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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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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结灌浆 ； 

——防渗帷幕与排水； 

——防渗墙； 

——挖填置换； 

——强夯； 

——排水预压固结； 

——复合地基 ； 

——桩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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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适应水工建筑物地基处理技术发展的需要，规范水工建筑物地基处理设计，做到安全适用、

技术先进、经济合理、质量保证、环境保护，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 1级、2级、3级水工建筑物的地基处理设计；4级、5级水工建筑物的地基处

理设计可参照使用；对于条件特别复杂的水工建筑物地基处理设计应进行专门研究。 

1.0.3  水工建筑物的地基处理应综合考虑上部结构类型与施工条件等因素，精心设计，并在施工过

程中动态调整。 

1.0.4  本标准主要引用下列标准： 

GB 50011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 50025 湿陷性黄土地区建筑规范 

GB 50487 水利水电工程地质勘察规范 

1.0.5  水工建筑物地基处理设计除应符合本标准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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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与符号 

2.1  术语 

2.1.1  地基处理 ground treatment 

为提高地基的强度、抗渗性、或改善地基抗变形能力而采取的处理技术措施。 

2.1.2  地基承载力容许值 allowable bearing capacity 

既能保证地基抗破坏有足够的安全裕度，又能使建筑物可能产生的沉降限制在容许的范围以内的最

大荷载。 

2.1.3  固结灌浆 consolidation grouting 

用灌浆加固有裂隙或破碎等地质缺陷的地基以增强其整体性和承载能力的工程措施。 

2.1.4  帷幕灌浆 curtain grouting 

用灌浆充填地基内的缝隙，形成阻水幕以降低作用在建筑物底部的渗透压力或减小渗流量的工

程措施。 

2.1.5  防渗墙  diap-hragm wall 

在松散透水地基中连续造孔，以泥浆固壁、往槽内灌注混凝土或回填其他防渗材料而在地基内

建成的墙形防渗建筑物。 

2.1.6  挖填置换 excavation and backfill replacement method 

挖除地基一定范围内的不良地质构造或岩土体，用其他性能稳定、强度较高、无侵蚀性的材料

置换回填。 

2.1.7  复合地基 composite subgrade，composite foundation 

天然地基土体经地基处理后，由地基土体和加固体相互作用并共同承担荷载的人工地基。 

2.1.8  强夯 dynamic compaction method 

     用高落距重锤夯实松软地基。 

2.1.9  强夯置换  dynamic compaction and replacement method 

在夯坑内回填块石、碎石等粗颗粒材料并用夯锤连续夯击，在地基土中形成置换墩。 

2.1.10  排水预压固结 drainage and consolidation method 

对拟建设场地的天然地基先行加载预压，使土体中的孔隙水排出，逐渐固结，地基发生沉降，

同时强度逐步提高的方法。 

2.1.11  真空预压 vacuum pre-comp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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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饱和软黏土地基设置竖向和水平向排水通道，通过覆盖在地基表面的封闭薄膜内抽真空产生

负压排水，增加地基土的有效应力，实现对地基土施加预压和加快固结的地基处理方法。 

2.1.12  堆载预压 surcharge proloading 

在饱和黏性土地基设置竖向和水平向排水通道后，对地基进行堆载，使地基排水固结，提高地

基土强度的地基处理方法。 

2.1.13  砂石挤密桩  lime soil pile 

采用振动、沉管或水冲等方式在软弱地基中成孔后，将碎石或砂挤压入孔中形成的密实桩体。 

2.1.14  水泥搅拌桩  compaction pile 

通过特制的搅拌机械，在地基深处将软土和水泥、石灰或其他固化材料强制搅拌，形成的具有

整体性和有一定强度的桩体。 

2.1.15  高压旋喷桩  rotary churning pile;jet grouting pile  

将带有喷嘴的注浆管下入钻孔内旋转，并以高压喷射水泥浆，使之与周围土颗粒混合凝结硬化

而成的桩。 

2.1.16  桩基  pile foundation 

由群桩及桩顶上的桩台组成的用以提高基础承载能力的人工基础。 

2.2  符号 

2.2.1  荷载和荷载效应 

H——设计挡水水头 

J——允许水力比降； 

Jmax——防渗墙破坏时极限水力比降； 

Hik——荷载基本组合或特殊组合偏心竖向力作用下，单桩的水平力； 

pz——搅拌桩复合土层顶面的附加压力； 

pzl——搅拌桩复合土层底面的附加压力； 

MH——在基岩顶面处的弯矩； 

Qk——荷载基本组合或特殊组合轴心竖向力作用下，单桩的平均竖向力； 

Qikmax——荷载基本组合或特殊组合偏心竖向力作用下，作用于单桩的最大竖向力； 

z ——预压荷载引起的该点的附加竖向应力； 

2.2.2  材料性能参数 

csp——砂石挤密桩复合地基粘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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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 ——桩间土粘聚力； 

Dr1——挤密后要求达到的相对密实度； 

Es——桩间土的加权平均压缩模量 

Esp——搅拌桩复合土层的压缩模量； 

Ep——水泥土搅拌桩的压缩模量； 

e0——地基处理前土体的孔隙比； 

e1——地基挤密后要求达到的孔隙比； 

e0i——第 i 层土中点自重应力对应的孔隙比； 

e1i——第 i 层土中点自重应力和附加应力对应的孔隙比； 

emax、emin——砂土的最大、最小孔隙率比； 

fak——基础底面下天然地基承载力容许值； 

fsk——处理后桩间土的承载力容许值； 

fspk——复合地基承载力容许值； 

fcu——与搅拌桩桩身水泥土配比相同的室内加固土试块(边长为 70.7mm 的立方体〕在标准养 

护条件下 90d 龄期的立方体抗压强度平均值； 

frk——岩石饱和单轴抗压强度标准值； 

G——夯锤重； 

K——渗透系数； 

K0——渗透安全系数； 

M——覆盖层可灌比 

qsi——桩周第 i 层土的侧阻力容许值； 

qpa——桩端端阻力； 

qsia——桩侧阻力容许值； 

qp——桩端地基土未经修正的承载力容许值； 

Ra——单桩竖向承载力容许值； 

RHa——单桩水平承载力容许值； 

T——防渗体（防渗墙或帷幕）厚度； 

Ut——t 时刻地基的固结度； 

a——桩端天然地基土的承载力折减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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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 ——经验系数； 

β——桩间土承载力折减系数； 

λ——单桩承载力发挥系数； 

dmax ——桩间土的最大干密度； 

d ——地基处理前土体的平均干密度； 

1d ——在成孔挤密深度内，桩间土的平均干密度 

ft ——t时刻地基土某点的抗剪强度 

f0 ——地基土的天然抗剪强度； 

cu ——三轴固结不排水试验求得的土的内摩擦角； 

φ——桩间土的天然内摩擦角； 

p ——砂石挤密桩桩体内摩擦角； 

sp ——砂石挤密桩复合地基内摩擦角； 

η——桩身强度折减系数； 

c ——桩间土经成孔挤密后的平均挤密系数； 

p ——应力集中系数； 

2.2.3 几何参数  

Ap——桩的截面积； 

b——塑料排水板宽度； 

Bmin——搅拌桩布置范围每侧超出底板外缘的最小宽度； 

bh——垂直于弯矩作用平面桩的边长； 

d——桩体直径，振冲孔直径，桩身直径； 

d15——覆盖层粒径指标，小于该粒径的土体重占覆盖层总重的 15%； 

d85——浆液材料粒径指标，小于该粒径的材料重占材料总重的 85%;dw——砂井的直径； 

dp——塑料排水板的当量换算直径； 

dc——砂石挤密桩等效影响圆直径； 

de——排水体的有效排水直径； 

h——桩嵌入基岩中(不计强风化层和全风化层)的有效深度； 

h0——强夯有效加固深度； 

hc——搅拌桩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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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落距； 

hi——第 i 土层的厚度； 

L——排水体间距； 

li——桩长范围内第 i 层土的厚度； 

m——面积置换率； 

n——复合地基桩土应力比； 

na——桩长范围内所划分的土层数； 

q——地基透水率； 

sc——水泥搅拌桩复合土层的压缩变形； 

sf——地基的最终竖向变形； 

s——桩体间距，桩孔之间的中心距离； 

up——桩的周长； 

 ——塑料排水板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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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水工建筑物地基经处理后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具有足够的强度，能承受上部建筑物传递的荷载。 

2  具有足够的整体性和均匀性，满足建筑物抗滑稳定和减小不均匀沉陷。 

3  具有足够的抗渗性，满足渗透稳定的要求，控制渗流量，降低渗透压力。 

4  具有足够的耐久性，防止岩土体性质在水或其他外部因素的长期作用下发生恶化。 

3.0.2  水工建筑物地基处理方法应根据地质条件和地基处理目的，通过技术经济比较综合确定。初

选方案时，可根据工程特点按附录 A表 A.0.1和附录 B 选用。 

3.0.3  水工建筑物地基处理设计应综合考虑地基与上部结构之间的相互关系，必要时采取措施调整

上部结构的型式，使上部结构与地基条件相适应。 

3.0.4  环境水有腐蚀性时，应根据工程需要及腐蚀特点进行防腐蚀设计。 

3.0.5  水工建筑物地基处理设计前应收集如下基本资料： 

1  相关的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岩土体物理力学参数等资料。 

2  水工建筑物的布置、结构及相关要求。 

3  临近建筑物的相关设计、施工、竣工资料等。 

4  其他相关资料。 

3.0.6  对重要建筑物、条件特殊或复杂的地基，应通过专门的勘察、试验获取合理可靠的地基处理

设计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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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固结灌浆 

4.1  一般规定 

4.1.1  固结灌浆适用于岩石地基和砂土、碎石土等覆盖层地基处理。 

4.1.2  固结灌浆设计应根据地基地质条件和水工建筑物地基强度、变形、防渗等要求，通过现场灌

浆试验或工程类比确定。 

4.1.3  固结灌浆宜在有混凝土盖重条件下进行，经论证也可采用无盖重等其他灌浆方式。 

4.1.4  重要部位的基岩固结灌浆宜布置抬动观测设施，抬动变形应控制在允许范围内。 

4.2  基岩固结灌浆 

4.2.1  水工建筑物基岩固结灌浆范围规定如下： 

1  重力坝坝基内上游、下游各一定范围内（可各取 1/4～1/3坝底宽度范围）宜进行固结灌浆；

坝基岩体裂隙发育且地质条件较差的，可在全坝基范围进行固结灌浆，并根据坝基应力及地质条件，

向坝基外及宽缝重力坝的宽缝部位适当扩大灌浆范围。 

2  拱坝全坝基范围内进行固结灌浆，并应根据坝基应力及地质条件，向坝基外上、下游适当扩

大处理范围。 

3  土石坝固结灌浆可沿坝体防渗体与地基接触面全范围布置。 

4  面板堆石坝趾板应进行全面积固结灌浆，根据趾板宽度可布置 2～4排灌浆孔。 

5  溢洪道地基固结灌浆的范围应根据岩石的破碎程度、风化深度、裂隙发育情况和基础应力情

况确定，宜在控制段及消能建筑物地基范围内进行。基岩条件好时，可不进行固结灌浆。 

6  其他水工建筑物视情况确定固结灌浆范围。 

4.2.2  固结灌浆孔布置宜为梅花形，孔距、排距应根据水工建筑物型式、地基应力、地质情况等，

并参照类似工程经验确定，必要时通过灌浆试验确定。固结灌浆孔的孔距、排距宜采用 2.0m～4.0m。 

4.2.3  水工建筑物固结灌浆深度规定如下： 

1  重力坝、土石坝坝体防渗体基础、面板堆石坝趾板等固结灌浆深度应根据坝型、坝高、地质

情况等，参照类似工程经验确定，可采用 5m～10m；拱坝坝基固结灌浆深度可采用 5m～15m；局部部

位及坝基应力较大的高坝基础可适当加深。 

2  水电站厂房、溢洪道、水闸等水工建筑物地基固结灌浆深度应根据岩石的破碎程度、风化深

度、裂隙发育情况和基础应力情况确定，可采用 3m～5m或经计算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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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防渗帷幕上、下游相邻固结灌浆孔深度可加深至 8m～15m。 

4.2.4  固结灌浆压力应符合下述规定： 

1  灌浆压力应根据工程特点、地质情况、灌浆工艺并结合工程类比确定，必要时应进行灌浆试

验论证。在不抬动基础岩体和盖重混凝土的条件下，宜提高固结灌浆压力。 

2  重力坝、拱坝及面板堆石坝趾板地基第 1 段灌浆压力视盖重厚度可采用 0.4MPa～0.7MPa；

采用无盖重灌浆时，第 1段灌浆压力宜通过灌浆试验确定，也可采用 0.2MPa～0.4MPa；其他段灌浆

压力可随孔深适当增加。 

3  土石坝防渗体地基、溢洪道地基固结灌浆压力，当没有混凝土盖板时，可采用 0.1MPa～0.3MPa；

当有混凝土盖板时，可采用 0.2MPa～0.5MPa。 

4  软岩和缓倾角结构面发育的基岩，灌浆压力由现场灌浆试验确定。 

4.2.5  灌浆孔钻孔方向应根据主要裂隙产状布置，尽量使其穿过较多的裂隙。 

4.2.6  帷幕附近和地质缺陷部位的坝基固结灌浆宜在有 3m～4m 混凝土盖重情况下施灌；其他部位

的固结灌浆也宜按有盖重方式进行，经论证亦可采用无盖重灌浆、找平混凝土封闭灌浆、引管有盖

重灌浆、利用岩体盖重灌浆等灌浆方式，并做好裂隙封闭措施。 

4.2.7  防渗帷幕附近、断层破碎带及其两侧影响带、裂隙密集带、岩溶发育地段等地质缺陷部位宜

加强固结灌浆。 

4.2.8  基岩固结灌浆材料宜优先采用水泥，经论证也可采用其它化学材料。 

4.2.9 基岩固结灌浆效果宜采用声波测试、压水试验等成果综合评价，合格标准根据现场灌浆试验

或工程经验确定。 

4.3  覆盖层固结灌浆 

4.3.1  应根据建筑物对地基承载力和变形控制等要求，结合地质及施工等条件进行覆盖层固结灌浆

设计。 

4.3.2  采用灌浆方法处理覆盖层时，应先查明覆盖层的成因、结构、空间分布范围，各土层的颗粒

级配、密度、渗透系数等，以及地下水的分布规律、流速、水质等情况。在地震区应对覆盖层的液

化特性作出判断。 

4.3.3  覆盖层地基固结灌浆的范围应大于建筑物的外轮廓线，具体可根据覆盖层的分布、地基应力

分布和结构物的要求等条件进行分析计算确定。 

4.3.4  对需要采取强夯、挖填置换和灌浆等多项措施综合处理覆盖层地基时，应先进行其他措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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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再进行灌浆。 

4.3.5  覆盖层地基的可灌性可按可灌比（M）或其他指标判别，并通过现场试验确定。可灌比按下

式 4.3.5计算： 

M＝d15/d85                                  （4.3.5） 

式中：  d15——覆盖层粒径指标，小于该粒径的土体重占覆盖层总重的 15%，mm； 

d85——浆液材料粒径指标，小于该粒径的材料重占材料总重的 85%，mm。 

M＞15时可灌注水泥浆；M＞10时可灌注水泥黏土浆。 

4.3.6  覆盖层灌浆部位宜设置混凝土盖板，混凝土盖板厚度不宜小于 0.5m，宽度宜超出灌浆两侧

边线 3m以上。 

4.3.7  覆盖层地基固结灌浆的孔深、孔距、排距可根据现场灌浆试验成果进行分析计算，并参照类

似工程经验确定。孔距、排距宜采用 2m～3m。 

4.3.8  覆盖层固结灌浆宜采用沉管灌浆法或孔口封闭灌浆法，并可通过加密浅层灌浆孔、增加浆液

中水泥含量、待凝等措施提高近地表覆盖层的灌浆质量。 

4.3.9  覆盖层固结灌浆的压力应根据地质条件和现场试验成果，按建筑物的允许变形确定。  

4.3.10  覆盖层固结灌浆宜采用水泥浆，也可采用黏土水泥（膨润土水泥）浆、粉煤灰水泥浆或水

泥砂浆等。 

4.4  固结灌浆试验 

4.4.1  下列工程应进行现场固结灌浆试验： 

1  地质条件复杂地区或有特殊要求的 1、2 级水工建筑物基岩固结灌浆。 

2  1、2 级水工建筑物覆盖层固结灌浆。 

3  其他认为有必要进行现场试验的固结灌浆工程。 

4.4.2  现场固结灌浆试验应包括下列试验目的： 

1  推荐合适的灌浆布置，如孔排距、孔深等。 

2  推荐适宜的灌浆材料、灌浆方法及工艺参数。 

3  提出工程重大地质缺陷的灌浆处理措施。 

4  提出固结灌浆质量标准和检查方法。 

4.4.3  试验场地选择应综合考虑如下因素： 

1  地质条件应具有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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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宜考虑与永久工程结合。 

3  施工干扰少，水电、交通方便，辅助工程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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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防渗帷幕与排水 

5.1  一般规定 

5.1.1  防渗帷幕适用于岩石地基和砂土、碎石土等覆盖层地基。 

5.1.2  水工建筑物地基防渗帷幕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减小地基和两岸渗漏，防止或减少渗流对地基及两岸边坡稳定产生的不利影响。 

2  防止在地基软弱结构面、断层破碎带、岩体裂隙充填物以及抗渗性能差的地层中产生渗透破

坏。 

3  在帷幕和排水的共同作用下，使地基扬压力和渗漏量控制在允许值以内。 

4  具有可靠的连续性和足够的耐久性。 

5.1.3  防渗帷幕和排水设计方案应根据地基的工程地质、水文地质条件和灌浆试验资料，结合水工

建筑物挡水高度和功能综合确定。水文地质条件复杂的高坝，坝基防渗和排水设计应结合渗流计算

分析进行。 

5.1.4  岩溶地区的防渗处理，应在查明岩溶洞穴与宽大溶隙等在地基的分布范围、形态特征、充填

物性质及地下水活动状况的基础上，进行针对性的设计。 

5.1.5  水库蓄水前，应完成不同蓄水时段最高库水位以下防渗帷幕的施工。 

5.1.6  防渗帷幕设计应布置抬动变形监测设施，抬动变形应控制在允许范围内。 

5.2  岩基防渗帷幕设计 

5.2.1  混凝土坝基帷幕线的位置应根据坝基应力分布情况，布置在压应力区，且一般靠近上游面。

下游高水位历时较长或岩体透水性较大的混凝土坝基，宜增设封闭防渗帷幕。 

5.2.2  岩石地基上的水闸或泵房，可根据防渗需要在闸室底板上游端或泵房底板高水位侧的齿墙下

设灌浆帷幕。承受双向水头的水闸或具有双向扬程的灌排结合泵站，其防渗排水布置应以水位差或

扬程较大的一向为主，合理选择双向布置形式。 

5.2.3  岩基上的土石坝，灌浆帷幕应设在坝的防渗体底部，均质坝可设于距上游坝脚 1/3～1/2坝

底宽度处。  

5.2.4  两岸山体部位，防渗帷幕的轴线方向和延伸长度，应根据工程地质、水文地质条件确定，宜

延伸到相对隔水层处或正常蓄水位与地下水位相交处，并应与河床部位的帷幕保持连续性。对于相

对隔水层和地下水位均较低缓的，可根据工程防渗要求并参考渗流分析成果，确定帷幕轴线方向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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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长度。 

5.2.5  岩溶地区两岸防渗帷幕线路应根据地形地质条件和岩溶分布特征选定，可采用直线式、折线

式布置方式。地质条件复杂的基岩防渗线路需经多方案技术经济比较，必要时结合建筑物布置轴线

比较选定。帷幕线路宜选择岩溶发育较弱地带通过，如必须通过岩溶暗河或岩溶通道时，宜与其垂

直。 

5.2.6  河床式厂房地基防渗按大坝要求设计；坝后式及岸边式厂房的防渗设计可适当简化；下游尾

水位较高的厂房，宜在下游侧周边设置防渗帷幕。 

5.2.7  地下电站主厂房、主变压室及高压开关站等主要洞室的防渗应符合下列条件： 

1  洞室距水库或河床较近时或地下水丰富的地区，应加强前沿及河床侧部位的防渗措施，必要

时可在洞室群外围与厂房顶部分层设置防渗帷幕。 

2  当设有尾水调压室时，应加强靠近尾水调压室侧的防渗设施。 

5.2.8  混凝土重力坝和拱坝帷幕防渗标准和相对隔水层的透水率根据不同坝高采用下列控制标准： 

1  坝高在 100m以上，透水率 q为 1～3Lu。 

2  坝高在 50～100m 之间，透水率 q为 3～5Lu。 

3  坝高在 50m以下，透水率 q为 5Lu。 

4  水资源短缺的水库或有特殊要求的大坝坝基帷幕防渗标准和相对隔水层的透水率 q值控制

标准取小值。 

5.2.9  岩基土石坝帷幕体防渗标准和相对隔水层的透水率采用下列控制标准： 

1  1、2级坝及坝高在 70m以上，透水率 q为 3～5Lu。 

2  3级及其以下的坝，透水率 q为 5～10Lu。 

3  蓄水水库可取低值，滞洪水库等可用高值。 

5.2.10  溢洪道控制段和岩基上的水闸帷幕防渗标准和相对隔水层的透水率为小于 5Lu。与大坝帷

幕衔接的溢洪道防渗帷幕应与大坝帷幕透水率控制标准相一致，远离坝肩的溢洪道防渗帷幕透水率

控制标准可适当降低。 

5.2.11  防渗帷幕的设计深度，应遵守下列规定： 

    1  当地基下存在可靠的相对隔水层，且埋深较浅时，防渗帷幕应伸入到该岩层内不少于 3m～

5m。 

2  当地基下相对隔水层埋藏较深或分布无规律时，帷幕深度应参照渗流计算，考虑工程地质条

件和渗控要求等因素，结合工程经验研究确定；非岩溶地区可在 0.3倍～0.7倍水头范围内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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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2  两岸帷幕深度较深的，应分层设置灌浆隧洞，灌浆隧洞的布置应根据地形地质条件、钻孔

灌浆技术水平、施工通风和排水等因素确定，岩溶地区还应根据岩溶分布高程确定。灌浆隧洞层间

高差可取 30m～70m。上层、下层帷幕的搭接型式可采用斜接式、直接式及错列式等，搭接部位应连

续封闭。单排孔隧洞断面尺寸不宜小于 2.5m×3.0m（宽×高），双排孔及以上隧洞断面尺寸不宜小

于 3.0m×3.5m。 

5.2.13  防渗帷幕的排数、排距、孔距及孔向，应根据工程地质、水文地质、作用水头以及灌浆试

验资料选定。在施工过程中应根据先期钻、灌资料修正防渗帷幕设计。 

1  帷幕排数在考虑帷幕上游区的固结灌浆对加强基础浅层的防渗作用后，水工建筑物高度 100m

以上（含 100m）的可采用两排，水工建筑物高度 100m 以下的可采用一排。对地质条件较差、岩体

裂隙发育、透水性强或可能发生渗透变形破坏的地段可适当增加帷幕排数。 

2   两排或两排以上灌浆孔组成的帷幕，应将其中的一排孔钻灌至设计深度，其余各排孔的孔

深可取设计深度的 1/2～2/3 倍。 

3  帷幕孔距可为 1.5m～3.0m，排距宜比孔距略小。 

4  钻孔宜穿过岩体的主要裂隙和层面。 

5.2.14  帷幕灌浆必须在浇筑一定厚度的混凝土作为盖重后施工；混凝土趾板、基座部位帷幕灌浆

及隧洞内的帷幕灌浆可通过增加衬砌厚度、加强配筋、布置抗拉锚杆等措施满足盖重的要求。 

5.2.15  防渗帷幕灌浆压力应通过试验确定，灌浆时不得抬动结构混凝土和地基岩体。混凝土重力

坝、拱坝帷幕孔第 1段宜取 1.0～1.5倍坝前静水头，以下各段可逐渐增加，孔底段不宜小于 2倍坝

前静水头。混凝土溢洪道帷幕孔灌浆压力第 1段不宜小于 0.2MPa～0.5MPa，孔底段不宜小于 0.4MPa～

0.8MPa。 

5.2.16  防渗帷幕宜采用水泥灌浆；在水泥灌浆达不到设计防渗要求时，可采用符合环保要求的化

学材料补充灌浆。 

5.2.17  岩溶地区灌浆材料可根据岩溶洞穴和溶蚀裂隙规模及充填情况选用纯水泥浆、水泥砂浆、

水泥黏土浆、水泥粉煤灰浆等，必要时可通过大口径钻孔灌注高流态细骨料混凝土或通过廊道浇筑

混凝土。岩溶地区帷幕灌浆应考虑不同类型的溶洞及充填物灌浆所形成幕体的允许渗透水力比降及

耐久性。 

5.3  岩基排水设计 

5.3.1  混凝土坝（堰、闸）基主排水孔一般设置在基础灌浆廊道内防渗帷幕的下游，在建基面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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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孔与帷幕孔的距离不宜小于 2m。必要时，可在主排水幕下游设置 1～3排辅助排水孔。 

5.3.2  采取抽排措施时，应在主排水下游设置纵、横向辅助排水孔。 

5.3.3  混凝土重力坝坝高较低，基岩条件较好且为弱透水层（岩体透水率小于 1Lu）的，经论证后，

也可不设帷幕而只设排水，以降低坝基渗透压力，但应在坝基面的上游部位进行固结灌浆。中、低

高度的薄拱坝经论证可简化排水布置或不设坝基排水。 

5.3.4  岸坡坝段及近岸山体内，根据工程地质、水文地质条件，并结合建筑物布置及稳定分析，视

需要设置排水设施。必要时布置排水隧洞，并布设排水孔。 

5.3.5  河床式厂房地基排水按大坝要求设计；坝后式及岸边式厂房的排水设计可适当简化；下游尾

水位较高的厂房，宜在下游侧周边防渗帷幕后设置排水。 

5.3.6  地下电站主厂房、主变压室及高压开关站等主要洞室的排水应符合下列条件： 

1  洞室距水库或河床较近时或地下水丰富的地区，应加强前沿及河床侧部位的幕后排水措施，

必要时可在洞室群外围与厂房顶部分层设置排水洞，并在排水洞内设排水幕，形成厂外排水系统。 

2  地下水丰富或岩体透水性强的地区，宜在主洞室开挖之前，先形成厂外排水系统。 

3  当设有尾水调压室时，应加强靠近尾水调压室侧的排水设施。 

4  具备自流排水条件应采用自流排水。 

5  应根据围岩水文地质条件、防渗排水工程措施及渗流计算合理确定渗漏水量，并设置足够容

积的集水井和抽排设施。 

5.3.7  主排水孔的孔距可为 2m～3m，辅助排水孔的孔距可为 3m～5m。 

5.3.8  排水孔孔深应根据帷幕深度及基础的工程地质、水文地质条件确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主排水孔深为帷幕深的 0.4～0.6倍。 

2  混凝土坝辅助排水孔深可为 6m～12m；溢洪道堰基辅助排水孔孔深可小于主排水孔孔深。 

3   当地基有裂隙承压水层或较大的深层透水区时，应对排水孔是否穿过此部位及穿过深度进

行分析研究，并做好配套措施。 

5.3.9  排水孔孔壁有塌落危险或排水孔穿过软弱地层、软弱结构面、断层破碎带、夹泥裂隙等可能

产生渗透破坏的地段，应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 

5.3.10  坝（堰、闸）基渗水应按照高水高排、低水低排的原则通过排水廊道尽快排出坝（堰、闸）

体；渗水不能自流排出或采用封闭抽排时，应根据水文地质条件、防渗排水工程措施及渗流计算合

理确定渗漏水量，并设置足够容积的集水井和抽排设施。两岸山体排水隧洞内的渗水应结合具体布

置选择合适的排水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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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覆盖层地基防渗帷幕设计 

5.4.1  采用灌浆进行覆盖层防渗处理时，应先查明覆盖层的成因、结构、空间分布范围，各土层的

颗粒级配、渗透系数、允许渗透比降等，以及地下水的分布规律、流速、水质等情况。 

5.4.2  帷幕的渗流控制标准应根据工程的防渗要求和地质条件，宜通过渗流计算及渗透试验综合确

定，并应满足下列要求： 

1  帷幕的渗透比降不大于允许渗透比降。 

2  帷幕与其上部的防渗体之间不发生接触冲刷和接触流失。 

3  渗流量不大于工程正常运行时的允许漏失量。 

5.4.3  覆盖层地基帷幕灌浆应按可灌比(M）或其他指标判别其可灌性，按 4.3.5 条的规定执行。

5.4.4  帷幕的厚度可按式 5.4.4计算。对于深度较大的多排帷幕，可根据渗流计算成果和已有工程

经验沿深度逐渐减薄。 

T=H/J                                （5.4.4） 

式中：  T——帷幕厚度，（m）； 

        H——最大设计水头，m； 

        J——帷幕的允许比降，对于水泥黏土浆可采用 3～6，若大于 6应通过试验论证。 

5.4.5  帷幕灌浆孔宜采用铅直孔。帷幕灌浆孔的排数应根据帷幕厚度的要求确定，不宜少于 3 排。

灌浆孔排距和孔距宜为 2m～4m，排距宜小于孔距。 

5.4.6  覆盖层深厚时，可采用灌浆帷幕，或在下部采用灌浆帷幕、上部采用明挖回填黏土截水槽或

混凝土防渗墙。帷幕与防渗墙之间应设置搭接段，且搭接长度不宜小于 5m，沿防渗墙底端的绕流渗

透比降应小于灌浆帷幕的允许比降。 

5.4.7  帷幕的底部宜伸入基岩或相对不透水层不小于 5m。当基岩或相对不透水层较深时，可设置

悬挂式帷幕，并根据渗流分析成果、类似工程研究确定防渗帷幕底线。 

5.4.8  帷幕灌浆浆液可采用水泥黏土（或膨润土）浆、水泥浆、黏土浆。水泥和黏土灌浆不能满足

工程要求时，可采用化学灌浆材料。各种浆液的配比应由浆液试验确定。水泥黏土浆宜采用水泥：

黏土=1:1～1:4（质量比，下同），水：干料（水固比）=3:1～1:1。当对浆液结石有强度要求时，水

泥的掺量可采用较大值。 

进行多排帷幕灌浆时，边排孔和帷幕浅部宜采用水泥含量较高的浆液，临时性工程可减少水泥

含量或使用黏土浆。 

5.4.9  帷幕灌浆压力应通过工程类比和灌浆试验确定。 



 

17 

 

5.4.10  灌浆结束后，应挖除表层未固结好的覆盖层，在完好的帷幕体顶上填筑防渗体，必要时可

设置利于与上部结构结合的齿槽或混凝土垫层。 

5.5  帷幕灌浆试验 

5.5.1下列工程应进行现场帷幕灌浆试验： 

1  1、2 级水工建筑物基岩帷幕灌浆、覆盖层灌浆。 

2  其他认为有必要进行现场试验的帷幕灌浆工程。 

5.5.2  帷幕灌浆试验其他要求参照 4.4.2条、4.4.3条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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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防渗墙 

6.1  一般规定 

6.1.1  防渗墙适用于水工建筑物碎石土、砂土等覆盖层地基处理。 

6.1.2  水工建筑物地基经防渗墙处理后应具有足够的抗渗性，满足渗透稳定，控制渗流量；具有适

宜的强度和变形能力，防止墙体裂缝；具有足够的耐久性，防止墙体在水的长期作用下发生破坏。 

6.1.3  防渗墙厚度宜为 30cm～100cm、深度不宜大于 100m。当深度或厚度超出上述范围时应进行论

证。 

6.1.4  防渗墙设计时应综合考虑墙体与上部结构之间的相互关系。 

6.1.5  高坝深厚覆盖层中的混凝土防渗墙，应进行应力应变分析，为确定墙体材料强度、厚度、深

度与布置提供依据。 

6.2  结构设计 

6.2.1  防渗墙宜沿上部水工建筑物防渗体的轴线布置，墙体应与上部防渗体可靠连接。 

6.2.2  防渗墙的设计深度，应遵守下列规定： 

1  封闭式防渗墙应伸入到基岩或相对不透水层一定深度。基岩渗透性不满足防渗标准时，可采

取墙下接帷幕的措施进行防渗。 

    2  悬挂式防渗墙的深度宜根据地形地质条件、渗流计算成果、施工难度，结合工程经验研究确

定。 

6.2.3  墙体厚度主要由工程防渗要求、允许水力比降、抗渗耐久性、墙体应力和变形、施工设备及

地质条件、环境水质等因素综合确定。 

6.2.4   防渗墙的厚度初步估算时，可按下式进行: 

𝑇 =
H

𝐽
                                     （6.2.4-1） 

           𝐽 =
𝐽𝑚𝑎𝑥

K0
                                  （6.2.4-2） 

式中：  T——防渗墙厚度，m； 

        H——水工建筑物设计水头，m； 

        J——允许水力比降，根据墙体材料不同，取 40～100。 

        Jmax——防渗墙破坏时极限水力比降，有条件时可通过试验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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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0——安全系数，取 3～5；  

6.2.5  水头高的防渗墙可布置 2道或 2道以上防渗墙。各墙共同作用，按一定比例分担水头。 

6.2.6  防渗墙应有适宜的强度和变形能力，其应力状态与结构型式、施工与蓄水过程、墙体材料等

因素相关，应根据其工作条件进行结构计算，并对第 6.2.4 条计算的墙厚进行校核。 

     1  墙体垂直位移与水平位移均应满足设计要求，墙体与地基土体的变形宜协调一致。 

     2  墙体压应力、拉应力宜小于墙体材料抗压、抗拉强度，剪应力水平沿墙高宜分布合理。 

6.2.7  防渗墙墙体应综合考虑地质条件和工程要求，选用普通混凝土、粘土混凝土、粉煤灰混凝土、

塑性混凝土、固化灰浆、自凝灰浆等。 

6.2.8  墙体均应根据工程实际条件有针对性地进行配合比设计，必要时，应进行材料试验。 

6.3  构造要求 

6.3.1  防渗墙与心墙、斜墙或趾板、廊道、帷幕、混凝土结构等防渗体相接时，应避免产生集中渗

漏和影响结构安全的不均匀变形。 

6.3.2  防渗墙与上部防渗体的连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与心墙防渗体可采用榫型、Y型、活塞式、廊道式等形式连接，伸入心墙的长度宜为挡水水

头的 1/10，高坝可适当降低，或根据计算确定，低坝应不低于 2m。 

2  与斜墙底部可采用现浇方式连接，新老混凝土之间的冷缝要冲洗凿毛或制作键槽，加设止水

和插筋。 

    3  与混凝土趾板通过连接板及止水等措施进行连接。 

    4  与土工膜可采用埋入式或锚固式连接。 

6.3.3  防渗墙与下部帷幕的连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墙下为覆盖层时，灌浆帷幕与防渗墙的底部应设置搭接段，且搭接长度不宜小于 5m，沿防

渗墙底端的渗透比降应小于灌浆帷幕的允许比降。 

    2  墙下为基岩时，通过墙体预埋管或钻孔进行墙下帷幕灌浆，可靠连接。 

6.3.4  防渗墙与两端防渗体的连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平面上防渗墙与相邻部位的防渗帷幕可采用搭接式或插入式进行连接。 

    2  防渗墙与两岸岸坡的连接可采用墙体入岩的方式进行连接。在岩体埋藏较浅的部位，可通过

明挖，采用混凝土齿墙或黏土齿墙进行处理。 

    3  防渗墙与混凝土建筑物连接时可预留槽孔位置，将预留孔做端孔处理，进行刷洗后浇筑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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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5  防渗墙拐点可采用高喷或混凝土桩、短墙进行支撑。 

6.3.6  防渗墙与与下部基岩相接时，宜嵌入基岩 0.5m～1.0m，对风化较深的地段和断层破碎带可

根据水工建筑物高度和断层破碎情况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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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挖填置换 

7.1 一般规定 

7.1.1  挖填置换适用于断层破碎带、软弱结构面、岩溶洞穴等工程地质缺陷，软弱及特殊土地基的

处理。 

7.1.2  软弱及特殊岩土地基、对水工建筑物安全影响较大的地质缺陷，其挖填置换处理应通过相应

的计算或模型试验进行论证。 

7.1.3  挖填置换处理设计，应将上部水工建筑物与地基一起研究，并满足各部位对承载能力、抗滑

稳定、地基变形、渗流控制、抗冲及耐久性的要求。 

7.2  断层破碎带与软弱结构面置换 

7.2.1  混凝土坝（堰、闸）岩基范围内、倾角较陡的断层破碎带，可用下述方法处理： 

1  断层组成物为胶结良好、质地坚硬的角砾岩、片状岩、碎块岩等构造岩，对整个地基的强度、

稳定和变形的影响较小时，可将表层较破碎的部分挖除并进行固结灌浆。 

2  断层组成物为软弱构造岩，对整个地基的强度、稳定和变形有严重影响时，可采用挖除断层

物质、回填混凝土（混凝土塞、混凝土深齿墙）等处理方法。 

3  采用混凝土塞（或混凝土深齿墙）加固时，其深度可采用 1.0倍～1.5倍断层破碎带的宽度

或根据计算确定。贯穿水工建筑物基础上、下游的纵向断层破碎带的处理，宜在上、下游基础外适

当延伸、延伸长度可取 2倍～3倍破碎带宽度。 

4  采用置换法处理断层破碎带，应加强置换混凝土与基岩结合面接触灌浆和围岩的固结灌浆。

对由数条断层组成的断层带，可根据各断层的破碎程度、组成物情况，按照其总宽度采用上述原则

进行处理；当混凝土回填规模较大时，应制定相应的温度控制、固结灌浆、接触灌浆与观测等措施。 

7.2.2  混凝土坝（堰、闸）岩基范围内、倾角较陡的软弱结构面，根据埋深不同可分别采用混凝土

置换、混凝土深齿墙、混凝土洞塞等措施进行处理。 

7.2.3  水工建筑物岩基范围内、倾角较平缓的断层破碎带或软弱夹层，应根据其埋藏深浅和力学参

数以及对水工建筑物应力、地基变形和抗滑稳定性的影响程度，进行专门的处理设计，或按 7.2.1～

7.2.2的规定确定处理方法。 

7.3  岩溶挖填置换 

7.3.1  岩溶挖填置换处理设计，应在查明岩溶特点、规模、埋深、水文地质条件、充填物的物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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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性质以及对水工建筑物结构的影响基础上，进行专门的挖填置换处理方案设计。 

7.3.2  对水工建筑物结构安全有影响的岩溶洞穴，可用下述方法处理： 

1  规模不大的溶洞且埋深较浅者可开挖后回填混凝土，并对洞顶及周围加强固结灌浆。 

2  规模不大但埋深较大的溶洞，可钻孔灌注混凝土、水泥砂浆等。 

3  规模较大的溶洞，应先填砂砾石或混凝土，后灌浆。 

7.3.3  岩溶处理中混凝土回填规模较大时，应视结构需要制定合适的混凝土温控和接触灌浆等措施。 

7.4  特殊土挖填置换 

7.4.1  挖填置换方法适用的特殊土类包括液化砂土、软黏土、膨胀土、湿陷性黄土、盐渍土等。 

7.4.2  对有特殊土性状及基础要求的水工建筑物地基，应通过计算或试验确定挖填置换范围、厚度、

换填料类型、设计参数、控制标准等。 

7.4.3  特殊土层较薄（0.5m~3m），可采用局部或整片处理，沿厚度方向全部挖除置换。 

7.4.4  湿陷性黄土地基的平面处理范围，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为局部处理时，其处理范围应大于基础底面的面积。 

2  当为整片处理时，其处理范围应大于结构物底层平面的面积。超出结构物外墙基础边缘的宽

度，每边不宜小于处理土层厚度的 1/2，并不应小于 2.0m。 

7.4.5  对膨胀土地基，换填厚度应根据膨胀士的膨胀性强弱及当地的气候特点确定，可采用2m~3m。 

7.4.6  换填料选择包括砂石（密砂、碎石、砾石）、粉质粘土、灰土、粉煤灰、矿渣、其他工业废

渣等。对湿陷性黄土或膨胀土地基，不得选用砂石等透水性材料。用于处理湿陷性黄土或膨胀土地

基的粉质粘土垫层，土料中不得夹有砖、瓦或石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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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强夯与强夯置换 

8.1  一规定 

8.1.1  强夯适用于碎石土、砂土、低饱和度的粉土、粉质黏土、湿陷性土等地基。 

8.1.2  强夯置换适用于高饱和度的粉土、软塑～流塑的黏性土等地基。 

8.1.3  强夯处理应防止对周围已有建筑产生有害影响，宜选择有代表性的场地进行现场试验。 

8.1.4  应结合降水等其他措施进行处理，以减小地下水对强夯效果的影响。 

8.2  强夯 

8.2.1  水工建筑物地基强夯的处理范围为： 

1  每边超出基础外缘的宽度为基底下设计处理深度的 1/2～2/3，且不应小于 3m。 

2  可液化地基，基础边缘的处理宽度，不应小于基底下可液化土层厚度的 1/2，且不应小于 5m。 

3  湿陷性土地基，应按 GB 50025《湿陷性黄土地区建筑规范》的相关规定执行。 

8.2.2  强夯的有效加固深度应通过以下方式确定： 

1  现场试夯或地区经验。 

2  在缺少试验资料或经验时，可按式 8.2.2 进行预估。 

d
0 d

G
h

10


h
a                               （8.2.2） 

式中：  h0——强夯的有效加固深度(m)，从最初起夯面开始计算； 

         G——夯锤重（kN）； 

           dh ——落距（m）； 

da ——经验系数，砂性土、粉土可取 0.4-0.5，黏性土可取 0.35-0.45， 

湿陷性黄土可取 0.35-0.50。 

8.2.3  夯击点布置可根据基础底面形状，采用等边三角形、等腰三角形、正方形。 

8.2.4  夯点间距应根据加固土层厚度和土质条件等综合确定。第一遍夯点间距可取夯锤直径的

（2.5～3.5）倍，第二遍夯击点应位于第一遍夯击点之间，以后各遍夯击点间距可适当减小。处理深

度大或单击夯击能较大的工程，第一遍夯击点间距宜适当增大。 

8.2.5  夯点的单点夯击次数，应根据现场试夯的夯击次数和夯沉量关系曲线确定，并应同时满足下

列条件： 

1   最后两击的平均夯沉量，宜满足表 8.2.5 要求；当单击夯击能大于 12000kN.m 时，应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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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确定。 

表 8.2.5   强夯法最后两击平均夯沉量（cm） 

单击夯击能（kN.m） 最后两击平均夯沉量不大于（cm） 

E<4000 5 

4000≤E<6000 10 

6000≤E<8000 15 

8000≤E<12000 20 

2  夯坑周围地面不应发生过大的隆起； 

3  不应夯坑过深发生提锤困难。 

8.2.6  夯点的夯击遍数应根据地基土性质和使用要求确定，宜采用点夯 2～4 遍，对于渗透性较差

的细颗粒土，应适当增加夯击遍数。点夯后宜以低能量满夯 2 遍，满夯可采用轻锤或低落距锤多次

夯击，锤印搭接。 

8.2.7  前后两遍夯击间隔时间应根据土中超孔隙水压力的消散状况确定，当缺少实测资料时，可根

据地基土的渗透性确定。对于渗透性较差的细粒土地基，两遍之间的间歇时间不宜少于 2-3 周；对

于渗透性较好的粗粒土地基，可连续夯击。 

8.2.8  强夯后地基的承载力容许值应通过现场静载试验确定。 

8.2.9  强夯地基变形计算应符合 GB 50007《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的有关规定。夯后有效加固

深度内土层的压缩模量应通过土工试验或原位测试确定。 

8.3  强夯置换 

8.3.1  强夯置换处理范围应符合 8.2.1 条规定。 

8.3.2  强夯置换墩的深度应根据土质条件确定，不宜超过 7m。强夯置换墩应穿透软土层，达到硬

土层上。 

8.3.3  墩位布置宜采用等边三角形、正方形，或按基础形式布置。 

8.3.4  墩间距应根据变形和承载力要求确定，满堂布置时，可取夯锤直径的 2.0-3.0 倍；独立基础

或条形基础，可取夯锤直径的 1.5-2.0 倍。墩的计算直径可取夯锤直径的 1.1-1.2 倍。 

8.3.5  夯点的夯击次数应通过现场试验确定，并应满足使得墩底穿透软弱土层，达到设计墩长，同

时最后两击的平均夯沉量满足表 8.2.5 的要求。 

8.3.6  强夯置换设计时，应预估地面抬高值，并在试夯时校正。 

8.3.7  强夯置换墩材料宜采用级配良好的块石、碎石、矿渣、建筑垃圾等粗颗粒材料，粒径大于

300mm 的颗粒含量不宜超过材料总质量的 30%；强夯前宜在表层铺填 1.0m～2.0m 厚的粗粒土。 

8.3.8  强夯置换后的地基承载力容许值应通过现场单墩静载试验或单墩复合地基静载试验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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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9  强夯置换地基宜按单墩静载荷试验确定的变形模量计算加固区的地基变形，对墩下地基土的

变形可按置换墩材料的压力扩散角计算传至墩下土层的附加应力，按GB50007的有关规定计算确定。 

8.4  强夯试验 

8.4.1  强夯及强夯置换试验应包括下列内容： 

1  确定强夯有效加固深度。 

2  确定夯击点布置及夯点间距。 

3  确定单点夯击次数及夯击遍数。 

4  确定前后两遍夯击间隔时间。 

5  选定适宜的强夯置换材料。 

8.4.2  试验场地选择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地质条件应具有代表性。 

2  试验区面积不宜小于 20m×2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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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排水预压固结 

9.1  一般规定 

9.1.1  排水预压固结适用于淤泥质土、淤泥等饱和黏性土地基处理。 

9.1.2  排水预压固结可采用堆载预压、真空预压、真空和堆载联合预压。 

9.1.3  重要工程，应选择有代表性的场地进行预压试验。 

9.1.4  加固区边线与周边建筑物、地下管线等距离较小时，应考虑对周边建筑物和地下管线的影响。

当距离较近时，应采取相应保护措施。 

9.1.5  预压地基处理时，应设置水平和竖向排水系统。当软土层厚度不大或软土层含较多薄粉砂夹

层，且固结速率能满足工期要求时，可不设置竖向排水体。 

9.2  堆载预压 

9.2.1  预压荷载顶面的范围应不小于建筑物基础外缘的范围。 

9.2.2  竖向排水体可分为普通砂井、袋装砂井和塑料排水板。砂井的直径 dw宜按以下原则确定： 

1  普通砂井 dw取 300mm～500mm。 

2  袋装砂井 dw取 70mm～120mm。 

3  塑料排水板 dw 取其当量换算直径 dp，dp 可按下式计算： 

 p

2( )b
d





                          （9.2.2） 

式中：  dp——塑料排水板当量换算直径（mm）； 

b——塑料排水板宽度（mm）； 

 ——塑料排水板厚度（mm） 

9.2.3  排水体的有效排水直径 de 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普通砂井，de=（6~8）dw 

2  塑料排水板或袋装砂井，de=（15～22）dw 

9.2.4  竖向排水体可采用等边三角形或正方形排列，排水体间距 L 应符合以下规定： 

1  等边三角形排列时，L=de/1.05 

2  正方形排列时，L=de/1.13 

9.2.5  竖向排水体的深度根据水工建筑物对地基的稳定性、变形要求等因素确定： 

1  抗滑稳定控制的地基，应大于最危险滑动面以下 2.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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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变形控制的地基，应根据在限定的预压时间内需完成的变形量确定，且排水体宜穿透受压土

层。 

9.2.6  预压荷载大小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取水工建筑物的基底压力作为预压荷载。 

2  工后沉降或预压时间有要求的水工建筑物，可采用超载预压，预压荷载应根据预压时间内要

求完成的变形量计算确定。 

9.2.7  堆载预压加载速率应根据地基土强度确定；当天然地基土的强度满足预压荷载下地基的稳定

性要求时，可一次性加载；如不满足应分级加载，待前期预压荷载下地基土的强度增长满足下一级

荷载下地基的稳定性要求时，方可加载。 

9.2.8  堆载预压时间应根据以下原则确定： 

1  变形控制的地基，当预压所完成的变形量和平均固结度达到预定标准时，方可卸载。 

2  承载力或抗滑稳定控制的地基，当预压后强度满足承载力或稳定性要求时，方可卸载。 

9.2.9  瞬时加载条件下，考虑涂抹和井阻影响时，地基径向平均固结度可按照附录 C 计算。 

9.2.10  预压荷载下，地基最终竖向变形量的计算可取附加应力与自重应力的比值为 0.1 的深度作

为压缩层的计算深度，压缩层的最终竖向变形量按式计算； 

0 1
f

1 01

n
i i

i

i i

e e
s h

e








                        （9.2.10）

 

式中：  sf——最终竖向变形量（m）; 

e0i——第 i 层土中点自重应力所对应的孔隙比，由室内固结试验 e-p 曲线查得； 

e1i——第 i 层土中点自重应力与附加应力之和所对应的孔隙比，由室内固结试验 e-p 

曲线查得； 

hi——第 i 土层的厚度； 

 ——经验系数，可按地区经验取值。无经验时对正常固结饱和黏土地基可取 1.1-1.4， 

荷载较大或地基软弱土层厚度大时，应取大值。 

9.2.11对正常固结饱和黏性土地基，堆载预压下地基土某点的抗剪强度可按式 9.2.11 计算： 

ft f0 z cutantU                          （9.2.11） 

式中：  ft ——t时刻地基土某点的抗剪强度(kPa)； 

f0 ——地基土的天然抗剪强度(k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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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预压荷载引起的该点的附加竖向应力(kPa)； 

Ut——t 时刻土的固结度； 

cu ——三轴固结不排水试验求得的土的内摩擦角（°）。 

9.3  真空预压 

9.3.1  真空预压加固区边缘应大于水工建筑物基础轮廓线，每边超出量不得小于 3.0m。 

9.3.2  真空预压竖向排水体的布置、间距、深度的选择可按照本规范 9.2.2 条～9.2.5 条设计。 

9.3.3  加载方式可采用一次连续抽真空至最大压力；当地基土为含水量高、黏粒含量高的软弱土时，

宜采用分级抽真空至最大压力的加载方式。 

9.3.4  真空预压处理深度范围内土层的平均固结度满足预定要求时，方可卸载。 

9.3.5  真空预压固结度、地基最终变形、强度增长的计算可按 9.2.9 条、9.2.10 条、9.2.11 条计算，

其中变形计算时 可取 1.0-1.3. 

9.3.6  表层存在良好的透气层或在处理范围内有充足水源补给的透水层，应采取有效措施隔断透气

层或透水层。 

9.4  真空和堆载联合预压 

9.4.1  堆载体的坡肩线宜与真空预压边线一致。 

9.4.2  真空和堆载联合预压竖向排水体的布置、间距、深度的选择可按照 9.2.2 条～9.2.5 条确定。 

9.4.3  对于软黏土，当膜下真空度稳定达到 80kPa，抽真空 10d 后可堆载。对于高含水量的淤泥类

土，当膜下真空度稳定达到 80kPa，抽真空 20d～30d 后可堆载。 

9.4.4  当堆载较大时，应分级加载，分级数根据地基稳定计算确定。 

9.4.5  真空堆载联合预压法地基固结度、变形和强度增长，可按照 9.2.9 条、9.2.10 条、9.2.11 条计

算，其中变形计算时 可取 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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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复合地基 

10.1  一般规定 

10.1.1  砂石挤密桩适用于处理松散的砂土、粉土、黏性土等土层。处理不排水抗剪强度小于 20kPa

的饱和黏性土地基应通过现场试验确定其适用性，对于不排水抗剪强度小于 10kPa 的饱和黏性土地

基不宜采用。 

10.1.2  土和灰土挤密桩法适用于处理地下水位以上的粉土、湿陷性土、黏性土等土层（饱和度

<65%），处理地基的深度不超过 15m。当地基土含水量大于 24%、饱和度大于 65%，或含有不可穿

越的砂砾夹层时，不宜采用土和灰土挤密桩。 

10.1.3  水泥土搅拌桩适用于处理淤泥、淤泥质土、黏性土（软塑、可塑）、粉土（稍密、中密）、

粉细砂（松散、中密）、中粗砂（松散、稍密）、饱和黄土等土层。当用于处理泥炭土、有机质土、

pH 值小于 4 的酸性土、塑性指数大于 25 的黏土，或在腐蚀性环境中以及无工程经验的地区使用时，

应论证其适用性。 

10.1.4  高压旋喷桩适用于处理淤泥、淤泥质土、黏性土（流塑、软塑和可塑）、粉土、砂土、黄

土、碎石土等地基。对含有大量块石、卵石、漂石、高有机质含量地层和坚硬黏性土，以及地下水

流速较大的工程，应通过现场试验确定其适用性。 

10.2  砂石挤密桩 

10.2.1  砂石挤密桩的处理范围为： 

1  宜在基础外缘布置 1～3 排桩。 

2  可液化地基，在基础外缘扩大的宽度不应小于可液化土层厚度的 1/2，且不应小于 5m。 

10.2.2  砂石挤密桩的处理深度应根据工程要求和场地地质条件确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相对硬层埋深不大时，应按相对硬层埋深确定，宜穿透厚度不大的松散或软弱地基土层。 

2  相对硬层埋深较大时，应按稳定性要求与建筑物地基变形容许值确定。松散或软弱地基土层

厚度较大时，对按稳定性控制的工程，桩端应穿过最危险滑动面以下不小于 2.0m。 

3  可液化的地基，应按 GB 50011《建筑抗震设计规范》的有关规定执行。 

4  桩长不宜小于 4m。 

10.2.3  砂石挤密桩的布置宜采用等边三角形或正方形。 

10.2.4  砂石挤密桩的直径应根据地基土质情况、成桩方式和成桩设备等综合确定，振冲砂石挤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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桩直径宜为 300mm-1200mm，沉管砂石挤密桩直径宜为 300mm-800mm。 

10.2.5  砂石挤密桩的间距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振冲挤密桩的间距宜根据上部结构荷载大小、场地土层情况和振冲器功率确定，30kW 振冲

器布桩间距可采用 1.2m～2.0m；75kW 振冲器布桩间距可采用 1.4m～3.0m。上部荷载大时，宜采用

较小的间距，上部荷载小时，宜采用较大的间距。 

2  沉管挤密桩的间距不宜大于桩直径的 4.5 倍。松散的砂土地基，应根据挤密后要求达到的孔

隙比按式（10.2.5-1）和式（10.2.5-2）估算。 

等边三角形布置时，布桩间距为： 

0

0 1

1
0.95

e
s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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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5-1） 

正方形布置时，布桩间距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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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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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d

e e






                       （10.2.5-2）

 

1 max 1 max min( )re e D e e                      （10.2.5-3） 

式中：  s——桩体间距(m)； 

d——桩体直径(m)； 

 ——砂石挤密桩桩间距修正系数，当考虑振动下沉密实作用时，取 1.1-1.2；不考虑振动 

下沉密实作用时，取 1.0； 

e0——地基处理前土体的孔隙比，可按原状试样确定； 

e1——挤密后要求达到的孔隙比； 

Dr1——挤密后要求达到的相对密实度，可取 0.70-0.85； 

emax、emin——砂土的最大孔隙比、最小孔隙比，按 GB/T 50123 的有关规定确定； 

10.2.6  砂石挤密桩复合地基承载力容许值，应通过现场复合地基静载试验确定。无试验资料时，

也可采用式（10.2.6）估算： 

 spk sk1 ( 1)f m n f                          （10.2.6） 

式中：  fspk——砂石挤密桩复合地基承载力容许值（kPa）； 

fsk——处理后桩间土承载力容许值（kPa），可按地区经验确定；如无经验时，对于黏性土 

地基，可取天然地基承载力容许值，松散的砂土、粉土可取天然地基承载力容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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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2-1.5）倍； 

n——复合地基桩土应力比，可按地区经验确定；如无经验时，可取 2.0-4.0，桩间土强度 

低时取大值，桩间土强度高时取小值； 

m——面积置换率， 2 2

c/m d d ； 

d——砂石挤密桩直径（m）； 

dc——挤密桩等效影响圆直径(m)；等边三角形布桩时，de=1.05s；正方形布桩时，de=1.13s； 

10.2.7  砂石挤密桩复合地基变形计算、软弱下卧层承载力验算应符合 GB 50007 的有关规定。各复

合土层的压缩模量等于该层天然地基压缩模量的倍，值按下式（）确定： 



spk

ak

f

f
 


                   （10.2.7）



式中：  fspk——复合地基承载力容许值（kPa）； 

fak——天然地基承载力容许值（kPa）； 

10.2.8  砂石挤密桩复合地基抗剪强度指标可按式（10.2.8）确定： 

sp p p ptan tan (1 ) tanm m                   （10.2.8-1） 

sp p s(1 )c m c                     （10.2.8-2） 

p
( 1) 1

n

n m
 

 
                   （10.2.8-3） 

式中：  sp ——砂石挤密桩复合地基内摩擦角（°）； 

spc ——砂石挤密桩复合地基粘聚力（kPa）； 

p ——砂石挤密桩桩体内摩擦角（°）； 

sc ——桩间土粘聚力（kPa）； 

 ——桩间天然土体的内摩擦角（°）； 

p ——应力集中系数； 

10.2.9  砂石挤密桩顶部宜铺设厚度为 300mm～500mm 的碎石垫层。垫层应分层铺设，用平板振动

器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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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土和灰土挤密桩 

10.3.1  土和灰土挤密桩的处理范围为： 

1  整片处理时，应超出基础底面外缘的宽度，每边不宜小于处理土层厚度的 1/2，且不应小于

2m； 

2  局部处理时，非自重湿陷性黄土等地基，每边不应小于基础底面宽度的 1/4，且不应小于 0.5m。 

3  自重湿陷性黄土地基，每边不应小于基础底面宽度的 3/4，且不应小于 1m。 

10.3.2  土和灰土挤密桩处理地基的深度，应根据地基土质、成孔及夯实设备等因素综合确定。处

理深度应大于压缩层厚度，且不宜小于 4m。对湿陷性黄土地基，应符合 GB50025 的有关规定。 

10.3.3  土和灰土挤密桩的桩径宜为 300mm～600mm。 

10.3.4  土和灰土挤密桩布置宜为等边三角形。 

10.3.5  土和灰土挤密桩的间距可为桩孔直径的 2.0～3.0 倍，也可按式（10.3.5-1）估算： 

c dmax
0

c dmax d

s d
 


  




                     （10.3.5-1） 

d1
c

dmax





                             （10.3.5-2） 

式中：  s——桩孔之间的中心距离（m）； 

d——桩孔直径（m）； 

dmax ——桩间土的最大干密度（t/m
3）； 

d ——地基处理前土体的平均干密度（t/m
3）； 

c ——桩间土经成孔挤密后的平均挤密系数，不宜小于 0.93；  

0 ——形状系数，正三角形布桩为 0.95； 

d1 ——在成孔挤密深度内，桩间土的平均干密度（t/m
3）； 

10.3.6  土和灰土挤密桩复合地基承载力容许值确定同 10.2.6 条，且应符合以下规定： 

1  灰土挤密桩复合地基承载力容许值，不宜大于天然地基承载力容许值的 2.0 倍，且不宜大于

250kPa。 

2  土挤密桩复合地基承载力容许值，不宜大于天然地基承载力容许值的 1.4 倍，且不宜大于

180kPa。 

10.3.7  土和灰土挤密桩复合地基的变形计算应符合本规范 10.2.7 条和 GB 50007 的有关规定。 

10.3.8  桩顶标高以上应设置 300mm～600mm 厚的褥垫层。褥垫层材料可根据工程要求采用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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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3:7 的灰土、水泥土等，其压实系数均不应小于 0.95。 

10.3.9  孔内填料应分层回填夯实，填料平均压实系数不宜小于 0.93，重要工程不宜小于 0.97。 

10.4  水泥土搅拌桩 

10.4.1  水泥土搅拌桩处理范围宜超出建筑物底板外缘一定宽度，最小宽度可按式 10.4.1 计算： 

B min =hc • tanφ                           （10.4.1） 

式中：  B min 一一搅拌桩布置范围每侧超出底板外缘的最小宽度，m； 

        hc 一一搅拌桩的深度，m； 

φ 一一桩间土的天然内摩擦角，（°）。 

10.4.2  搅拌桩的长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穿透软弱土层到达地基承载力相对较高的土层； 

2  按抗滑稳定控制的工程，桩端应穿过最危险滑动面以下不小于 2.0m； 

3  干法加固深度不宜大于 15m，湿法加固深度不宜大于 20m。 

10.4.3  桩的平面布置可采用柱状、壁状、格栅状等型式。采用柱状加固时，可采用正方形、等边

三角形布置。独立基础下的桩数不宜少于 4 根。 

10.4.4  搅拌桩采用柱状加固时，桩距可采用 0.8~2.0m 。 

10.4.5  搅拌桩桩径可采用 500mm~600mm。 

10.4.6  搅拌桩复合地基承载力容许值，应通过现场单桩或多桩复合地基静载荷试验确定，无试验

资料时，可采用式 10.4.6-1 估算： 

fspk=mRa/Ap+β（1—m）fsk                          （10.4.6-1） 

式中：  fspk一一复合地基承载力容许值，kPa； 

m 一一面积置换率； 

Ra一一单桩竖向承载力容许值，kN； 

Ap 一一桩的截面积，m
2； 

β 一一桩间土承载力折减系数，对淤泥、淤泥质土和流塑状软土，可取 0.1～0.4； 

对其他土层，可取 0.4～0.8； 

fsk 一一处理后桩间土承载力容许值，kPa，可取天然地基承载力容许值。 

10.4.7  搅拌桩单桩承载力容许值，应通过现场静载荷试验确定，无试验资料时，可取式 10.4.7-1、

式 10.4.7-2 估算值的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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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si i p p

1

an

a

i

R q l q A 


                      （10.4.7-1） 

cu paR f A                          （10.4.7-2） 

式中：  fcu一一与搅拌桩桩身水泥土配比相同的室内加固土试块(边长为 70.7mm 的立方体)在标准 

养护条件下 90d 龄期的立方体抗压强度平均值，kPa； 

  η 一一桩身强度折减系数，干法可取 0.2～0.25；湿法可取 0.25； 

Ap 一一桩的截面积，m
2； 

up 一一桩的周长，m； 

na 一一桩长范围内所划分的土层数； 

qsi一一桩周第 i 层土的侧阻力容许值，kPa； 

li一一桩长范围内第 i 层土的厚度，m； 

qp 一一桩端地基土未经修正的承载力容许值，kPa； 

α 一一桩端天然地基土的承载力折减系数，可取 0.4～0.6，承载力高时取低值。 

10.4.8  竖向承载搅拌桩复合地基的变形包括搅拌桩复合土层的平均压缩变形与桩端下未加固土层

的压缩变形。搅拌桩复合土层的压缩变形可按式 10.4.8-1、式 10.4.8-2 计算，桩端以下未加固土层的

压缩变形可按 GB 50007 的有关规定进行计算。 

z zl

sp

( )

2

p p l
s

E




                       

（10.4.8-1）

 

sp p s(1 )E mE m E  
                    

（10.4.8-2）
 

式中：  s 一一复合土层的压缩变形； 

pz 一一搅拌桩复合土层顶面的附加压力值，kPa； 

pzl一一搅拌桩复合土层底面的附加压力值，kPa； 

Esp一一搅拌桩复合土层的压缩模量，kPa； 

Ep 一一水泥土搅拌桩压缩模量，可取（100～200）fcu，kPa。对桩长较短或桩身强度较低者 

可取低值；反之可取高值； 

Es一一桩间土的加权平均压缩模量，kPa。 

10.4.9  竖向承载搅拌桩复合地基宜在基础和桩顶之间设置垫层。垫层厚度可取 200mm～300mm，材

料可选用中砂、粗砂、级配砂石等，最大粒径不宜大于 20mm。但对基础有防渗要求的建筑物，宜采

用低强度等级的素混凝土垫层或有一定强度的水泥土垫层。 

10.4.10  水泥土搅拌桩固化剂宜选用等级为 42.5 级及以上的普通硅酸盐水泥。水泥掺量宜为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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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湿法的水泥浆水灰比可选用 0.45～0.55。外掺剂可根据工程需要和土质条件选用早强、缓凝、

减水及节省水泥等作用的材料，但应避免环境污染。 

10.5  高压旋喷桩 

10.5.1  高压旋喷桩处理范围、布置型式、深度等要求参照 10.4 节有关规定执行。 

10.5.2  高压旋喷桩加固体强度、直径、间距，应通过现场试验确定。 

10.5.3  高压旋喷桩复合地基承载力容许值应通过现场复合地基静载试验确定。无试验资料时，可

采用式（10.5.3）估算： 

a
spk sk

p

(1 )
R

f m m f
A

                  （10.5.3） 

式中：  λ ——单桩承载力发挥系数，可按地区经验取值； 

β——可根据试验或类似土质条件工程经验确定，当无试验资料或经验时，β 可取 0.l～0.5， 

承载力较低时应取低值。 

10.5.4  高压旋喷桩的单桩承载力容许值应通过现场载荷试验确定。无试验资料时，可取式 10.5.4-1

和式 10.5.4-2 估算值的小值： 

a p si i p p

1

n

i

R u q l aq A


 
               

（10.5.4-1） 

cu paR f A
                   

（10.5.4-2） 

式中：  up——桩的周长（m）； 

qsi——桩周第 i 层土的侧阻力容许值（kPa），可按地区经验确定； 

li——桩长范围内第 i 层土的厚度（m）； 

a——桩端天然地基土的承载力折减系数，按地区经验确定； 

qp——桩端地基土未经修正的承载力容许值（kPa），可按地区经验确定； 

Ap——桩端截面积（m
2）； 

fcu一一与旋喷桩桩身水泥土配比相同的室内加固土试块(边长为 70.7mm 的立方体〕在标准 

养护条件下 90d 龄期的立方体抗压强度平均值，kPa； 

η 一一桩身强度折减系数，可取 0.33； 

10.5.5  高压旋喷桩复合地基的变形按 GB 50007 有关规定进行计算。各复合土层的压缩模量等于该

层天然地基压缩模量的倍，值按下式（）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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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k

ak

f

f
 


                     （10.5.5）



式中：  fspk——复合地基承载力容许值（kPa）； 

fak——天然地基承载力容许值（kPa）； 

10.5.6  高压喷射灌浆浆液宜使用水泥浆，水泥可采用 42.5 级及以上的普通硅酸盐水泥。地下水有

腐蚀性时，应根据腐蚀类型选用相应的水泥品种，并视情况掺外加剂。 

10.5.7  旋喷桩复合地基宜在基础和桩顶间设置褥垫层。褥垫层厚度宜为 150～300mm，褥垫层材

料可选用中砂、粗砂和级配砂石等，褥垫层的夯填度不应大于 0.9。但对基础有防渗要求的建筑物，

宜采用有一定强度的水泥土垫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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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桩基 

11.1  一般规定 

11.1.1  当天然地基采用浅地基处理不能满足水工建筑物地基承载能力、稳定、变形要求，或经技

术和经济比较更合理时，可采用桩基处理。 

11.1.2  桩型和成桩工艺选择应根据地质情况、上部结构类型、荷载特征、施工条件及地基周围环

境因素综合考虑，经技术经济比较，择优选取。 

11.1.3  同一结构单元内的桩基，应采用相同类型的桩，直径、材料和深度不应相差过大。 

11.2  布置与选型 

11.2.1  桩的平面布置宜使桩群形心与底板底面以上基本荷载组合合力作用点相接近。 

11.2.2  桩基布置时，预制桩桩中心距不应小于 3倍桩径或边长,钻孔灌注桩的桩中心距不应小于

2.5 倍桩径。 

11.2.3  底板有防渗要求的水工建筑物桩基，宜采用摩擦桩。当防渗段底板下采用端承桩时,应采取

防止底板底面接触冲刷的措施。 

11.2.4  应考虑桩基施工中挤土效应对桩基及周边环境的影响，在深厚饱和软土中不宜采用大片密

集有挤土效应的桩基。 

11.3  桩基计算 

11.3.1  桩基的根数和尺寸宜按承担底板底面以上的全部荷载确定。对于摩擦型桩,经论证后可适当

考虑桩间土承担部分荷载。 

11.3.2  桩顶荷载效应按 GB50007 计算，混凝土桩身承载能力及正常使用极限状态验算按 SL191进

行。 

11.3.3  桩基应根据具体条件分别进行下列计算： 

1  竖向承载力和水平承载力计算。 

2  当桩端平面以下存在软弱下卧层时，应进行软弱下卧层承载力验算。 

3  软土地基上的摩擦型桩基和桩端平面以下存在软弱土层的桩基，应进行沉降计算。 

4  对受水平荷载较大，或对水平位移有严格限制的水工建筑物，应计算桩基的水平位移。 

5  对位于坡地、岸边的桩基应进行整体稳定性验算。 

11.3.4  单桩承载力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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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轴心竖向力作用下: 

Qk≤Ra                                                    (11.3.4-1) 

式中:  Qk——荷载基本组合或特殊组合轴心竖向力作用下，单桩的平均竖向力(kN)； 

Ra——单桩竖向承载力容许值(kN)；当特殊组合中包含地震荷载时，应将其提高 25%。 

2  偏心竖向力作用下，除满足公式(11.3.4-1) 外，尚应满足下列要求: 

Qikmax≤1.2Ra                                                (11.3.4-2) 

式中:  Qikmax——荷载基本组合或特殊组合偏心竖向力作用下,作用于单桩的最大竖向力(kN)。 

3  水平荷载作用下: 

Hik≤RHa                                                  (11.3.4-3) 

式中:  Hik——荷载基本组合或特殊组合偏心竖向力作用下，单桩的水平力(kN)； 

RHa——单桩水平承载力容许值(kN)，应按 GB50007 通过现场水平载荷试验确定。 

11.3.5  单桩竖向承载力容许值的确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单桩竖向承载力容许值应通过单桩竖向静载荷试验确定。在同一条件下的试桩数量，不宜少

于总桩数的 1%且不应少于 3根。单桩的静载荷试验，按 GB50007规定进行。 

2  当桩端持力层为密实砂卵石或其他承载力类似的土层时，对单桩竖向承载力很高的大直径端

承型桩，可采用深层平板载荷试验确定桩端土的承载力容许值，按 GB50007规定进行。 

3  单桩竖向承载力容许值初步估算时，可按下式进行: 

Ra=qpaAp+up∑qsiali                                       (11.3.5-1) 

式中：  Ra——单桩竖向承载力容许值； 

qpa,qsia——桩端端阻力，桩侧阻力容许值，由当地静载荷试验结果统计分析算得； 

        Ap——桩底端横截面面积(m
2
)； 

up——桩身周边长度(m)； 

li——第 i 层岩土层的厚度(m)。 

4  桩端嵌入完整及较完整的硬质岩中，当桩长较短且入岩较浅时，可按下式估算单桩竖向承载

力容许值: 

Ra=qpaAp                                                 (11.3.5-2) 

式中：  qpa——桩端岩石承载力容许值(kN)，按 GB50007执行。 

11.3.6  受水流冲刷的桩基，桩入土深度自一般冲剧线以下应不小于 4m；当河床岩层有冲刷时，桩

基须嵌入基岩,嵌岩桩按桩底嵌固设计。其应嵌入基岩中的深度，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1  圆形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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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  
MH

0.0655β frk  d
                                                                        (11.3.6-1) 

2  矩形桩: 

h =  
MH

0.0833β frk  bh
                               (11.3.6-2) 

式中：  h——桩嵌入基岩中(不计强风化层和全风化层)的有效深度(m),不应小于 0.5m； 

MH——在基岩顶面处的弯矩(kN·m)； 

frk——岩石饱和单轴抗压强度容许值(kPa),黏土质岩取天然湿单轴抗压强度容许值； 

β ——系数,取 0.5～1.0,岩层侧面节理发育的取小值，节理不发育的取大值； 

d——桩身直径(m)； 

bh——垂直于弯矩作用平面桩的边长(m)。 

11.3.7  计算桩基沉降时，地基内的应力分布宜采用各向同性均质线性变形体理论，最终沉降量宜

按单向压缩分层总和法计算。 

11.3.8  桩基沉降量和沉降差不得超过水工建筑物的最大沉降量和沉降差的容许值。 

11.4  特殊条件下的桩基 

11.4.1  软土地基的桩基设计规定如下： 

1  桩端持力层宜选择中、低压缩性土层； 

2  应分析桩侧负摩阻力对桩的影响； 

3  挤土桩应考虑挤土效应对邻近构筑物和地基的影响； 

4  特别深厚的软弱土层，经论证也可与其他地基处理方法结合使用。 

11.4.2  季节性冻土和膨胀土地基的桩基设计规定如下： 

1  桩端进入冻深线或膨胀土的大气影响急剧层以下的深度应满足抗拔稳定性验算要求，且不得

小于 4 倍桩径及 1 倍扩大端直径，最小深度应大于 1.5m。 

2  宜采用钻（挖）孔灌注桩，并采取可靠的隔冻、隔胀处理措施。 

3  确定基桩竖向极限承载力时，除不计入冻胀、膨胀深度范围内桩侧阻力外，还应考虑地基土

的冻胀、膨胀作用，验算桩基的抗拔稳定性和桩身受拉承载力。 

11.4.3  湿陷性地基的桩基设计规定如下： 

1  基桩应穿透湿陷性黄土层，桩端持力层宜选择中、低压缩性土层或岩层。 

2  自重湿陷性黄土地基的桩，应考虑桩侧负摩阻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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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桩竖向承载力容许值宜通过现场单桩竖向承载力静载荷浸水试验确定。 

11.4.4  地震液化地基的桩基设计规定如下： 

1  桩进入液化土层以下稳定土层的长度（不包括桩尖部分）应计算确定，对于碎石土，砾、粗、

中砂，密实粉土，坚硬黏性土尚不应小于 2～3 倍桩身直径，对其它非岩石土尚不宜小于 4～5 倍桩

身直径。 

2  桩基水平承载力不满足计算要求时，可将承台外每侧 1/2 承台边长范围内的土进行加固。 

3  应分析桩基在液化土流动情况下的侧向稳定性。 

11.4.5  岩溶地区的桩基设计规定如下： 

1  当单桩荷载较大，岩层埋深较浅时，宜采用嵌岩桩； 

2  当基岩面起伏很大且埋深较大时，宜采用摩擦型灌注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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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桩基构造 

11.5.1  端承桩桩底进入持力层的深度，根据地质条件、荷载及施工工艺确定，宜为桩身直径的 1～

3倍。在确定桩底进入持力层深度时，尚应考虑特殊土、岩溶以及震陷液化等影响。嵌岩灌注桩周

边嵌入完整和较完整的未风化、微风化、中风化硬质岩体的最小深度，不宜小于 0.5m。 

11.5.2  桩顶主筋伸入承台连接时，桩顶嵌入底板或承台内的长度不应小于 100mm。桩顶直接埋入

承台连接时，当桩径(或边长)小于 0.6m时，埋入长度不应小于 2倍桩径(或边长)；当桩径(或边长)

为0.6～1.2m时,埋入长度不应小于1.2m；当桩径(或边长)当桩径大于1.2m时,埋入长度应不小于(或

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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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地基处理方法选用表 

A.0.1  常见的地基处理方法可根据地质条件和工程特点从表 A.0.1中选择使用。 

表 A.0.1-1   不同地质条件的地基处理方法选用表 

地基岩土类型 

常用地基处理方法 

固结灌浆 
防渗帷幕

与排水 
挖填置换 防渗墙 强夯 

排水预 

压固结 
复合地基 桩基 

岩

基 

Ⅱ级、Ⅲ级、Ⅳ级 √ √ × × × × × × 

Ⅴ级 √ √ △ △ × × × × 

土

基 

一

般

土 

碎石土 √ √ √ √ √ × √ √ 

砂土 √ √ √ √ √ × √ √ 

粉土 × × √ × √ √ √ √ 

黏性土 × × √ × √ √ √ √ 

特

殊

土 

软土 × × √ × △ √ √ √ 

膨胀土 × × √ × △ × √ √ 

湿陷性土 × × √ × √ × √ √ 

盐渍土 × × √ △ △ × △ √ 

冻土 × × √ △ △ × △ √ 

分散性土 × × √ △ △ × △ √ 

注 1：本表中“√”表示适合，“×”表示不适合，“△”表示可选用。 

注 2：岩土分类见附录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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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岩土分类 

B.1  岩的分类 

B.1.1岩石坚硬程度按抗压强度分类见表 B.1.1。 

表 B.1.1    岩石坚硬程度分类 

坚硬程度 

硬质岩 软质岩 

坚硬岩 较坚硬岩 较软岩 软岩 极软岩 

fr（MPa） ＞60 60～30 30～15 15～5 ≤5 

注：fr为岩石单轴饱和极限抗压强度 

B.1.2  岩体按风化程度分为全风化、强风化、弱风化、微风化和新鲜岩体，一般岩体的风化程度按

表 B.1.2-1划分，溶蚀风化为主岩体的风化程度按表 B.1.2-2划分。 

表 B.1.2-1   一般岩体风化带划分 

风化带 主要地质特征 
风化岩与新鲜岩纵波

速之比 

全风化 

全部变色，光泽消失 

岩石的组织结构完全破坏，已崩解和分解成松散的土状或砂状，有很大的体积变化，但未移动，

仍残留有原始结构痕迹 

除石英颗粒外，其余矿物大部分风化蚀变为次生矿物 

锤击有松软感，出现凹坑，矿物手可捏碎，用锹可以挖动 

＜0.4 

强风化 

大部分变色，只有局部岩块保持原有颜色 

岩石的组织结构大部分已破坏；小部分岩石已分解或崩解成土，大部分岩石呈不连续的骨架或心

石，风化裂隙发育，有时含大量次生夹泥 

除石英外，长石、云母和铁镁矿物已风化蚀变 

锤击哑声，岩石大部分变酥，易碎，用镐撬可以挖动，坚硬部分需爆破 

0.4～0.6 

弱风

化 

上

带 

岩石表面或裂隙面大部分变色，断口色泽较新鲜 

岩石原始组织结构清楚完整，但大多数裂隙已风化，裂隙壁风化剧烈，宽一般 5cm～10cm，大者可

达数十厘米 

沿裂隙铁镁矿物氧化锈蚀，长石变得浑浊、模糊不清 

锤击哑声，用镐难挖，需用爆破 0.6～0.8 

下

带 

岩石表面或裂隙面大部分变色，断口色泽新鲜 

岩石原始组织结构清楚完整，沿部分裂隙风化，裂隙壁风化较剧烈，宽一般 1cm～3cm 

沿裂隙铁镁矿物氧化锈蚀，长石变得浑浊、模糊不清 

锤击发音较清脆，开挖需用爆破 

微风化 

岩石表面或裂隙面有轻微褪色 

岩石组织结构无变化，保持原始完整结构 

大部分裂隙闭合或为钙质薄膜充填，仅沿大裂隙有风化蚀变现象，或有锈膜浸染 

锤击发音清脆，开挖需用爆破 

0.8～0.9 

新鲜 

保持新鲜色泽，仅大的裂隙面偶见褪色 

裂隙面紧密，完整或焊接状充填，仅个别裂隙面有锈膜浸染或轻微蚀变 

锤击发音清脆，开挖需用爆破 

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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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2-2   碳酸盐岩溶蚀风化带划分 

风化带 主要地质特征 

表层强烈 

溶蚀风化 

沿断层、裂隙及层面等结构面溶蚀风化强烈，风化裂隙发育。在地表往往形成上宽下窄溶缝、溶沟、溶槽，其宽(深)一般

数厘米至数米不等，且多有豁土、碎石土充填;而在地下(如勘探平铜等)则多见溶蚀风化裂隙、宽缝(洞穴)等，其规模一般

数厘米至数十厘米不等，且多有茹土、碎石土等充填； 

溶蚀风化结构面之间，岩石断口保持新鲜岩石色泽，岩石原始组织结构清楚完整； 

该带岩体一般完整性较差，力学强度低； 

裂

隙

性 

溶

蚀 

风

化 

上

带 

沿断层、裂隙及层面等结构面溶蚀风化现象较普遍，风化裂隙较发育，结构面胶结物风化蚀变明显或溶蚀充泥现象普遍，

溶蚀风化张开宽度一般 3～10mm 不等； 

结构面间的岩石组织结构无变化，保持原始完整结构，岩石表面或裂隙面风化蚀变或褪色明显； 

岩体完整性受结构面溶蚀风化影响明显，岩体强度略有下降； 

下

带 

沿部分断层、裂隙及层面等结构面有溶蚀风化现象，结构面上见有风化膜或锈膜浸染，但溶蚀充泥或夹泥膜现象少见且宽

度一般小于 3mm； 

岩石原始结构清楚，组织结构无变化，岩石表面或裂隙面有轻微褪色； 

岩体完整性受结构面溶蚀风化影响轻微，岩体强度降低不明显； 

微新岩体 
保持新鲜色泽，仅岩石表面或大的裂隙面偶见褪色 

大部分裂隙紧密、闭合或为钙质薄膜充填，仅个别裂隙面有锈膜浸染或轻微蚀变 

注 1：灰岩、白云质灰岩、灰质白云岩、白云岩等碳酸盐岩，其风化往往具溶蚀风化特点，风化带的划分应符合表 B.1.2——2规定。 

注 2：部分白云岩(因微裂隙极其发育)、灰岩(因特殊结构构造，如豆状、瘤状等)，有时具均匀风化特征，当其均匀风化特征明显时，风

化带的划分宜按表 B.1.2-1 进行。 

注 3：灰岩与泥岩之间的过渡类岩石，随着泥质含量的增加，其风化形式逐渐由溶蚀风化为主向均匀风化过渡，当以溶蚀风化为主时，风

化带应按表 B.1.2-2划分，当以均匀风化为主时，风化带按表 B.1.2-1划分。 

 

B.1.3 岩体完整程度的的定性划分可按表 B.1.3-1 确定、定量划分应按表 B.1.3-2 划分。 

表 B.1.3-1    岩体完整程度的定性划分 

完整程度 
结构面发育程度 主要结构面的结合程

度 
主要结构面类型 相应结构类型 

组数 平均间距（m） 

完整 1～2 ＞1.0 
结合好或 

结合一般 
裂隙、层面 整体状或巨厚层状结构 

较完整 

1～2 ＞1.0 结合差 

裂隙、层面 

块状或巨厚状结构 

2～3 0.4～1.0 
结合好或 

结合一般 
块状结构 

较破碎 

2～3 0.4～1.0 结合差 

裂隙、层面、小断层 

裂隙块状或中厚层状结构 

≥3 0.2～0.4 
结合好 镶嵌破碎结构 

结合一般 中、薄层状结构 

破碎 ≥3 

0.2～0.4 结合差 

各种类型结构面 

裂隙块状结构 

≤0.2 
结合一般 

或结合差 
碎裂状结构 

极破碎 无序  结合很差  散体状结构 

注：平均间距指主要结构面间距的平均值。 

表 B.1.3-2    岩体完整程度的定量划分 

完整程度 完整 较完整 较破碎 破碎 极破碎 

完整性指数 Kv ＞0.75 0.75～0.55 0.55～0.35 0.35～0.15 ≤0.15 

注：完整性指数 Kv 为岩体压缩波速度与岩块压缩波速度之比的平方，选定岩体和岩块测定波速时，应注意其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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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4岩体基本质量分级应按表 B.1.4划分。 

表 B.1.4 岩体基本质量分级 

岩体基本质量级别 岩体基本质量的定性特征 岩体基本质量指标（BQ） 

Ⅰ级 坚硬岩，岩体完整 ＞500 

Ⅱ级 
坚硬岩，岩体较完整； 

较坚硬岩，岩体完整。 
550～451 

Ⅲ级 

坚硬岩，岩体较破碎； 

较坚硬岩，岩体较完整； 

较软岩，岩体完整 

450～351 

Ⅳ级 

坚硬岩，岩体破碎； 

较坚硬岩，岩体较破碎～破碎； 

较软岩，岩体较完整～较破碎； 

软岩，岩体完整～较完整。 

350～251 

Ⅴ级 

较软岩，岩体破碎； 

软岩，岩体较破碎～破碎； 

全部极软岩及全部极破碎岩。 

≤250 

注：易溶性岩、膨胀性岩、崩解性岩、盐渍化岩等特殊性岩体一般定为 V级。 

B.2  土的分类 

Ⅰ  一般土 

B.2.1  土根据颗粒级配和塑性指数可分为碎石土、砂土、粉土和黏性土。 

B.2.2  碎石土应为粒径大于 2mm的颗粒质量超过总质量 50%的土，根据颗粒级配及形状可按表 B.2.2

进一步分类。 

表 B.2.2  碎石土分类 

土的名称 颗粒形状 颗粒级配 

漂石 圆形、亚圆形为主 
粒径大于 200mm的颗粒质量超过总质量 50% 

块石 棱角形为主 

卵石 圆形、亚圆形为主 
粒径大于 20mm 的颗粒质量超过总质量 50% 

碎石 棱角形为主 

圆砾 圆形、亚圆形为主 
粒径大于 2mm 的颗粒质量超过总质量 50% 

角砾 棱角形为主 

注：定名时应根据颗粒级配由大到小以最先符合者确定。 

B.2.3  碎石土的密实度可根据圆锥动力触探锤击数按表 B.2.3-1或 B.2.3-2确定，表中的 N63.5和 N120

应按 GB 50021-2001的附录 B修正。 

表 B.2.3-1  碎石土密实度按 N63.5分类 

N63.5 N63.5≤5 5＜N63.5≤10 10＜N63.5≤20 N63.5＞20 

密实度 松散 稍密 中密 密实 

注:本表适于平均粒径等于或小于 50mm，且最大粒径小于 100mm碎石土。对于平均粒径大于 50mm 或最大粒径大于 100mm 的碎石土，可用超

重型动力触探鉴别。 

 

表 B.2.3-2  碎石土密实度按 N120分类 

N120 N120≤3 3＜N120≤6 6＜N120≤11 11＜N120≤14 N120＞14 

密实度 松散 稍密 中密 密实 很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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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4  砂土应为粒径大于 2mm的颗粒质量不超过总质量的 50%，粒径大于 0.075mm 的颗粒质量超过

总质量 50%的土。根据颗粒级配可按表 B.2.4进一步分类。 

B.2.4砂土分类 

颗粒级配 土的名称 

粒径大于 2mm 的颗粒质量占总质量 25%～50% 砾砂 

粒径大于 0.5mm的颗粒质量超过总质量 50% 粗砂 

粒径大于 0.25mm的颗粒质量超过总质量 50% 中砂 

粒径大于 0.075mm 的颗粒质量超过总质量 85% 细砂 

粒径大于 0.075mm 的颗粒质量超过总质量 50% 粉砂 

注：定名时根据颗粒级配由大到小以最先符合者确定。 

B.2.5  砂土的密实度可根据标准贯入试验锤击数实测值 N按表 B.2.5确定。 

表 B.2.5  砂土的密实度分类 

N N≤10 10＜N≤15 15＜N≤30 N＞30 

密实度 松散 稍密 中密 密实 

B.2.6  粉土应为粒径大于 0.075mm的颗粒质量不超过总质量的 50%，且塑性指数等于或小于 10的

土。 

B.2.7  粉土的密实度可根据孔隙比 e按表 B.2.7划分。 

表 4.2.7  粉土的密实度分类 

孔隙比 e e＜0.75 0.75≤e≤0.90 e＞0.90 

密实度 密实 中密 稍密 

注：当有经验时，也可用原位测试或其他方法划分粉土的密实度。 

B.2.8  黏性土应为塑性指数大于 10的土，根据塑性指数按表 B.2.8分为黏土和粉质黏土。 

表 B.2.8    黏性土的分类 

塑性指数 Ip Ip＞17 10＜Ip≤17 

土的名称 黏土 粉质黏土 

注：塑性指数应由相应于 76g圆锥仪沉入土中深度为 10mm时测定的液限计算而得。 

B.2.9  黏性土的状态应根据液性指数 IL按表 B.2.9确定。 

表 4.2.9    黏性土的状态 

液性指数 IL IL≤0 0＜IL≤0.25 0.25＜IL≤0.75 0.75＜IL≤1 IL＞1 

状态 坚硬 硬塑 可塑 软塑 流塑 

B.2.10  需判断土层震动液化时，按 GB50487-2008《水利水电工程地质勘察规范》附录 P的规定执

行。 

Ⅱ  特殊土 

B.2.11  软土为天然孔隙比大于或等于 1.0，且天然含水量大于液限的细粒土。 

B.2.12  膨胀土为含有大量亲水性矿物，湿度变化时有较大体积变化，变形受约束时产生较大内应

力的土。 

B.2.13  盐渍土为土中易溶盐含量大于 0.3%，并具有溶陷、盐胀、腐蚀等工程特性的土。 

B.2.14  湿陷性土为在一定压力下浸水后产生附加沉降，其湿陷系数大于或等于 0.015的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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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15  冻土为具有负温或零温度并含有冰的土（岩）。 

B.2.16  分散性土是土在低含盐量水中（或纯净水中）细颗粒之间的粘聚力大部分甚至全部消失，

呈团聚体存在的颗粒体自行分散成原级的黏土颗粒的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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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排水预压地基固结度计算 

C.0.1  当竖向排水体采用挤土方式施工时，应考虑涂抹对土体固结的影响。当竖向排水体的纵向通

水量 qw 与天然土层水平渗透系数 kh的比值较小，且长度较长时，尚应考虑井阻的影响。 

C.0.2  瞬时加载条件下，考虑涂抹和井阻影响时，地基径向排水平均固结度可按式（C.0.2-1）计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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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s rF F F F                                （C.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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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2-5） 

式中：  rU ——固结时间 t 时地基径向排水平均固结度； 

kh——天然土层水平向渗透系数（cm/s）； 

ks——涂抹区的水平向渗透系数，可取 ks=(1/5～1/3)kh(cm/s)； 

s——涂抹区直径 ds与竖井直径 dw的比值，可取 s=2.0～3.0，对中等灵敏黏性土取低值，

对高灵敏黏性土取高值； 

n——井径比，n=de/dw； 

L——竖井深度（cm）； 

qw——竖井纵向通水量，为单位水力梯度下单位时间的排水量（cm
3
/s）； 

C.0.3  一级或多级等速加荷条件下，竖向排水体穿透受压土层地基的平均固结度可按式（C.0.3）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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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3）

 

式中：  tU ——t 时间地基的平均固结度； 

iq ——第 i级荷载的加载速率（kPa/d）； 

p ——各级荷载的累加值（kPa）； 

Ti-1，Ti——分别为第 i 级荷载加载的起始和终止时间（从零点起算）(d)，当计算第 i 级荷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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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载过程中某时间 t 的固结度时，Ti改为 t； 

、——参数，根据地基土排水固结条件按表 C.0.3 采用。 

表 C.0.3   和值 

参数 竖向排水固结 Uz>30% 内向径向排水固结 
竖向和径向排水固结 

（竖井穿透受压土层） 

 2

8


 

1

 

2

8


 

 
2

v

24

c

H

  h

2

e

8c

Fd

 2

vh

2 2

e

8

4

cc

Fd H




 

说明：ch为土的径向固结系数（cm
2
/s）；cv为土的径向固结系数（cm

2
/s）；H 为土层的竖向排水距离（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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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用词说明 

标准用词 严格程度 

必须 
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 

严禁 

应 
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 

不应、不得 

宜 
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 

不宜 

可 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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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固结灌浆 

4.1  一般规定 

4.1.1  固结灌浆一般适用于岩石地基，近年来覆盖层固结灌浆也得到逐步应用。有的工程将固结灌

浆作为对覆盖层承载能力的补强措施，如瀑布沟水电站大坝地基对左岸心墙区的砂层，在采用了开

挖清除至砂砾石层、掺 5％的水泥干粉过渡料分层碾压后，再采用固结灌浆处理的措施；泸定水电

站粘土直心墙堆石坝为减小心墙基底覆盖层沉降变形，对心墙范围内的覆盖层坝基进行深度 8～10m

的固结灌浆处理。长河坝电站心墙地基为深厚覆盖层，厚度为 60～70m，局部达 79．3m，采用覆盖

层固结灌浆进行加固。有些工程对覆盖层的液化问题采用了固结灌浆处理方案，如新疆下板地工程，

大坝坝基右岸下游部分区域的可液化地层位于大的漂块石之下，采用其他方法施工困难、费用高，

经研究采用了灌浆网格围封及在围封网格内设排水减压的措施处理。 

4.1.4  为了防止岩层或混凝土面抬动，在一些敏感部位安设抬动监测装置是必要的。一些工程通常

规定允许抬动值为不大于 200μ m，具体到某工程应根据地质条件和抬动可能造成危害分析确定。另

外，有些工程抬动监测装置安设过多过滥，有的没有必要，有的没有很好利用，有的早早损坏，徒

然增加了工程成本。从另一方面说，防止岩层或混凝土面抬动，从根本上要靠灌浆压力的合理设置，

要靠灌浆作业人员的责任心和技术水平，而不是靠仪器监测。 

4.2  基岩固结灌浆 

4.2.1  基本保留相关规范规定。 

根据大量工程经验，重力坝一般在坝基上、下游各 1/4～1/3范围内进行固结灌浆，红层等软岩

地层宜全坝基固结灌浆。 

拱坝坝基应力较大，需全坝基固结灌浆。此外，对比较完整坚硬的基岩，可在坝基上下游区设

置一至数排固结灌浆孔；对节理裂隙发育的基岩，需向坝基上下游方向扩大固结灌浆孔范围。 

对高土石坝，在基岩透水性较大情况，土质防渗体和基岩接触部位，除做帷幕灌浆外，并宜做

固结灌浆，以增强基础的抗渗性，鲁布革坝(高 103.8m)、小浪底坝(高 154m)，均在心墙下面做了固

结灌浆和帷幕灌浆。 

面板堆石坝趾板下岩石地基表层一般裂隙夹泥等较发育，且承受的水力梯度最大，是防渗薄弱

环节，因此强调需要进行 2～4排固结灌浆辅助防渗。此外，防渗板下也需根据需要布置固结灌浆。 

4.2.4  为提高固结灌浆效果，在不抬动基础岩体和盖重混凝土的原则下，宜尽量提高灌浆压力，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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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根据地质条件和灌浆试验确定。固结灌浆压力可分序适当提高。三峡坝基岩体为闪云斜长花岗岩，

固结灌浆压力如下：在混凝土盖重小于 3m时Ⅰ序孔第 1段采用 0.25MPa，Ⅱ序孔第 1段采用 0.4MPa；

在混凝土盖重为 3m 和找平混凝土方式时Ⅰ序孔第 1 段均采用 0.3MPa，Ⅱ序孔第 1 段采用 0.5MPa。

乌东德坝基岩体为灰岩、白云岩，固结灌浆压力如下：无盖章固结灌浆时，Ⅰ序孔第 1段采用 0.4～

0.5MPa，Ⅱ序孔第 1段采用 0.5～0.6MPa；在混凝土盖重为 3m和找平混凝土方式时Ⅰ序孔第 1段均

采用 0.3MPa，Ⅱ序孔第 1段均采用 0.5MPa。 

土石坝土质防渗体基础、面板堆石坝趾板和溢洪道固结灌浆压力根据工程经验给定。 

4.2.6  一般情况下，推荐采用有混凝土盖重灌浆，同时，丰富补充了其他无盖重灌浆型式。 

一般情况下，坝基固结灌浆施工与混凝土浇筑都存在干扰，为解决这个问题，许多工程都进行

了有益探索与实践，提出了适合各个工程的固结灌浆方式，如有混凝土盖重灌浆、无混凝土盖重灌

浆、找平混凝土封闭灌浆、引管有盖重灌浆、利用岩体盖重灌浆等。无论采用哪种非混凝土盖重固

结灌浆方式，均应经过现场灌浆试验论证，效果良好方可大规模采用。 

三峡工程在坝基固结灌浆与混凝土浇筑矛盾较突出的部位采用找平混凝土封闭方式进行固结灌

浆；构皮滩水电站对建基岩体为Ⅰ、Ⅱ级岩体的坝基，采用了无盖重固结灌浆或利用岩体盖重进行

深部固结灌浆，但灌浆前均应采取有效措施对裂隙进行封闭。条件具备时，也可采用引管有盖重固

结灌浆，以避免混凝土浇筑与坝基固结灌浆的干扰。国内近年来，无盖重固结灌浆工程实例见表 1。 

表 1   国内近年来无盖重固结灌浆工程实例 

工程名 坝高(m) 建基岩性 
建基岩体 

质量 

固结灌浆方法及孔排距、孔深 

灌浆方式 孔排距、孔深 

三峡 181 闪云斜长花岗岩 Ⅱ级为主 有盖重固结灌浆+找平混凝土无盖重灌浆 
灌浆孔排距为 2．5 m×2．5 m，

视情况可加密至 2.0 m×2.0. 

构皮滩 232.5 中厚层灰岩 Ⅰ级、Ⅱ级 
裸岩裂隙封闭无盖重灌浆为主，局部采用有盖重

或无盖重+有盖重灌浆 

无盖重灌浆表层 3m 为

1.25m×2.5m、其余部位均为

2.5m×2.5m，基本孔深 12m~18m 

二滩 240 
左岸正长岩 

右岸玄武岩 

Ⅱ级、 

Ⅲ1 级 
无盖重纯压式+表层有盖重引管高压灌浆 

3.0m×3.0m 

基本孔深 13m 

拉西瓦 250 花岗岩 
Ⅱ级为主 

局部Ⅲ1级 

一期无盖重灌浆(孔口 2 m以下)和二期有盖重引

管灌浆法(孔口 2 m 以上) 

3.0m×3.0m 

基本孔深 15m 

小湾 292 
花岗片麻岩及角

闪斜长片麻岩 

Ⅱ级为主 

局部Ⅲ级 
有盖重高压固结灌浆 

3.0m×3.0m 

局部 2.5m×2.5m 

基本孔深 15m~20m 

锦屏 305 
大理岩和 

砂板岩 

左岸Ⅱ级、Ⅲ级，右

岸Ⅱ级为主 

河床及 11~ 17 号缓坡坝段采用无盖重灌浆+ 浅

表层有盖重灌浆；其它坝段采用无盖重灌浆+ 引

管灌浆 

3.0m×3.0m 

局部 2.0m×2.0m 

基本孔深 15m~20m 

溪洛渡 285.5 玄武岩 
Ⅱ级、 

Ⅲ1 级 

河床坝段采用有盖重灌浆；缓坡坝段采用有盖重

灌浆、无盖重灌浆+引管灌浆、岩体盖重灌浆+有

盖重灌浆等方式；陡坡坝段采用无盖重灌浆+引

管灌浆。 

3.0m×3.0m 

局部 2.5m×2.5m 

地质缺陷部位 1.0m×1.0m 

基本孔深 15m~25m 

对于有接触灌浆需要的陡坡坝段，浅层坝基固结灌浆也可部分结合接触灌浆一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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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7 基本保留相关规范规定。实践经验表明，固结灌浆对加强基础浅部的防渗，降低建基面扬压

力作用明显。岩溶洞穴往往难以彻底清理，且周边岩体裂隙较发育，根据隔河岩、高坝洲等工程经

验，岩溶洞穴在进行适当清理后，需在周边及底部加强固结灌浆。 

4.2.9  国内工程实践中，固结灌浆工程的质量检查一般采用声波测试和压水实验两种方法，见表 2。 

表 2     国内近年来固结灌浆质量控制标准 

工程名 
最大坝

高(m) 

建基 

岩性 

建基岩体 

质量 

合格标准 

声波 透水率 

三峡 181 
闪云斜长

花岗岩 
Ⅱ级为主 

灌后物探检测平均波速一般大于 5000m/s，95％的测点波速

不小于 4 000m/s。 
q≤3Lu 

构皮滩 232.5 
中厚层灰

岩 
Ⅰ级、Ⅱ级 

Ⅰ、Ⅱ级岩体灌后声波波速 90%的测试值大于 5000m/s，小

于 4500m/s 的测试值不超过 5%，且不集中；Ⅲ级岩体灌后

声波波速 90%的测试值大于 4750m/s，小于 4250m/s 的测试

值不超过 5%，且不集中。 

q≤3Lu 

二滩 240 

左岸正长

岩， 

右岸玄武

岩 

Ⅱ级、 

Ⅲ1 级 

正长岩 Vp≥4500m/s 

玄武岩 Vp≥5000m/s 

帷幕线附近及坝趾

q≤1Lu；其余部位 q

≤3~5Lu 

拉西瓦 250 花岗岩 
Ⅱ级为主 

局部Ⅲ1级 
Vp≥4500 m/s q≤3Lu 

小湾 292 

花岗片麻

岩及角闪

斜长片麻

岩 

Ⅱ级为主 

局部Ⅲ级 

0～2m声波波速大于 4750m/s，2～5m及 5m 以下声波波速大

于 5000m/s。单孔声波波速合格点数量不得低于 85%，小于

设计标准的 85%的测试值不得超过 3% ,且不得集中。 

坝趾区 q≤1Lu；其

它坝基部位 q≤

3~5Lu 

 

锦屏 305 
大理岩和

砂板岩 

左岸Ⅱ级、Ⅲ级，

右岸Ⅱ级为主 

按照岩性及岩体级别的不同， 85%以上的测点波速不低于

规定的声波值，小于规定的声波值比例不大于 5% 

帷幕线附近 q≤

1Lu；其余部位 q≤

3Lu 

溪洛渡 285.5 玄武岩 
Ⅱ级、 

Ⅲ1 级 

全坝段 0～5m 段声波平均值≥4800m/s，小于 4000m/s波速

的百分比应≤12%；全坝段 5m以下段声波平均值≥5000m/s，

且小于 4000m/s波速的百分比应≤12%。单孔或跨孔的平均

波速适当下调约 200m/s。 

q≤3Lu 

从表 2可以看出，压水试验的控制值相对统一，一般 q≤3Lu；而灌后声波值合格标准则每个工

程各不相同，有的工程根据坝基岩性划分，有的工程根据岩体级别划分，有的工程根据灌浆孔深划

分，但其基本思想都是期望灌后岩体声波平均值达到设计值，并基本消除低波速区。 

此外，国内同类工程的固结灌浆质量一般还结合孔内录像、钻孔取芯、钻孔弹性模量测试等多

种手段进行综合评价。 

4.3  覆盖层固结灌浆 

4.3.1  覆盖层固结灌浆可划分为两大类，一类为坝、堤防、围堰等在建水工建筑物的地基固结灌浆，

单纯以提高地基承载力或整体稳定性要求为主，对变形控制要求相对较低；另一类为水闸、泵站及

电站厂房等已建成的水工建筑物等固结灌浆，既要求提高地基承载力或整体稳定性，又在灌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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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对变形控制要求相对严格，目的是为了避免因变形而影响设备正常使用。因此，固结灌浆应根据

使用要求等提出具体的设计要求。 

有的工程将固结灌浆作为对覆盖层承载能力的补强措施，如瀑布沟水电站大坝地基对左岸心墙

区的砂层，在采用了开挖清除至砂砾石层、掺 5%的水泥干粉过渡料分层碾压后，再采用了固结灌浆

处理的措施。有些工程对覆盖层的液化问题采用了固结灌浆处理方案，如新疆下板地工程，大坝坝

基右岸下游部分区域的可液化地层位于大的漂块石之下，采用其他方法施工困难、费用高，经研究

采用了灌浆网格围封及在围封网格内设排水减压的措施处理覆盖层地震液化问题。 

覆盖层固结灌浆设计与防渗帷幕灌浆设计参数的确定相同。由于建筑物的使用要求不同，固结

灌浆设计时应根据建筑物的具体要求，结合地质及施工等条件进行覆盖层固结灌浆设计。 

4.3.2  覆盖层的形成受自然环境的影响，在空间结构上变化较大，同一断面不同的高程可由不同的

条件形成，分别由于冲积、洪积、冲洪积、湖积、冰碛、冰水碛、风积或人工等因素产生，查明覆

盖层的成因、分布范围、层次、颗粒组成和力学指标等条件，是选择合理、可行的施工方案的前提，

属于最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在地震区对覆盖层的液化特性作出判断，主要是评价具有地震液化特性

的地层在加固后是否消除了地震液化的可能性。 

4.3.3  水闸、泵站、电站厂房等建筑物地基，在上部荷载作用下外力沿地基深度具有扩散性，按照

45°扩散角考虑，外延距离可与灌浆深度相同。设计时根据实际地质条件及建筑物对地基承载力的

要求，按计算确定加固范围。土石坝地基或防渗墙两侧的固结灌浆范围根据具体情况确定。 

4.3.5  查明覆盖层地质条件，初步判断其可灌性是论证灌浆处理方案工作的基本要求。当采用可灌

比值判别地层的可灌性时，常用灌浆材料的 d85值见表 3。 

表 3         各种灌浆材料的 d85值 

灌浆材料 42.5水泥 32.5水泥 磨细水泥 膨润土 黏土 水泥黏土浆 粉煤灰 

d85(mm) 0.06 0.075 0.025 0.0015 0.02～0.026 0.05～0.06 0.047 

地层的可灌性除用可灌比 M 作为判别指标外，也有用以下两项指标进行判断的： 

1  渗透系数。渗透系数的大小，可以间接的反映土壤孔隙的大小，根据渗透系数的大小，可

选择不同的灌浆材料。 

K＝800 m/d，水泥浆液中可加入细砂； 

K＞150 m/d，可灌纯水泥浆； 

K＝（100～200）m/d，可灌掺有减水剂的水泥浆； 

K＝（80～100）m/d，可灌加有 2%～5%活性掺料的水泥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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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80 m/d，可灌黏土水泥浆。 

一般认为，水泥黏土浆灌注效果较好的地层，其渗透系数应大于 40m/d。渗透系数大于 25m/d

的砂砾石地层，一般能接受水泥黏土浆液或经过磨细的水泥与膨润土制成的混合浆液。 

2  地层中粒径小于 0.1mm 的颗粒含量。砂砾石地基中小于 0.1mm 的颗粒含量小于 5%时，一

般可能接受水泥黏土浆液。 

3  地层的颗粒级配。国内曾根据一些工程的经验整理出若干特征曲线作为地基对不同灌浆材

料可灌性的界限进行判断，见图 4.3.5。当被灌地层的颗粒曲线位于 A 线左侧时，该地层容易接受水

泥灌浆；当地层埋藏较浅（如 5m～10m），其颗粒曲线位于 B 线和 A 线之间时也可以接受水泥黏土

灌浆；当地层颗粒曲线位于 C 线和 B 线之间时，该地层容易接受一般的水泥黏土灌浆；当地层颗粒

曲线位于 D 线和 C 线之间时，需使用膨润土和磨细水泥灌注。 

 

图 1     判别冲积层可灌性的颗粒级配曲线 

对所有的砂层和砂砾石层，化学灌浆都是可灌的。从工程造价考虑，化学灌浆费用高，水泥浆、

水泥黏土（膨润土）混合浆费用低，且无毒性，对环境影响较小，是优先选用的灌浆材料。另外，

需要说明的是本标准主要适用渗透性灌浆，劈裂灌浆、挤密灌浆等另当别论。 

4.3.7  为了提高固结灌浆压力和灌浆质量可采取下列表层处理措施： 

1在砂砾石层上部铺设一定厚度的黏土铺盖； 

2通过碾压等手段增大表层密实度； 

3 在砂砾石表层的灌注浆液中加大水泥含量，或灌注纯水泥浆，以形成一个较坚固的盖重层。

4采用自上而下灌浆法。 

5利用需要挖除的覆盖层作为盖重，在灌浆完成后将其挖除。 

4.3.8  固结灌浆设计的排距、孔距、灌浆压力等参数的确定方法与帷幕灌浆一致，可按照帷幕设计

的方法，通过现场试验、工程经验类比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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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0  对变形控制要求相对较低建筑物，可适当地提高灌浆压力。因建筑物的变形影响其使用功

能时，按建筑物的变形要求控制灌浆压力，避免灌浆压力过大引起抬动而影响其正常使用功能。此 

类地基在固结灌浆时应设置变形监测点，严格控制变形，具体的测点数量可根据建筑物的布置确定。 

4.3.11  覆盖层固结灌浆的浆液材料可参照防渗帷幕的要求，并优先选用水泥浆液作为灌浆材料。 

4.4  固结灌浆试验 

4.4.1  由于各工程的规模、功能要求和地质条件各不相同，所以水工设计对地基的要求也不尽相同，

以往同类工程的灌浆经验，可作为参考，但不宜直接搬用。为了使灌浆设计，包括灌浆孔布置、处

理深度、灌浆施工工艺等要求符合实际情况，经济合理，地质条件复杂或有特殊要求的 1、2级水工

建筑物基岩固结灌浆和 1、2级水工建筑物覆盖层固结灌浆必须先期在现场进行灌浆试验，以确定灌

浆方案的可行性，并以试验成果作为灌浆设计、施工的基本依据。 

其他认为有必要进行现场试验的灌浆工程，主要指枢纽工程中存在对总体或某个建筑物安全有

重要影响的特殊地层与复杂地质问题(如松散体、强透水层、破碎带等)的灌浆处理工程，以及采用

特殊灌浆方法与灌浆材料(如新方法与新材料)、灌浆条件恶劣(如高水头)、技术难度较高效果难以

掌控的灌浆工程。其试验往往具有较强的针对性，且不一定是存在于规模较大的枢纽工程中。 

4.4.3  场地选择与方案确定是灌浆试验的两项重点工作，两者相互关联。由于各工程的情况不同，

很难对其做出统一的规定。本条列出需考虑的一些主要因素，实施中要灵活分析。 

一般来说，灌浆试验场地选择需考虑几方面的条件: 

（1）选取的试验场地应能充分反映实际施工的地质条件，当存在多个性状不同的地质单元或复

杂地层时，应视情况布置多个试区和进行多组试验。常规灌浆试验可以选在未来灌浆施工区域地质

条件中等偏差的地段，基岩中的软弱夹层、断层破碎带、糜棱岩、性状很差的岩脉、强岩溶发育区

等部位要予以重点考虑，或设专门试区。 

（2）灌浆试验区可以选在坝基需要处理的部位，试验工程即作为永久工程固结灌浆的一部分，

但应对试验工程的利用及与永久工程灌浆的衔接作好安排，且不宜进行破坏性检查；当可能对建筑

物或地基产生不利影响时，应另选试验地点。 

（3）选择灌浆试验位置时还需考虑场地地形、机械设备与材料运输、水电供应、人员交通等条

件，与其他施工干扰宜小。试验区还要远离岸坡临空面。同时，辅助工程量宜小，尽量选择在地势

相对平缓部位或现有洞室内，使开挖、场平等辅助工程量小，节约投资及便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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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防渗帷幕与排水 

5.1  一般规定 

5.1.3  根据近几十多年来研究和工程实践，对地基防渗帷幕和排水作用的认识有所提高，帷幕以防

渗和减少渗漏量为主，排水以降低坝基扬压力为主，所以应根据地基工程地质、水文地质条件，结

合水工建筑物功能和挡水高度，分析研究确定帷幕和排水的设置。 

5.1.4  本条强调岩溶地区需要更加重视地基处理，需通过有效的手段查明岩溶发育规律及规模，评

估其对工程的影响，对岩溶地区可能出现的地质问题需要专门设计。 

应在查明坝基范围岩溶发育规律、分布范围、岩溶规模、充填物性质等的基础上，选择经济、

合理处理措施。如清江隔河岩拱坝，其主要处理手段是利用勘探平硐、灌浆平洞、施工支洞等地下

洞室，对帷幕线上下游 15～20m 范围内的岩溶进行追挖、清理、回填混凝土，实现“变岩溶岩体为

裂隙性岩体”后再进行帷幕灌浆处理，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乌江构皮滩工程岩溶数量多、规模大、特征各异，实施过程中结合溶洞特点、地质条件及工程

要求进行动态设计，采用了高压灌浆、防渗墙、高压旋喷、混凝土换填封堵、地下水引排和避让等

多种岩溶处理技术，以阻截防渗帷幕线上的岩溶通道，取得了良好效果。①灌浆技术：包括高压水

泥灌浆、磨细水泥灌浆、化学灌浆、膏状浆液灌浆等。对于有条件部位的溶洞充填物尽量采取先冲

洗置换后灌浆的方法。如右岸高程 465m 灌浆平洞中发育的 K678 溶洞充填细砂夹泥，垂直灌浆平洞

侧墙水平发育，宽度 0.5m～4.0m，处理方案为：先对岩溶充填物用高压风水冲洗后实施高压水泥灌

浆。②防渗墙技术。对不具备清挖条件的砂卵石充填溶洞, 采用防渗墙处理。如左岸高程 640 m 灌

浆平洞 K256溶洞主要充填粉细砂, 可能通过裂隙通道与库水发生水力联系。该溶洞距离左坝肩较近, 

施工初期曾采用高压旋喷墙处理, 但取芯显示高压旋喷墙体连续性不理想。最终在高压旋喷墙下游

重新设置一道厚度 1 m 的塑性混凝土防渗墙。③高压旋喷技术。对于充填砂、卵石、砾石或黏土的

溶洞，除了采用防渗墙外，还可利用高压旋喷使水、气、浆液扰动地层，使水泥浆和充填物充分融

合形成具有抗压、抗渗能力的复合体。构皮滩水库蓄水至 550 m 后，发现大坝 23 号，24 号坝段坝

基在高程 530m～535m之间存在最大宽度约 3m、穿越帷幕的 K280充砂管道，直接威胁大坝基础廊道

安全运行。处理措施为从上部大坝基础廊道（高程 570m）对帷幕线附近范围的充砂管道采用高压旋

喷工法进行处理，高喷采用双重管工艺，喷射压力 15MPa～35MPa。 

5.1.6  帷幕灌浆施工可能导致结构物或岩体的变形变位，应安设抬动变形监测装置，并在压水、灌

浆过程中连续进行观测并记录。一些工程通常规定允许抬动值为不大于 200μm，具体到某工程应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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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地质条件和抬动可能造成危害分析确定。实际作业时应努力控制灌浆在无抬动条件下进行。抬动

观测装置通常使用千分表或位移传感器，对于抬动量大或工作面上不易安设和保护抬动监测装置的

部位，应增加水准观测。 

5.2  岩基防渗帷幕设计 

5.2.1  为防止混凝土水工建筑物基础拉应力拉断防渗帷幕，宜布置在坝基面压应力区，尽量靠近上

游面。考虑到帷幕经库水（暂时硬度较低）的不断侵蚀破坏，或其他意外原因，基础渗漏量会逐渐

增加，扬压力会逐年加大，因此，要考虑为将来补强灌浆创造条件，推荐在基础廊道内进行。 

封闭抽排措施在葛洲坝大江消力池护坦应用成功后，近几十多年来在我国积累了较多的经验。

对下游水位较高的坝，采用封闭抽排措施后，坝基扬压力采用封闭抽排的折减系数，可减小坝体断

面，同时可减少坝基抽排量。封闭防渗帷幕由封闭抽排区下游侧的纵向帷幕及封闭抽排区两侧连接

下游纵向帷幕与主帷幕的横向(抽排区两侧)帷幕组成。封闭防渗帷幕的防渗标准可较主帷幕稍低，

深度一般为下游水位的 0.3～0.5倍。 

5.2.3  土质防渗体坝，当岩石坝基有较大透水性、软弱夹层、风化破碎或有化学溶蚀以致通过地层

的渗漏量影响水库效益，影响坝体和坝基的稳定或渗透稳定时，可采用帷幕灌浆对坝基进行处理。 

5.2.4  为防止绕坝渗漏，两岸山体帷幕宜伸入相对隔水层或地下水位高于水库正常蓄水位的部位。

整个帷幕河床与岸坡部位保持连续性，才能封闭渗水通道。对于相对隔水层和地下水位均较低缓的，

若硬性按上述规定执行，可能使帷幕延伸长度达到几倍甚至十多倍坝高，建议通过渗流分析确定帷

幕轴线方向及延伸长度。经渗流计算，选定的帷幕方向及端点满足坝肩渗流稳定、渗漏量等要求即

可。经渗流计算，拟定的帷幕延长段太长进而对工程的投资有较大影响，应考虑调整坝线或坝址的

可行性。在实际设计中，可预先设计有一定裕度的灌浆洞，后期根据试验蓄水情况决定实际施工帷

幕段的长度。 

5.2.5  结合乌江渡、东风、隔河岩、构皮滩等岩溶地区修建拱坝的经验，帷幕轴线宜尽量避开岩溶

发育部位，无法避开时，帷幕轴线宜与岩溶发育主通道垂直，以减少施工难度及处理工程量。 

5.2.6  为减少厂房基础的扬压力，可考虑在厂房地基适当部位设置防渗及排水设施。河床式厂房上

游侧的防渗及排水设施对保证厂房的整体稳定尤其重要，宜考虑设置专用廊道以便于检修。应认真

考虑厂房基础排水设施对地基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必要时应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防止地基发生

渗透变形或其他危害。对于排水可能失效的情况在扬压力计算中应不计排水作用或不设置排水。 

5.2.7  防渗排水对裂隙发育、地下水渗水量大的岩体或靠近水库的地下厂房尤为重要。防渗排水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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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减少地下水对围岩的不利影响，减少作用于围岩支护结构上的渗水压力，并能改善厂内的湿度。 

5.2.8   根据理论研究和国内许多工程实测坝基扬压力和渗漏量的观测资料，并参考国外同类坝帷

幕防渗标准制定。对于复杂坝基，宜通过渗流计算辅助选择合适的防渗标准。 

丰满、青铜峡坝基帷幕灌浆岩体内透水率 q分别在 2Lu～3Lu，帷幕下游排水孔处实测扬压力分别为

0.2H、0.15H和 0，均小于设计值，渗漏量也不大。统计的其他十多座混凝土坝，如新安江、丹江口、

刘家峡、黄龙滩、龚嘴、高坝洲、隔河岩等坝基排水孔处大部分实测扬压力远小于设计值，渗漏量

远小于河流多年平均流量的 0.1％～1％。美国、前苏联、澳大利亚等国家混凝土坝帷幕标准均在

3Lu～7Lu。前苏联规定坝高大于 100m采用 1Lu。 

从理论上讲，设置防渗帷幕主要目的是确保坝基渗透稳定和减少坝基渗漏量，防渗标准与坝高

并不一定成正相关关系，还与工程规模、工程耐久性要求、地质条件、防渗工程量有关。因此，对

坝高小于 50m 的重力坝，其防渗标准不一定比大于 50m 高的重力坝低。设计者根据工程实际情况选

用。 

对于水资源短缺水库，坝基防渗帷幕标准和相对隔水层的透水率 q值控制标准，宜取小值。 

5.2.10 溢洪道控制段防渗帷幕的透水率控制标准引自混凝土重力坝低坝灌浆帷幕体的透水率标准。

靠近坝肩的溢洪道的灌浆帷幕应与大坝帷幕共同起阻止基底渗流及坝肩和岸坡绕渗的作用，因此，

对灌浆帷幕及相对不透水层的透水率标准应与大坝相一致。远离坝肩的垭口溢洪道由于其对其他建

筑物影响较小，可适当降低透水率标准。 

5.2.11该条是总结一些工程实践经验而确定的。根据帷幕是否伸入相对隔水层，帷幕可分为封闭式

和悬挂式。相对隔水层埋藏较浅则帷幕伸入到该层内。相对隔水层埋藏较深或分布无规律的基础，

帷幕深度按满足降低建基面扬压力、基础渗压力和渗漏量等要求，根据实际地质条件确定，如盐锅

峡、石泉、桓仁等坝根据实测岩层裂隙产状，确定将帷幕孔穿过紧靠上游附近的较深处裂隙；回龙

山、柘溪等坝通过渗流计算确定帷深度，在帷幕和坝基排水共同作用下，使渗透压力降至允许值以

内。隔河岩渗流计算和三维电模拟试验表明，相对隔水层埋藏很深，加深帷幕对降低渗压力作用不

是很明显。岩溶地区的帷幕深度应根据影响坝基渗流的溶蚀管道发育深度综合确定。 

5.2.12  根据近十年来的国内外工程实践经验、施工工艺水平，特别是钻孔孔斜控制水平的进步，

单层帷幕灌浆施工的深度在 70m以上已经比较常规，极个别工程甚至达到 100m左右，因此，灌浆平

洞间的最大高差放宽到 70m。对于灌浆隧洞高差超过 70m 的，宜布置 2 排以上的帷幕孔，以确保成

幕。关于灌浆平洞的断面，原规范未作明确规定，但在工程实践当中，采用净断面 2.5m×3m、3.0m×3.5m

的较多。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提升，为便于机械化施工加快施工进度，改善灌浆施工环境条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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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程也采用过 4.0m×4.5m 的断面。一般地，双排孔及以上区域的灌浆平洞断面宜比单排区大些。 

分层设置灌浆隧洞的高差及层数需考虑的因素有地形地质条件、岩溶分布高程、分期蓄水高程、

钻孔灌浆技术水平、施工支洞、洞口边坡安全及与坝体的连接要求、施工通风和排水等。 

5.2.13  防渗帷幕设计应根据多种因素，特别是现场灌浆试验确定有关设计参数，并在施工过程中

充分重视动态设计，根据先导孔，先排孔，先序孔等先期施工的钻孔、压水、灌浆资料等优化调整

灌浆设计及施工。 

蓄水后进行灌浆效果很差，难度很大。如：古田溪高洋坝蓄水后进行主帷幕灌浆效果极差，江

垭、陈村、丰满等坝在运行若干年后进行帷幕补强，也难以达到设计防渗标准。 

若由于客观原因，蓄水前未完成主帷幕施工的，则须做临时帷幕。但临时帷幕的工期对工程亦会有

影响，且会增加投资，效果亦需论证，采用时要认真研究可行性。 

对可能产生渗透破坏或裂隙特别发育的坝基和坝高 100m以上，可采用两排孔或多排孔。若深层

裂隙不很发育，可考虑帷幕前固结灌浆对基础浅层所起的阻渗作用，帷幕孔采用一排，如刘家峡、

响洪甸、石泉；黄坛口坝属中坝也采用一排。帷幕孔、排距主要根据灌浆试验确定，规定值作为参

考。 

为节省工程投资，近年来国际上和我国部分大坝帷幕设计按单排孔视钻灌施工资料逐渐加密孔

距方式布孔，如国际上的 GIN 灌浆法要求按这种原则布孔，我国的高坝洲右岸防渗帷幕按此法布孔，

大大节省了灌浆工程量。 

帷幕两排时，其中一排主帷幕孔灌浆至设计深度，另一排孔深可适当变浅，主要是渗流水向深

部渗透时，水头损失大，渗透比降降低之故。 

5.2.14  帷幕灌浆采用较高压力有利于提高防渗效果，为保证帷幕孔灌浆压力能达到设计要求，混

凝土中坝、高坝一般应浇筑 25m～40m厚的混凝土后才进行帷幕灌浆施工，具体厚度视坝高和要求的

灌浆压力而定。面板堆石坝混凝土趾板、心墙坝混凝土基座等结构厚度有限，通常布置抗抬锚杆，

或先低压固结灌浆再进行帷幕灌浆，并严格控制灌浆工艺和抬动变形监测，以防止灌浆抬动结构混

凝土。 

5.2.15  为了防止灌浆抬动基岩，应进行灌浆试验确定灌浆压力，本条规定的灌浆压力可作为参考，

混凝土重力坝、拱坝第一段灌浆压力达不到 1.0倍坝前静水头时，应考虑采取提高灌浆压力的措施。 

5.2.16  防渗帷幕的灌浆仍以水泥灌浆为主、化学灌浆为辅的原则。目前国内外大坝基础防渗帷幕

都采用水泥灌浆，其胶结性能好，结石强度高，比较经济，便于施工，得到广泛应用。如基础裂隙

有侵蚀性情况，需选择可抗侵蚀性的灌浆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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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7  根据国内外岩溶地区筑坝经验，即使地质条件复杂，岩溶发育，只要工程地质勘察清楚，

采用帷幕灌浆结合溶洞回填，一般均能取得成功。对帷幕线路上的岩溶洞穴或具有强透水性的溶蚀

裂隙，可采取开挖回填混凝土处理或在需处置部位两端设置阻浆洞（井）等措施后进行灌浆处理。

如乌江渡、东风、隔河岩、回龙山、高坝洲等工程均对坝基防渗有影响的溶洞采用混凝土填堵。对

有淤积物充填的岩溶洞穴或不便于开挖回填的洞穴、溶蚀裂隙，或为处理的经济性等原因，可在需

处理部位（一般是岩溶跨越防渗帷幕线的部位）的两端设置阻浆洞（井），然后对需处理部位进行灌

浆，使灌浆体满足防渗要求。 

岩溶地区高、中坝一般采用水泥灌浆，遇到溶洞灌浆漏量特别大时，可用水泥砂浆或水泥与黏

土、膨润土、粉煤灰等混合浆液。对深部无充填物溶洞，可钻大口径钻孔灌注高流态细骨料混凝土。

大规模溶洞一般设法先进行回填混凝土，再进行灌浆处理。 

由于岩溶的溶蚀裂隙是不规则的，溶洞洞穴大小不一，灌浆孔排距、灌浆浆材和灌浆压力等需

根据地质构造和岩溶水文地质条件，开展帷幕灌浆试验，并按不同情况、不同部位确定。灌浆试验

时应研究灌浆所形成幕体的允许渗透水力比降及耐久性。 

5.3  岩基排水设计 

5.3.1  主排水孔一般设置在基础灌浆廊道内防渗帷幕的下游，但二道坝防渗帷幕一般布置在水流向

的下游侧，则相应排水孔布置在防渗帷幕水流向的上游侧。为防止帷幕产生渗透破坏，保留了原规

范对建基面处主排水孔与帷幕孔的距离不小于 2m的规定。 

辅助排水孔指坝基内布置在主排水孔下游起辅助排水作用的浅排水孔。辅助排水孔一般布置在

与主排水孔平行的纵向廊道内；当坝基开挖高程沿坝轴线方向变化较大时，也沿横向排水廊道布置

辅助排水孔。 

5.3.2  当坝轴线较长且纵向建基面高差较大时，封闭抽排区可分成几个分区；当护坦亦需要封闭抽

排时，护坦抽排区可与坝基抽排区合并。 

5.3.3 丹江口坝 2 号～3 号、13 号～17 号、33 号～41 号坝段坝基为弱透水的中性火成岩只设排水

而不设帷幕；三门峡坝基为闪长岩 q≤1Lu的地段未做连续帷幕，只设排水，以上两个坝实测扬压力

均小于设计值。 

排水孔应在固结灌浆、帷幕灌浆、接触灌浆等完成后钻孔，防止在灌浆过程中，水泥浆串入排

水孔内堵塞排水通道。 

5.3.4  岸坡坝段的坝基设置专门的排水设施有利于坝肩和岸坡坝段的侧向稳定，是否设置排水洞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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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根据坝肩和岸坡坝段的侧向稳定计算及地形、地质条件确定。如黄坛口、桓仁坝的右坝头及黄龙

滩两岸坝头内设置排水隧洞，扬压力均小于设计值；新安江 2 号坝段向岸坡钻设扇形排水孔，使一

直超过设计值的渗透压力降低到允许值以下；石门坝右坝肩增打了 5 个水平排水孔，使渗透压力降

到地面高程；丹江口坝左岸岸坡设置的横向廊道内向山体钻设排水孔降低了该部位的渗透压力。 

5.3.6  对地下水较丰富的地下厂房应以洞室外围排水为主，但这将会增加工程投资，应根据工程具

体情况考虑。 

提前形成厂外排水系统，可使厂房主洞室开挖支护施工安全、方便。 

厂外排水有条件的尽量采用自流排水，可减少抽排设备的投资和运行费用。高程较高的排水洞

一般都具备自流排水条件。 

厂外排水系统的集水井可布置在厂房主洞室外，也可布置于主洞室内，具体应根据工程地质、

水文地质条件和工程布置情况确定。当岩体透水性强、地下水丰富、洞室靠近水库、渗水量大时，

集水井宜在主洞室外单独设置，有利于厂房安全。若要设置于主洞室内，应单独布置，并应在集水

井于厂房连通通道处设置密封门或密封盖板，以防抽排设备发生故障导致水淹厂房。当地下水渗水

量较小时，可将集水井布置于主洞室内，并可与厂内渗漏集水井结合，以减少工程投资，并便于抽

排设备的运行管理和维修。 

彭水电站位于岩溶地区，在主洞室外单独设置厂外排水系统集水井。构皮滩水电站同样位于岩

溶地区，厂外排水系统的集水井布置在厂房主洞室内，单独设置，并与厂内渗漏集水井之间设置了

连通阀，其目的是当厂外渗水量大时，打开连通阀，利用厂内渗漏集水井内的水泵帮助排水。三峡

地下电站由于围岩透水性弱，地下水渗水量较小，厂外排水系统的集水井与厂内渗漏集水井结合布

置。 

5.3.7  国内一些工程设置的排水孔孔距一般在此范围内。 

5.3.8  当坝（堰、闸）基裂隙承压水层或较大的深层透水区不影响坝（堰、闸）基深层抗滑稳定的，

应采取避让原则，尽量减少扰动，确需深入此部位的也应慎重研究。江垭的帷幕和排水孔都没有进

入深层承压水层，处理比较成功；小浪底排水孔进入下部承压水层，向家坝排水孔进入下部强透水

砂岩层，都为工程带来的一系列工程问题，处理难度及代价较大，故排水孔是否深入深部承压水层

要进行研究，在综合分析深层承压水对坝基深层抗滑稳定的影响、排水的作用及利弊、其他抗滑措

施的替代性等基础上，慎重决定排水孔的深度是否穿过深层承压水层。 

5.3.9  葛洲坝二江泄水闸闸基黏土质粉砂岩和黏土岩已泥化的结构面部位，采用排水孔内设组装式

过滤体，有效地保护了泥化结构面的渗透稳定，运行 30多年来情况良好，过滤体采用的泡沫塑料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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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严重老化，至今未进行更换。隔河岩水垫塘封闭排水孔页岩段采用工业过滤布裹硬质花管保护，

运行情况表明，受保护的页岩段孔壁未发生严重塌孔。王甫洲泄水闸闸基排水孔黏土岩采用孔内回

填砂砾反滤料保护，运行中未发现异常现常。 

5.3.10  坝基渗水与坝面排水管渗水以及结构缝渗水等，都需要通过排水廊道尽快排出坝体。下游

水位以上的渗水可通过坝后廊道自流排出；下游水位以下的渗水通过集水井汇集后抽排至坝外。集

水井的位置、数量及容量根据坝基高程及渗水量综合考虑设置。抽排设施应有备用容量，确保个别

设备损坏后，剩余容量仍能满足抽排能力要求。 

5.4  覆盖层地基防渗帷幕设计 

5.4.1 土石坝、厂房、水闸、泵房、堤防、围堰等水工建筑物地基为覆盖层时，均可能采用帷幕灌

浆进行防渗处理。与覆盖层的形成受自然环境的影响，在空间结构上变化较大，同一断面不同的高

程可由不同的条件形成，分别由于冲积、洪积、冲洪积、湖积、冰磺、冰水磺、风积或人工等因素

产生，查明覆盖层的成因、分布范围、层次、颗粒组成和力学指标等条件，是选择合理、可行的施

工方案的前提，属于最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5.4.2 渗流控制包括渗透变形控制和渗流量控制。从己建成的土石坝等水工建筑物运行情况看，修

建在砂砾石地基上的有些工程虽然渗流量大、出逸点高，但运行正常，而失事的工程一般是由渗透

变形破坏引起的。因此，防渗帷幕设计应以控制不发生渗透变形破坏为主，渗流量的控制以满足工

程正常运行时允许的渗漏损失量或生态供水要求等。 

5.4.4  帷幕的允许水力坡降是确定帷幕厚度的主要控制指标，DL/T 5395——2007 第 8.3.12 条规

定；“一般水泥黏土浆帷幕的允许比降可采用 3～4。”按工程经验，帷幕允许水力坡降一般随着深度

的增加而提高，如:德国西尔文斯坦坝帷幕上部水力坡降为 1.8，17m 以下采用 4.2；法国谢尔庞桑

坝上部采用 2.9，4m深度以下采用 5.0。但在实际工程中也有采用较大值，如:我国的密云水库、岳

城水库等都采用 6.0；法国的克鲁斯登坝采用 8.3；印度的吉尔纳坝采用 10.0。考虑到己建工程的

经验及防渗帷幕灌浆大多在深厚覆盖层实施，而深厚覆盖层的水力坡降具有较大的潜力，因此，本

标准提”出水泥黏土浆灌浆帷幕的允许水力坡降“一般可采用 3～6，若大于 6应通过试验论证”的

要求。对于具体的工程，允许水力坡降宜结合渗流控制要求和灌浆试验等综合确定。如新疆下坡地

水利枢纽结合坝基现场及室内模拟试验成果和专家评价意见，坝基覆盖层 85m 深度以下的灌浆帷幕

允许渗透坡降选用不大于 6。 

5.4.5 根据目前的设计理念和工程实践经验，国内外工程的覆盖层防渗灌浆一般都采用垂直防渗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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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防渗效果最佳。防渗灌浆的施工经验表明，受覆盖层地层结构不均匀性的限制，采用垂直孔灌

浆，其孔斜控制简单方便，易于实施，优于倾斜孔。 

5.4.6、5.4.7在防渗灌浆帷幕与防渗墙之间设搭接段，以及要求防渗灌浆帷幕的底部伸入基岩或相

对不透水层，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持工程防渗系统的封闭性和完整性，避免结合部位发生渗透变形。

搭接段宜先行灌浆并待凝。搭接长度 5m是考虑灌浆施工因素确定的，搭接长度 5m可分为两段灌浆，

第一段可取 2m，第二段可取 3m，以下各段段长可根据现场试验结果确定。搭接段具体的长度按照沿

防渗墙的绕墙渗流比降小于防渗灌浆帷幕的允许比降原则确定。 

5.4.9  防惨帷幕灌浆压力与覆盖层的厚度、地层结构及变形要求、上部建筑物的变形要求有关，一

般情况下应通过灌浆试验来确定。覆盖层厚度较大时，起始灌浆压力可采用较高值。如新疆下坂地

水利枢纽工程，坝基为冰碛含漂块碎石层及冰水积含块卵砾石层，厚度 149m，坝基防渗结构为 85m

深的混凝土防渗墙下接 4 排孔帷幕灌浆至基岩。帷幕起始灌浆高程以上的覆盖层厚度为 80m，采用

的最大灌浆压力为 3.5MPa。当缺乏试验资料时，可用经验公式计算或通过工程类比确定允许灌浆压

力。可用式（1）进行估算： 

                     p=β γ T+caλ h                                   (1)  

式中：  p一一允许灌浆压力，kPa； 

        β 一一系数，在 1～3范围内选择； 

       γ 一一砂砾石之上盖重层的重度，kN/m3； 

       T一一盖重层厚度，m； 

       c一一与灌浆次序有关的系数，1序孔 c=1，II序孔 c=1.25，皿序孔 c=1.5；   

         a一一与灌浆方式有关的系数，自上而下灌浆 a=0.8，自下而上灌浆 a=0.6； 

        λ 一一灌浆段以上砂砾石层的平均重度，kN/ m3； 

        h一一盖重层底面至灌浆段段顶的深度，无盖重层时，自砂砾石表面起算，m。 

表 1为国内外若干砂砾石地基灌浆工程的情况。 

覆盖层灌浆部位宜设置混凝土盖板，混凝土盖板厚度不宜小于 0.5m，宽度宜超出灌浆两侧边线

3m以上。帷幕直接与土石坝填筑体或其他建筑物相接并在其后施工时，宜设置变形监测点，以便于

施工控制和保证建筑物安全。变形测点的布置范围、数量根据工程的具体情况确定，变形值通过灌

浆前及灌浆过程中测量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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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国内外若干砂砾石地基灌浆工程的情况

 
*采用循环钻管法施工，其余均采用套阀管法施工。 

坝、堤防、围堰类地基在砂砾石层中灌浆时，一般情况下少量抬动是允许的。1963年，水利电

力部水利电力建设总局审定的《水工建筑物砂砾石基础帷幕灌浆工程施工技术试行规范》中，对地

表抬动的要求为“灌浆处理后，地面允许最大抬动不得超过砂砾石灌浆深度的 1%～2%”。 

对于水闸、泵站及电站厂房类基础，灌浆压力应根据建筑物的允许变形要求控制。若不允许地基产

生抬动或限制抬动量，则应严格控制灌浆压力。 

5.4.10  挖除上部松散层时，应注意避免损坏下部完好帷幕。 

5.5  帷幕灌浆试验 

5.5.1  由于各工程的规模、功能要求和地质条件不同，水工建筑物设计对地基的要求也不尽相同，

具体的灌浆条件也不一样，所以以往同类工程的灌浆经验，可作为参考，而不宜直接搬用。为了使

具体工程的灌浆设计与施工（包括灌浆孔布置、灌浆深度、灌浆施工工艺与要求等）更符合实际情

况，更为经济合理，在大型工程、重要工程、存在复杂地质条件和重大地质缺陷的工程中，必须先

期进行现场灌浆试验，以试验成果作为指导工程灌浆设计、施工的基本依据。 

其他认为有必要进行现场试验的灌浆工程。主要指工程中存在对总体或建筑物安全有重要影响

的深厚覆盖层、特殊地层与复杂地质问题（如松散岩、强透水层、破碎带等）的灌浆处理工程，以

及采用特殊灌浆方法与灌浆材料（如新方法与新材料）、灌浆条件恶劣（如高水头）、技术难度较高

效果难以掌控的灌浆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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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防渗墙 

6.1  一般规定 

6.1.1  防渗墙在坝（闸）基覆盖层与土石坝坝体防渗加固中均得到广泛应用，国内防渗墙工程实例

见表 5。其中，坝体防渗墙不属于水工建筑物地基处理范畴，故未纳入本规范。此外，防渗墙也可

根据工程需要建造于基岩中，但其成孔（槽）工效较低，常选用冲击式钻机、回转式钻机以及液压

铣槽机钻进。 

6.1.2   国内外对防渗墙耐久性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主要是通过水泥中氧化钙的溶出量百分率粗

估其耐久性，而氧化钙的溶出速度与墙体受力、承受的水头及渗透比降、混凝土龄期、混凝土渗透

系数、水泥和掺合料的品种与用量、外加剂的品种和用量、水环境等多种因素相关，不能准确定量。

各种材料的防渗墙抗溶蚀性能由强至弱依次为：粉煤灰混凝土、普通混凝土、塑性混凝土、粘土混

凝土、固化灰浆、自凝灰浆等。永久性防渗墙在复杂受力条件和复杂水环境下的耐久性需引起重视。 

6.1.3  根据国内水利水电工程近 200道防渗墙资料统计，除少数工程外，防渗墙厚一般 30cm～100cm，

墙深一般不超过 100m，有的工程根据需要做了试验论证，有的则没有。四川狮子坪大坝防渗墙最大

墙深 101.8m，新疆下坂地水利枢纽试验墙最大墙深 102 m，西藏旁多水利枢纽防渗墙最大墙深 158m，

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主坝混凝土防渗墙墙厚 1.2m，均做了现场试验论证。对于墙厚 30cm～100cm、

墙深小于 100m以内的防渗墙应结合工程实际情况和设计要求，确定是否进行现场试验论证。当墙深

超过 100m或厚度超出 30cm～100cm范围的，应分析论证其可行性，必要时应进行现场试验论证。 

6.1.4  高心强土石坝下覆盖层中的防渗墙主要承受上部心墙土体荷载及水压力，斜墙、低闸坝及围

堰下的防渗墙主要承受水压力，地震条件下，防渗墙还会承受地震荷载。防渗墙的应力状态除了与

墙体材料、覆盖层结构有关外，还与上部结构关系密切，因此，设计时应充分考虑与上部结构之间

的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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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国内防渗墙工程实例 

序

号 
工程名称 建设地点 建成年份 坝  型 

坝高 

（m） 

覆盖层 

特性 

墙顶长 

（m） 

最大墙深 

（m） 

墙厚 

（m） 

墙上水

头 

（m） 

水力比

降 

成墙面积 

（㎡） 

1 月子口水库主坝 山东 1959 斜墙土坝 26.0  砂卵石   18.0  0.43 24.5 61.5 7696 

2 密云水库主坝 北京密云，潮自河 1960 斜墙土坝 66.0  砂砾卵石 784.8 44.0  0.8 63.5 80 18876 

3 毛家村水库主坝 云南会泽，以礼河 1964 黏土心墙土石坝 82.5  砂卵石 277 40.0  0.9 72 85 7831 

4 崇各庄水库主坝 北京 1965 斜墙土坝 16.0  砂卵石   22.0  0.8 15.5 23.8 12861 

5 旗岭水闸 广东东莞 1965 混凝土闸 7.0  砂砾石层 265 13.2  0.8     2914 

6 金川峡水库大坝加固 甘肃 1966 土心墙土石坝 21.0  砂卵石   32.0  0.8 30 37.5 4480 

7 龚嘴电站上围堰 四川乐山，大渡河 1967 土石围堪 35.0  漂石，砂卵石 193.7 47.8  0.8     8062 

8 龚嘴电站下围堰 四川乐山，大渡河 1967 土石围堪 19.0  漂石，砂卵石 86 52.0  0.8     4320 

9 南谷洞水库大坝加固 河南林县，浊澎河 1969 斜墙堆石坝 73.5  砂卵石层 65.0  53.3  0.8 73 91.2 2913 

10 映秀湾水电站拦河闸 四川汶川 1969 闸   漂卵石 20.0  32.0  0.8 22.5 28.2 4513 

11 渔子溪一级电站拦河闸 四川汶川，渔子溪 1969 闸   漂卵石   32.0  0.8   28.2 2342 

12 十三陵水库主坝 北京昌平，温榆河 1970 斜墙土坝 29.0  砂卵石及黏土层 487.0  60.0  0.8 29 41.5 20790 

13 绿水河水闸 云南蒙自 1970 闸 22.0  坡积砾石层 108.0  27.0  0.6     2000 

14 窄巷口大坝 贵州修文 1970 双曲拱坝 39.5  砂烁卵石 74.4  30.9  1     1634 

15 西斋堂水库主坝 北京门头沟，清水河 1971 斜埔土坝 58.0  砂砾石，漂石 226.4  56.0  0.7     6230 

16 玉马水库大坝 河南汝阳 1971 黏土斜墙坝 50.0  砂卵石 76.6  24.5  0.8     1516 

17 乌江渡电站下游围堰 贵州遵义 1972 混凝土围堰 23.0  填渣 30.0  20.9  0.85     334 

18 东方红水库大坝 广州新会 1971 复式土坝 40.0  砂卵石 114.8  21.0  0.8     1447 

19 碧口电站大坝 甘肃文县，白龙江 1973 壤土心墙土石坝 101.0  黏土砂砾石层 181.0  65.5  0.8 100 77 7865 

20 黄羊河水库大坝加固 甘肃武威，黄羊河 1974 宽心墙土石坝 52.0  砂卵石层 76.0  64.4  0.8   65.6 5430 

21 察尔森大坝一道墙 内蒙古兴安盟 1976 均质土坝、 心墙土坝 39.7  砂卵石及碛石 1319.7  20.0  0.6   60 26394 

22 洪潮江水库大坝加固 广西合浦，洪湖江 1976 均质土坝 33.0  砂页岩 291.8  31.3  0.65     4411 

23 半城子水库大坝 北京半城子 1976 沥青混凝土斜墙坝 29.0  砂卵砾石层 99.0  16.2  0.8     1117 

24 北台上水库大坝加固 北京，雁溪河 1977 均质土坝 28.6  砂质黏土及砾石互层 511.0  49.0  0.7   43 15101 

25 商城子水库副坝加固 辽宁开原，冠河 1979 黏土心墙砂砾坝 15.0  砂砾石 250.0  25.0  0.7     6250 

26 皇城滩水库大坝 甘肃武威 1980 壤土斜墙坝 45.0  砂砾石   35.0  0.8       

27 葛洲坝一期纵向围堰 湖北宜昌，长江 1976 土石围堰   砂砾石 943.3  30.0  0.8     20321 

28 葛洲坝二期横向围堰 湖北宜昌，长江 1982 土石围堰 47.0  砂卵石层 822.3  47.3  0.8     51155 

29 邱庄水库大坝加固 河北丰润，还乡河 1983 均质土坝 28.0  亚黏土及砂砾石层 895.6  58.7  0.8     37627 

30 
邱庄水库大坝 

二期加固 
河北丰润，还乡河 1985 均质土坝 28.0  坝体壤土，坝基砂卵石 44.8  44.7  0.8     2000 

31 草坡水闸 四川阿坝 1985 闸坝 19.3  孤石、漂卵石夹砂 63.0  38.7  0.8     1319 

 

 



 

71 

 

续上表 

32 南桠河三级电站闸基 四川石棉 1983 钢筋混凝土闸 21.0  砂砾石 95.6  25.3  0.8     2450 

33 渔子溪二级电站闸机 四川汶川，鱼子溪 1984 钢筋混凝土闸 31.5  漂卵砂砾石 74.0  57.5  0.8     2455 

34 牛头山水库大坝加固 浙江临海，逆溪 1984 沥青斜墙砂砾石坝 49.3  砂砾石层 349.5  62.0  0.8     13000 

35 于桥水库坝体加固 天津蓟县 1981 均质土坝 24.0  黏土、砾石加砂层 130.0  33.16 0.8     2620 

36 柯柯亚水库 新疆 1984 混凝土面板堆石坝 41.5 砂卵石   37.5 0.8 40 50   

37 万安电站主坝 江西万安，赣江 1985 黏土心墙砂壳坝 64.5 黏土、壤土砂卵石 420 44.5 0.8     14900 

38 铜街子堆石坝挡墙 四川乐山，大渡河 1986 混凝土重力挡墙 28.0 砂卵石、 漂石 178.34 74.4 1.0     7954 

39 纪村电站大坝加固 安徽泾县 1986 混凝土坝、 土坝 22.0 白垩系宣南统红层 204.9 37.5 1.0   14.8 5180 

40 阿湖水库主坝 浙江仓南 1983 黏壤土心墙坝 33.0  砂卵石、 漂石 182.8  67.0  0.8      3654 

41 棘洪滩水库大坝 山东青岛，引黄济青 1989 土坝 15.24 黏土及壤土层 165.5  50.0  0.8      1228 

42 松华坝大坝加固 云南昆明，盘龙江 1990 黏土心墙土石坝 48.6  蒙古土夹碎石 127.5  53.2  0.8      4651 

43 水口电站二期上围堰 福建阅清，闽江 19990 土石围堰 44.55 砂卵石、 漂石 386.0  44.0  0.8      10044 

44 册田水库大坝加固 山西大同，桑干河 1991 均质土坝 41.5  壤土、 砂卵石 451.0  44.0  0.8      12337 

45 黑龙潭水库大坝 云南路南 1993 混凝土闸   黏土、粉细砂 267.0  51.0  0.8      11057 

46 大峡电站二期围堰 甘肃白银市，黄河 1994 土石围堰   砂卵石层 162.4  55.2  0.8      5230 

47 小浪底主坝 河南孟津，黄河 1994 斜心墙土石坝 154.0  砂卵石夹漂石 
259.6 

151.0 

81.9 

70.3 

1.2 

1.2 
    

10541 

5101 

48 云州水库主坝 河北赤城，白河 1994 斜墙土石坝 43.15 砂卵石层 172.3  50.2  0.8      5376 

49 西枝江水库大坝加固 广东惠东，西校江 1982 均质土坝 40.5 坝体， 土料级配不良 185.0  50.5  0.6      7352 

50 蛤莫通水库大坝加固 黑龙江宝清县 1992 均质土坝   黏土、砂卵砾石   47.0  0.2      20000 

51 姐勒水库大坝加固 云南瑞丽， 南卡河 1992 土坝坝 20.8 砂卵石 208.0  49.1  0.8      6644 

52 太河水库大坝加固 山东淄博， 淄河 1997 宽心墙砂卵石坝 48.5 黏土、 砂卵石层 1042.0  51.9  0.8      47600 

53 赣东堤 江西 2003 土堤   壤土、 砂砾石 1883.0    0.2    50.0  26352 

54 水布撞上游围堪 湖北   土石围堰   砂砾石 87.1  31.3  0.8        

55 水布埋下游围堪 湖北   土石围堰   砂砾石 81.6  22.1  0.8        

56 板桥河水库大坝加固 云南 2003 黏土斜墙风化料坝 37.8  砂砾石 292.0  59.9  0.8      13739 

57 大隆水利枢纽 海南 2005     砂砾石 283.3  26.0  0.8        

58 北江大堤 广东 2003 土堤   黏土、细砂   25.0  0.3      14487 

59 乌拉泊水库主坝加固 新疆 1993 均质土坝 26.0  砂卵石 505.0  49.0  0.9        

60 乌拉泊水库副坝加固 新疆 2003 壤土砂砾石均质坝 22.0  砂砾石 217.0  53.4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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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61 咸阳渭河城区段治理 陕西   橡胶坝   沙土 373.9  10.0  0.4        

62 四大龙口水库大坝加固 新疆 2002 水力冲填坝 40.0  砂岩 280.0  19.0  0.45     5300 

63 冶勒电站大坝 四川 2004 沥青混凝土心墙堆石坝 125.5  砂卵石   84+76 1.2      55000 

64 坎儿其水库大坝加固 新疆   
沥青混凝土心墙砂砾石

坝 
51.3  砂砾石   40.5  0.8        

65 赵山渡水利枢纽 浙江 2000     砂砾石   53.7  0.8      5821 

66 梅溪水库 浙江 1994 混凝土面板堆石坝 40.0  砂卵砾石   20.0  0.8      10532 

67 艇湖水利枢纽 浙江 2000 橡胶坝 4.0  砂砾石 250.1  12.0  0.6      3012 

68 昌马水库 甘肃 2001 壤土心墙砂砾石坝 54.8  砂砾石 224.0  33.0  0.8      5500 

69 白禅寺电站大坝 四川   混凝土面板堆石坝 25.0  卵砾石   15.0  1.0        

70 白龙河水库大坝加固 云南   定向爆破堆石坝 46.0  砾质黏土   44.5  0.8        

71 碧莲电站大坝 浙江 1997 混凝土溢流坝 7.04 砂卵石   13.0  1.2        

72 东乡电站闸坝 广东   闸坝   砂卵石 131.6  20.0  0.8        

73 漳河水库副坝 湖北 2001   10.0  砂卵石 630.0  25.0  0.25     13500 

74 响水铺水库副坝加固 河北 2005   15.0  砂砾石 53.0  19.0  0.45       

75 信江界牌枢纽 江西 1999 闸坝   砂砾石 315.4  16.3  0.8      3074 

76 温州电厂二期坝 浙江 1999 堆石坝 34.0  砂卵石 11.3  32.0  0.8      3171 

77 三峡船闸右岸山体处理 湖北       土石回填层 350.0  35.5  0.8      10725 

78 茅坪溪防护坝 湖北 1998 沥青混凝土心堵坝 104.0  花岗岩全、强分化带 1446.0  45.0  0.8      31900 

79 沃卡电站许莫副坝 西藏 1999     砂卵砾石 156.4  42.5  0.8      5276 

80 天生桥副坝 陕西   碎石黏土坝   砂砾石 201.3  51.5  0.8        

81 汾河二库左坝肩 山西 2000 碾压混凝土坝 88.0  砂砾石 129.5  23.5  0.8        

82 满拉水库大坝 西藏 1998 黏土心墙堆石坝 76.3  砂砾石 72.8  34.0  0.8      1510 

83 汉坪嘴电站大坝 甘肃文县 2004 混凝土面板砂砾石坝 57.0  砂砾石 92.4  56.0  0.8      2800 

84 米家寨水库大坝加固 山西 2005 壤土斜墙混合坝 22.4  砂砾石 274.9  69.0  0.8      13489 

85 黄壁庄水库副坝加固 河北 2003 水中填土均质坝 19. 2  砂砾石 4860 66.5  0.8      271500 

86 黑石山水库副坝加固 青海 2002 面板坝 34.5  砂砾石   55.0  0.6      8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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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87 尼尔基水利枢纽 黑龙江   沥青心墙砂砾石坝 41.5  砂卵砾石   38.5  0.8        

88 梁辉水库 浙江 2002 混凝土面板堆石坝 35.4  砂卵石 292 31.7  0.8      65841 

89 西南水闸 广东 2004 混凝土闸坝   砂基 292.3  22.0  0.8      6420 

90 冶源水库大坝加固 山东 1998 土石坝   砂砾石 452.0  30.7  0.8      32277 

91 方塔水库大坝加固 陕西延安 2003 土石坝   砂砾石 155.0  40.0  0.6      4000 

92 大坞水库大坝加固 浙江 2005 黏土斜墙坝 6.0  砂砾石 76.0  23.2  0.8        

93 小陈岙水库大坝加固 浙江 2005 均质土坝 12.5  混砾粉质黏土 312.0  15.0  0.3        

94 二道河子水库二期加固 内蒙古 2007 均质土坝 44.5  砂砾石 441.0    0.8      15681 

95 直岗拉卡水电站 青海 2005 土石坝   砂卵砾石 168.9    0.8      3400 

96 龙头石 四川 2007 沥青混凝土心墙堆石坝 72.5  砂砾石   70.0  0.8        

97 狮子坪水电站 四川 2007 砾质土直心墙堆石坝 136.0  砂砾石   101.0  1.2      5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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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结构设计 

6.2.1  坝体和围堰堰体中的防渗墙一般在坝（堰）轴线附近布置，而对于闸坝，防渗墙轴线一般布

置闸坝底板上游边缘附近或闸前铺盖下。墙体与防渗体（例如防渗心墙或坝前铺盖），应可靠连接。

为避开不良地质体或结构要求，防渗墙轴线也可布置成折线型。 

6.2.2  悬挂式防渗墙在深厚覆盖层中应用较多，西南地区诸多河流均涉及到在深厚覆盖层上修建闸

坝防渗困难的问题。例如，金沙江、岷江、大渡河、雅江等河流的上游及一些支流河床覆盖层一般

深达 40m～70m，有的甚至深达百米以上，闸坝下防渗墙一般为悬挂式，难以做到完全封闭。针对此

类情况，应通过数值模拟和离心模型试验等手段，基于渗漏量、渗透比降、经济造价等多目标控制，

研究悬挂式防渗墙的适应性与防渗效果。 

6.2.3  防渗墙的厚度受墙体材料抗渗性及耐久性、强度指标、应力条件、水环境、施工设备、覆盖

层物质组成等诸多复杂因素影响。深厚覆盖层防渗墙厚度一般按以下流程拟定：首先，先按抗渗及

耐久性要求初拟厚度，其次通过应力应变验算墙厚，再参考类似工程经验，考虑施工、地质条件、

水环境等因素综合确定墙体厚度。 

对于高坝深厚覆盖层下的防渗墙，受力极其复杂，应采用数值计算方法分析不同墙厚情况下的

应力应变状态，以确定最合理的墙体厚度。资料表明，墙的厚度增大对墙体受力并不一定有利，在

满足抗渗及耐久性要求的前提下，优选合理墙厚。 

防渗墙厚度应与采用的施工机具配套。例如，采用冲击钻造孔，墙厚一般 0.6m～1.2m；采用液压抓

斗，墙厚一般 0.5m～2.0m；采用轮式铣槽机，墙厚可达 2.0m 以上。某些情况下，由于环境水对混

凝土存在侵蚀情况，防渗墙厚度不宜薄于 0.6m。 

6.2.4 防渗墙的厚度在渗透作用下，其耐久性取决于机械力侵蚀和化学溶蚀作用。由于这两种侵蚀

破坏作用都与水力梯度密切相关，因此，目前防渗墙设计中一般根据破坏时水力比降确定墙厚。 

国内外试验表明，塑性混凝土抗机械破坏的水力比降可超过 300，普通混凝土防渗墙水力比降相比

略高。安全系数 K 取为 5，则允许水力比降 JP＝50～60。经统计国内工程设计实例，一般情况下，

普通粘土混凝土 JP＝60～80，塑性混凝土 JP＝40～60，也有少数工程防渗墙允许水力比降取到了

100。因此，规定防渗墙允许水力比降 JP=40～100。 

工程实践表明，采用允许水力比降的概念初选墙厚是可行的，简单实用。但防渗墙的厚度问题涉及

因素较多，墙厚的确定还要综合各因素论证优选。 

6.2.5  深厚覆盖上高土石坝工程多在坝基布置 2道或以上的防渗墙，各墙分担水头的比例可通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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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计算和模型试验确定。例如，大渡河瀑布沟水电站最大坝高 186m，上部坝体荷载及水压力巨大，

在河床覆盖层布置两道各厚 1．2m的全封闭混凝土防渗墙防渗，中心距 14m，最大深度 67.5m。 

6.2.6 复杂条件下混凝土防渗墙主要有三种受力情况：一是，高土石坝下深覆盖层中防渗墙，承受

上部坝体传来的巨大荷载；二是，斜墙或低坝（闸、堰）基下深覆盖层防渗墙，承受巨大水压力；

三是，高烈度地震区，受地震荷载作用。 

作为水工建筑物或地基的一部分，防渗墙应力应变力学计算本质上是一个空间问题，尤其是坝体填

料、坝基地层组成复杂时，理论计算非常复杂，多采用数值分析方法结合模型试验进行分析。防渗

墙的应力应变分析应选用合适的非线性大应变模型进行分析，以避免应力失真。较多工程的计算成

果和监测成果对比表明，高坝防渗墙理论计算应力很大，远超实际监测数据，主要原因在于数值计

算模型选用不合理。因此，用位移与应力控制防渗墙设计时，应选择合适的计算模型和计算程序。 

6.2.7  防渗墙材料一般有普通混凝土、粘土混凝土、粉煤灰混凝土、塑性混凝土、自凝灰浆、固化

灰浆等，需根据地质条件、工程要求，考虑墙体防渗性、强度及耐久性选择采用。 

上世纪 80年代初期，国内开始对防渗墙墙体材料进行系统的研究，陆续研制成功了适用于低水头闸

坝或临时围堰的固化灰浆、自凝灰浆材料，适用于低水头大坝和临时围堰的塑性混凝土，适用于高

坝深基防渗墙的高强混凝土，以及后期强度较高的粉煤灰混凝土。其中，自凝灰浆防渗墙在深圳大

亚湾核电站核岛基坑有应用实例（最大深度 16m，墙厚 0.8m，28d抗压强度≥0.2MPa），但在国内水

利水电工程未见成功应用报道，主要原因在于我国水利水电工程在修建防渗墙时所遇到的地层多为

砂卵砾石层，且夹有大漂石、孤石等，槽孔的钻凿时间不易准确控制，难以匹配自凝灰浆凝结时间

要求。固化灰浆防渗墙多用于临时围堰，便于后期拆除，国内在四川铜街子水电站率先得到应用，

后推广至其他工程，效果良好。 

防渗墙材料根据其抗压强度和弹性模量，又可分为刚性材料和柔性材料。刚性材料一般抗压强度大

于 5MPa，弹性模量大于 2000MPa；柔性材料一般抗压强度小于 5MPa，弹性模量小于 2000MPa。刚性

墙主要包括普通混凝土、粘土混凝土、粉煤灰混凝土等，柔性墙主要包括塑性混凝土、自凝灰浆、

固化灰浆等。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防渗墙多以刚性墙为主。工程实例及数值计算表明，高土石坝心墙坝基

下深厚覆盖层中的防渗墙，易出现在墙顶巨大压力和侧面摩擦力条件下的压剪破坏；中高土石坝心

墙或斜墙坝基下深覆盖层中的防渗墙，易出现墙体拉裂和剪切破坏。但无论哪种破坏都将显著降低

防渗墙的防渗效果和耐久性。 

之后，针对刚性防渗墙弹性模量高、极限应变小、墙体易开裂的缺点，塑性混凝土墙逐渐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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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应用。国际大坝工程界对塑性混凝土防渗墙的普遍共识为：①弹性模量为地基模量的 1～5 倍，

一般不大于 2000MPa，极限变形可达 1%～5%；②28d 抗压强度一般为 1.0MPa～5.0MPa，模强比一般

为 150～500；③渗透系数一般为 10－6～10－8cm/s；④渗透破坏比降一般为 200～300。 

6.2.8  塑性混凝土防渗墙配合比设计在各种材料的防渗墙配合比设计中最为复杂，其配合比设计工

作应引起足够的重视。要求塑性混凝土模强比一般介于 100～300之间，不超过 500；与相邻土体弹

性模量相差不大；每立方米混凝土中水泥掺量以 100kg～150kg为宜，最多不超过 200kg；严格控制

膨润土质量；合理掺加粉煤灰以及其他外加剂。 

6.3  构造要求 

6.3.1  高土石坝深厚覆盖层下防渗墙与心墙、斜墙、趾板（面板）、廊道等防渗体的连接问题一直

是高土石坝工程成败的关键问题之一，各材料的不均匀变形容易产生裂缝进而导致渗漏问题，工程

设计时需引起最够的重视。 

6.3.2防渗墙伸入心墙防渗体的连接形式一般有榫型、Y型、活塞式、廊道式等 4种，具体见图 2所

示。伸入部分可采用现浇立模方式形成，与老混凝土之间的冷缝要凿毛或制成键，且应设横向伸缩

缝，缝间设止水。无论何种连接方式均应避免出现较大的应力集中导致墙体可能破坏的情况出现。 

 

 

 

 

 

 

   （a）榫型接头            （b）Y型接头            （c）活塞式接头          （d）廊道式接头  

图 2   防渗墙与心墙防渗体的连接形式示意 

有的高坝工程河床基础的帷幕灌浆量比较大，为加快施工进度，节约工期，在防渗墙顶部专门设置

灌浆廊道，帷幕灌浆安排在灌浆廊道里与大坝同步施工。但是这种连接形式相对复杂，防渗墙的布

置和结构设计需综合考虑廊道外轮廓形状、廊道在心墙中的位置（即防渗墙墙顶伸入心墙内部的高

度）、廊道顶部高塑性粘土厚度及范围、防渗墙与廊道接头型式（刚性接头或软性接头）、墙体材料

等诸多因素。必要时，应采用土工离心模型试验和数值计算分析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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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有的高坝工程在河床设置廊道后，与岸坡廊道的连接出现问题，蓄水后坝河床基础

廊道在两岸扭曲及错动变形明显，进而出现渗漏。例如，瀑布沟心墙堆石坝当坝体填筑到一定高度

时，廊道环向结构缝出现了渗漏现象。监测发现，在此之前左、右岸环向缝部位的变形分别为 12.98mm、

8.24mm，超过了止水结构的容许变形值，止水结构局部撕裂，左、右两岸环向结构缝部位的渗水量

分别为 51L/s、13L／s。因此，设计时应预先采取以下措施：①在河床廊道与两岸山体灌浆廊道岸

坡连接处设环向结构缝，且止水结构应可靠；②通过灌浆、碾压等措施提高河床心墙下覆盖层承载

力，尽量减小心墙内廊道变位；③根据环向结构缝在土、水压力作用下易发生垂直和水平方向变形

的特点，合理布置 U 型止水结构；④环向结构缝预留二期混凝土，待廊道结构变形基本稳定后浇筑

二期混凝土；⑤廊道布置在平面上采用微拱向上游的折线布置形式。 

防渗墙与廊道连成一体，一般有 2 种做法，一种是刚性连接，另一种是软性连接。其中，刚性连接

即混凝土防渗墙直接插入廊道底座，软性连接即混凝土防渗墙与廊道底座之间留有一定的空隙，空

隙中充填一种具有防渗性能又能在一定的压力下自由流动的塑胶材料。刚性连接的缺点在于防渗墙

应力偏大，优点在于结构简单、造价低，软性连接的缺点在于结构复杂、防渗可靠性差、造价高。

加拿大马尼克 3号坝及中国瀑布沟心墙堆石坝均采用刚性连接方式。 

防渗墙与混凝土趾板或面板的连接方式一般有 3 种，分别为：①水平趾板连接型，即通过趾板、单

块或多块连接板与防渗墙水平连接；②垂直趾板连接型，即水平趾板直接坐落在防渗墙顶或通过重

力墙、连接梁坐落在防渗墙顶。无论何种连接方式，均要满足防渗墙与混凝土趾板或面板变形协调

的运行要求。 

土工膜防渗近年发展迅速，较多中低土石坝采用土工膜做为防渗心墙。坝基防渗墙与防渗心墙土工

膜连接形式见图 3所示。防渗墙与土工膜的连接，设计需采取可靠的措施，防止土工膜拉断。 

 

 

 

 

 

（a）埋入式                            （b）锚固式 

图 3   防渗墙与土心墙土工膜连接形式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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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防渗墙与下部帷幕的连接往往是防渗体系的薄弱环节，设计与施工均应引起重视。 

6.3.4  根据工程需要，防渗墙相邻部分采用其他防渗形式，如水泥帷幕灌浆或高喷灌浆。对于此类

情况，两种不同防渗形式必须连接可靠，防止形成集中渗漏通道。连接形式示意见图4所示。 

 

（a）搭接式                            （b）插入式 

图 4   防渗墙与其他防渗体的连接形式示意 

低水头条件下，防渗墙与混凝土建筑物连接时，可采取先预留槽孔后浇筑混凝土的方式进行连

接。高水头条件下，可加设止水带进行接头防渗。 

6.3.5  有的工程防渗墙嵌入完整基岩，有的工程防渗墙嵌入弱风化基岩，具体应根据工程防渗要求

结合地质条件综合确定，不能一概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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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挖填置换 

7.1  一般规定 

7.1.1～7.2.2阐明挖填置换处理的适用范围；对于规模较大、影响水工建筑物安全的岩土地基，应

进行专门的设计。 

7.1.3  阐明基础与其上部结构之间的相互关系，不宜单从基础处理方面来满足上部结构要求，应通

过研究论证，采取措施使上部结构与基础相互协调和适应。根据国内外岩土地基上水工建筑物基础

处理经验，提出处理后的基础应符合承载能力、抗滑稳定、变形稳定、抗渗性和抗冲耐磨等要求。 

7.2  断层破碎带与软弱结构面置换 

7.2.1～7.2.2  强调按断层破碎带组成物性质及其基础的强度和压缩变形的影响程度来决定处理方

式，如断层破碎带组成物主要为硬性构造岩，对基础的强度和压缩变形影响不大时，适当挖至较完

整岩石；若组成物以软弱的构造岩为主，对基础的强度和压缩变形有一定影响时，则挖除后用混凝

土塞加固；断层破碎带规模较大或交汇带，组成物主要为软弱或夹泥岩，对基础的强度和压缩变形

影响较大，应经专门研究后加以处理。目前国内普遍使用有限元法计算各种不同产状和组成物的断

层破碎带的强度和变形，找出最危险的部位，通过多种处理方案比较，提出最有效的方案。 

地基软弱构造采用局部开挖回填置换混凝土，并辅以固结灌浆处理，在近年来高坝坝基处理中

使用较为普遍。如李家峡对河床顺河向陡倾角断层采用断层塞与高压灌浆相结合的处理措施；二滩

对坝基出露的软弱岩体进行局部回填置换处理；乌东德对右坝肩顺层结构面采用置换洞与加密加深

固结灌浆相结合的处理措施等，都取得了成功的经验。 

对地基内影响较大的软弱构造，根据部位和处理目的的不同，有时也采用断层塞、防渗井、防

渗墙，传力洞（桩）、抗剪洞（桩）和置换墙等处理方式。在置换混凝土周围还要进行固结灌浆和接

触灌浆等。有时在混凝土塞表面或内部布置钢筋，体积较大的混凝土结构还必须布置冷却系统。 

7.2.3  对于缓倾角的断层破碎带或软弱夹层，通常组成不稳定岩体的主要滑动面，影响结构安全，

应把地基的补强加固，与防渗、排水、降压等措施结合起来处理。 

7.3  岩溶挖填置换 

7.3.1～7.3.5水工建筑物地基的岩溶处理，我国广西、湖南、云南、贵州、四川等省积累了许多经

验。归纳为铺（粘土铺盖或混凝土盖板护面）、堵（混凝土或浆砌石封堵洞穴）、截（混凝土截水墙）、

灌（帷幕灌浆或加强固结灌浆）、导（排）等项措施。不同水工建筑物，地基岩溶埋深、规模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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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处理方法也各有不同，可根据条件选用适当措施处理。地基岩溶灌浆材料种类也较多，可视情况

选用纯水泥浆、水泥砂浆、水泥粘土浆、水泥粉煤灰浆等，必要时可通过大口径钻孔灌注高流态细

骨料混凝土等。对规模较大的溶洞溶槽应视其对建筑物的影响和危害进行分析研究后提出专项处理

设计。如乌东德对右坝肩抗力体发育的大型 K25岩溶斜井采取“上部封闭、中部拦挡、下部置换”的

处理方案、构皮滩对 W24岩溶系统采取置换回填、灌浆加固和深层锚固相结合处理措施等，均取得了

较好的效果。 

7.4  特殊土挖填置换 

7.4.1  对于地震作用下可能发生液化的砂土，挖填置换成好土是一种最彻底的方法。但对于大面积

的水工建筑物，当液化土层难以挖除或者挖除不经济时，不宜采用挖填置换。 

对于浅层软弱地基，挖填置换是一种适用的工程措施。当在建筑范围内上层软弱土较薄时，则可采

用全部置换处理。对于较深厚的软弱土层，当仅用垫层局部置换上层软弱土层时，下卧软弱土层在

荷载作用下的长期变形依然很大。例如，对较深厚的淤泥或淤泥质土类软弱地基，采用垫层仅置换

上层软土后，通常可提高持力层的承载力，但不能解决由于深层土质软弱而造成地基变形量大对上

部建筑物产生的有害影响。 

在我国黄河流域及北方区域，广泛分布着黄土和黄土状土，特别是黄河中游的黄土高原区，是我国

黄土分布的重心地带。挖填置换是消除黄土地基部分湿陷性最常用的地基方法，一般可消除 1m—3m

深度内黄土的湿陷性，同时垫层（如灰土垫层）可作为地基的防水层，以减少垫层下天然黄土层的

浸水概率，垫层的厚度和宽度可参照现行国家标准 GB 50025确定。 

在我国黄河流域以南地区，不同程度地分布着膨胀土。膨胀土的粘粒成分主要由强亲水性物质组成，

均具有吸水膨胀、失水收缩、反复胀缩变形的特点。这种特点对修建在膨胀土地基上的建筑物危害

较大，因此必须在满足建筑物布置和稳定安全要求的前提下，采取可靠的措施。换填无膨胀性土料

垫层的方法主要适用于较强膨胀性土层露出较浅，或建筑物（如泵站）在使用中对地基不均匀沉降

有严格要求的情况。换填的无膨胀性土料主要包括非膨胀性的黏性土、砂、碎石、灰土等，这对含

水量及孔隙比较高的膨胀土地基是有效的工程措施。 

对于盐渍土地基，挖填置换适用于地下水埋置较深的浅层盐渍土地基和不均匀盐渍土地基。对于溶

陷性较高，但层厚不大的盐渍土采用换填法消除其溶陷性是较为可靠的，即把基础下一定深度范围

的盐渍土挖除，如盐渍土层较薄，可全部挖除，然后回填不含盐的砂石、灰土，分层压实。作为建

筑物基础的持力层，可部分消除或完全消除盐渍土的溶陷性，减小地基的变形，提高地基的承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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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7.4.2 挖填置换垫层的设计不但要满足水工建筑物对地基稳定、变形和渗流的要求，而且要做到经

济合理，因此换土垫层法设计主要内容包括换填材料、计算垫层的厚度和宽度、确定垫层的密实度

要求、核算垫层及垫层下地基的稳定性、以及复核地基沉降量等。同时部分水工建筑物（如水工挡

土墙）有防渗的要求，采用砂垫层、碎石垫层作为换填材料时，应优先采用垂直防渗体以保证渗流

安全。 

7.4.3 挖填置换特殊土层的厚度不宜大于 3m，置换厚度太大，施工土方量大、弃土多，使处理费用

增高，工期延长，对环境的影响较大。 

7.4.5  换填无膨胀性土料垫层厚度可依据当地大气影响急剧层的厚度，或通过胀缩变形计算确定，

可采用 2m—3m。 

7.4.6  挖填置换法可用的垫层材料较多，如砂石垫层、灰土垫层、粉煤灰垫层、矿渣垫层及其它性

能稳定、无侵蚀性的材料，都可以用作换土垫层。 

砂石垫层材料宜选用碎石、卵石、角砾、圆砾、粗砂、中砂或石屑，并应级配良好。当使用粉细砂

或石粉时，应掺入不少于总质量 30%的碎石或卵石。砂石的最大粒径不宜大于 50mm。对于湿陷性黄

土或膨胀土地基，不宜采用砂石材料，主要是避免水分浸入。粉质粘土垫层材料的有机质含量不得

大于 5%。灰土垫层材料的体积配合比宜为 2:8 或者 3:7，石灰宜选用新鲜的消石灰，其最大粒径不

得大于 5mm。土料宜选用粉质粘土，不宜使用块状黏土。粉煤灰垫层材料应满足相关标准对腐蚀性

和放射性的要求。矿渣材料宜选用分级矿渣、混合矿渣及原状矿渣等高炉重矿渣。 

根据水工建筑物不同的使用条件垫层材料应有所限制。如对于底板处于水下的挡土墙，就不宜采用

灰土垫层；当水体或垫层以下的土层有侵蚀性时，垫层材料还需保证其强度和耐久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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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强夯与强夯置换 

8.1  一般规定 

8.1.1 强夯法是反复将夯锤（质量一般为 10t～40t，目前国内最大的 75t）提到一定高度使其自由落

下(落距一般为 10m～30m)，给地基以冲击和振动能量，从而提高地基的承载力并降低其压缩性，改

善地基性能。强夯法可以使地基土的渗透性、压缩性降低，密实度、承载力、稳定性得到提高，湿

陷性和液化可能性得以消除。实践证明，采用这种方法加固后的地基土干密度可达 16kN/m
3，压缩

模量可提高 2 倍以上，承载力可提高 1 倍以上。工程实践同样表明，强夯法对于防止土层可能发生

“液化”具有良好效果。但是，如地基有防渗要求时，还应配合采用板桩或连续墙围封等措施。在

我国黄河流域及北方地区，广泛分布着黄土，特别是黄河中游的黄土高原区，是我国黄土分布的重

心地带。黄土在一定的压力作用下受水浸湿，土的结构迅速破坏而产生显著附加下沉，成为湿陷性

黄土。湿陷性黄土可分为自重湿陷性黄土和非自重湿陷性黄土。强夯法处理湿陷性黄土层的厚度一

般为 3-12m，当黄土的饱和度大于 60%时，则不宜采用。强夯法经济高效，节能环保，适用土类广。

我国自 20 世纪 70 年代引进此法后，迅速在全国推广应用。强夯法可用于碾压式土石坝坝基、水闸

地基、泵站地基、堤防地基、水工挡土墙地基的处理，在渠道地基中也得到了部分应用。 

8.1.2强夯置换法是采用在夯坑内回填块石、碎石等粗颗粒材料，用夯锤连续夯击形成密实置换墩，

适用于土层厚度较小、地层较均匀，基础形式为独立基础、条形基础，承载力不大于 160kPa 的地基，

强夯置换法在坝基处理中得到了部分应用。 

8.1.3 强夯过程中，在夯锤落地瞬间，部分动能转换为冲击波，从而引起地表震动。这种震动的强

度过大时，会引起地基和周围建筑物的损伤和破坏，并产生振动和噪音等问题。在采用强夯法加固

地基时，应采取一定的隔振措施(如挖掘隔振沟、钻设隔振孔等)，以消除或减轻振动危害。由于软粘

土在强夯过程中容易造成剪切破坏且难以恢复，因此在有效夯实深度范围内，如夹有软粘土层，应

尽可能采用其他地基加固方法。目前，国内强夯工程的夯击能已达到 18000kN·m，但还没有一套成

熟的设计计算方法。因此规定在强夯（强夯置换）前，宜通过现场试验确定其适用性和处理效果。 

8.1.4 当场地地下水位高时，强夯施工可能产生夯坑积水，地基局部液化、橡皮土等现象，影响夯

实效果。因此应先结合降水等措施进行处理，目前多采用井点降水等措施先降低地下水位，然后再

进行强夯。 

8.2  强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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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8.2.9 强夯设计包括夯击范围、有效加固深度、夯点布置及间距、单击夯击能、单点夯击数、

夯击遍数、前后两遍夯击间歇时间等内容。 

8.2.1 由于基础的应力扩散作用和抗震设防需要，强夯处理范围应该大于水工建筑物基础范围。水

工挡土墙设计规范（SL 379）规定强夯处理地基的范围应大于挡土墙基底范围，每边应超出挡土墙

基底外缘的宽度为设计要求处理深度的 1/3—1/2，且不应小于 3m。港口工程地基规范（JTS 147-1-2010）

规定强夯处理范围应大于建筑物基础范围，每边超出基础外缘的宽度宜为设计处理深度的1/2—2/3，

且不宜小于 3m。对于水工建筑物，本条规定每边超出基础外缘的宽度宜为基底下设计处理深度的

1/2—2/3，并不宜小于 3m。 

实验和理论分析结果表明，液化往往最先发生在基础下外侧的地方。因此针对可液化地基，强

夯处理范围应参考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 的规定，扩大范围应超过基础底面处理

深的 1/2，同时不小于 5m。 

对湿陷性黄土地基，强夯处理范围还应符合《湿陷性黄土地区建筑规范》GB 50025 中平面处理

范围的有关规定，主要目的是改善地基的应力扩散，增强地基的稳定性，防止地基受水浸湿产生侧

向挤出。 

8.2.2 强夯的有效加固深度既是反映强夯地基处理效果的重要参数，又是选择强夯处理方案的重要

依据。在强夯法中，有效加固深度不仅是水工建筑物结构设计的依据，而且对强夯能级的确定、夯

点布设、加固均匀性等参数起着决定作用。实际影响强夯有效加固深度的因素很多，除了夯锤质量

和落距，还包括地基土性质、不同土层厚度及分布、地下水位埋藏深度等，目前尚无一套成熟的理

论计算方法。强夯的有效加固深度采用以下两种方法确定： 

1 现场试夯或地区经验； 

2 在缺少试验资料或地区经验时，可进行预估。本条采用经验公式（8.2.2）来估算强夯有效加固深

度。公式（8.2.2）中经验系数 da 的取值，目前不同的规范、技术规程有部分差异。本条参考强夯地

基处理技术规程 CECS 279-2010，对于可液化砂土地基，经验系数 da 可取 0.4-0.5；对于黏性土地基，

经验系数 da 可取 0.35-0.45；对于湿陷性黄土地基，经验系数 da 可取 0.35-0.50。式（8.2.2）仅适用

于单击夯击能小于 8000kN.m 的情况，对于单击夯击能超过 8000kN.m 的有效加固深度应通过试验确

定。 

8.2.3 夯击点布置是否合理与夯实效果有直接的关系。夯击点位置可根据基础平面形状进行布置，

采用等边三角形、正方形、等腰三角形进行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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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4 夯点间距的确定，一般应根据地基土性质和处理深度确定。当要求处理深度较大时，第一遍

的夯点间距不宜过小，以免夯击时在浅层形成密实层而影响夯击能向深层传递。此外，如果夯点的

距离太小，容易造成夯锤歪斜或倾倒而影响夯实效果。第一遍夯击点间距可取夯锤直径的（2.5-3.5）

倍。夯击能大时，夯点间距取大值；夯击能小时，夯点间距取小值。 

8.2.5 强夯过程中一部分能量用于夯实土体，使其产生垂直变形，另一部分则使土体产生横向压缩

和挤出，当夯沉量小到趋于稳定值时，说明此时大部分能量不能起到压实土体的作用，此时对应的

夯击次数为最佳夯击次数。对于不同地基，单点的夯击次数是强夯设计的一个重要参数，应通过现

场试夯确定，根据现场试夯得到的夯击次数和有效夯沉量关系曲线确定。最后两击的平均有效夯沉

量是强夯设计质量控制的重要指标，它反映了强夯处理后地基的质量，不应大于本条的有关规定。

同时夯坑周围地面不应发生过大的隆起，夯坑周围隆起量太大说明夯击效率低，夯击次数要降低。 

8.2.6 夯点的夯击遍数与地基土性质密切相关。粗颗粒土的地基，夯击遍数可少一些；细颗粒土的

地基，夯击遍数可多一些。对于大多数工程可以采用点夯 2-4 遍，最后以低能量满夯 2 遍，能够取

得较好的夯击效果。同时表层地基是水工建筑物基础的主要持力层，因此采用满夯后，可采用轻锤

或低落距锤多次夯击、锤印搭接等措施。 

8.2.7 对于渗透性好的粗粒土，可以连续夯击。对于渗透性差的细颗粒土，夯击后土体内会产生超

孔隙水压力，因此两遍夯击应有一定的时间间隔，有利于孔隙水压力消散。土中超静孔隙水压力的

消散速率和土类别、夯点间距，夯击能等因素相关。有条件时可在试夯前埋设孔隙水压力传感器，

根据孔压消散时间确定两遍夯击之间的间隔时间。当缺少实测资料时，对于渗透性较差的粉土和粉

质粘土，两遍夯击之间的间隔时间宜不少于 2-3周。 

8.2.8  本条地基的承载力“容许值”等同于建筑地基处理技术规范（JGJ 79-2012）中承载力“特

征值”的概念，它是指由现场静载荷荷载试验测定的地基土压力变形曲线线性变形段内规定的变形

所对应的压力值。强夯地基载荷试验的承压板面积应按强夯处理深度确定。 

8.2.9 强夯地基变形计算应参考 GB 50007-2011《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5.3.5条的规定采用分层

总和法计算，其中强夯后地基土层的压缩模量会大幅提高，应通过室内试验或者原位测试确定。 

8.3  强夯置换 

8.3.2 如果置换墩底部仍存在软弱土，在较高的竖向应力作用下会产生较大的下沉。因此对黏性土

等软弱土层，强夯置换墩应穿透软土层；对于深厚的饱和粉土、粉砂，强夯置换墩可不穿透该层。

根据现有的强夯置换试验资料，置换墩长度如表 6 所示，一般小于 7m。 

 



 

85 

 

表 6     强夯置换墩长度 

夯击能（kN.m） 置换墩长度（m） 

3000 3—4 

6000 5—6 

8000 6—7 

8.3.3 强夯置换夯击点位置可根据基础平面形状进行布置，可采用等边三角形、正方形、等腰三角

形进行布点。 

8.3.6 强夯置换处理时，地面不可避免会抬高，特别是在饱和黏性土中，隆起的体积可达填入体积

的大半，因此强夯时要仔细记录，做出合理的估计。 

8.3.7 强夯置换墩材料应选用质地坚硬、性能稳定、无腐蚀性和放射性危害的粗颗粒材料。强夯置

换墩材料级配不良或块石过多过大时，均容易在墩中形成大的孔隙，在后续墩施工过程中使得墩间

土挤入孔隙，因此本条规定了置换墩材料中大于 300mm 的块石总量不超过填料总重的 30%。 

8.3. 8 对于砂土、碎石土、粉土地基，强夯置换后的地基承载力宜考虑桩间土的贡献，按照复合地

基进行设计，采用单墩复合地基静载试验确定其承载力容许值；对于粘土地基，不考虑桩间土的贡

献，采用单墩静载试验确定地基承载力容许值。 

8.4  强夯试验 

8.4.1 强夯及强夯置换试验的目的是确定工程采用的各项强夯参数。根据初步确定的强夯参数，提

出试验方案，进行现场试夯。应根据不同土质条件，待试夯结束一周至数周后，对试夯场地进行检

测，并与夯前测试数据进行对比。若不符合使用要求，则应改变设计参数；在进行试夯时也可采用

不同设计参数的方案进行比较，择优选用。在确定各项强夯参数后，还应根据试夯所测得的夯沉量，

夯坑回填方式、夯前夯后场地标高变化，结合水工建筑物基础埋深，确定起夯标高。夯前场地标高

宜高出基础底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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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排水预压固结 

9.1  一般规定 

9.1.1 排水预压固结处理的目的是降低地基土体的含水量，降低其压缩性，提高地基承载力。对于

在持续荷载作用下体积会发生很大压缩，强度明显增长的土体，排水预压固结方法特别适用。排水

固结法对处理泥炭土、有机质土和其他次固结变形大的土类效果较差。排水预压固结方法可用于碾

压式土石坝、堤防、海堤工程、水闸等水工建筑物的软弱地基处理。 

9.1.2 排水预压固结方法分为堆载预压、真空预压和真空堆载联合预压。真空预压适用于处理黏性

土为主的软弱土地基。当设计预压荷载大于 80kPa，且进行真空预压不能满足设计要求时，可采用

真空和堆载联合预压。 

预压地基设计需要的基本资料包括：场地使用要求、工期要求、场地的详细地质资料、土层分

布、透水层位置、地下水类型及补给、土层先期固结应力、孔隙比与固结压力关系、渗透系数、固

结系数、三轴试验抗剪强度指标等。固结系数可通过室内固结实验确定或已有沉降资料推算。对水

平向和垂向渗透性相差较大的土层，宜分别测定水平向和垂直向固结系数。 

预压地基处理设计应包括下列内容：确定预压区范围；选择排水材料，根据水工建筑物（堤防、

海堤、土石坝、水闸等）的类型、地质、工期等条件等条件确定断面尺寸、排水体间距、排列方式

和深度；根据工期、设计断面等条件确定荷载分级、加载速率、预压时间、间歇时间。计算地基土

的固结度，采用固结度计算结果确定强度增长和工后沉降，并采用强度增长后的参数进行整体稳定

性验算。根据沉降和整体稳定性计算结果调整排水体的间距、排列方式、深度及加载过程，使排水

预压设计安全经济。 

9.1.3 重要工程，应预先选择代表性地段进行预压试验，通过试验区获得的竖向变形与时间关系曲

线推算土的固结系数。根据变形与时间曲线可推算出预压荷载下地基的最终变形、预压阶段不同时

间的固结度等，为卸载时间的确定、预压效果的评价提供依据。 

9.1.4 加固区边线与周边建筑物、地下管线等距离较小时，在预压过程中，可能会影响周边建筑物，

损坏地下管线，因此应采取相应保护措施，如隔离、挖沟等。 

9.1.5 预压地基一般应设置水平和竖向排水系统。竖向排水系统包括塑料排水板、袋装砂井、普通

砂井。水平排水系统包括排水垫层、土工织物软体排等，其中砂垫层是最常用的水平排水系统，根

据表层土质软弱程度，砂垫层厚度宜在 500-1500mm 范围内选用。砂垫层宜采用中粗砂，含泥量不

大于 5%，渗透系数宜大于 1×10
-2

cm/s，砂垫层的干密度应大于 1.5g/cm
3。当工程所在地砂源不足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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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采用无砂垫层直排式真空预压方法。 

当软土层厚度不大或者软土层含较多薄粉砂夹层，且固结速率能满足工期要求时，可不设置竖

向排水体。对深厚软土地基，应设置竖向排水体。 

9.2  堆载预压 

9.2.1 为保证水工建筑物地基承载力和侧向稳定性，预压荷载的范围应大于基础外缘的范围。海堤

设计中预压荷载的范围以满足稳定和沉降要求为原则，一般布置在堤身下方荷载较大区域，应避免

由于不同排水条件可能发生的不均匀沉降，同时还应满足内坡防渗要求。 

9.2.2  塑料排水板的当量换算直径 dp，现有规范、参考资料都提供了不同的建议值。海堤工程设计

规范（SL 435-2008）附录 N 规定塑料排水带的当量换算直径 dp应根据其尺寸考虑 0.75 的换算系数。

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的研究成果表明，计算塑料排水带的当量换算直径 dp 宜考虑 0.85-0.9 的换算系

数，但至今还没有结论性的研究成果。公式(9.2.2)是学者 Hansbo 提出的，国内工程上也普遍采用，

故在规范中推荐使用。普通砂井和袋装砂井的直径是根据现有工程实践经验确定。 

9.2.3 排水体的有效排水直径 de 的选择，应根据地基土的固结特性，预定时间内所要求达到的固结

度以及施工影响等通过计算分析确定。根据工程经验并参考海堤工程设计规范（SL 435-2008），普

通砂井的井径比取 6～8，塑料排水带或袋装砂井的井径比取 15～22，能取得良好的处理效果。 

9.2.4 排水体间距和排水体等效影响圆直径的转换关系，根据面积相等的原则换算。 

9.2.5 排水体的深度，应根据水工建筑物对地基的稳定性、变形要求和工期确定。堤防、海堤、土

石坝堤基一般以抗滑稳定（整体稳定）控制，在稳定计算中，最危险滑动面的确定可能存在一定偏

差，因此要求排水体深度应大于最危险滑动面以下 2.0m。以变形控制的地基，排水体宜穿透受压土

层，并根据限定时间内完成的变形量确定。对受压土层深厚，排水体很长的情况，考虑井阻影响后，

土层固结度减小，可考虑采用高性能塑料排水板。 

9.2.6 超载预压可以减少工期，减少工后沉降。超载预压时应保证预压荷载下受压土层各点的有效

竖向应力大于水工建筑物引起的相应点的附加应力。 

9.2.7 对堆载预压工程，预压荷载如一次性施加可能会引起整体稳定破坏，因此荷载应分级施加，

加载速率应与地基土的强度增长相适应。加载各阶段均应进行整体稳定验算，其中地基土的强度及

强度增长值根据公式（9.2.11）计算，以保证每级荷载下地基的整体稳定性。 

9.2.8 变形控制的地基，堆载预压时间根据预压要求完成的变形量和平均固结度确定。在预压期间，

应及时整理地基沉降与时间的关系曲线，可采用三点法或者双曲线法推算地基的最终竖向变形、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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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间的固结度，为确定卸载时间提供依据。承载力或抗滑稳定控制的地基，堆载预压时间根据预

压地基强度增长计算结果确定。 

9.2.9  排水体采用挤土方式施工时，由于施工对周围土扰动而使土的渗透系数降低进而影响土层的

固结速率，此即为涂抹影响。涂抹对土层固结速率的影响大小取决于涂抹区直径 d、涂抹区土的水

平向渗透系数 ks 与天然土层水平渗透系数 kh的比值。而井阻大小取决于竖井深度、竖井纵向通水量

qw 与天然土层水平向渗透系数 kh的比值，因此本条参考海堤工程设计规范（SL 435-2008）给出的

地基固结度计算公式考虑了井阻效应和涂抹效应。对逐渐加载条件下竖井地基平均固结度的计算，

采用改进的高木俊介法，该公式适用于多种排水条件，可应用于考虑井阻效应、涂抹效应的地基径

向固结度计算。 

常用的塑料排水板型号及性能指标，可根据表 7选用。 

表 7     常用塑料排水板型号及性能指标表 

项目 A型 B型 C型 D型 条件 

打设深度（m） ≤15 ≤25 ≤35 ≤50  

纵向通水量(cm3/s) ≥15 ≥25 ≥40 ≥55 侧压力 350kPa 

滤膜渗透系数（cm/s） ≥5×10
-4
 试样在水中浸泡 24h 

滤膜等效孔径（mm） 0.05-0.12 以 O95计 

塑料排水板抗拉强度（kN/10cm） ≥1.0 ≥1.3 ≥1.5 ≥1.8 延伸率 10%时 

滤膜抗拉强度（N/cm） 

干 ≥15 ≥25 ≥30 ≥37 延伸率 10%时 

湿 ≥10 ≥20 ≥25 ≥32 延伸率 15%时，试件在水中浸泡 24h 

排水板的纵向通水量是工程关心而又很复杂的问题，它与排水带实际工作状态有关。南京水利

科学研究院的研究结果表明：根据现有规程（SL235—2012）测试得到普通排水板和高性能排水板的

通水量分别为 38.2cm
3
/s 和 90.9cm

3
/s；在排水预压固结后土体中（包裹作用下）普通排水板和高性

能排水板的通水量分别 11cm
3
/s 和 156cm

3
/s。土体包裹状态下排水板的通水量更能反映排水板的实

际通水能力，设计时宜考虑排水板的实际工作状态。 

9.2.10  预压荷载作用下地基的变形包括瞬时变形、主固结变形和次固结变形。次固结变形大小和

土的性质有关。一般土层的次固结变形不大，如果忽略次固结变形，则受压土层的总变形由瞬时变

形和主固结变形两部分组成。经验系数 考虑了瞬时变形和其他影响因素，根据工程实例推算，取

1.1-1.4。 

9.2.11  对正常固结饱和黏性土，本条所采用的强度计算公式已在工程上得到广泛应用。该法模拟

了压应力作用下土体排水固结引起的强度增长。它可直接用十字板剪切试验结果来检验计算值的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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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性，其中τ f0 为地基土的天然抗剪强度，由计算点土的原位十字板剪切试验测定。 

9.3  真空预压 

9.3.1 真空预压效果与预压区面积大小及长宽比等有关。真空预压加固区边缘的处理效果一般不如

中部，因此一般预压区应大于建筑物基础轮廓线，每边超出量不得小于 3.0m。 

9.3.3 真空预压的效果和膜下真空度大小密切相关，真空度越大，预压效果越好。如真空度不高，

处理效果将受到影响。根据国内很多工程实例，真空预压膜内真空度一般都能达到 80kPa 以上。当

地基土含水量高（大于液限）时，一次性抽真空至最大压力，会引起土颗粒的径向流动，在排水板

周围形成“土柱”。因此宜采用分级抽真空至最大压力的加载方式，可减小抽真空初期土颗粒的径

向流动，更有利于处理土层的强度增长。 

9.3.4 由于不同的排水预压工程对地基加固有不同的处理要求，固结度要求不同，因此只要砂井深

度范围内土层的平均固结度满足设计要求即可进行卸载。地基的平均固结度宜达到 90%以上。 

9.3.5 对于真空预压工程，抽真空过程中将产生内向的有效应力，进而产生内向的深层水平位移。

考虑到其对变形的减少作用，经验系数 应该适当减小，取 1.0-1.3。 

9.3.6 对于真空预压工程，当表层存在良好的透气层或在处理范围内有充足水源补给的透水层时，

真空预压效率会大幅降低或失效，因此可采用水泥搅拌桩密封墙作为隔水密封措施。 

9.4  真空和堆载联合预压 

9.4.1 真空和堆载联合预压加固效果可以叠加，符合有效应力原理，并经工程实践验证。真空预压

是逐渐降低土体的孔隙水压力，不增加总应力条件下增加土体有效应力；而堆载预压是增加土体总

应力和孔隙水压力，并随孔隙水压力的消散而使有效应力增加。当采用真空-堆载联合预压时，既可

以降低孔隙水压力，又通过堆载增加总应力。开始阶段抽真空可以使得土中孔隙水压力降低，有效

应力增大，经 7d～10d 在土体保持稳定的情况下堆载，使土体产生正孔隙水压力，并与抽真空产生

的负孔隙水压力叠加，转化的有效应力为消散的正、负孔隙水压力绝对值之和。 

9.4.4 真空联合堆载预压工程中堆载分级施加时，应待前期堆载下地基土的强度增长满足下一级荷

载下地基的整体稳定性要求时，方可加载。 

9.4.5 目前真空联合堆载预压工程，经验系数 的资料统计仍有限，仍根据真空预压的经验系数进

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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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复合地基 

10.1  一般规定 

10.1.1～10.1.4  水工建筑物复合地基设计所需基本资料包括：场地岩土工程勘察报告、钻孔剖面

图、土层物理力学性质指标、工程等级、基础形式、建筑物荷载、抗震设防烈度、复合地基承载力、

变形量及抗剪强度指标等。 

10.1.1 碎石桩、砂桩和砂石混合料桩总称为砂石挤密桩，是采用振冲、沉管等方式在地基中成孔，

再将填料（一般为碎石、中粗砂）挤压入已成的孔中，形成大直径的密实桩体。砂石挤密桩主要依

靠成桩过程中桩周土的密度增大，使地基承载能力提高，压缩性降低，所形成的桩体具有良好的透

水性，振冲过程中的预振效应可增强砂土地基的抗液化能力。因此，砂石挤密桩适用于一切可挤密

的地基，如松散的砂土地基、粉土地基、黏土、黄土与填土地基等。对于太软弱的土体不足以约束

填料而形成桩体，加固该类地基需慎用，一般认为软土不排水抗剪强度小于 20kPa 时，处理效果不

显著；软土不排水抗剪强度小于 10kPa 时，不宜采用。国内外的工程实践表明，不管是采用振冲法、

沉管法，砂石挤密桩法处理砂土及填土地基效果都比较显著。国内外认为当处理黏粒(小于 0.074mm

的细颗粒)含量小于 10%的砂土、粉土地基时，挤密效果显著。因此，在采用砂石挤桩法处理黏粒含

量较高的砂性土地基时，应通过现场试验确定其适用性。砂石桩处理可液化地基的有效性也已被国

内不少实际地震和试验成果所证实。砂石挤密桩已在碾压式土石坝坝基、水闸、泵站、堤防、水工

挡土墙地基处理中得到广泛应用，但砂石挤密桩处理后地基的均匀性和防止渗透变形的条件较差，

如有严格防渗要求，还需结合其它处理措施 

10.1.2  土和灰土挤密桩多用于不涉水的水工建筑物（如泵站）的地基处理。土和灰土挤密桩有置

换和挤密作用。用素土或灰土分层夯实的桩体，形成增强体，与挤密的桩间土一起形成复合地基，

共同承受上部荷载。当以消除地基土的湿陷性为主要目的时，桩孔填料可选用素土；当以提高地基

土的承载力为主要目的时，桩孔填料可选用灰土。土挤密桩桩孔内土料选用粉质黏土时，有机质含

量不应超过 5%，且不得含有冻土，渣土垃圾粒径不应超过 15mm。桩孔内的灰土填料，其消石灰与

土的体积配比，宜为 2:8 或 3:7。石灰可选用新鲜的消石灰或生石灰粉，粒径不应大于 5mm。消石

灰的质量应合格，有效 CaO+MgO 含量不应低于 60%。土和灰土挤密桩处理地基厚度一般为 5~15m，

由于成孔设备的限制，土和灰土挤密桩的桩长一般小于 15m，因此本条规定可处理地基的厚度小于

15m。当地基土的含水量大于 24%、饱和度大于 65%时，在成孔和拔管过程中，桩孔及其周边土容

易缩颈和隆起，挤密效果差，不宜采用此方法。对重要工程或在缺乏经验的地区，施工前应按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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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在有代表性的地段进行现场试验。 

在我国黄河流域及北方地区，广泛分布着黄土，特别是黄河中游的黄土高原区，是我国黄土分

布的重心地带。土和灰土挤密桩复合地基在黄土地区广泛采用。 

10.1.3  水泥土搅拌法是利用水泥等材料作为固化剂通过特制的搅拌机械，就地将软土和固化剂(浆

液或粉体)强制搅拌，使软土硬结成具有整体性、水稳性和一定强度的水泥加固土，从而提高地基土

强度和增大变形模量。根据固化剂掺入状态的不同，可分为浆液搅拌和粉体喷射搅拌两种。前者是

用浆液和地基土搅拌，后者是用粉体和地基土搅拌。水泥固化剂一般适用于淤泥与淤泥质土、黏性

土、粉土、饱和黄土、粉砂以及中粗砂(当加固粗粒土时，应注意有无明显的流动地下水)等地基加固。

当黏土的塑性指数大于 25 时，容易在搅拌头叶片上形成泥团，无法完成水泥土的拌和。对于泥炭土、

有机质含量大于 5%或 pH 值小于 4 的酸性土，水泥在上述土层可能不凝固或发生后期崩解，因此，

必须充分论证其适用性。水泥搅拌桩可用于海堤、堤防工程的软弱地基处理。 

10.1.4  高压喷射注浆法创始于日本，它是在化学注浆法的基础上，采用高压水射流切割技术而发

展起来的。它彻底改变了化学注浆法的浆液配方工艺措施的传统做法，以水泥为主要原料，加固土

体的质量高，可靠性好，可增加地基强度，提高地基承载力，止水防渗，减少支挡物土压力。20世

纪70年代初我国开始应用该技术于水利建设。由于旋喷注浆使用的压力大，因而喷射流的能量大、

流速快。当它连续和集中的作用在土体上，喷射压应力便在很小的区域内产生效应，对粒径很小的

细粒土到粒径较大的卵石、碎石土，均有很大的冲击和扰动作用，使注入的浆液和土拌和凝固为新

的固结体。实践表明，该法对淤泥、淤泥质土、流塑或软塑黏性土、粉土、砂土、黄土和碎石土等

地基都有良好的处理效果。但对于硬黏性土、含有较多块石、卵石或漂石的地基，因喷射流可能受

到阻挡或削弱，冲击破碎力显著下降，进而影响处理效果。对于含有较多有机质的土层，其处理效

果取决于固结体的化学稳定性。鉴于上述几种土的组成复杂，差异悬殊，旋喷桩处理的效果差别较

大，因此应根据现场试验确定其适用程度。高压喷射有旋喷（固结体为圆柱状）、定喷（固结体为

壁状）、摆喷（固结体为扇状）等3种基本形状，其中又可以分为单管法、双管法、三管法： 

1 单管法：喷射高压水泥浆液一种介质； 

2双管法：喷射高压水泥浆液和压缩空气二种介质； 

3 三管法：喷射高压水流、压缩空气及水泥浆液等三种介质； 

由于上述3种喷射流的结构和喷射的介质不同，有效处理长度也不同，以三管法最长，双管法次

之，单管法最短。实践表明，旋喷桩可采用单管法、双管法和三管法中的任何一种。 

10.2  砂石挤密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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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 对于一般的水工建筑物基础，考虑到基底压力会向基础范围外的地基中扩散，而且基础外围

的 1-3 排桩挤密效果较差，因此本条规定砂石挤密桩处理范围要超出基础外缘 1-3 排桩距，天然地

基承载力小于 100kPa 时，基础外缘设置 2-3 排桩；天然地基承载力大于 100kPa 时，基础外缘设置 1

排桩。对于可液化地基，参照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 以及行业标准《水电工程水

工建筑物抗震设计规范》NB35047 的有关规定，同时结合国外砂石挤密桩地基经过地震考验的结果，

基础外缘需处理的宽度每边不宜小于处理深度的 1/2，且不应小于 5m。 

对于土石坝及堤坝地基加固工程，应按照相应的变形和整体稳定要求，通过计算确定砂石挤密

桩地基处理范围。 

10.2.2  砂石挤密桩的长度，应根据工程要求、场地条件、地基稳定、沉降验算等确定。当松散或

软弱地基厚度不大时，宜穿透软弱土层。对于稳定性控制的工程，由于滑动面位置不易准确判定，

桩长应超过计算的最危险滑动面以下 2.0m。对可液化地基，为保证处理效果，桩长宜穿透可液化层，

如可液化层过深，则应按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 有关规定确定。砂石挤密桩单桩

竖向抗压载荷试验表明，砂石桩体在受荷过程中，在桩顶以下 4 倍桩径范围内的碎石体将发生侧向

膨胀，其设计深度应大于 4 倍桩径。砂石挤密桩的桩径一般为 300mm-1200mm，因此本条规定砂石

挤密桩桩身长度不宜小于 4m，同时桩长太短也不经济。 

10.2.3  砂石挤密桩的平面布置多采用等边三角形或者正方形。对于可挤密地基，因靠挤密桩周土

来提高密度，所以采用等边三角形、正方形的布置能够使地基挤密更加均匀。考虑到基础形式和上

部结构荷载特征，挤密桩的平面布置也可以采用矩形或等腰三角形。 

10.2.4 砂石挤密桩直径取决于地基土质条件、施工方法、设备、桩管大小。采用振冲法施工的砂石

挤密桩直径宜为 300mm-1200mm，与振冲器的功率、地基土条件有关，一般振冲器功率大、地基土

松散时，成桩直径大；其中振冲碎石桩桩径宜为 700mm-1200mm，振冲砂桩桩径宜为 300mm- 600mm。

采用沉管法施工的砂石挤密桩直径与桩管的大小和地基条件有关，目前使用的桩管直径一般为

300mm-800mm。 

10.2.5  对采用振冲法成孔的砂石挤密桩，桩间距宜根据上部结构荷载并结合采用的振冲器功率确

定。本条给出的桩距参考范围，最小桩间距以不串桩为原则。串桩是指已经制成桩的填料进入正在

施工的振冲孔中，造成原桩体的破坏。串桩与桩间距、地基土类别有关，在中粗砂、黏性土层中串

桩较少，在粉细砂土层中易发生串桩现象。本条规定的最小桩距限值适用于以黏性土和中粗砂为主

的土层。本条给出了振冲器功率为 30kW 和 75kW 的桩距范围；采用其他型号振冲器时，布桩间距

宜按照现场试验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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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采用沉管法成孔的砂石挤密桩，合理的桩间距与地层土质条件、挤密后要求达到的孔隙比密

切相关。当合理的桩距和桩的排列布置确定后，一根桩所承担的处理范围即可确定。据此，如果假

定地层挤密是均匀的，同时挤密前后土的固体颗粒体积不变，即可推导出本条所列的桩距计算公式

（10.2.5-1）和（10.2.5-2）。对粉土和砂土地基，本条公式的推导是假设地面在施工前和施工后标高

没有变化。实际上，很多工程都采用振动沉管法施工，施工时对地基有振密和挤密双重作用，而且

地面下沉。因此，当采用振动沉管法时，桩距可适当增大，修正系数建议取 1.1-1.2。 

10.2.6  砂石挤密桩复合地基中桩间土经振密、挤密后，其承载力提高较大，因此计算公式中的桩

间土地基承载力应采用处理后桩间土承载力容许值，处理后桩间土的承载力容许值可按地区经验确

定。如无经验时，对于黏性土地基，可取天然地基承载力特征值；对于松散的砂土、粉土地基，可

取天然地基承载力特征值的（1.2-1.5）倍；原土强度低取大值，原土强度高取小值。复合地基桩土

应力比 n，宜通过实测值确定。水电水利工程振冲法地基处理技术规范 (DL_T 5214 2005)根据多项

工程静载试验检测结果，实测桩土应力比 n 值多为 2-6，考虑到不同区域场地地质条件的复杂性，建

议桩土应力比取 2-4。本条规定，如无实测资料时，砂石挤密桩复合地基桩土应力比 n 可取 2-4。 

10.2.8  对于砂石挤密桩加固的堤防、碾压式土石坝等地基，需进行整体稳定计算。本条文给出的复

合地基强度参数计算公式是一般国内常用的计算式，直接给出复合地基的粘聚力 c 和内摩擦角，计

算方便。一般砂石挤密桩体的内摩擦角p可取 35°~45°。 

10.2.9 砂石挤密桩顶部的砂石垫层一方面是用来调整桩和桩间土的应力和变形协调，发挥桩间土的

承载力；另一方面可与桩体构成桩间土的排水通道，加速桩间土的固结，提高桩间土后期强度，同

时可限制砂石桩的侧向变形。因此本条规定应设置垫层。当桩间土强度低、桩土应力比大时，垫层

厚度取大值；桩间土强度高、桩土应力比小时，垫层厚度取小值。 

10.3  土和灰土挤密桩 

10.3.1 局部处理地基的宽度应超出基础底面边缘一定范围，保证应力扩散，增强地基的稳定性，防

止基底下被处理土层在基础荷载作用下受水浸湿时产生侧向挤出，并使处理与未处理接触面的土体

保持稳定。整片处理的范围大，既可以保证应力扩散，又可防止水从侧向渗入未处理的下部土层引

起湿陷，故整片处理兼有防渗和隔水作用。 

10.3.2 土和灰土挤密桩处理土层的厚度应根据现场土质情况、工程要求和成孔设备等因素综合确定。

当以降低土的压缩性、提高地基承载力为主要目的时，宜对基底下压缩层范围内压缩模量小于 6MPa

的土层进行处理；处理深度小于 4m 时用挤密法不经济，且处理效果也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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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湿陷性黄土地基的处理深度，应参照现行的《湿陷性黄土地区建筑规范》GB 50025 的有关

规定。在自重湿陷性黄土场地，应处理基础底面以下的全部湿陷性黄土层。在非自重湿陷性黄土场

地，应将基础底面以下附加压力与上覆土的饱和自重压力之和大于湿陷起始压力的所有土层进行处

理，或处理至地基压缩层的深度为止。 

10.3.3 土和灰土挤密桩目前桩径的设计尚不统一，根据我国湿陷性黄土地区的现有成孔设备和方法，

桩孔的直径宜为 300mm-600mm。 

10.3.4土和灰土挤密桩宜采用等边三角形布置，可以使得地基挤密更加均匀。 

10.3.5桩孔之间中心距离的估算公式适用于接近塑限含水量或最优含水量的地基土，若含水量偏大

时，估算出的桩距可能会出现施工问题。 

桩间土经成孔挤密后的平均挤密系数是在成孔挤密深度内，通过取土样测定桩间土的平均干密

度与其最大干密度的比值而获得。平均干密度的取样自桩顶向下 0.5m 起，每 1m 不应少于 2 点（1

组)，即桩孔外 100mm 处取 1 点，桩孔之间的中心距(1/2 处)取 1 点。当桩长大于 6m 时，全部深度

内取样点不应少于 12 点(6 组)；当桩长小于 6m 时，全部深度内的取样点不应少于 10 点(5 组)。桩间

土经过成孔挤密后的平均挤密系数，不宜小于 0.93；根据电力工程地基处理技术规程推荐值，对自

重湿陷性黄土，平均挤密系数 c 可取 0.93；对非自重湿陷性黄土，平均挤密系数 c 可取 0.90。形

状系数 0 ，对于正三角形布桩，取 0.95；对于正方形布桩，取 0.89。 

10.3.6  没有可靠试验资料时，灰土挤密桩的桩土应力比 n 可取 2～3，素土挤密桩的桩土应力比 n

可取 1.3～1.5。虽然许多场地的试验资料表明，灰土挤密桩复合地基的承载力容许值可达 250-300kPa，

但有一定离散型。因此本条规定灰土挤密桩复合地基的承载力容许值不宜大于 250kPa。 

10.3.8 桩孔回填夯实结束后，在桩顶标高以上应设置 300mm～600mm 厚的垫层，一方面可使桩顶

和桩间土找平，另一方面保证应力扩散，调整桩土的应力比，减小桩身的应力集中现象。 

10.3.9 灰土、素土挤密桩只要设计合理，重点是控制回填质量，必须保证相应的压实系数才能达到

预期效果。桩体填料的平均压实系数，是桩孔全部深度的平均干密度与室内击实试验求得填料(素土

或灰土)在最优含水量时的最大干密度的比值， c d0 dmax/   ，式中 d0 为桩孔全部深度内的填料

(素土或灰土)经分层夯实的平均干密度(t/m3)； dmax 为桩孔内的填料(素土或灰土) ，通过击实试验

求得最优含水量时的最大干密度(t/m3)。 

10.4  水泥土搅拌桩 

10.4.1～10.4.5  水泥土搅拌桩加国软土技术具有其独特优点：最大限度地利用原土，搅拌时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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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声低，对周围原有建筑物影响较小，加固后土体容重基本不变，不会增加附加沉降，根据上部结

构的需要，可较为灵活地采用柱状、壁状、格栅状等形式。 

采用水泥土搅拌法加固地基时，搅拌桩的平面布置原则上要与基底应力的分布一致。考虑到水

工建筑物在不同运用时期的基底应力的分布状态，可先按平均基底应力分布进行桩的平面布置，然

后在底板下基底应力较大处加密。经搅拌法加固后，与天然地基形成的依然是复合地基，因此搅拌

法加固的宽度同样要满足应力扩散的要求，即加固的宽度要比按应力扩散角法计算的宽度大一些。

超出基底外缘的最小宽度，根据工程实践经验，实际布置的搅拌桩至少超出基底外缘 0.5～1.0m 为

宜。 

10.4.6～10.4.8  大面积进行水泥土搅拌法加固地基时，其复合地基承载力对结构的安全和工程的

投资影响较大。应在工程适当位置处选择有代表性的区域先进行现场试验，以确定采用搅拌法加固

后的地基容许承载力，现场试验包括单桩竖向承载力、复合地基承载力等。 

水泥土搅拌桩处理后建筑物进行抗滑稳定计算，复合地基等效强度指标的估算可参照《海堤工

程设计规范》SL 435附录 N的有关规定执行。 

（1）水泥土搅拌桩复合地基的等效强度指标可采用式（2）、式（3）估算： 

1 2(1 )c c m c m                        （2） 

1 2

2 1 1 2

tan tan
arctan( )

1 / 1 /k k k k

 


 
 

 

                 （3） 

式中：  m 一一面积置换率； 

c1 一一搅拌桩桩身粘聚力，kPa，可按式（4）计算； 

c2 一一软土层粘聚力，kPa；

一一搅拌桩桩身内摩擦角，可取 20°～24°，桩身强度高时取高值，否则取低；

一一软土层内摩擦角； 

k1 一一搅拌桩的刚度，kN/m， 

k2 一一桩周软土部分的刚度，kN/m， 

β 一一桩的沉降 s1 和桩周软土层部分沉降 s2 之比，即β =s1/s2；对填土，一般 s1＜s2，可取

β =0.5，对刚性基础，则 s1=s2，β =1。 

（2）搅拌桩桩身粘聚力 c1可按式（4）估算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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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tan(4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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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4） 

式中：fcu 一一与搅拌桩桩身水泥土配比相同的室内加固试块（边长为 70.7mm 的立方体）在标准养

护条件下 28d 龄期的立方体抗压强度平均值，kPa； 

η 一一桩身强度折减系数，干法可取 0.2～0.25；湿法可取 0.25。 

（3）搅拌桩及桩周软土刚度 K1、K2 可按式（5）～式（9）估算确定： 

𝐾1 =
𝑘1𝑘2𝑘3

𝑘1𝑘2+𝑘2𝑘3+𝑘3𝑘1
                           （5） 

 𝐾2 =
𝐴2𝐸s

𝑙
                                （6） 

𝑘1 =
𝐴1𝐸

′

𝑑 1−𝜇 2 𝜔
                              （7） 

𝑘2 =
𝐴1𝐸p

𝑙
                                 （8） 

𝑘3 =
𝐴1𝐸

′′

𝑑 1−𝜇 2 𝜔
                              （9） 

式中：k1 一一搅拌桩桩顶土层的刚度，kN/m； 

   k２一一搅拌桩桩身的压缩刚度，kN/m； 

   k３一一搅拌桩桩底土层的刚度，kN/m； 

   A1一一搅拌桩截面积，m
２
； 

   A２一一桩周土截面积，m
２
； 

   d 一一搅拌桩直径，m； 

   μ 一一泊松比，可取 μ＝0.3； 

   ω一一形状系数，可取ω＝0.79； 

    E
’
一一桩顶土层的变形模量，kPa； 

       E
”
一一桩底土层的变形模量，kPa； 

  Ep 一一搅拌桩的压缩模量，可取（100～120）fcu，kPa。对桩较短或桩身强度较低者可取低值，

反之可取高值； 

   Es 一一桩间土的压缩模量，kPa； 

10.4.9  在建筑物刚性基础和桩顶之间设置一定厚度的褥垫层后，可以保证基础通过褥垫层把一部

分荷载传到桩间土上，调整桩和土荷载的分担作用。特别是桩身强度较大时，在基础下设置褥垫层

可以减少桩土应力比，充分发挥桩间土的作用，减少基础底面的应力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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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10  水泥强度等级直接影响水泥土的强度，水泥强度等级提高 10 级，水泥土强度增加 20%～

30% 。固化剂宜选用普通硅酸盐水泥，当使用矿渣硅酸盐水泥时要注意，矿渣硅酸盐水泥早期强度

明显低于普通硅酸盐水泥，虽后期强度高于普通硅酸盐水泥，但易对上部结构施工工期造成影响。

不同的外掺剂对水泥土强度有着不同的影响，如木质素磺酸钙对水泥土强度的增长影响不大，主要

起减水作用，石膏、三乙醇胶对水泥土强度有增强作用，而其增强效果对不同士样和不同水泥掺入

比又有所不同，所以选择合适的外掺剂可提高水泥土强度和节约水泥用量。 

10.5  高压旋喷桩 

10.5.2 高压旋喷桩加固体强度、直径、间距，应通过现场试验确定。旋喷桩加固体的强度与土质和

施工方法有密切关系。单管法在砂质土中的加固体强度一般为 2.0-7.0MPa，在黏性土中的加固体强

度一般为 1.5-5.0MPa,；三管法在砂质土中的加固体强度为 2.0-15.0MPa，在黏性土中的加固体强度

通常为 0.8-5.0MPa。在一定土质条件下，通过调节浆液的水灰比和单位时间的喷射量或改变提升速

度等方法，可适当提高或降低加固体强度。 

旋喷桩加固体的直径无法用准确的方法确定。参考水电水利工程高压喷射注浆技术规范（DL T 

5200-2004），设计时高压旋喷桩直径可参考表 8 选用。当无现场试验资料时，可参照相似土质条件

的工程经验进行设计。 

表 8   旋喷桩的设计直径（m） 

土质 单管法 双管法 三管法 

粉土和粉质粘土 

0<N<10 0.7~1.1 1.1~1.5 1.5~1.9 

10≤N<20 0.5~0.9 0.9~1.3 1.1~1.5 

20≤N<30 0.3~0.7 0.7~1.1 0.9~1.3 

砂土 

0<N<10 0.8~1.2 1.2~1.6 1.6~2.0 

10≤N<20 0.6~1.0 1.0~1.4 1.2~1.6 

20≤N<30 0.4~0.8 0.8~1.2 1.0~1.4 

注：表中 N 为标准贯入击数。 

10.5.3 由于旋喷桩的材质强度一般不高，承载力有限，如果由旋喷桩承担全部上部荷载，则势必要

加大桩体布置密度，增加材料的耗量和工程投资，经济上不一定合理。因此旋喷桩一般只作为复合

地基的置换桩提高地基的承载力。旋喷桩复合地基承载力应通过现场静载试验确定。通过公式计算

时，单桩承载力系数λ 宜按地区经验确定，无地区经验时，λ 取 1.0。桩间土承载力折减系数β 是反

映桩和土分担荷载比例的一个系数，当桩端为软土及桩身强度较低时，β 取高值；当桩端为硬土时，

β 取低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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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6 旋喷注浆的主要材料是水泥，对于无特殊要求的工程宜采用强度等级为 42.5 级及以上的普

通硅酸盐水泥，对矿渣水泥、粉煤灰水泥、火山灰水泥等不宜使用。根据需要，可在水泥浆中加入

适量的外加剂和掺和料，以改善水泥浆液的性能。在腐蚀环境条件下，所用的材料应满足强度要求，

同时应充分考虑环境条件的影响，具有所需的耐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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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桩基 

11.1  一般规定 

11.1.1  桩基础是一种较早使用的地基处理方法，实践经验较多，在建筑、铁道、交通、港口等系

统的设计规范中，对此都有规定，甚至还有专门性的桩基设计规范。采用桩基的水工建筑物有水闸、

船闸、泵站、挡土墙等，其中以水闸为多。其中，水闸自 20世纪 60年代后期以来，在河北、山东、

河南等省，广泛采用了钻孔灌注桩作为水闸基础的一部分，对松软地基，当利用天然地基有困难时，

采用钻孔灌注桩不仅在提高地基承载力、减少沉降量方面作用显著，而且可减轻上部结构重量、工

程量小，投资省，已成为一种独特的闸型。此外，在山区的个别水闸工程，当地基处于基岩与土基

交界处，为了解决不同地基带来的不均匀沉降，也可采用桩基础处理，如四川省乐山玉林桥电站进

水闸、右岸非溢流坝、泄洪闸的基础，一部分为基岩，另一部分为砂卵石，施工中采用在砂卵石侧

用钢筋混凝土钻孔灌注桩，桩基伸入基岩 1m，桩径 1.2m，桩距为 3m，正方形布置，最大桩深 16.8m，

较好的解决了不均匀沉降问题。针对水工建筑物的工程特点，本规范对桩基础的设计作了一些规定。

水工建筑物的桩基础，最常用的是钢筋混凝土预制桩和钻孔灌注桩。 

11.1.2  桩基根据受力特性可分为摩擦型桩和端承型桩两大类。按照桩侧摩阻力和桩端阻力的发挥

程度和分担荷载的比例，摩擦型桩又可分为摩擦桩和端承摩擦桩两个亚类。磨擦桩或端承磨擦桩的

桩顶竖向荷载全部或主要由桩侧摩阻力承受，端承桩或摩擦端承桩的桩顶竖向荷载全部或主要由桩

端阻力承受。桩基按成桩方法又可分为非挤土桩、部分挤土桩和挤土桩。非挤土桩有干作业法钻（挖）

孔灌注桩、泥浆护壁法钻孔灌注桩、套管护壁法钻孔灌注桩等；部分挤土桩有冲孔灌注桩、挤扩孔

灌注桩、预钻孔沉桩、敞口预应力混凝土管桩等；挤土桩有预制桩沉桩和闭口预应力混凝土管桩沉

桩等。桩型和成桩工艺选择应根据地质情况、上部结构类型、荷载特征、施工条件及地基周围环境

因素综合考虑，经技术经济比较，择优选取。 

11.1.3  为使同一结构单元内的桩实际承担的荷载尽量相等，以减少或避免产生地基的不均匀沉降，

危机水工建筑物的结构安全和正常使用，做出本条规定。 

11.2  布置与选型 

11.2.1因水工建筑物底板多为筏式基础，基底面积较大，桩的根数和尺寸主要与底板底面以上的作

用荷载有关，为了充分利用水工建筑物基桩各桩的承载能力，桩的平面布置应尽量使桩群形心与底

板底面以上基本荷载组合的合力作用点相接近，使各桩实际承担的荷载尽量相等，这对减少地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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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均匀沉降，维护水工建筑物结构安全和正常使用是有利的。单桩的竖向荷载最大值与最小值之比，

当天然地基土质为松软、中等坚实、坚实时，在基本荷载组合条件下，不宜大于 1.5、2.0 和 2.5；

在特殊荷载组合条件下，则不宜大于 2.0、2.5和 3.0。对于重要的大型水工建筑物，上述比值可适

当减小；地震区的水工建筑物可适当增大。 

本规范所中的荷载组合（基本荷载组合、特殊荷载组合）对应于单一安全系数法。 

11.2.2 钢筋混凝土预制桩桩径一般为 25cm～30cm，钻孔灌注桩桩径一般为 0.8m～1.2m，为了避免

桩基础施工可能引起土的松驰效应和挤压效应对相邻桩的不利影响，本规范规定，钢筋混凝土预制

桩的中心距不应小于 3 倍桩径或边长；钻孔灌注桩由于桩径较大，其中心距可略小些，但不应小于

2.5 倍桩径。这是因为，摩擦桩的群桩中距,从受力考虑最好是使各桩端平面处压力分布范围不相重

叠,以充分发挥其承载能力。根据这一要求,经试验测定,中距定为桩径或边长的 6倍。但桩距如采用

6 倍就需要很大面积的底板或承台，故一般采用的群桩中距均小于 6 倍。为了使桩端平面处相邻桩

作用于土的压力重叠不致太多,以致因土体挤密而使桩打不下去,故根据经验规定需要锤击、静压沉

桩施工的预制桩在桩端平面处的中距不小于 3 倍；钻孔桩不存在沉桩过程中相互影响或打不下去的

现象,为减小承台面积，其中距可以适当减小。但中距过小会使桩间土体与桩侧间的摩擦支承作用降

低,故规定不小于 2.5倍。挖孔桩的摩擦桩中距，可参照钻孔桩采用。 

11.2.3根据处于挡水前沿的水工建筑物需要防渗的特点，水工建筑物底板与地基土之间应有紧密的

接触，以避免形成渗流通道，因此为了保证防渗安全，土质地基上处于挡水前沿有防渗要求的水工

建筑物桩基一般采用摩擦型桩（包括摩擦桩和端承摩擦桩）。如果采用端承型桩（包括端承桩和摩擦

端承桩），底板底面以上的作用荷载几乎全部由端承型桩承担，直接传递到下卧岩层或坚硬土层上，

底板与地基土的接触面上则有可能出现“脱空”现象，加之地下渗流的作用，造成接触冲刷，从而

危及水工建筑物安全。因此，水工建筑物的桩基础通常宜采用摩擦型桩。 

11.3  桩基计算 

11.3.1桩的根数和尺寸宜按照承担底板底面以上的全部荷载(包括竖向荷载和水平向荷载) 确定。

在工程设计中，对于桩的竖向承载力和水平向承载力的计算，一般均按底板底面以上的全部荷载全

部由桩承担的原则考虑，不计桩间土的承载能力，这是偏于安全的。根据黄河勘测规划设计院和山

东黄河河务局等单位的试验成果，对于摩擦桩基础，桩间土能承担一部分承载能力，设计时如考虑

桩间土承担底板底面以上 10%～15%的荷载，工程仍是安全的。但考虑现有的试验资料还不够完全充

分，为安全计，可不考虑桩间土的作用。因此，本规范规定，对于摩擦桩，经论证后方可适当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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桩间土承担部分荷载的作用。 

11.3.2桩基容许承载力由单桩极限承载力和单一安全系数 K确定，单桩极限承载力由试验确定，单

一安全系数 K取值为 2。单桩承载能力计算的荷载值根据 SL744《水工建筑物荷载设计规范》计算确

定，按基本组合和特殊组合采用单一安全系数法进行计算。桩身结构承载力极限状态计算则按照

SL191《水工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采用多系数分析基础上以安全系数表达的结构设计方法，按基

本组合和偶然组合采用单一安全系数法进行计算。桩身正常使用极限状态验算则应按荷载效应的标

准组合设计。 

11.3.3桩顶允许水平位移值的大小主要与桩的直径、单桩与群桩关系、桩身周围土质条件等因素有

关。根据山东省某闸钻孔灌注桩群桩(桩径 0.85m和 1.05m两种，入土深度 11.0～17.0m) 试验资料，

在控制桩处于良好的弹性工作状态下，桩顶水平位移为 5mm,残余变形为 3mm。在控制桩顶不可恢复

的水平位移为 5mm的情况下，单桩允许水平向承载力见表 1,可供设计参考。因此，钻孔灌注桩桩顶

的水平位移值宜控制不超过 5mm。考虑到预制桩长细比较大，其适应变形的性能优于钻孔灌注桩，

因此桩顶不可恢复的水平位移控制值可适当大一些(可控制不超过 10mm)。这一规定，经过多年工程

实践，认为是合适的。 

表 9    钻孔灌注桩单桩允许水平承载力（控制桩顶位移值 5mm） 

桩径（m） 0.7 0.8 1.0 1.1 

单桩允许水平承载力（kPa） 120～150 150～200 200～250 250～300 

11.3.4荷载值根据 SL744《水工建筑物荷载设计规范》计算确定。按荷载基本组合一般包括完建情

况、正常蓄水位情况、设计洪水情况等，荷载特殊组合一般包括施工情况、检修情况、校核洪水位

情况、地震情况等。桩基竖向承载力、水平承载力、软弱下卧层承载力、桩基沉降计算等的荷载组

合，无论荷载基本组合或特殊组合，均匹配于单一安全系数法，其荷载组合等同于 GB50007《建筑

地基基础设计规范》和 JGJ94《建筑桩基设计规范》中所称“荷载效应标准组合”或“地震作用效

应和荷载效应标准组合”。 

11.3.5为保证桩基设计的可靠性,规定单桩竖向承载力容许值应采用竖向静载荷试验确定。 

确定单桩竖向承载力时，应重视类似工程、邻近工程的经验。 

试桩前的初步设计，规范推荐了通用的估算公式(11.3.5-l)，式中侧阻、端阻采用标准值，规

范特别注明侧阻、端阻标准值应由当地载荷试验结果统计分析求得，减少全国采用同一表格所带来

的误差。 

嵌入完整和较完整的末风化、微风化、中等风化硬质岩石的嵌岩桩，规范给出了单桩竖向承载

力特征值的估算式(11.3.5-2)，只计端阻。简化计算的意义在于硬质岩强度超过桩身混凝土强度，

设计以桩身强度控制，桩长较小时再计入侧阻、嵌岩阻力等已无工程意义。当然，嵌岩桩并不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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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侧阻力，有时侧阻和嵌岩阻力占有很大的比例。对于嵌入破碎岩和软质岩石中的桩，单桩承载

力容许值则按公式(11.3.5-1) 进行估算。 

桩端进入持力层的最小深度，主要是考虑了在各类持力层中成桩的可能性和难易程度，并保证

桩端阻力的发挥。 

桩端进入破碎岩石或软质岩的桩，按一般桩来计算桩端进入持力层的深度。桩端进入完整和较

完整的未风化、微风化、中等风化硬质岩石时，入岩施工困难，同时硬质岩已提供足够的端阻力。

规范条文提出桩周边嵌岩最小深度为 0.5m。 

单桩水平承载力与诸多因素相关，单桩水平承载力容许值也应由单桩水平载荷试验确定。 

11.3.6  本条系参考 JTG D63-2007《公路桥涵地基与基础设计规范》做出的规定。 

11.3.7  群桩的破坏形式,可能是整体破坏,也可能是单桩刺入破坏。整体破坏时群桩作为整体基础

验算桩端平面处土的承载力。单桩刺入破坏按单桩承载力考虑。 

11.3.8以保证水工建筑物安全和正常使用为原则，土基上的水工建筑物需要控制最大沉降量和最大

沉降差。桩基处理后的水工建筑物沉降量应满足该要求。 

11.4  特殊土条件下的桩基 

11.4.1关于软土地基桩基的设计原则 

1  软土地基特别是沿海深厚软土区，一般坚硬地层埋置很深，但选择较好的中、低压缩性土层

作为桩端持力层仍有可能，且十分重要。 

2  软土地区桩基因负摩阻力而受损的事故不少，原因各异，包括桩周围软土因自重固结、场地

填土、地面大面积堆载、降低地下水位、大面积挤土沉桩等原因而产生的沉降大于基桩的沉降时，

应该视具体情况分析桩侧负摩阻力对基桩的影响。负摩阻力的发生和危害是可以预防、消减的。问

题是设计和施工者的事先预测和采取应对措施。 

3 挤土沉桩在软土地区造成的事故不少，使得邻近建筑物、道路和管线受破坏。设计时要因地

制宜选择桩型和工艺，尽量避免采用沉管灌注桩。对于预制桩和钢桩的沉桩，应采取减小孔压和减

轻挤土效应的措施，包括引孔沉桩、控制沉桩速率等。 

4 对于特别深厚的软土层，对于同时承受较大水平及竖向荷载的重要水工建筑物，目前部分工

程实践已经采用水泥土搅拌桩与刚性桩（预制桩、灌注桩等）联合作用的方式，满足双向承载力与

变形的要求。如桩周土体强度较低时，可先进行地基加固，然后采用桩基础处理。 

11.4.2季节性冻土和膨胀土地基中的桩基的设计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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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应考虑冻胀和膨胀对于基桩抗拔稳定性问题，避免冻胀或膨胀力作用下产生上拔变形，乃

至因累积上拔变形而引起建筑物开裂。因此，对于水工建筑桩基设计应考虑以下诸因素：桩端进入

冻深线或膨胀土的大气影响急剧层以下一定深度；宜采用无挤土效应的钻、挖孔桩；对桩基的抗拔

稳定性和桩身受拉承载力进行验算。 

11.4.3湿陷性黄土地区桩基的设计原则 

1  湿陷性黄土地区的桩基，由于土的自重湿陷对基桩产生负摩阻力，非自重湿陷性土可能由于

浸水削弱桩侧阻力，基桩承载力会大幅降低。为确保基桩承载力的安全可靠性，桩端持力层应选择

低压缩性的黏性土、粉土、中密和密实土以及碎石类土层。 

2 自重湿陷性黄土地基中的单桩极限承载力，应视浸水可能性、桩端持力层性质等因素考虑负

摩阻力的影响。 

3 湿陷性黄土地基中的单桩极限承载力确定，强调采用浸水静载试验方法，结果最可靠。 

11.4.4地震液化地基中桩基的设计原则 

1 桩进入液化土层以下稳定土层的长度不应小于本条规定的最小值； 

2 当承台周围为软土和可液化土，且桩基水平不满足要求时，可对承台外侧土体进行适当加固

以提高水平抗力承载力； 

3 在特定场地条件下，桩基础周围的土体会发生液化流动，对桩基础形成了较大的水平力，使

其可能发生侧向失稳，因此应分析桩基在液化土流动情况下的侧向稳定性。 

11.4.5  岩溶地区桩基的设计原则 

主要考虑岩溶地区的基岩表面起伏大，溶沟、溶槽、溶洞往往较发育，无风化岩层覆盖等特点，

设计应把握以下要点：一是基桩选型和工艺宜采用钻、冲孔灌注桩，以利于嵌岩；二是当基岩的溶

蚀极为发育，溶沟、溶槽、溶洞密布，岩面起伏很大，而上覆土层厚度较大时，考虑到嵌岩桩桩长

变异性过大，嵌岩施工难以实施，可采用较小桩径密布非嵌岩桩，并后注浆，形成整体性和刚度很

大的块体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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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软土地基处理方法的适用条件 

地基处理的主要方法 适用土质情况 适用水工建筑物情况 

强夯与 

强夯置换 

强夯 
碎石土、砂土、低饱和度的粉土、粉质黏土、

湿陷性土等地基 

土石坝、水闸、泵站地基、堤防、水工挡土

墙、渠道地基 

强夯置换 高饱和度的粉土、软塑～流塑的黏性土等地基 心墙坝、泵站地基 

排水预压 

固结 

堆载预压 淤泥质土、淤泥等饱和黏性土地基 土石坝、堤防、海堤工程、水闸地基 

真空预压 淤泥质土、淤泥等饱和黏性土地基 堤防、水闸地基 

真空堆载联合 

预压 
淤泥质土、淤泥等饱和黏性土地基 

堤防、水闸地基 

复合地基 

砂石挤密桩 
松散的砂土、粉土、不排水抗剪强度大于 20kPa

的黏性土 

土石坝坝基、水闸、泵站、堤防、水工挡土

墙地基 

土和灰土挤密桩 处理地下水位以上的粉土、湿陷性土、黏性土 不涉水的泵站地基 

水泥搅拌桩 
淤泥、淤泥质土、黏性土、粉土、粉细砂、中

粗砂、饱和黄土 
土石坝坝基、水闸、泵站、堤防、海堤地基 

高压旋喷桩 
淤泥、淤泥质土、黏性土、粉土、砂土、黄土、

碎石土 
坝基、水闸地基 

11.5  桩基构造 

11.5.1桩端进入持力层的最小深度，主要是考虑了在各类持力层中成桩的可能性和难易程度，并保

证桩端阻力的发挥。桩端进入破碎岩石或软质岩的桩，按一般桩来计算桩端进入持力层的深度。桩

端进人完整和较完整的未风化、微风化、中等风化硬质岩石时，入岩施工困难，同时硬质岩已提供

足够的端阻力。规范条文提出桩周边嵌岩最小深度为 0.5m。 

11.5.2 为加强桩和承台（底板）的连接,本规范规定,混凝土桩顶埋入承台（底板）内 100mm。承台

（底板）厚度、配筋和混凝土强度等级，一般应按受力确定。按现有的设计经验,承台（底板）厚度

宜为桩直径 1.0～2.0 倍,且不宜小于 1.5m,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C25,并在承台（底板）底部的

桩顶布置一层钢筋网。当桩顶主筋伸入承台（底板）连接时,此项钢筋网须全长通过桩顶，并与桩的

主筋绑扎在一起,以防止承台（底板）受拉区裂缝开展,见下图。当桩顶不破头直接埋人承台（底板）

内时，应在桩顶面上设一两层局部钢筋网,钢筋直径不小于 12mm,钢筋网每边长度不小于桩径的 2.5

倍,网孔为 100mm×100mm～150mm×150mm。横系梁的构造钢筋按不小于其横截面面积的 0.15%设置。 

 
图 5   桩顶与承台（底板）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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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地基处理方法选用表 

A.0.1 具体的地基处理方法一般应根据第 4～11 章各章的“一般规定”，由地基类型、建筑物特点、

施工条件等因素综合确定。表 A.0.1仅适合初步筛选方案时使用。 

附录 B  岩土分类 

B.1  岩的分类 

B.1.2 《水利水电工程地质勘察规范》的岩石风化分类是在参考了大量规范的基础上，结合岩体风

化的实际情况，对岩体风化进行了划分，故本规范中予以引用。 

B.1.4 特殊性岩石如易溶性岩石、膨胀性岩石、崩解性岩石、盐渍化岩石具有特殊的工程性质，其

组成的岩体一般为 V 类岩体，而相对特殊土而言，其分布范围相对而言小的很多，故不单独分出，

而仅在岩体分类的附注中说明，以提示水工地基设计人员在遇到这类岩体地基时需注意其特殊的工

程性质。 

B.2  土的分类 

B.2.1～B.2.9  土的分类主要引用现行国家标准《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50021。 

B.2.10～B.2.16  特殊土的分类主要有液化土、软土、填土、红粘土、膨胀土、湿陷性土、盐渍土、

冻土、分散性土及层状构造土等，本规范根据水工建筑物所处位置多位于河流、湖泊等附近的特点，

有针对性的对液化土、软土、膨胀土、盐渍土、湿陷性土、冻土及分散性土进行了规定。 

B.2.11  软土包括淤泥、淤泥质土、泥炭、泥炭质土等。其中淤泥为在静水或缓慢的流水环境中沉

积，并经生物化学作用形成，其天然含水量大于液限、天然孔隙比大于或等于 1.5 的黏性土；淤泥

质土为天然含水量大于液限，而天然孔隙比小于 1.5，但大于或等于 1.0 的黏性土或粉土。泥炭和

泥炭质士中含有大量未分解的腐殖质，有机质含量大于 60%为泥炭；有机质含量 10%～60%为泥炭质

土。 

B.2.15冻土可根据冻结状态持续时间的长短按表 B.2.15-1划分为多年冻土、隔年冻土和季节冻土。 

表 B.2.15-1  冻土按冻结状态持续时间分类 

类型 冻结状态持续时间（T） 地面温度（℃）特征 冻融特征 

多年冻土 T≥2 年 年平均地面温度≤0 季节融化 

隔年冻土 1年≤T＜2年 最低月平均地面温度≤0 季节冻结 

季节冻土 T＜1年 最低月平均地面温度≤0 季节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