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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深厚覆盖层坝基上的高心墙堆石坝越来越多的采用两道防渗墙的设计方案。防渗墙与土质防渗体连接处是抵御渗

透破坏的关键部位，该部位的结构设置方案优化是防渗设计的重点内容。本文阐述了瀑布沟电站心墙堆石坝混凝土防渗墙与

土质心墙几种连接方案的设计比选过程，重点研究了两个优化方案心墙底部的孔隙水压力和渗透坡降的性状，表明这两个方

案都是可行的。连接部位的渗透坡降是非均匀的，结构顶部的渗透坡降较大，心墙底部出口处的渗透坡降较小；坝体与两岸

相接部位心墙底部渗流出口处的渗透坡降最大；高塑性粘土仅设置于结构顶部有利于心墙变形和施工进度，推荐设计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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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conjoining scheme of anti-seepage wall with the earth core of high 

rockfill core d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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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nstitute of Mechanic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100080，2, Chengdu Hydroelectric Investigation & Design Institute Of SPC，610072 ) 

 
Abstract: Two antiseepage walls will be more frequently used in a deep gravel-sand site in high rockfill dam design. The conjoined 
area of the antiseepage soil body and the concrete wall is the key part to prevent seepage failure, and the deployment and optimization 
of this area is often stressed in a design process. The process of design scheme of the conjoined area in the Pu-bu-gou rolled 
earth-rock fill dam is presented here, and the research is focused on the pore pressure and seepage graduation character of the two 
optimized schemes. It is indicated that the two schemes are both suitable. Seepage graduation in conjoined area is not even around the 
concrete structure. Seepage gradient above the structure is much bigger than at the seepage outlet at the earth core base. High plastic 
clay only mounted on the top of the concrete structure is favorable to the settlement of the earth core and the construction schedule, so 
it is recommended to be used in the design.  
Key words: antiseepage wall; seepage; seepage gradient; finite element method; rock fill dam.  
 
1  前言 

自1958年混凝土防渗墙在山东省青岛月子口水

库试验成功后，防渗墙成为我国砂砾石坝基上渗流

控制的主要措施[ ]1 。工程实例表明，防渗墙的上部，

尤其是与大坝土质防渗体连接处，是渗流控制的关

键部位。上部防渗墙渗流控制的失效，其后果往往

造成大坝防渗体的渗透破坏[ ]1 。防渗墙与大坝土质

心墙的连接目前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墙顶设廊

道的形式，另一种是防渗墙直接插入土质防渗体一

定深度的形式
[ ]2
。墙顶设置廊道，墙中间预留灌浆

孔，可以在墙体局部失效时进行补强灌浆。插入式

连接由于插人段墙外侧向土压力的作用，墙与填土

之间能够紧密结合，不容易发生渗流接触冲刷,因而

是一种结构简单而且效果较好的连接方式,在我国

应用广泛[ , ]2 4 。由于坝高的发展和防渗墙允许渗流梯

度的限制， 一些深厚覆盖层地基的高水头土石坝采

用了两道防渗墙 [ ]3 。两道防渗墙在国内的应用经验

尚少，但随着深厚覆盖层上高坝的建设，其应用会

越来越多。对两道防渗墙与土质心墙的连接方式的

研究，是水电开发建设的迫切需求。本文介绍瀑布

沟电站心墙堆石坝两道防渗墙与土质心墙连接的设

计方案的研究发展过程，分析优化方案心墙底部的

渗流性状，为瀑布沟工程和今后类似工程两道防渗

墙与心墙底部连接处防渗结构设计提供参考。 

２连接方案的研究与发展过程 
瀑布沟水电站位于大渡河中游尼日河汇口上游

觉托附近，装机330万千瓦。拦河大坝坝高186m，

坝顶长573m，为砾石土心墙堆石坝。坝址区河谷狭



                                                        

窄。坝基覆盖层深厚，以漂卵砾石等粗颗粒为主，

透水性强，最大厚度约70.7m。 
设计采用两道混凝土防渗墙截断河床部位渗

流，其中一道为主墙，另一道为副墙。主墙与两岸

和坝底基岩灌浆帷幕构成主防渗平面，副墙仅在墙

底部基岩设置灌浆帷幕。对于防渗墙与土质心墙的

连接方式，业主大渡河流域开发公司和设计单位中

水顾问集团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组织国内高校和科

研单位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公开发表了一些论文
［ ～ ］4 8 。如图 1所示，瀑布沟防渗墙与土质心墙的连

接有三个方案：(a)方案两道墙均与顶部廊道连接
［ , ］6 7

，廊道外部设置高塑性粘土区，心墙底部土体与覆

盖层之间设置钢板；(b) 两道墙均采用插入式连接
［ ］7 ，两道防渗墙之间设置廊道，心墙底部与廊道外

部设置高塑性粘土区；(c) 一道墙插入式连接，一

道墙与廊道连接
［ ］8 ，心墙底部与廊道周围设置高塑

性粘土区。研究了不同连接方式对坝体、防渗墙与

廊道应力变形的影响，表明在高塑性粘土设置范围

相同的情况下，不同连接方案对坝体的应力变形影

响很小，而对廊道与防渗墙的应力变形有一定影响。

比较图 1中的三个方案，(a)方案心墙底部大面积钢

板铺设不经济，较小的防渗墙间距使两道墙施工相

互干扰大，对孔壁稳定性也不利；(b)方案廊道位于

两墙之间，不利于利用廊道对防渗墙局部缺陷处补

强灌浆；(c)方案将廊道置于主墙的顶部，在主墙出

现缺陷的情况下可以利用廊道进行补强灌浆，副墙

插入式连接，结构简单可靠。对于防渗墙与廊道的

连接方式，着重研究比较了空接头、柔性接头和刚

性接头三种接头方案。空接头和柔情接头虽然可以

减小防渗墙中的应力，但结构形式复杂，接头处是

防渗的薄弱环节，对止水的可靠性要求高，而刚性

接头虽然应力高于其他两种接头，但结构简单，防

渗可靠性高，因而被确定为设计的连接方式
［ ～ ］6 8 。

副墙为插入连接，主墙为廊道连接的方式被初步设

计所采用。图 1(b)、 (c)两方案中防渗墙插入心墙

15m，和廊道置于建基面上10m这两个数值，主要

是参照我国行业标准《碾压式土石坝设计规范》

(SL.274-2001)中，“防渗墙插入土质防渗体的高度

宜为坝高的1/10，高坝可适当降低”的规定确定的。 
基于三维应力变形分析，技施设计阶段对于图 

1(c)的方案进行了进一步的优化，形成如图 2所示

的方案。该方案两道墙净距 12m，廊道置于建基面

并与主墙刚性连接，副防渗墙插入心墙 15m，廊道

顶部高塑性粘土高度降低到 690m高程，心墙底部两

侧 5m厚度的高塑性粘土予以取消。该方案降低了廊

道的底板高程，减少了变形较大的高塑性粘土的设

置范围，因而减小了心墙的沉降变形量，也改善了

廊道的应力状态。 

 
(a) 

 
 (b)  

 
 (c) 

图 1 防渗墙与廊道连接方案(a) 均与廊道连接；(b) 

均为插入式；(c)一墙插入式另一墙与廊道连接 

Fig.1 scheme of double walls conjoined with the earth 
core.  (a) both connected with a gallery; (b) both are 

inserted type; (c) one is inserted type and another 
connected with a gall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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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廊道至于建基面上的优化方案 

Fig.2 optimized scheme of lowering the gallery to the 
ground 

3 副墙插入深度与高塑性粘土设置范

围优化 
由于副墙插入心墙的深度较大，副墙混凝土的

浇筑与主副墙之间填筑土料的输运相互制约，加上

高塑性粘土填筑速度慢，如果不能在雨季前完成这

一部位的施工，对坝体工期的影响将很大。如果降

低副墙插入心墙的深度、减小高塑性粘土的设置范

围，设计仍然能够满足防渗安全的要求，这将大大

的降低施工难度。 
图 2所示的方案中，连接部位两道防渗墙之间存在

宽度较大的土质防渗体，最不利的渗流通道不再是

环绕一道防渗墙的接触界面。连接部位最不利的渗

流通道穿过处于紧密压缩状态的心墙底部高塑性粘

土，与只有一道防渗墙的情况相比，不但渗径增长，

而且因而抗渗透破坏能力更强。因而，《碾压式土

石坝设计规范》中，“防渗墙插入土质防渗体的高

度宜为坝高的1/10，高坝可适当降低”的规定对与

两道防渗墙的情况，其要求就过高了。由于防渗墙

插入土质防渗体的深度，是根据连接部位的渗透稳

定性要求确定的。结构顶部高塑性粘土的厚度，主

要是防止心墙与结构之间的差异沉降而在防渗墙顶

部造成裂缝，一般厚度要求大于差异沉降的1.5倍。

基于这些考虑，设计推出图 3所示的两个优化方案。

这两个方案副墙插入深度减小为10m，墙顶部高塑性

粘土顶面比图 2方案下降5m,其中(b)方案高塑性粘

土只设于混凝土防渗墙与廊道的头部。优化方案能

否满足渗透稳定的要求，哪个更优，通过对心墙底

部的渗流性状进行计算分析确定。 

 
(a) 

 
(b) 

图 3 连接部位优化方案,防渗墙与廊道(a)完全被

高塑性粘土包裹；(b)仅顶部被高塑性粘土包裹 

Fig.3 optimized scheme of conjoined area, the 

wall and gallery (a) fully wrapped in high 

plastic clay;(b) only the head wrapped in high 

plastic clay 

4 心墙底部的渗流性状 
利用第一作者开发的三维饱和非饱和渗流计算

软件SEEPAGE，对该工程坝体、坝基和两岸山体进行

了整体的三维稳定渗流计算，得到正常蓄水位

850m、坝体下游水位 670m工况下稳定渗流状态的渗

流场。图 4为河谷中心坝体横剖面上坝基与坝体的

水头百分数，河谷覆盖层中水头变化集中在防渗墙

上，副防渗墙、主防渗墙和下游堆石之间的水头降

落比例约为 4：5：1。心墙底部上游覆盖层、两防

渗墙之间覆盖层上的水头降落基本为 0。覆盖层中

防渗墙表面坝轴线方向上的水头变化也很小。计算

分析表明坝基的渗流量占总的渗流量约为 90％，两

道防渗墙的水头分担比例对坝体心墙砾石土渗流参

数不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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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河谷中心剖面坝体与坝基中的水头（％）  

Fig.4 water head in percent at the center cross 

section of the dam  

为使坝体渗透坡降的情况更加准确，对坝体心

墙（含下游反滤层）单独进行精细有限元剖分，共

剖分 9820 个 20 节点六面体单元，44295 个节点。

由于心墙底部局部方案的调整对心墙底面和心墙下

游的渗流场影响甚微，计算网格的边界条件根据坝

体与坝基的整体的渗流计算结果确定。心墙上游面

及副防渗墙前心墙底面为水头 850.0m，主防渗墙后

坝底面水头 688m，心墙底部两防渗墙之间水头

778.0m。下游反滤层外表面为可能的溢出面边界，

其他边界为不透水边界。各种材料的渗透系数如表 

1所示。 
表 1 材料渗透参数 

Table 1 the seepage coefficients of materials   
材料 覆盖层 混凝土 高塑性粘土 心墙砾石土

渗透系数 
／cm/s 8×10-2 1×10-7 2×10-6 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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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为(a)、(b)两个方案河床部位心墙底部的孔隙

水压力分布图。(a)方案沿副防渗墙上游面和廊道顶

部等压力线稠密，渗流出口处相对稀疏；(b)方案由

于高塑性粘土仅设置于混凝土结构顶部，等压线稠

密的范围仅限于高塑性粘土内，其密度比(a)方案

大。  

 

 
(a) 

 
(b) 

图 5 方案(a)、(b)河床中截面心墙底部的孔隙水压

力 ／10kPa  

Fig.5 pore pressure in the earth core base area 

at the middle of the river in scheme (a) and (b)  

 

图 6为(a)、(b)两个方案河床部位心墙底部的渗流

等势线分布图。与等压线情况相对应，(b)方案与(a)

方案相比，由于高塑性粘土仅设置于连接部位结构

的顶部，结构与土体接触处等势线在高塑性粘土内

更加密切，在心墙碎石土内比较稀疏。 

 

 
(a) 

 
(b) 

图 6 方案(a)、(b)河床中截面心墙底部的渗流等势

线 ／%  

Fig.6  equipotential lines in the earth core 

base area at the middle of the river in scheme 

(a) and (b) 

图 7为方案(a)、(b)连接部位河床中部的渗透坡

降。图中可见连接部位内的渗透坡降变化是很大的，

副防渗墙的顶部和廊道顶部下游侧变化最为剧烈。



                                                        

可见，对于连接部位的渗透坡降，简单地按照结构

物外包线的长度估算得到平均渗透坡降，依此来判

断渗透稳定安全性是不合适的。图 8为心墙底部廊

道下游侧两个方案的渗透坡降。图中可见靠近岸坡

处高塑性粘土内渗透坡降远大于河床中部，这是因

为该部位设置了渗透系数较小的高塑性粘土。总体

来说，心墙底面廊道下游侧渗透坡降离廊道越近，

渗透坡降越大。方案(a)副墙顶部的渗透坡降最大为

10.2、廊道顶部的渗透坡降最大为 8.8，而廊道下

游渗流出口的渗透坡降两岸最大值为 5.9，河谷小

于 3；方案(b)副墙顶部的渗透坡降最大为 11.9、廊

道顶部靠近高塑性粘土和心墙相接的部位的渗透坡

降最大为 12.8，而廊道下游渗流出口的渗透坡降两

岸最大值为 4.9，河谷小于 3。两个方案比较，方案

(a)廊道周围都有高塑性粘土包裹，而方案(b)仅在

廊道的上部设置高塑性粘土，前者的接触渗透坡降

较小，后者的出口渗透坡降较小，但两者在数值上

差别不大。总体而言，两个方案虽然最大渗透坡降

很大，但最大值处在离渗流出口比较远的廊道和副

防渗墙的顶部位置，该部位结构与土体之间处于受

压紧密接触状态，发生接触冲刷的可能性是很微小

的，而出口处的渗透坡降除了两岸心墙后部较大外，

其余部分均较小，因而在做好出口保护的前提下，

两个方案都是渗透稳定的。高塑性粘土全部包裹连

接部位混凝土结构的方案(a)出口处渗透坡降较大，

但该处土体为抗渗透破坏能力高的高塑性粘土；只

在混凝土结构顶部设置高塑性粘土的方案(b)结构

与高塑性粘土接触范围内渗透坡降较大，而土体为

心墙砾石土的渗流出口渗透坡降较小。从渗透稳定

的角度看两个方案都可行，并无明显的优劣。 

 
(a) 

 
(b) 

图 7 方案(a)、(b)连接部位河床中部的渗透坡降,  

Fig.7 seepage gradient in the conjoined area at 

the middle of the river in scheme (a) and (b) 

 

 
(a)  

 
(b) 

图 8 方案(a)、(b)心墙底部廊道后渗透坡降 

Fig.7 seepage gradient at the earth core base 

behind the gallery in scheme (a) and (b) 

 

从坝体心墙变形来看，连接处土体与混凝土结

构表明法向应力为压应力，接触面处于紧压状态，

因而只在结构顶部设置高塑性粘土协调变形，防止

结构顶部心墙砾石土内产生剪切裂缝，即可满足变

形协调要求。高塑性粘土由于压缩性大，其设置范

围的缩小可以减小心墙的沉降，对心墙的应力状态

有利，也有利于提高施工进度，因而高塑性粘土仅

置于顶部的方案(b)为推荐方案。 

5 结论 
通过对瀑布沟混凝土防渗墙与土质防渗体连

接处设计方案的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连接部位的渗透坡降是非均匀的，防渗

墙与廊道顶部的渗透坡降大，渗流出口的渗透坡降

小； 
（2）设两道防渗墙时混凝土结构插入土质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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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体的深度可低于规范推荐的 1/10 坝高的规定，可

通过有限元计算确定； 
（3）连接处土体和混凝土结构接触面一般处

于紧压闭合状态，高塑性粘土仅设于混凝土结构顶

部即可满足防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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