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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汇东滩促淤工程软体排铺设
质量控制
江!涛

"上海宏波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摘!要"!通过对南汇东滩促淤工程混合连锁片软体排铺设过程的质量控制分析$阐明了监理工程师在混合连锁

片软体排铺设过程中的质量控制措施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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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概况

南汇东滩促淤工程位于浦东机场外侧促淤区以南

没冒沙水域"大治河延伸段以南 c".## Vc).##C高

程,吴淞零点为基准"下同-以上"南汇东滩滩地"南侧

边界以临港新城大堤与原南汇东滩四期大堤交汇点为

界# 工程促淤面积 "".) 万亩"以大治河为界"分为南

北两块促淤区"大治河以北促淤区 &.$ 万亩"大治河以

南促淤区 $)." 万亩#

%'工程特点

0.水上作业多"管理难度大"安全风险高#

=.施工岸线长"范围广# 岸线长度达 "(]C"平均

宽度达 /]C#

3.参与人员多# 施工高峰期"施工单位参与人员

近千人"监理单位参与人员达 &# 余人"对于人员管理"

食宿'交通安排等工作条件均提出了较高要求#

:.工期紧'任务重# 工程施工主要是赶潮期"要

时刻防范台,大-风'寒潮等自然灾害的侵袭(所需原

材料数量大'品种多"使用大量块石"而周边同类工程

块石需求量剧增"造成货源组织与供应难度加大#

B'软体排铺设设计要求

软体排由排体和压载物两部分构成"该工程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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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多幅土工布按软体排设计宽度拼缝而成# 在排体上

按照设定的间距缝合纵向加筋带"加筋带上缝有加筋

带套环"用来固定和绑扎压载物,砂肋或混凝土连锁

片-# 根据设计要求"工程混合软体排共分为 *'j','

J'9'o六种型号# 其中软体排布及反滤布的规格分别

是!"##<TC

"

'")#<TC

"

'/%#<TC

"丙纶长丝机织布($-#<TC

"

涤纶短纤针刺无纺布()'#<TC

"

'%$#<TC

"复合土工布#

软体排中混凝土联锁块预制单元体规格为 /Cg-C"其

中混凝土连锁块体分别采用 /'#CCg/'#CCg$"CC

及/'#CCg/'#CCg$%CC的,"- 混凝土预制(砂肋充

填料采用砂性土"粒径大于 #.#(-CC的颗粒含量应大

于 (#S"黏粒,, W#.##-CC-含量应小于 -S"充填饱

满度不低于 '#S# 软体排铺设搭接宽度为两种型式

要求!排体最小搭接宽度不小于 -C'最小搭接宽度不

小于 )C#

$'施工质量控制

/.$!施工准备阶段质量控制

混凝土联锁块软体排铺设质量控制重点!检查混

凝土联锁块体在吊装过程中有无破损和开裂现象(检

查联结绳的质量是否符合设计要求(检查联锁块与下

部排布的联结点情况"其数量不得少于规范要求(控制

连锁片摆放位置'绑扎情况"特别是要控制好放排后留

好连锁片每排的间距位置(督促施工单位控制好放排

速度及移船距离"确保排体下水后不发生叠起'跑位现

象"并采取措施防止排体收缩造成的宽度不够# 具体

措施如下!

0.参与原始基准点'线的交接工作"复核施工单

位提供的测量放样成果#

=.参与施工图会审"施工图设计交底工作#

3.对施工单位报来的施工组织设计'施工方案'

施工工艺'技术措施'人员组织'质量保证体系是否合

理可行进行审查#

:.检查'完善质保体系'安保体系及文明施工措

施"施工现场必须有专职的技术负责人员'质量员'安

全员'施工员'资料员'取样员,材料员-到岗#

@.对分包单位的资质'设备'特殊工种人员的岗

位证书进行审查"符合要求后同意进场#

F.审查排布'混凝土构件生产状况# 对生产厂家

进行考察"查看生产厂家是否具备生产资质"质量'产

能是否满足工程需求#

G.检查进场施工船舶的性能'状态'数量'配备是

否能满足施工需要#

<.检查进场的原材料,排布'加筋带'石子等-产

品合格证"对分批进场的原材料进行见证检验和根据

规定进行平行检验"检验合格后使用# 未经检测不准

在该工程使用#

/."!施工过程质量控制

/.".$!土工布织物质量控制

监理对土工布织物供货单位从资质'质量保证体

系及生产能力等方面进行审核# 对符合要求的单位"

由施工单位与其签订供货合同(对于同一厂家'同一材

料'同一规格机织布由生产厂家提供合格证'实验单'

质检单'批号等# 督促施工单位在机织土工布运输'贮

存'施工过程中"防止阳光曝晒使布加快老化# 如遇破

损时"必须另覆一块并满足搭接长度要求"作好记录#

进场材料由监理见证取样"进行复试"合格后方可进行

排布加工"加工过程中派监理人员驻厂"对排布加工质

量进行监理"对出厂的排布进行签证登记#

/."."!混凝土联锁片预制质量控制

工程联锁片均为专业生产厂家预制"监理对厂家

生产资质'质量保证体系'试验检测和生产供货能力等

当面进行审核"符合要求后由施工单位与其签订供应

合同"生产过程中派监理人员驻场"对混凝土联锁片预

制质量进行监督"混凝土联锁块养护需达到标准强度

后方可运输安装" 运输安装过程中如发现有裂纹" 不

得应用# 混凝土联锁块起吊'安放作业要有专人指挥"

轻吊轻放"以免损坏预制块体或排布# 对出厂的混凝

土联锁片进行签证登记#

/.".)!混凝土联锁片软体排铺设质量控制

工程所有的混凝土联锁片软体排均采用铺排船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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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监理部建立了独立系统基站"对进场的每条铺排船

进行了 _̀ ^定位比对复合"无误后方可就位施工# 在

铺排前"监理部根据设计及规范相关规定对施工单位

提出了如下要求!

0.铺排前应对铺排范围内进行清障"探明铺排范

围内的地形情况# 同时将杂木'块石'杂草等影响软体

排质量和效果的杂物清除"在清障的基础上可铺设软

体排#

=.混凝土联锁块之间'联锁块和排体之间的连接

要紧密'牢固"不得漏接"混凝土联锁块单元体必须与

每个绑扎环通过丙纶绳紧密牢固连接"软体排沉放进

度要同联锁块吊装进度保持一致#

3.软体排铺设方向应考虑堤线位置的涨落潮流

向"排体搭接方向根据运行期主流向确定# 软体排的

搭接位置应避开两种堤身断面相差较大的衔接处"避

免不均匀沉降大而影响排体的搭接质量#

:.在不同堤身断面衔接处"由于堤前护底与排宽

度不同引起排体突变"该处应设置渐变段"避免排体外

边沿形成引起冲刷# 原则上突变处相邻两张软体排的

实际长度差不大于 ".# V-.#C# 在设置渐变段有困难

时"可以另外设置一块斜向排体搭接"以保证水流平

顺"斜排必须压在相接的另两块排体的下面"且满足斜

排伸入堤身底部的面积不小于斜排总面积的 $T)"以

保证排体的稳定#

@.软体排应平整地铺设在河床上"不允许出现折

皱和撕裂# 在已铺设软体排上进行下道工序施工前"

必须对已铺设软体排做探摸检查"回淤沉积物厚度不

得大于 )#BC(如发现排体破损'漏砂等现象时"必须查

明原因'采取补排等措施#

F.施工时船舶移位用 _̀ ^ 定位系统控制"必要时

可以用钢管桩上的夜间有色指示灯辅助控制#

G.护底软体排铺设完成后"在隐蔽工程验收合格

后才能进入下一道工序的施工#

施工过程中"监理部对每条铺排船派监理人员驻

船"对铺排作业过程进行旁站监理"填写旁站记录"主

要记录施工管理人员到岗情况'排布规格'排头或排尾

偏差'排布搭接宽度'砂肋充填情况'混凝土联锁片规

格'混凝土联锁片之间和混凝土联锁片与排体之间绑

扎间距是否满足规范要求等内容#

实际施工中"经监理现场检查"每块软体排均按设

计规定的排型文件进行加工'制作"铺设时采用四角坐

标和相应排位桩号进行双控"监理对混凝土联锁片的

吊装'绑扎和砂肋充灌进行旁站"检查混凝土联锁片间

距及排距"按规范要求不大于边长的 $#S进行控制"

船上采用 _̀ ^定位"时时监测排体沉放过程中的偏差

和搭接"按搭 (C保 -C,搭 -C保 )C-进行控制"保证

排体搭接的有效性#

+'监理成效

排体铺设过程中"测量监理采用 _̀ ^定位系统"对

排体铺设的范围'轴线进行检查"检查结果符合设计要

求(潜水专业监理对已完成的排体"采用浮漂法与潜摸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检查"铺设质量良好"满足设计'规

范要求# 在潜摸验收合格后"及时要求施工单位进行

袋装碎石压载工作"确保了排体的铺设质量# 截至

"#$) 年 $" 月下旬 $&)' 张混合联锁片排铺设工作全部

结束"施工过程中质量控制措施到位"整体施工质量

较好#

#'结'语

由于促淤工程伴临湖海"受限于潮汐和风浪等自

然因素"所以对工程质量要求特别严格"其中软体排铺

设质量是影响整个工程质量的关键# 该项目在混合连

锁片软体排铺设过程中"突出做好三大环节控制!一是

施工准备阶段质量控制(二是施工过程质量控制(三是

识图和测量控制# 确保了工程质量在宏观与微观上均

达到设计和规范要求# 在工程监理过程中"取得了一

些初步成效"积累了宝贵经验"以供同行参考借鉴"做

到知而后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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