为60m，回填土石混合体密度为1.5g/cm3)，表明基坑

回填对大坝工作性态的静力影响效应。

[0072] 如附图9所示内容可知，回填高度越高、回填时间越早，坝踵最大压应力降低越多。

坝趾的最小压应力随回填高度的增加而增大，受回填时机影响不明显。坝体向下游侧的变

形增加，且回填高程越高、回填时间越早，向下游侧变形越大。大坝左、右拱端向山里的变形

增加，向河床的变形减小，且回填的高程越高，向山里变形越大。左、右拱端处最大顺河向、

横河向位移主要出现在接缝灌浆高程附近。由于拱效应的增强，横缝有压紧趋势。且基坑回

填高程越高、回填时间越早，相对压缝值越大，对后续横缝灌浆产生不利影响。坝面和拱端

的最大拉应力均随回填高度增加而降低，回填时间越早，最大拉应力下降越多。

[0073] 步骤(3)中：最优基坑回填方案还可根据静力荷载和动力荷载组合分析、施工组织

评价、经济合理性评价和施工安全评价确定。

[0074] 具体地，静动组合分析考虑拱坝与山体自重荷载、回填体荷载、不同烈度的地震荷

载，进行组合后得到共计10种工况。

[0075] 静动组合荷载下，大坝下游面顺河向位移分布及最大拉应力分布结果表明：上游

回填能够减小拱坝最大顺河向位移与横河向位移。拱坝下游面最大顺河向位移从14.2mm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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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为11.4mm，左岸最大横河向位移从8.79mm减小为7.12mm，右岸最大横河向位移从5.72mm，

减小为5.39mm。拱坝左右岸位移分布更加均匀，降低了倒悬在地震荷载下的“放大作用”，能

够提高施工期大坝的抗震能力。坝体部分区域应力超过3MPa，具有较高开裂风险，进行上游

回填后该区域应力降低至2.2MPa，开裂风险降低，抗震能力提高。

[0076] 步骤(3)中，对回填方案进行综合比选。确定最优回填时机与高程，受浇筑进度影

响，不同回填时机与高程对大坝工作性态的影响具有明显差异。应从防渗、保温、对坝体应

力变形的静动力影响等方面，综合比选多种回填方案，确定最优回填时机与高程方案。

[0077]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于限制本发明，对于本领域的技

术人员来说，本发明可以有各种更改和变化。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

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说　明　书 6/6 页

8

CN 110532678 A

8



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5 页

9

CN 110532678 A

9



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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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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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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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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