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闸站施工中典型工法的应用
闵贵德
哺通市苏东建筑安装工程公司，江苏海安２２６６００）
摘要：根据海安县里下河地区闸站的更新改造状况，结合工程结构的设计特点，提出在该类工程建设过程
中相关施工工法的采用；并从各工法的拟定思路、工艺流程、工艺技术优势、适用范围，以及经济效益、建设周
期等方面予以分析和评估，为典型工法在该类工程建设中的推行提供依据，供闸站及类似工程建设借鉴。
关键词：泵站；闸门；施工工艺；评估
中图分类号：ＴＶ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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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情况

２

海安县地处长江、淮河两大流域。其中位于

２．１闸站基坑浅层支护开挖

工法的采用

淮河流域的里下河地区面积为４１０ ｋｍ：。占全县

（１）拟定思路

总面积的３７％。建国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

在底部结构外型轮廓处或其外侧一定区域

先后兴建了各类排涝泵站２８２座，总装机容量达

内，采用不同结构及断面形式的挡体支护。用以

ｋｗ．从而保证了该地区人民群众的生活

抵御其外侧一定坡面范围内的土体倾覆和滑动。

１７ ６３５

安定和农村经济的稳步发展。

形成稳定操作仓面。本工程设计底板厚度为５０～

然而，由于圩区的调整，加之早期建成的排

６０ｃｍ，我们采用了２４ｃｍ厚砌体立墙，经验算能满

涝泵站施工质量和设计标准都较低，随着运行龄

足要求。施工中闸站不同断面浅支护开挖示意见

期的增长，闸站病态趋重，防涝隐患渐增。因此，我

图１。

县对该类“小农水”工程，正进行着逐年更新改
造。以保持和提升区域内的防洪抗灾能力。自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以来．相继完成了以闸站结合为主
的更新改造泵站２５座。其主机为：圬工轴流泵
（３８ｗｚＬ、２８ｗｚＬ）及轴流泵（ｚＬＢ一１２５）等几种泵

型。结构设计特点：闸站以钢筋砼薄壁连底结构
为主．其上下游联结段分别作为泵站的进出水
口；出水池流道则为砼箱形结构。运行功能：汛
期，圩外至警戒水位时下设闸门，截断客水涌人；
圩内至内涝警戒水位时（因圩区而异），开机排
涝。

图ｌ浅支护开挖断面示意图

（２）工艺流程
开挖线放设－÷坡面取土＿支护背面御载并

在实施过程中。我们根据工程数量繁多、施

形成截水沟＿支护内侧仓面开挖并修整＿结构

工网点分散、结构形式类同等特点，积极推行格

及外轮廓放样＿支护实施。

式化施工模式．从而为加大工程改造力度、缩短

（３）工艺技术优势

建设周期，以及项目管理目标要素的实现，起着积
极的推动作用。现对施工过程中几种典型的工法
作如下介绍。

①截水沟上移，采用基坑无操作面开挖。挖、
填方量显著减少；并减少挖废面积；

②选用材料多为砌块、小直径涵管等。故而

作者简介：闵贵德（１９６７一）．男，江苏海安人，苏东建筑安装工程公司工程师，主要从事工程施工及技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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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作业流程的模式化，便于质量及进度控

取材方便，成本低廉；
③操作灵活，无需拆或少拆立底部结构模

制：

②避免单片薄墙斜向支撑点的松软而引起

板：减少异型模板制作量；
④随着工序时段的缩短，相应缩短亮槽时

结构变形：

⑤封闭的周边条件．有效地避免了雨季泥浆

性：

③虽减少投入，但不降低复合结构的整体刚

间：

④浇筑支架与结构支撑可不分离，并互为补

的入仓：
⑥为墙身模板立筑，提供良好的支承条件；

强：

⑤如现场条件许可。混合料辅以输送带人

⑦需深支护时，该结构可改进成二级支护，
从而降低深支护的设计标准，减少费用。

仓。可形成无支架现浇。

（４）适用范围

（４）适用范围

①普遍适用于放坡开挖为主的成坑断面型

类似结构的闸墙、泵站及箱体结构都可使
用，因而具有广泛的实用空间。

式：
②部分可作为一级支护的辅助结构使用。

２．３肋形板闸门闸孔内现浇

２．２闸站墙身及泵池少支撑立筑

（１）工艺技术的提出

（Ｉ）工法思路
利用砼成型仓面的面板及竖、横楞结构，并

闸站中，每座闸门的结构形式为：肋形板式
叠粱门预制件，外型尺寸：５．３８

ｍｘｌ．３５

ｍ。计３

结合对拉杆件．共同形成抵抗砼自重、倾倒及振

块，每块自重为３．２ Ｔ。传统预制件的弱点：安装后

捣所产生的侧向荷载；同时利用适量水平向支撑

的水平叠缝处漏水严重：ｆ－ｊ在闸槽内搁置端扭

及竖向剪刀撑，采用刚性联结，将两对称仓面进

曲，或尺寸等因素而导致安装困难。故为避免机

行横向联接，共同形成稳固整体，以克服支承及

泵的功耗损失，保证泵站运行环境，挡水闸门的

冲击等施工荷载所引起的结构变形。从而保证在

施工亦是工程成败关键。因此，根据设计特点，寻

充分利用所架立模板各部件设计性能的基础上。

求一种操作灵活而又保证运行的工艺．是施工过

取消临土侧支撑、减少仓内支撑，并达到增强整

程中必须考虑的问题。

体刚性、少投入低工耗的目的。本工程闸站墙身

（２）工法思路

立筑大样见图２。

根据闸门运行状态下的安装轮廓，制作定型
模具一套，在已成型的闸槽内，将原设计的预制
闸门调整为孑Ｌ内立向现浇的办法。同时，为解决
７

ｃｍ闸门面板薄层砼浇筑问题，采用附着式振捣

器进行移动振捣；为解决闸槽内闸门搁置竖梁模
板的拆卸问题，采用３ Ｆｆｌｍ铁板制成“ｕ”型封头，
脱模时退拔提升。具体工艺简图如图３所示。

图２闸站墙立筑大样
１．企口钢模（规格Ｉ ５００ｘ７５０）２．竖楞（０４８＠４５０钢管）
３．横楞（两排０４８Ｃｏ：．ｘ）００钢管）４．对销拉件（０１６圆钢配以１４槽钢）

５．联接件（∞８钢管）６．剪刀撑（０４８钢管）７．进出水口芯模

（２）工艺流程
方案比较设计＿模板制作成型＿模板拼
装＿面层校正（含适量花栏件的使用）＿固定并

加密支撑和剪刀撑＿整体检查＿交付使用。
（３）工艺技术优势

万方数据

图３肋形板施工示意简图

（３）工艺流程
定型模板制作＿钢筋绑扎入槽。模板安装
校正＿闸槽周边限位控制并封堵一砼浇筑一养

．２６．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ＡＮＤ ＩＲＲＩＧＡＴ／ＯＮ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

Ｖ０１．２２ Ｎｏ．２

结合泵站的投资成本为：２９４ ３３６元，座（根据

护至拆模强度后模板后退提升＿进入下片闸门
施工工序＿垂直止水安装（浇筑完毕后）。

２００３年同比预算价测算）。工法使用后的每座闸

（４）工艺技术优势

站能节约投资成本的６．１％（１８ ０８８元）；因分期实

①降低投入成本：不发生吊装工艺、无预制

施工程面广量大，其推广性采用可大幅度降低工

场地、模具周转利用率高；

程造价，故具有较为可观的经济效益。
３．２建设周期

②缩短建设工期：传统的预制件吊装工艺多
受现场条件、成品强度、还土工序等因素的限制，

常规工艺条件下．每座闸站的工期为８０日

本工艺无此类要求：

历天；典型工艺采用后，则工期缩短为６５。７０日

③提高构件观感：闸门的沿、背水面都为吸

历天。这样，同步缩短了批投资工程的建设周期，

附力较弱的钢模成型，其光洁度、平顺度都优于

从而增强了闸站更新改造能力。

预制件；无吊装撞痕，便于成品保护；

结束语

４

④减少施工占地：其取代了后方预制，使施
工布局更趋合理，节省施工场地

目前，我县里下河地区的闸站建设工作还在

⑤操作安全。无明显安全隐患。

按计划进行。在今后的工程实施中，走数量规模
化、工艺格式化、管理标准化、质量优质化、投资

３工法的综合评估

效益化的路子，将会是我们继续探讨和追求的途

３．１经济效益

径。为保证圩内人民的安居乐业、切实减轻农民

典型工法使用前后，每座闸站的投资成本分

负担提供必要的保障。

析如表１。
表１闸站投资成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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