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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应用

季文荣J

!陈良宏"

!郭跃峰H

!JE玉环漩门湾观光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浙江 玉环!HJ#$%%&

"E浙江艮威水利建设有限公司" 浙江 宁波!HJG%%%&

HE临海市水利局" 浙江 临海!HJ#%HL#

!摘!要"!挤压边墙施工技术在中型水库项目建设中的应用"可以取代传统工艺中的超填$碾压$坡面防护等工

序"缩短施工周期"提高施工质量与进度"实现良好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本文就对中型水库项目挤压边墙施工

的技术应用进行深入分析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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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挤压边墙施工技术是一种高效的施工技术#主要

使用道沿机#结合其挤压模滑设计原理进行创新和发

展#以此形成面板坝垫层料坡面% 该技术具有安全可

靠'操作简单'强度均衡'分层施工等优势#有利于提高

项目施工的进度与质量%

*(挤压边墙施工技术原理

挤压边墙施工技术#以道沿机挤压滑模原理为依

据#通过机械的挤压力来形成墙体#借助反作用力进行

行走#多用于混凝土面板坝垫层料坡面施工中*J+

% 相

较于传统的施工技术而言#挤压边墙施工技术具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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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的优势#可以取代传统工艺中的坡面防护'垫层料的

超填与碾压修整等#加快施工进度#简化施工工序#确

保施工与生产的安全% 通常在挤压边墙施工过程中#

需要借助边墙机来制作半透水性混凝土挡墙#然后按

照设计要求铺筑坝料与碾压#合格后方可重复以上工

序#图 J 为挤压边墙施工的基本程序%

图 *(挤压边墙施工的基本程序

在中型水库项目中应用挤压边墙施工时#其应用

优点如下!

!

提供可抵御冲刷的坡面#避免洪水冲刷垫

层料#促进度汛安全性的提高)

"

可以在上游坝面形成

密实'平整和规则的坡面)

#

挤压机和施工设备的操作

更简单#施工更加便捷#有利于施工工序的简化)

$

挤

压边墙在上游坡面中发挥着一定的限制作用#不需要

超填垫层料#便于水平碾压方式的运用#促进垫层料施

工质量与安全性的提高)

%

挤压边墙施工的速度可为

JL% [O%@R.#边墙成型 " [H.后可碾压和铺筑垫层料#

确保两者的紧密衔接#加快施工进度%

%(挤压混凝土边墙施工技术的应用

在中型水库项目中应用挤压混凝土边墙施工技术

时#可以从施工工序和施工方法两个层面进行分析%

首先#施工工序层面% 在水库大坝上游施工中#可以利

用挤压机来进行挤压制作#使每一层垫料的挡墙高度

与填筑厚度具有一致性)然后在 J [L. 之后从相关设

计标准出发#将垫层料与过渡料等坝料铺填在其内侧#

在此基础上利用振动碾来进行碾压密实)最后若碾压

等相关工序与实际规定要求相符合#需要对上述施工

程序进行重复循环操作#从而使坝体不断上升*"+

%

平整作业面与测量防线% 在项目施工之前应该设

计水平的平整作业面#以便挤压机的顺利施工)同时填

筑操作相应垫层料之后#需要采用人工平整或修补等

方式#有效检查垫层的平整度#将其平整度误差控制在

\%F" [%F"<@范围内% 另外#完成垫层高程的复核工

作后#需要进行放线操作#对边墙下边线和挤压机行走

路径进行准确标注#其中边墙下边线应与设计坡面呈

垂直状态#有效指导挤压机的行走#确保成型挤压墙的

平直和位置的精确%

吊装% 为了保证挤压机的就位#需要利用相关机

械对其进行吊装和调整#如!通过水平尺和垂直刻度#

使其机身在相应垂直与平行方向上保持良好的水平状

态% 然后利用起点就位操作和定向调整等手段#将相

应的端头挡板安放在挤压边墙的起头部位#在此基础

上进行固定操作%

混凝土运输与搅制% 在搅制混凝土环节#拌和站

需要以施工配合比为基础进行作业#采用强制式的拌

和机来加以拌制#同时利用混凝土搅拌车运送板料#使

其能保质到达施工场地% 混凝土应在挤压机进料口处

进行直接卸料#其中行走速度应保持在 H% [O%@R.范围

内#卸料速度应相对平稳与均匀#并在 J. 内完成混凝土

挤压墙的强度#使其与垫层料碾压填筑的要求相符%

边墙挤压成型与表面修补% 结合挤压机的行走和

边线的实际测量结果#安排专人来控制挤压机的行走

方向与行走速度)对于已成型的混凝土边墙#可以利用

加压机来向前移动#使边墙呈直线方向#达到规范标

准% 如果完成边墙挤压成型#但是出现层间起包与错

阶'局部坍塌'不平整度超过规定标准等问题#需要及时

对其进行人工修补% 值得注意的是#边墙表面在出机后

可能会发生缺陷#应该在相应的边墙与层间台口等位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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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相同的材料进行补填操作#如!利用长度在 H% [G%<@

范围内的木抹子进行修整'补平'拍平等处理%

摊铺垫层料% 对于已经成型的挤压边墙而言#需

要等待 " [L. 后进行垫层料的摊铺#其中垫层料的运

送可采用自卸汽车#并且卸料方向应与边墙的轴线保

持一致#有效控制卸料与边墙之间的距离#使其保持在

H%<@范围内% 然后利用推土机进行垫层料的摊铺#将

摊铺的厚度控制在 LG<@范围内#且摊铺厚度至少应超

过边墙顶面 G<@#通过人工辅助方式来进行推平操作#

对超径块石加以剔除%

碾压垫层料% 碾压垫层料过程中#应该在混凝土

边墙上设置观测点#以便测量挤压墙侧向)然后以坝轴

线方向为基础#利用振动碾进行碾压操作#使边墙内边

线与钢轮的距离为 J% ["J<@% 同时利用夯实机来夯

实填料#采用手扶振动碾整平压痕#避免挤压时发生变

形)完成碾压之后#施工人员应根据边墙顶的高程进行

适当补料#将高差控制在 \JFG [JFG<@范围内% 如果

垫层料的高差不满足相关的设计标准#需要重新补料

碾压#直到其符合标准方可停止%

大面找平% 由于误差的不断累计#挤压墙通过一

段时间的上升#其沿线的高程会发生较大变化#直接影

响坝坡的碾压质量'外观和平整度等#这就需要在上升

一段时间后开展找平工作%

/(中型水库项目挤压边墙施工的技术应用

HFJ!工程实例

本文以浙江省临海市方溪水库为例#分析挤压边

墙施工技术在中型水库项目中的应用% 该水库作为一

项水利枢纽工程#属于
&

等中型水库#具备供水'灌溉'

发电和防洪等功能% 该水库大坝主体为钢筋混凝土面

板堆石坝#总库容为 JH$LFOG 万 @

H

#兴利库容 J""]FO

万@

H

#水库坝址位于临海方溪村上游约 G%%@)同时大

坝上游的坡面面积为 JGL$%F%J@

"

#坡度为 JNJFG#坝顶

高程达 JG]LF%L@#最大坝高为 OJFOO@#坝轴线长达

"J%F%J@% 在实际施工过程中#为了节约垫层料#适

当简化边坡施工#有效运用挤压边墙施工技术#通过

挤压混凝土边墙的施工方法来固定垫层料上游的边

坡#其中挤压墙混凝土总量达到 H$GH@

H

% 另外#坝体

上游分区按照从下游到上游的方法依次分为主堆石

区'过渡区'周边缝处特殊垫层区'垫层区'钢筋混凝

土面板%

HF"!工程应用

7F确定断面% 对于梯形断面边墙而言#其在稳定

性方面的表现相对突出#在设计挤压边墙断面过程中#

需要设计为不对称梯形% 由于大坝斜面基本为上游迎

水面#相较于迎水面坡比来说#坝体坡面的单层挤压墙

外侧坡比值为 JNJFLO)而下游面的坡面较为垂直#实际

坡比为 #F$NJ#梯形断面的高度达 %FLJ@#顶宽与底宽

分别是 %FJJ@和 %F#$@#并且与垫层料填筑层的厚度

具有一致性#详见图 "%

图 %(挤压边墙断面结构示意图

DF技术指标与配合比% 该水库在实际设计中采

用挤压混凝土边墙施工的方法#坝体填筑料选用砂石

料)同时在配制混凝土的配合比时#采用生产性试验#

按照低强度'易成型'低弹模'渗透性等原则进行配制%

表 J 和表 " 分别为挤压边墙混凝土设计的配合比和技

术指标*H+

%

表 *(挤压边墙混凝土设计配合比

材料用量 水灰比例 强度等级

早强剂 速凝剂 砂石料 水泥 水

%F#J^ G^ "J"$F%J #JF%J OHFGJ JFHG

_T

G

(&(



表 %( 挤 压 边 墙 设 计 技 术 指 标

渗透系数 干密度 弹模 强度

J%

\H

[J%

\L

"

"FJL H$%% [LO%% " [$

!!该项目中应用挤压边墙施工技术时#采用级配砂

和石骨料#将其取代砂石料#并且采用的水泥可替换为

L̀"FG 普通水泥#在施工现场进行生产性试验后#最终

确定混凝土的配合比#以此满足相应的设计指标要求#

促进边墙透水性能的提高% 另外#在实际施工过程中#

将一定量的速凝剂掺入其中#"O> 后可以观察到相关

指标与设计要求相符!其中弹性模量和抗压强度分别

为 LG%%ab5与 LF$Jab5#渗透系数可达 %F%%""<@R=#

容量区间保持在 "FJJ ["FHJ2R@

H 的范围内%

.(结(语

在中型水库项目中有效应用挤压边墙施工技术#

可以改进传统施工方法中的不足之处#增强垫层料的

压实质量#确保面板堆石坝的填筑进度及施工的安全

性#提高大坝坡面的防护能力% 目前挤压边墙施工技

术越来越受到国内外业界的关注#成为水库大坝施工

中的重要技术#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本文以方溪水

库为例#对挤压边墙施工技术的应用进行分析#在填筑

料和面板之间通过该技术的运用#在很大程度上简化

了施工工序#降低了施工成本#有利于施工质量和施工

进度的提高#实现了最大化效益#推动了水利工程的可

持续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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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扩孔的钻杆倒运及钻具连接#按穿越长度及

预扩孔次数倒运钻杆#按程序进行钻杆'钻具的清洁和

连接*H+

%

;F当预扩孔满足回拖管要求后#扩孔机具'检验

合格的穿越段管线'回拖活节'钻杆吊入滑送道并依次

连接好#准备进行穿越段管线回拖%

AF安装送滑道及管线入土角调节器#在出土点

G [JJ@处放置管线入土角调节器#确保管线以预先设

计的角度进入孔中#相邻送滑道间距"自管线入土角

调节器起$宜为 ]@左右#间距不宜过大% 送滑道架底

部必须垫土夯实或用厚木板防止架子歪倒%

4F回拖开始前#射线检测所有焊缝#确保焊接合

格)对旋转接头'连接头'扩孔器进行逐一检测#确保连

接牢固可靠#连接正确% 各项检测检查合格后做好记

录#进行下一项工序施工*L+

%

>F在回拖时采用的施工方式为飞旋式扩孔器 P

G%2回拖万向节P

!

H"G 的穿越管线% 回拖过程要连续

不中断#从出土点开始#扩孔清理和管线回拖要协调

进行%

CF回拖中#两边采用对讲机联系#协调配合将管

线敷设到预定位置#穿越工程全部完成%

,(结(语

输水管道定向穿越工程具有工期短'精度高'技术

要求严等特点#在未来城市输水管道建设过程中应用

越来越普遍#通过多个穿越工程的实践#严格按照本文

各项工序的技术要求进行控制#可以较大提高工程质

量#有效提升工程效率#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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