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1

Broad Review Of Scientific Stories

管理科学2022年 11期 (上 )总第 512期

关于河道堤防除险加固工程的安全管理
张汉英

（西安市高陵区渭河管理站，陕西 西安 710200）

摘　要　堤防作为河道中的重要防护屏障，对于防洪抗汛具有重大作用。河道堤防在长时间运行之后，会逐渐产

生一些安全隐患，这需要及时展开除险加固施工，排除河道堤防存在的安全隐患，确保河道堤防的安全性达到理

想状态，能够正常发挥出防洪抗汛的作用。基于此，本文首先针对河道堤防做好除险加固的重大意义展开分析，然

后探讨河道堤防常见的危险隐患，提出除险加固的措施建议，并指出做好安全管理的相关对策，希望能够给业界

人士带来相应的启发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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堤防工程从本质上来说属于水利工程的一部分，

主要作用就是防洪抗汛，用于阻挡水流突破屏障，避

免发生重大的水灾事故。从实际情况来说，河道堤防

工程普遍建设时间已经较为久远，在长时间的运行过

程中，受到水流冲击、自然影响等，河道堤防工程会

逐渐产生一些风险隐患，比如渗水、开裂、塌陷等，

对于这些风险，要及时做好处理，尽快除险加固，确

保河道堤防处于安全状态，能够在防洪抗汛中发挥出

理想作用。

1 做好河道堤防除险加固的重大意义

第一，通过除险加固措施，及时排除河道堤防潜

在的隐患问题，避免风险扩大。从河道堤防的隐患问

题来说，很多隐患本身具有发展性，也就是会逐步发

展扩大，所带来的安全威胁也会不断扩大。比如裂缝

问题，裂缝一开始往往尺寸较小，但是如果没有及时

处置，在外部因素作用下，裂缝就会逐渐发展，尺寸

变大，带来更大的安全风险。所以，通过除险加固工

作的有效落实，可以对河道堤防存在的各类隐患及时

予以排除，避免其发展为具有更大威胁性的安全隐患。

第二，通过除险加固，能够提高河道堤防本身的

安全性，保障其防洪抗汛能力得到发挥。河道堤防的

主要作用就是防洪抗汛，拦截洪水，因此堤防本身的

安全性和其防洪性能直接相关。如果河道堤防存在安

全隐患，那么防洪能力就会减弱，从而会增大发生洪

灾的可能性。所以，通过将除险加固工作落到实处，及

时排除河道堤防的潜在隐患，可以让河道堤防本身具备

良好的安全性，在发生洪水时起到良好的防洪作用 [1]。

第三，落实河道堤防的除险加固，有助于保障人

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正所谓水火无情，洪水作为一种

自然灾害，具有很强的破坏力，能够在大面积范围内

造成破坏，带来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河道堤防作为

防洪抗汛的关键功能部分，落实除险加固，让堤防本

身具有良好的抗洪能力，让洪峰顺利过境，避免发生

洪灾，这就可以对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形成保护。

2 河道堤防的常见危险隐患

2.1 渗透问题

渗漏问题在河道堤防工程中是一类常见的危险隐

患，对于河道堤防而言，一般堤防内部是土料填筑，

外部进行硬化处理。所以归根结底，堤防本身是土质

构筑物。而在河道内，会存在大量水流，长时间作用下，

可能会导致河道堤防出现渗透问题。如果堤防背水面

出现了渗漏，这就是相当危险的标志，说明水流透过

了堤防，在背水面渗出，这意味着堤防内部被水浸润，

力学性能出现了下滑，可能无法防御住洪水冲击。所以，

在工作实践当中，如果发现河道堤防出现了背水面渗

漏的问题，就必须要及时进行处理，否则可能引起很

大的安全风险，甚至引发溃堤。

2.2 滑坡问题

河道堤防本身呈现出梯形结构，这就会相应存在

坡面，迎水坡和背水坡，迎水坡是面向河道一侧的堤

防坡面，在发生洪水时迎接水流冲击。而背水坡，则

是背向河道一侧的堤防坡面，并不会直接和水流接触。

在很多河道堤防工程中，两侧坡面的整体高度往往较

高，能够达到十米以上，在多方面因素的作用下，可

能发生滑坡的问题。比如堤防内部土料本身的填筑密

实度不够，在水流浸润下发生松散变形，从而引起滑坡。

再比如遭遇地震冲击，在地震作用下引起堤防滑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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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还可能因为其他原因发生滑坡问题。一般

来说，滑坡具有渐变性的特点，也就是逐渐演变发生，

并不是突然出现，在发生滑坡前会有相关的征兆及变

化，这就需要通过监测来提前对滑坡进行预警。

2.3 功能失效

除了以上两种外在客观的问题之外，还需要特别

关注到河道堤防的功能失效问题。河道堤防的核心作

用是防洪，除了堤防本身之外，还有很多附属功能设

施，比如水位监测装置、放浪木排、防洪林带等，这

些附属设施能够帮助河道堤防更好地抵御洪水，发挥

出显著的防洪作用。不过，从实际情况来说，功能失

效问题客观存在，河道堤防的一些防洪功能失去效用，

在遭遇洪水时不能起到防洪作用，这需要引起重视。

比如对于防洪林带，有些地方存在违规砍伐防洪林带

的现象，为了建设河岸景观，将堤防边的防洪林带砍

掉，这就导致河道堤防失去了第一道防洪阻浪的屏障，

会增大堤防本身的水流冲击压力。再比如水位监测装

置失效，不能对河道堤防水位进行监测并及时上传监

测数据，导致相关工作的部署安排迟缓。功能失效对

河道堤防的防洪功能会造成很大影响，这需要相关人

士形成重视 [2]。

3 河道堤防除险加固的技术措施

3.1 渗漏的除险加固措施

对于渗漏问题，除险加固工作的开展，必须要对

症下药，结合出现渗漏的部位和具体原因，采取相应

的措施来进行处置，确保能够排除危险，加固堤防，

提升堤防的安全性与防洪能力。

第一，前堵型防渗。河道堤防发生渗漏，渗漏水

流是来源于河道，也就是河道中的水渗漏到了堤防当

中。因此，要解决渗漏问题，可以从渗漏源出发，采

取前堵型防渗措施，在堤防迎水坡设置防渗措施，阻

止水流渗漏进堤防当中。具体来说，可以在迎水坡坡

面设置土工防渗膜，一直覆盖到堤防下缘，用沙袋、

石块等将下缘压实，通过防渗膜来阻止河道水流渗透。

除了使用防渗膜，还可以设置防渗斜墙、防渗铺盖等，

起到防渗作用。

第二，后排型防渗。除了从迎水坡设置防渗措施

来阻止水流渗透，还可以从背水坡着手，采取后排型

的防渗措施。具体来说，在堤防的背水坡，可以设置

减压井、减压沟、导流沟等措施，确保渗水能够及时

排出，从而对浸润线实现控制，让浸润线始终保持在

合理范围内。

第三，堤防加固。除了防渗和排水这两类措施外，

在除险加固中，还需要注意对堤防本身做好加固。河

道堤防出现渗漏问题，根本原因在于堤防存在裂缝以

及内部土体的密实度不够。对此，就可以采取裂缝修

补和土地加固方面的措施，对堤防本身做好加固处理。

比如可以采用加压注浆的措施，通过泵设备，将填筑

材料压入堤身之中，对内部的松软土体、空隙空洞等

实现填充，增强河道堤防内部的密实性，提高抗渗能力，

从而避免渗漏问题。

3.2 滑坡的除险加固措施

对于河道堤防存在的滑坡问题，也需要采取有效

措施来进行除险加固，确保堤防的安全可靠，降低发

生滑坡的可能性。

首先，可以采取施工重筑的措施，提高堤防本身

的性能。从河道堤防工程来说，有些堤防并非一次性

施工完成，存在二次加高的情况。也就是很久之前修

建了堤防，后来又对堤防进行了加高，这样一来就会

形成新老两层堤防，新老堤防的结合面不可靠，就容

易发生滑坡。对此，也有一些堤防原本的厚度较薄，

后期进行了加厚，这也会形成新老坡面结合不紧密的

问题。因此，就要采取施工重筑的措施，对新老坡面

重新施工填筑，确保其紧密结合。具体来说，要在非

汛期施工，通过挖掘机对新老坡面进行开挖，然后重

新填筑施工，形成新的坡面，这样一来就不存在新老

结合面的问题，可以避免滑坡问题发生。

其次，可以采取抗滑桩来加固堤防。堤防滑坡问

题，从本质来说属于边坡问题，对于边坡滑坡的处置，

抗滑桩是一类很有效的措施，在工程领域运用非常广

泛。抗滑桩的技术原理，就是向坡面中施工抗滑桩体，

对坡体形成支撑作用，弱化滑坡风险。同时，抗滑桩

还可以对滑坡体形成阻拦，减小危害。对此，可以对

河道堤防做好调查，了解坡面形式和滑坡风险点，针

对性地展开抗滑桩的施工。

3.3 功能失效的除险处置

对于存在的功能失效问题，会在发生洪水时带来

较大的危险，因此需要采取合理措施，对功能失效的

设施进行除险处置，使其恢复正常功能，能够在防洪

抗汛中发挥作用。

第一，要加强河道堤防的防洪功能检查。要对堤

防、防浪设施、监测设备等展开全面的检查，确认各

方面功能是否正常。要对检查情况做好详细的纪录，

尤其是在发现问题时，要详细记录问题形式、发展情况，

并及时上报处置。

第二，结合发现的问题，采取合理措施进行处理。

对于在检查中发现的各类问题，要及时展开处理。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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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检查中发现防浪林带存在被砍伐的情况，那么就要

及时对砍伐单位或人员进行排查，通过行政执法手段，

勒令相关单位或人员赔偿，并及时对防浪林带进行补

种，确保在汛期到来前恢复防浪林带的功能。如果汛

期已经临近，补种来不及，那么就应该考虑增加防浪

木排来抵御洪水浪峰。再比如发现监测设备失效的问

题，就要及时对监测设备进行更换 [3]。

4 河道堤防除险加固的安全管理措施

4.1 科学合理设计除险加固方案

要保证除险加固的安全可靠，那么需要在具体的

方案设计上保持科学合理，要确保除险加固方案本身

的合理性与可行性，这样才能确保除险加固施工的安

全开闸。如果方案本身存在不合理的地方，那么反而

可能在施工中引发安全事故。所以，就需要对除险加

固方案进行科学合理设计。首先，要保持针对性设计。

除险加固方案的设计，要和具体的问题形成对应，要

根据堤防出现的具体安全风险，深入分析相关的问题

原因，然后制定相应的方案措施。其次，要对除险加

固方案做好审查，这可以借助 BIM技术，对除险加固

方案展开模拟验证，通过 BIM技术的模型构建和流程

演示功能，进一步验证除险加固方案的合理性，并对

方案做出优化改善。

4.2 做好除险加固施工技术交底

技术交底是施工活动开始前的一个重要环节，由

设计人员向施工人员说明设计方案的内容、施工流程、

技术要点等信息，确保施工人员能够对技术方案全面

掌握，能够切实依照方案来施工，避免因为违规操作

而引起安全问题。在安全管理中，需要对除险加固施

工的技术交底做好控制，这需要安排专人对技术交底

过程进行监督，确保设计人员和施工人员双方深入交

流，并且监督做好技术交底确认书的签字，明确责任

的归属 [4]。

4.3 提高施工人员的安全素养

河道堤防除险加固的安全和施工人员存在直接的

关系。除险加固工作的具体执行是由相关的施工人员

来负责，比如坡面加固、防浪林带种植等，都是由具

体的施工人员开展。而施工人员自身的安全素养会影

响到施工活动的整体安全水平。对此，就要多管齐下，

提高施工人员的安全素养。首先，要做好施工人员的

安全教育，在施工活动开始前，要对施工人员展开集

体教育，将安全制度规章向他们讲清楚，并可以通过

实际的安全事故案例，给施工人员敲响安全警钟，提

高他们对安全的关注。其次，要对施工人员的现场行

为加强管理。一些施工人员在进入施工现场后，会出

现一些不安全的行为，这就需要做好管理，及时制止

和纠正。

4.4 落实安全检查及时处置

在河道堤防除险加固施工中，还会存在一些非人

为因素的安全隐患，比如设备故障、地质风险等，这

些方面的安全隐患，会给除险加固施工造成安全威胁。

因此，在实际工作中，要落实安全检查工作，要对河

道堤防除险加固施工涉及的各类设备、材料及环境做

好安全检查工作，确保能够提前发现潜在的安全隐患。

而对于发现的安全隐患，也要及时予以处置，将安全

隐患尽早排除。比如发现挖掘机设备的螺栓松动，存

在安全隐患，那么就要及时对螺栓进行紧固处理。

4.5 依托信息技术加强安全管理

在河道堤防除险加固的安全管理中，还需要加强

信息技术的利用，通过信息技术的优势，提升安全管

理水平。具体来说，可以将无人机利用起来，通过无

人机对除险加固的施工现场进行管控，通过无人机搭

载摄像摄影设备，将无人机放飞到高空，通过摄像摄

影设备，可以对整个施工现场全面监控，这样管理人

员可以一目了然，全面把握施工现场的情况，从而为

安全管理提供有效辅助。除此之外，还可以将大数据、

物联网等技术引入安全管理中，提高安全管理水平。

5 结语

对于河道堤防而言，其作为防洪抗汛的重要设施，

必须要保证河道堤防处于安全稳定的状态，要能够切

实发挥出防洪抗汛的作用。从河道堤防的实际情况来

说，其在运行过程中会逐渐产生一些安全风险，对于

这些风险，要及时发现和处理，采取可靠的除险加固

措施，对河道堤防进行处置。在这一过程中，还需要

做好安全管理，确保河道堤防除险加固工作能够安全

开展，取得理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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