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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宾网垫现场施工质量控制要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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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格宾网垫等新型生态护坡材料形成的护坡结构"较以往的护坡有了较大的不同"对现场施工质量控制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本文在分析格宾网垫常用规格%技术参数%施工程序和施工质量常见问题的基础上"提出施工

质量控制要点"可供此类新型护坡结构施工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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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介绍

传统的河道整治主要利用浆砌石结构或混凝土结

构来实现河道堤防边坡的防护和稳定"但忽略了对生

物'环境的要求"这些硬质材料切断了水'空气'土壤'

植物'生物之间的联系"破坏了河流生态系统的整体平

衡"同时也使河道水体的自净能力遭到破坏(

近年来"随着生态环保理念深入人心"涌现出了许

多生态护坡材料"主要有生态网格结构材料'生态砌

块'生态基质混凝土等( 格宾网垫是一种新型的'柔韧

性护坡结构体系"可用于河道整治堤防护坡'护脚'挡

墙等结构"在满足功能性要求的同时"也兼顾了工程的

环境效应和生物效应"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但格宾网垫等新型护坡材料的施工应用缺乏相应的国

家行业施工标准"往往以企业技术标准或参考类似标

准执行"这对现场施工质量控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格宾网垫常用规格及技术参数

格宾网垫是一种可以满足生态要求的堤坝护面结

构材料"目前在浙江省得到了推广应用( 用于制作格

宾网垫的钢丝材料除了要满足一定的强度要求外"为

了保证设计寿命"对制作网垫的钢丝耐腐蚀也提出了

))%)



相应的要求( 目前钢丝一般采用热镀锌或锌KQ^铝K

混合稀土合金钢丝"耐蚀性要求满足 &'''B 钢丝盐雾

试验不能出现明显红锈( 根据不同工程的具体情况采

用不同规格的网垫进行施工"目前浙江省常用的格宾

网垫规格见表 "(

表 +)常用格宾网垫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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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网垫高度有 '$#A''$&A''$&MA''$%QA四种"可根据实际需

要选用(

用于格宾网垫制作的钢丝抗拉强度应为 &Q' R

Q''L7."断裂伸长率应大于 "#^"抗扭测试应符合国

家标准$对直径 #$#AA和 &$%AA的镀锌和镀锌K铝钢

丝最低镀层重量应不小于 #"Q6\A

#

和 #%Q6\A

#

$镀层应

均匀密实"镀层厚度应在 %' RQ'

)

A"网孔铰制长度不

小于 QQAA"填实块径在 "$QAR#A之间"填石后的容

重应不小于 "$(<\A

&

(

%)格宾网垫施工程序

格宾网垫施工一般在堤坝填筑完成及坡面修整达

到设计的坡比要求后进行( 对坡长超过 MA的坡面可

以分层施工( 格宾网垫的组装一般在现场由人工完

成"安放时应按设计要求定位"并依次安置"定位时应

拉线调整平整度"岸坡铺设的隔片应平行于水流方向"

陡坡铺设时应在距顶部网片以下 #A处或按设计要求

打入木桩固定( 格宾网垫一般按以下程序施工!坝体

垫筑
!

坡面修整压实
!

土工布铺设
!

网垫安装放样
!

网垫安放定位
!

网垫填石
!

人工理砌整平
!

封盖安放

!

封盖绑扎( 安装一般采用人工安放'机械辅以人工

填石及人工封盖绑扎完成( 格宾网施工现场如图 " R

图 & 所示(

安放格宾网垫的坡面应平整'密实'无杂质"网垫

尺寸和网孔尺寸及钢丝直径应符合设计要求"拉直边

网片'端网片和隔片"确保所有折缝位置正确"间隔网

图 +)格宾网垫组装

图 /)格宾网垫填石

图 %)格宾网垫护坡及挡墙

与网身应成 N'b相交"经绑扎形成长方形的格宾网垫绑

扎需用同质扎丝由边缘起连接"每一道绑扎应是双股

线并绞紧"钢丝的末端应向里折$间隔网与网身交接处

每间隔 #'' R#Q'AA绑扎一道$相邻网垫的四角上下

应各绑扎一道"以保证成形后护面的整体性( 封盖在

顶部石料理砌平整的基础上进行"封盖绑扎应先固定

相邻结点后再绑扎"封盖与边框相交处同样每隔

)*&)



#'' R#Q'AA绑扎一道(

$)格宾网垫施工质量常见问题

格宾网垫施工中常见的质量问题主要有以下

几点!

>$填石块径小"空隙率过大无法满足设计要求(

格宾网垫护坡除更加生态外"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可

以利用较小块径#"$QAR#A%的石料"与干砌石相比在

不影响护面防冲效果的前提下"不仅石料可以得到充

分利用"而且可以提高作业效率( 但由于用于充填的

石料未经筛分"机械施工时很难保证所有填充石料的

粒径符合设计要求$承包人或作业班组片面追求利润"

降低对填石施工质量的控制"造成填石偏小"空隙率无

法满足设计要求(

I$填石后网垫表面凹凸不平"平整度差( 由于坡

面局部压实度未达到设计要求或前道工序土工布铺设

时对修整的坡面破坏后没有及时修复"加上填石施工

时工人技能差"质量意识薄弱"没有按要求对面层填石

进行筛选和人工理砌平整"也没有按技术规程要求保

证网垫的填石面超高 # R&;A进行控制"致使施工完成

后格宾网垫局部表面平整度差"封盖后网片与填石面

不能很好帖合"容易引起内部填石松动"网垫整体变

形"既影响施工后格宾网垫的外观质量"也会使格宾网

垫的防冲能力降低(

5$隔片'封盖绑扎不实'间距过大( 由于项目部

对作业班组技术交底不细"现场监理和质量员查验不

到位"检查不及时"加上作业人员存在偷工情况"造成

格宾网垫现场安装后"作业班组不能严格按设计要求

进行隔片和封盖的绑扎安装"存在单股绑扎'扎丝未绞

紧'间距疏密不均'平均间距过大等问题( 引起隔片安

装位置超差"隔片歪斜"封盖不严"盖边起翘"容易在水

流作用下发生漏石"削弱了格宾网垫的护面作用(

#)格宾网垫施工质量控制要点

Q$"!原材料检验

>$对进场的格宾网垫质量进行检查"重点检查进

场网垫的外观尺寸和网孔尺寸是否符合合同要求(

I$查验产品质量证明文件"按相关规定对网垫边

丝'网丝进行力学试验和化学成分试验(

5$随机取样对网垫钢丝镀层进行 #''' R&'''B 的

盐雾试验(

3$用于网垫填石的石料抗压强度'软化系数是否

通过试验检测"块石块径是否满足 "$QAR#A的要求(

Q$#!施工过程检验

>$查验坡面修坡坡比和坡面的压实度是否符合

设计要求(

I$坡面是否按网垫的安装要求进行测量放样"核

查放样是否正确(

5$对现场预组装的网垫是否按图纸要求进行隔

片安装和绑扎"网垫有无严重变形等缺陷(

3$坡面网垫安放是否按施工组织设计的要求组

织施工"安放区域有没有坡面滑塌或松动(

9$网垫安放人员是否分工明确"现场是否落实质

量*三检制+(

<$网垫和石料的储备是否可以满足施工强度的

要求(

K)结)语

格宾网垫作为一种新型的柔韧性护坡结构体系"

具有结构简单'施工方便'整体性好等特点"其多孔隙

结构能够满足植物生长的需要"具有很好的生态效应(

格宾网垫的现场施工质量控制应在避免常见施工问题

的基础上"严格加强网垫钢丝镀层'网垫填石等原材料

检测"严格施工过程检测"查验坡面修坡坡比和坡面的

压实度"排查网垫安装和绑扎质量"落实质量*三检

制+"对网垫现场安装'安放'绑扎质量实行初检'复检'

终检"确保格宾网垫这种新型护坡结构的施工质

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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