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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病险水库数量庞大，目前国内正在有计划地实施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本文首先回顾了自河南“75·8”大

洪水后我国在各时期水库除险加固的目标、数量以及投资，通过系统梳理近年来的相关研究文献，归纳出国内在设

计、后评价、施工方法、管理四个方面的研究进展，最后结合国情、目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薄弱环节，从设计、

施工、管理、退役等方面提出未来研究的发展趋势和亟需加强研究的重点方向，对日后除险加固工作的开展起到了

一定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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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umber of dangerous reservoirs in our country is huge. At present, we have been carrying ou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servoir risk removal and reinforcement project. The paper firstly reviews the targets, the quantities
and investments in our country in various periods after the “75·8” flood in He’nan province. Through systematic analysis of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in recent years, the domestic research progress in design, post-evaluation, construction methods and
management are summarized. Finally, combined with the national conditions,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weakness in the
current research, we propose the development trend and the key direction of strengthening research from design,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retirement and other aspects, that will play a certain guiding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risk removal and
reinforcement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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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2017 年，我国共拥有 84917 座水库，其中 406座大型水库、2617座中型水库和 81894 座

小型水库[1]。很多水库建于 20世纪 50~70年代，当时的建设资金、技术以及施工工艺比较滞后，水

库的质量很难达到当前质量标准。另外，多数水库年久失修，存在安全隐患，不仅影响水库效益，

在很大程度上也威胁着周边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1954~2012年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共发生水库溃

坝 3520座，年均 59.7座[2]。通过近十余年的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建设，大中型水库病险问题明显改善，

但仍有大量小型病险水库亟待除险加固。本文从历史进程、设计、后评价、施工方法、管理五个方

面，归纳总结了我国水库除险加固研究的进展情况，并展望了未来的研究方向。

1 历史进程

我国政府历来十分重视水库安全与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作，列入各期全国性规划的病险水库的

主要信息如表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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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 可见，自河南“75·8”大洪水后，水库安全受到空前重视，病险水库除险加固被提上了重

要位置，同时也从侧面说明了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对我国水利事业，以及对民生经济等的重要性。2009
年之前，我国病险水库加固建设主要针对大中型水库，此后，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成为主要目标。

病险水库除险加固的数量与投资也不断增加，尤其是 1998年以来，中央加大了投资力度，开展了大

规模的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建设。截止目前，大中型水库安全状况显著改善，但大量小型病险水

库除险加固任务仍十分艰巨。
表 1 我国病险水库除险加固进度及投资统计表

Table 1 Statistical table on the progress of reinforcement and investment in China dangerous reservoirs
时间

Time
目标

Target
参数

Parameter
投资

Invest
1976~1985 年[3] 大型水库除险加固工程 65座

1986年[3] 险情重，威胁大的重点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 43座
1992年[3] 险情重，威胁大的重点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 38座

1998~2006 年[2] 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 2000座 244亿元

2007~2009 年[4] 大中型和重点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
6240座（大型 86座，中型

1096座，重点小型5058座）
624.8 亿元[2]

2009~2010 年[5] 东部地区重点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 1116座 50.22亿元（中央投资 16.74 亿元）

2010~2012 年[6] 小（1）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 5400座 244亿元[6]

2010~2015 年[7] 小（2）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 4.1万座
1.59万全国重点：中央拨款 381.38 亿元

2.5万一般：地方安排

2016年[6] 新出险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 4073座

2017年[8] 灾后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 3200座 9000亿元

(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总投资)

2 研究现状

2.1 设计

随着我国水利事业的发展，水库除险加固设计方面的工作也在不断加强，国内众多学者从经济、

安全（渗流、沉降、溃坝）、加固次序、方案优化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2.1.1 经济评价 孙东亚等[9]考虑水库运行期间失事概率变化及大坝失事导致的固定资产和生产损

失，将风险溢价理论应用到除险加固情景分析。通过比较是否实施除险加固两种情景的成本效益分

析结果，从经济角度论证了大坝和其他主要设施除险加固的可行性和必要性，也可为不同水库除险

加固次序辅助决策。董胜等[10]采用蒙特卡洛法随机产生洪峰系列，并求出效益的概率分布，在此基

础上采用等效分布法推求该工程经济决策指标的风险率，并分析了有关参数的灵敏度，可精确判断

工程加固方案的合理程度和效益指标的高低。杨春雷[11]考虑防洪效益和风险间的关系，先利用经典

蒙特卡洛随机模拟法模拟径流系列，计算防洪效益和洪水发生概率，再采用随机模拟法模拟水库在

经济使用期内的水产养殖效益值并加以拟合，最后以对数正态分布拟合工程年维修费用，建立了除

险加固净效益极限方程，求解出工程投资风险临界值。

通过对加固工程的经济评价，可精确判断工程加固方案的合理程度和效益指标的高低，论证加

固工程的可行性，为进一步对除险加固工程方案进行优化提供了明确的思路和途径。

2.1.2 安全 冯宵等[12]针对土石坝除险加固设计的坝体渗流稳定复核，采用 Geo Studio 软件 SEEP/W
和 SLOPE/W 模块，结合坝体材料的力学参数，进行渗流和稳定计算，方便准确地为大坝安全评价

提供了依据，可应用于除险加固坝坡稳定设计复核计算。赵杰[13]总结归纳出用层次分析法决定成本、

质量、工期、施工安全、施工难易程度、环境影响程度六项决策指标的权重，用灰色关联度理论建

立了土石坝除险加固防渗技术方案多目标决策模型，可从众多可行的方案当中选出最合理方案的方

法。该方法尚需建立更详细的指标体系，运用计算机软件求解。孙文杰[14]考虑渗流场与温度场的相

似性，利用 ANSYS 软件强大的前处理器赋予三维有限元模型不同区域以不同材质，再进行网格划

分、施加荷载、求解及后处理，分析计算出正常蓄水位、设计洪水位、校核洪水位下的最大水力比

降，与实际水力比降进行比对，判断是否需要进行除险加固。该方法在水工运用中缺少解决自由面

的无压渗流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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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险加固工程的数值分析计算应用较少，与其施工的年份与结构特性简单有关。随着以有限单

元法为代表的数值分析方法的普及，采用不同功能的数值分析软件有针对性地对土石坝等挡水结构

进行渗流、稳定、沉降及其多场耦合分析，有助于准确而便捷地优化和确定除险加固方案，但应合

理选择材料的本构模型以及对应的参数[15]。

2.1.3 加固次序 徐冬梅等[16]基于改进灰色聚类方法确定震损水库的加固顺序，对震损指标进行量化

分析后将震损水库划分为四个灰类级别，得到了水库局部震损程度评分表，采用二元对比法和专家

意见法确定了影响土石坝震损级别的各指标权重和各个水库对四个灰类的综合聚合系数。计算的综

合价值测度大者，优先加固。该方法评分时具有主观影响，但有利于快速确定加固次序，提高工作

效率。冯沛涛[17]提出基于信息熵权-TOPSIS 法来拟定大坝除险加固次序。通过建立大坝安全因素评

价树状图，根据风险情况打分，利用熵技术法经过同趋势化、归一化处理后建立大坝矩阵表和正负

理想点，通过计算各个大坝与其之间的距离及接近程度对各个大坝进行排序，值越小表明该坝更加

危险，可实现大坝除险加固的重点、有次序地进行。孙东亚等[18]基于美国亚利桑那州病险水库加固

排序方法，从受险人群、防洪标准、抗渗稳定性、抗滑稳定性、输水建筑物、特殊情况六个方面，

采用专家评分法对各个因素进行赋分，根据总分值的大小进行排序，并考虑了地区特殊性进行的人

工干预因素，方法可操作性强，结论合理。

除险加固次序的拟定对处理病险大坝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基于改进灰色聚类方法和基于

美国亚利桑那州病险水库加固排序方法建立的量化评分模型都需专家确定指标值，主观影响较大；

而利用熵技术法对影响大坝安全性态的各因素进行统一权值确定，较为客观。对病险水库进行相对

安全评价，确定大坝的安全性态次序，能够科学严谨地实现大坝有序加固。

2.1.4 方案优化 目前，我国水库除险加固方案的投入大多根据标准和规范定性确定，缺乏定量的论

证。为确定最佳除险加固方案，减少主观因素影响，国内众多学者致力于把方案优化的定性分析转

变为定量分析，建立了一系列量化模型。

为平衡资金投入与工程安全的问题，胡江等[19]基于已有溃坝资料建立了溃坝生命损失的快速估

算公式，融合 LQI理论和风险理论，结合水利建设项目评估的有无对比的效益计算原则，提出基于

LQI的病险水库除险加固效应评价模型。该方法未考虑生态损失、经济损失等其它溃坝损失，也未

考虑多失效模式组合下大坝体系失效风险率。针对决策人员对事件认识具有模糊性与局限性特点，

杨杰等[20]基于区间数 GRA决策方法，并建立最优化模型，得出考虑理想最优与临界最优方案的综合

关联系数，将 AHP主观赋权方法与 Entropy客观赋权方法相结合，根据求得的加权综合关联度对备

选方案进行排序决策。颜祖文等[21]在层次分析的基础上，利用灰色关联方法，建立了适用于病险水

库除险加固技术方案决策的灰色关系分析决策模型，并提出了基于病险类型、病害程度及大坝风险

的除险加固技术方案决策方法，使技术方案的决策更具客观性和科学性。为了综合考虑水库大坝工

程安全与下游居民安全、社会经济、交通等风险及对环境的影响，阮建清等[22]提出了基于风险分析

的除险加固方案优选方法。首先初步识别除险加固工程施工过程中的风险类型、成因及其后果，估

计和预测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和相应损失大小，采用层次分析法综合分析大坝风险、加固规模、加固

效果、安全程度四个指标，从而选出最优除险加固方案。为了提高对工程风险的控制能力，田林钢

等[23]采用多目标智能加权灰靶决策理论，确定处理效果、与当地条件结合度、施工难度、投资成本

四个决策目标，实现对病险水库的防渗设计、上游坝坡、溢洪道消能改造的设计方案决策优化。为

给震损水库制定科学合理的除险加固方案，田林钢等[24]提出了基于改进熵权－TOPSIS法的震损水库

最佳除险加固方案选择。首先运用熵权法及改进的 TOPSIS 求出各指标权重和综合权重，进而利用

改进的 TOPSIS 求出各方案的相对贴近度，确定了最佳的水库除险加固方案，为彻底消除震损水库

险情、隐患提供了依据。

对多种除险加固方案进行比较分析，能很好地平衡有限的财政资金和水库等重大民生工程安全

标准问题，从施工过程、社会效应等角度使病险水库除险加固标准的确定有据可依。通过量化评价

模型可以定量地对各个方案进行比较，避免人为主观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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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后评价

我国病险水库众多，除险加固的效果评价仍是较难实现的操作。为能够定性、定量地对病险水

库加固效果做出评价，众多学者进行了一系列研究，提出了一些评价模型。

卢欣[25]根据模糊综合评判模型，通过专家打分方式确定各层指标的权重矩阵，根据最终得到的

评价目标效果矩阵，对照效果满意度等级分值表做出效果评价。张计[26]同样提出了量化评价模型，

把专家评分转化为符合大坝安全程度变化规律的量化评价系数，量化指标包括工程质量、运行管理、

防洪安全、结构安全、渗流安全、抗震安全和金属结构安全，采用线性加权评价法进行综合评价，

以大坝除险加固前安全程度为基准，得到加固后效果量化评价指标，基于“土石坝除险加固效果量化

评价等级划分及其涵义表”进行评价，对于经济评价、可持续评价、影响评价等还需进一步完善。针

对传统层次分析法难以求解非线性组合优化问题，王宁等[27]提出了基于模糊退火层次算法的层次分

析技术，将层次分析法中描述因素集的层次单排序及其一致性检验问题转化为无约束的组合优化问

题，通过比较目标函数和标准值判断是否需要专家重新打分，该结果稳定，精度较高，具有可行性

和适用性。黄显峰等[28]针对水库除险加固效益评价问题，提出了遗传层次分析法，即将一致性问题

检验转化为非线性求解，通过物元分析法求解关联函数及关联度，判断工程效益和设计预期效益标

准间关系，但评价指标经典域、节域范围界定等问题还有待进一步讨论和研究。潘翔等[29]提出先对

加固前后时效性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建立指标安全度量化公式及安全等级提升系数计算公式，

通过进一步数学处理，确定时效性指标的评价值及其评价等级，可有效地减少人为等主观因素对时

效性指标评价的影响，使得最终评价结果趋于更加合理。

大坝安全及除险加固效果评价是复杂的综合评价项目，项目内部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借助一些更先进的理论与方法，找到一种使指标更合理的方法，以便找出具有代表性的指标，从而

建立更加科学、合理以及实用的指标体系[23]。建立大坝除险加固效果量化评价体系可以比较客观全

面地反映出病险水库治理后的工程效益，以便于及时调整水库的维护管理措施。

2.3 施工

病险水库除险加固作业具有一定的复杂性，施工单位需要依照水库实际险情，采取适宜的工程

方案和合理的施工技术与工艺，以达到除险、防渗、加固目的。

地基和坝体除险加固方面主要包括：高压灌浆技术，如宁化县寨头里水库[30]、南京市石窑水库、

蒋家坝水库[31]的土坝防渗加固中都应用了高压旋喷灌浆技术；劈裂灌浆技术，例如南京市金坝水库

涵洞两侧防渗处理采用了水泥黏土劈裂灌浆[31]；高聚物注浆技术，利用高聚物材料混合后发生化学

反应形成的泡沫状固体，填充脱空和加固地基[32]，钢塑复合加筋带[33]，非开挖水平定向钻进技术[34]。

用于面板堆石坝的疏松垫层加密灌浆和面板脱空充填灌浆技术[35]。多种防渗材料修补技术，例如特

种黏土固化浆液防渗心墙[36]、刚塑性混凝土组合防渗墙[37]、复合土工膜防渗结构[38]。修复混凝土结

构和裂缝的水泥基渗透结晶型防水材料[39]、贴嘴环氧灌浆充填裂缝[35]、遇水膨胀止水条[40]、聚脲表

面喷涂材料[41]、FPSC 聚合物水泥基砂浆[41]、表面贴补材料[41]、凿槽嵌补材料[41]、树脂锚固剂材料[42]、

水下不分散混凝土和 PBM聚合物混凝土[41]。在坝坡处理方面，主要包括水泥裹沙喷射混凝土加固砌

石护坡技术[41]、格宾石笼[43]、土工模袋混凝土护坡技术、复合粉煤灰多孔保温砌块[44]。

经过几十年的工程实践，我国在病险水库除险加固技术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基本形成了较

完整的技术体系。在水库大坝加固领域的新材料、新技术、新设备与新工艺等方面还需要加大研究

与推广应用力度，以推动我国水库大坝安全诊断与除险加固技术的不断进步[45]。

2.4 管理

要保证水库真正除险，非工程措施也尤为重要。近年来，国内学者针对无损探测和智能控制监

测系统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对除险加固水库的管理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除险加固探测的主要方法包括探地雷达法、直流电阻率法、自然电场法、常规电磁法、流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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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勘探法、温度场法、综合示踪法、磁共振法、测井层析成像法、激发极化法、冲击试验法和其

他等方法，各类探测方法各具明显的特点，应科学归纳病险水库的尺寸、材料物理性质和特征参数

特点，提取病险隐患典型检测信号特征，选用合适的探测方法和仪器及组合，联合探测与分析[2,46]。

在监测和管理方面，卢兴等[47]对太浦闸除险加固工程采用自动化系统设计，运用汛情会商系统、

闸门监控系统、视频监视系统、多媒体演示系统综合进行监控，以冗余光纤以太环网作为监控网络

结构；杨启贵[48]提出了水下声像复合查漏技术和水库安全智能评价与管理一体化系统，针对湖南白

云水库大坝采用深水声像复合查漏技术，准确检测到了渗漏源、渗漏部位及面板破坏规模，并具备

安全监测、运行调度、维修养护一体化管理功能，可自动生成安全评价报告，并应用到安徽、湖北、

四川等多个水库工程。韩东海[49]采用了多种方法（几何水准测量、流体静力水准测量、水管式沉降

仪和垂直传高的方法对芒稻闸和邵伯闸除险加固施工期进行了沉降观测，为除险加固施工和安全运

行提供了依据。任翔等[50]提出各省采用统一开发数据库系统对病险水库相关信息进行采集，国家级

水库大坝管理部门通过使用“中心信息管理模块”，实现数据汇总、统计分析、用户管理与信息发布

等功能。水利决策部门、水利行业用户和公众通过使用 PC和 PDA，由 Internet或通讯网查询系统的

“信息服务模块”，以获取相关病险水库除险加固信息。钟磊[51]提出“多中心理论”，即有多个权力中

心，市场、社会组织或个人都可得到相应的权力去参与小型水库的管理，可以弥补政府、市场和社

会的调控协调，提高水库管理效率和活力，但要避免出现各组织以自身利益为主的“无中心”现象以

及政府对社会组织干预力度过大。

在渗漏探测方法研究中，间接探测方法占据主导地位，尤其地球物理探测方法具有连续扫描、

代表性广、无损伤检测等特点，具有一定的发展优势。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包括大量信息，对各

类信息进行统计，研究其相关规律，对了解我国水库工程总体情况、指导工程设计、检验实施效果

等具有重要意义。

3 展 望

我国大型水电工程开发将在 21世纪 50年代基本结束，病险水库大坝的补强加固将成为水利学

科的研究重点[52]。根据我国水库除险加固研究现状，笔者认为应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深入研究：

（1）针对除险加固设计方案安全性方面，应结合工程的实际具体环境，结合风险分析技术，考

虑其在地震、温度、化学侵蚀等特殊情况下的结构短期及长期安全分析，并从宏观、细观与纳观等

角度入手，将研究对象由单一连续介质材料过渡到局部损伤及破坏的不连续材料[52]，从而有针对性

分析设计，有条件的还应基于生态安全评价模型进行计算[53]，从而做到经济性、安全性和生态性的

统一；对于较为成熟的计算理论与方法，建议纳入水利行业的除险加固鉴定内容相关的规范，以便

指导类似工程的设计。

（2）水库除险加固对象和环境十分复杂，应在深刻理解除险加固施工技术基础上，结合新时代

水生态文明建设所需的水生态修复技术体系，有针对性地采用新理论、新技术和新材料进行环境友

好型除险加固施工，并加强设计与施工的匹配性，从而保障施工质量与进度。

（3）针对病险水库加固次序、方案优化和后评价方面，众多学者的定量研究应结合实际工程的

投资和设计要求，基于实际示范性工程确定统一的评价体系和全部可量化评价指标，并结合专家评

价方法，采用智能算法进行非线性优化组合计算；有条件的还应结合时效性指标和非时效性指标特

性[29]，研究各个评价指标间的相互影响，构建相关影响的关联度矩阵和关联度模糊模型，从而提升

除险加固效果综合评价的效果。

（4）病险水库加固后的运行寿命诊断和退役或改建等内容也是水利学科研究的重点，基于运行

多年监测资料发展水工结构的强度、稳定与耐久性等分析理论和方法，对病险工程进行安全监控、

预报与病险预警等十分重要[52]。在无损检测方面，应科学归纳各类病险目标对象的空间尺寸、物理

性质和特征参数的特点，以及对探测深度和分辨率的不同要求，提取病险隐患典型检测信号特征，

选用合适的探测方法及其组合；对于大型工程，还可采用无人机及其配套缺陷检测诊断系统，进行“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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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探测与分析[54]。对于水库除险加固后期监测的信息化管理，应运用大数据和智能化的理论和方法，

采用多目标综合模糊模型评价和管理病险水库的健康水平[55]。同时，对技术上不可行、经济上不合

理、生态环境负面影响大的病险大坝实行降等或拆除。实施大坝退役既要重视工程安全与经济论证，

更要重视生态环境论证，避免或减少对社会和生态环境等的负面影响，确保在遭遇洪水或地震等情

况时不出现新的安全问题[56]。

（5）对于除险加固后的中小型水库，应结合当下的“河长制”、“湖长制”实施方案，多层次、多

渠道融资，不断学习借鉴国内外病险水库管理和建设的新思路、新经验、新技术、新设备，不断提

高技术创新层次和水平[57]。坚持“建设与管护并重”的原则，建立水利设施运行管护长效机制[58]，提

高水库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充分发挥水库的服务功能[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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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与展望

本文研究了一个多目标进化方法的应用，以求解车载网络的路边基础设施的位置安置问题。提

出了该问题的多目标表达式，其中考虑到 QoS和成本目标。纳入问题相关的编码和 ad-hoc变异算子，

探索可能位置集合，设计了特定的 NSGA-II进化算法。通过 Pareto foronts结果比较，本文 NSGA-II
方法给出了更好的解，特别是对于数据应用场景。实验分析还表明，当考虑更具实践性的场景时，

进化方法能够实现更大的性能提升。未来，本文计划在问题表达式中加入车载网络中重要事件信息

（例如事故、交通拥堵等），以建立更具实践性的场景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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