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隼式防渗墙设备在垂直防渗墙
施工中的应用

姜西忠
!山东省莒南县水利局" 山东 莒南!"#$$%%#

!摘!要"!隼式防渗墙设备是在双轮铣槽防渗墙设备的基础上"进行技术创新与改进研制而成的新型技术"与传

统的双轮铣槽防渗墙设备相比"具有施工速度快$垂直防渗墙连接性好的特点% 本文从成槽工作原理$施工工艺以

及隼式防渗墙设备的主要特点等方面"详细介绍了隼式防渗墙设备及施工工艺在堤岸垂直防渗墙施工中的应用"

经过墙体的防渗数据检测和实际运行检验"证明此设备比传统双轮铣设备防渗效果显著%

!关键词"!隼式防渗墙没备& 垂直防渗墙& 施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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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传统的双轮铣防渗墙设备是通过两个对转的铣轮

将土体切削#所生成单元墙段与单元墙段之间的接缝

是平直的#存在渗径小%防渗性及连续性差等特点#单

元墙段与单元墙段之间不能形成咬合#每个单元墙段

独立对抗土体应力变化的能力及整体性较差&

隼式防渗墙设备克服了传统双轮铣防渗墙设备的

缺点#提供了一种能制造多个防渗墙段相互隼式接合

形成隼式接合防渗墙体的防渗墙设备& 隼式防渗墙设

备主要用于河道%水渠%水库等储水建筑物坝体%坝基

防渗的防渗墙建造#在数次施工应用中#隼式防渗墙设

备充分发挥了其独特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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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隼式防渗墙设备技术创新

"HI!隼式防渗墙设备的成墙参数

隼式防渗墙设备最适用于松散透水地层#粒径小

于 J%>>的砾石%砂及软土质地层& 每次成墙长度约

"HK%>#深度可达 J%>#成墙宽度根据工程需求及设计

决定#可在 L% M$%5>之间进行调整#正常情况每天可

制造地下混凝土墙 "%%>

" 或地下水泥土墙 L%%>

"

#墙

体的垂直度不大于 INL%%#所形成墙体的透渗系数不

大于 I%

O#

5>N?&

"H"!隼式防渗墙设备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隼式防渗墙设备的结构包括多功能机架以及隼式

成槽机两部分#多功能机架具有导向%行走%定位%提

升%加压成槽机的功用& 其结构如图 I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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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8上横连接("8下横连接(L8支撑板((P8支撑板Q(J8企口形凹轮一($8企口形凹轮二(#8隼形凸轮一(K8隼形凸轮二(R8油压动力机((

I%8油压动力机Q(II8刀头#I" 转轴(IL8左纵连接(IP8右纵连接(IJ8提升滑轮(I$8钢丝管(I#8钢管(IK8喷浆头

图 +)隼式防渗墙设备示意图

!!隼式防渗墙设备的成槽机是由上部的上横连接%

下部的下横连接以及左部的左纵连接%右部的右纵连

接组成一个矩形构架#矩形构架的中间纵向安装一个

钢管#钢管的上端连接钢丝管#钢管的下端安装喷浆

头(下横连接的左部下端固定于支撑板(的上端#支撑

板(的下端固定于油压动力机 (外壳的中间上部#油

压动力机(前端的转轴固定有企口形凹轮一#油压动

力机(后端的转轴固定有隼形凸轮一(下横连接的右

部下端固定于支撑板Q的上端#支撑板 Q的下端固定

于油压动力机Q外壳的中间上部#油压动力机 Q前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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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转轴固定有隼形凸轮二#油压动力机 Q后端的转轴

固定有企口形凹轮二& 企口形凹轮一的周圈以及企

口形凹轮二的周圈分别带有企口形凹槽#凹槽的表

面安装有多个刀头& 隼形凸轮一的周圈以及隼形凸

轮二的周圈分别带有隼形凸出#凸出的表面亦安装

有多个刀头&

"HL!隼式防渗墙设备的主要工作过程

隼式防渗墙设备工作时#注浆泵注入的稀泥浆通

过钢丝管进入钢管#由钢管下端的喷浆头喷出(油压动

力机(通过前端转轴的转动驱动企口形凹轮一正转#

油压动力机(通过后端转轴的转动驱动隼形凸轮一正

转#油压动力机Q通过前端转轴的转动驱动隼形凸轮

二反转#油压动力机 Q通过后端转轴的转动驱动企口

形凹轮二反转#企口形凹轮一在转动中将左前端切削

成企口形的凹槽#企口形凹轮二在转动中将右后端切

削成企口形凹槽#隼形凸轮一在转动中将左后端切削

成隼形凸出#隼形凸轮二在转动中将右前端切削成隼

形凸出#喷浆头不断喷出稀泥浆#隼形凸轮一%隼形凸

轮二%企口形凹轮一%企口形凹轮二在转动中其上的刀

头将泥土切割#泥浆携带泥土通过正循环的方式从槽

孔内流到槽孔外沉淀池中#泥土在沉淀池中沉淀后#泥

浆通过注浆泵的抽吸%加压#由钢丝管进入钢管#由喷

浆头喷出#如此反复#左前端及右后端分别形成企口形

凹槽#左后端及右前端分别带有隼形凸出的一定深度

的单元槽段#在此单元槽段中浇筑水下混凝土#制造出

一个单元段混凝土防渗墙段#使用同样的方法制造多

个相互隼式接合的混凝土防渗墙段#使中间防渗墙

段左前端的企口形凹槽插在左边防渗墙段右前端的

隼形凸出中#使中间防渗墙段左后端的隼形凸出插

入左边防渗墙段右后端的企口形凹槽上#使中间防

渗墙段右后端的企口形凹槽插在右边防渗墙段左后

端的隼形凸出中#使中间防渗墙段右前端的隼形凸

出插入右边防渗墙段左前端的企口形凹槽上#由此#

形成多个单元混凝土防渗墙段相互隼式错缝接合的

混凝土连续墙体&

%)施工工艺

LHI!主要施工机具及工艺流程

隼式防渗墙主要施工设备为隼式防渗墙设备%混

凝土拌合机%混凝土浇筑机具等& 隼式防渗墙设备%混

凝土拌合机%混凝土浇筑机具与吊装机具均安装一条

轨道上#可进行流水作业"隼式防渗墙设备的施工工艺

流程见图 "$#提高了效率#方便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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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隼式防渗墙设备工作的工艺流程

LH"!隼式防渗墙设备成槽

隼式防渗墙设备在钢轨上进行工作& 在施工区域

平整场地后铺设钢轨#保证钢轨的水平%高差及线路的

走向& 隼式防渗墙设备就位后#要进行成槽机机座平

台的水平调校#校正后固定成槽机的机座平台及作业

机架#同时#检查天轮%机架及机架导向是否在铅垂线

上#正反循环钻管是否在一条直线上%连接是否同轴

等& 在施工过程中要随时抽查钢丝绳的垂直度#如超

过限值#及时停机分析原因并采取相应措施&

隼式防渗墙设备开槽采用跳打法#施工中把地下

连续墙分为若干个连续槽段& 槽段编号为
!

%

"

%

#

%

$

%

%

%

&

等#先进行单序号槽段施工#再进行双序号槽

段施工& 每个施工槽段长度为单序号 "HK%>%双序号

"HK%>& 施工各环节连续进行#流水化施工& 施工时#

必须在钢轨上提前测量各槽段的距离#成槽机机座平

台固定时要准确定位#确保各槽段的长度& 混凝土槽

段施工要严格控制单%双序号槽段的长度及距离#等单

序号混凝土强度达到设计强度的 IJS以上时#即可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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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双序号槽段&

LHL!泥浆护壁

LHLHI!泥浆的配制与使用

配制泥浆前#根据地质条件和用途进行泥浆配合

比设计& 在成槽过程中#要不断向槽内补充新的泥浆#

使其充满整个槽段#并对槽内泥浆各项指标进行检测#

根据检测结果对新补充的泥浆进行调整& 因为在钻进

过程中#随着槽内深度加大#泥浆内携带的泥渣量不断

加大#特别是在进度速度加快情况下#泥浆的质量有所

降低#必须及时补充调整泥浆& 在施工过程中#要配制

足够多的泥浆#并根据槽内地层地质变化#及时调配泥

浆& 槽内泥浆面须高于地下水位 I>以上#且不低于

导墙顶面 %HL%>&

LHLH"!清槽

成槽后%浇筑水下混凝土前#必须进行清槽& 在清

槽前后#各测一次泥浆密度%黏度%含砂量等指标& 在

浇筑混凝土前测试一次泥浆的密度#发现不符合规定

的指标参数#随时进行调整#可有效减少槽内泥浆沉积

厚度#还可减少灌注混凝土的返浆阻力#有利于减少混

凝土夹泥等质量问题&

LHP!浇筑混凝土成墙

LHPHI!混凝土配合比

混凝土配合比按水下灌注混凝土进行配制#混凝

土除了满足强度要求外#还要防止用导管灌注混凝土

时堵管& 普通混凝土配制#注意粗骨料的料径#要使混

凝土具有很好的和易性& 一般情况下#施工时坍落度

要求为 IK M""5>#水泥用量大于 LK%G1N>

L

#砂率大于

P%S#水灰比小于 %H$J& 远距离运输时#要在混凝土中

加入减水剂%泵送剂等#防止在运输过程中坍落度损失

过大或出现混凝土离析& 近年来#垂直防渗墙大量使

用塑性混凝土#即在混凝土中加入适量的黏土和膨润

土#使混凝土具有延展性#不宜开裂#具有很好的防渗

透性#同时降低工程造价&

LHPH"!防渗墙浇筑

成槽后垂直防渗墙浇筑采用导管法进行#开槽的

单元槽段长 "HK%>#可采用单根导管进行混凝土浇筑&

首盘混凝土量要经过计算#保证首盘混凝土能排出导

管内的泥浆#并保证导管的埋深大于 %H$%>& 浇筑过

程中要保持槽内的混凝土面均衡上升#上升速度不得

小于 ">N.& 每个单元槽段浇筑时间不超过规定时间&

随着混凝土面上升#要适时提升及拆卸导管#保持导管

埋入混凝土面以下 " MP>& 混凝土浇筑应连续灌注不

得中断#不得横移导管& 混凝土浇筑到顶部以下 L>

时#可在槽段内放水适当稀释泥浆#适当放慢浇筑速

度#以减少混凝土排除泥浆阻力#保证浇筑顺利进行&

$)主要特点

PHI!单元墙段连续性强

单元墙段之间接缝相互双企口咬合#墙体整体性%

连续性强& 隼式防渗墙设备所制造的每两个相邻的单

元墙段之间的接缝采用双企口咬合在一起#整体对抗

土体应力变化#墙体整体性%连续性得到进一步提高&

PH"!单元墙段之间接头形式简单

隼式防渗墙设备在成槽过程中#能完成接缝的插

接咬合#省去了其他型式成槽机接头管给接头带来的

不便&

PHL!防渗性能好

隼式防渗墙设备制造的墙体接缝渗径加长#防渗

性能好&

#)结)语

隼式防渗墙设备在双轮铣槽防渗墙设备基础上进

行技术创新与改进#提高了施工效率#降低了工程造

价& 目前#该工艺主要用于堤岸垂直防渗#随着科技不

断发展#隼式防渗墙设备不断完善#在垂直防渗墙施工

中有更大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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