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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水下砼浇筑工艺
(57)摘要
一种水下砼浇筑工艺，
包括以下步骤：
1 )水
上制作钢筋笼：
根据实际需要加工骨架钢筋和网
面钢筋，
然后先将骨架钢筋拼接，
并按照规范焊
接牢固 ，
然后再根据骨架钢筋组装网面钢筋；
最
后在钢筋笼内侧即四周及底部铺设一层钢筋网
片，
网片搭接好后与网面钢筋用纤丝绑扎牢固 ，
使两者形成一个整体 ；
2 )在钢筋笼内铺设土工
布：
土工布上每隔10cm用纤丝将土工布和钢筋网
片连接，
使土工布能够紧贴钢筋笼内侧的钢筋网
片；
3)水下基坑开挖，
并对基础面整平；
4)将钢筋
笼起吊并沉放在基坑上；
5 )砼浇筑。本发明提供
了一种工作效率较高、施工安全可靠、无需立模
的水下砼浇筑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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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水下砼浇筑工艺，
其特征在于：
包括以下步骤：
1)水上制作钢筋笼：
根据实际需要加工骨架钢筋和网面钢筋，
然后先将骨架钢筋拼接，
并按照规范焊接牢固，
然后再根据骨架钢筋组装网面钢筋；
最后在钢筋笼内侧即四周及底
部铺设一层钢筋网片，
网片搭接好后与网面钢筋用纤丝绑扎牢固，
使两者形成一个整体；
2)在钢筋笼内铺设土工布：
根据钢筋笼尺寸裁剪土工布，
并按照十字交叉的形式，
从左到右通长铺设，
减少土工布
的搭接，
增加强度，
土工布上每隔10cm用纤丝将土工布和钢筋网片连接，
使土工布能够紧贴
钢筋笼内侧的钢筋网片；
3)水下基坑开挖，
并对基础面整平；
4)将钢筋笼起吊并沉放在基坑上；
5)砼浇筑：
在沉放过程中，
同时铺设混凝土地泵，
并保证在规定时间内浇筑完毕；
砼浇
筑时，
需将泵送口下放至钢筋笼底，
以减少砼与水接触时间，
在一定量砼打出后，
将泵送口
管口埋于砼面以下并根据砼施打进度逐步提升，
以保证砼不会被水稀释而导致水灰分离；
6)砼浇筑完成后对原施工作业面进行清理，
恢复原貌。
2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水下砼浇筑工艺，
其特征在于：
所述步骤1)中，
若钢筋笼整
体强度不足，
则需要在网面钢筋外设置加强箍筋。
3 .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水下砼浇筑工艺，
其特征在于：
所述步骤1)中，
钢筋笼可
以制作成立方体或者长方体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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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水下砼浇筑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砼浇筑技术领域，
尤其是涉及一种水下砼浇筑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砼浇筑指的是将混凝土浇筑入模直至塑化的过程，
在土木建筑工程中把混凝土等
材料到模子里制成预定形体，
混凝土浇筑时，
混凝土的自由高度不宜超过2m，
当超过3m时应
采取相应措施。
[0003] 现在有许多砼工程需要在水面线下进行，
特别是堤防堤脚或者海塘塘脚施工以及
其他领域水下砼施工，
为了保证砼浇筑质量，
必须进行大开挖，
采用围堰施工，
围堰需做好
防水措施，
在干作业场地中进行立模，
模板工程后再进行砼浇筑。
[0004] 传统水下砼浇筑为保证施工质量，
需要施打围堰，
保证无水的工作环境，
临时工程
费用高，
临时工程主要有基坑内排水，
施工围堰，
模板，
人工工时等；
同时，
外江侧或者外海
采用围堰施工，
地质情况的复杂导致围堰结构稳定的不安全因素较多，
特别是沿海梅汛期
和台汛期，
施工风险很大。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克服传统水下砼浇筑技术存在成本较高、
风险较大的缺陷，
本发明提供了一
种工作效率较高、
施工安全可靠、
无需立模的水下砼浇筑工艺。
[0006]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7] 一种水下砼浇筑工艺，
包括以下步骤：
[0008] 1)水上制作钢筋笼：
根据实际需要加工骨架钢筋和网面钢筋，
然后先将骨架钢筋
拼接，
并按照规范焊接牢固，
然后再根据骨架钢筋组装网面钢筋；
最后在钢筋笼内侧即四周
及底部铺设一层钢筋网片，
网片搭接好后与网面钢筋用纤丝绑扎牢固，
使两者形成一个整
体；
[0009] 2)在钢筋笼内铺设土工布：
[0010] 根据钢筋笼尺寸裁剪土工布，
并按照十字交叉的形式，
从左到右通长铺设，
减少土
工布的搭接，
增加强度，
土工布上每隔10cm用纤丝将土工布和钢筋网片连接，
使土工布能够
紧贴钢筋笼内侧的钢筋网片；
[0011] 3)水下基坑开挖，
并对基础面整平；
[0012] 4)将钢筋笼起吊并沉放在基坑上；
[0013] 5)砼浇筑：
在沉放过程中，
同时铺设混凝土地泵，
并保证在规定时间内浇筑完毕；
砼浇筑时，
需将泵送口下放至钢筋笼底，
以减少砼与水接触时间，
在一定量砼打出后，
将泵
送口埋于砼面以下并根据砼施打进度逐步提升，
以保证砼不会被水稀释而导致水灰分离；
[0014] 6)砼浇筑完成后对原施工作业面进行清理，
恢复原貌。
[0015] 进一步，
所述步骤1)中，
若钢筋笼整体强度不足，
则需要在网面钢筋外设置加强箍
筋。若钢筋笼尺寸较大，
为增强其整体稳定性可以内部加设对拉锚筋，
或者焊接钢结构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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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
[0016]

再进一步，
所述步骤1)中，
钢筋笼可以制作成立方体或者长方体形状以及其他异
形块体。
[0017]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主要表现在：
[0018] 1)无需立模、
施打围堰等，
临时费用大大降低，
钢筋笼内采用无纺布或者编织布阻
止水泥砂浆流失，
钢筋笼主要是水下砼的支撑构件，
减轻劳动强度、
尤其不需要水下施工，
改善了人员的作业环境，
节省了人工费用；
[0019] 2)施工速度较传统工艺大大提高，
完全可以实现全机械化作业，
钢筋笼采用岸上
绑扎或者焊接，
待钢筋笼全部完成后，
基坑开挖、基础面整平、钢筋笼起吊就位、商品砼浇
筑；
[0020] 3)施工安全可靠；
[0021] 4)特别适用于水下大体积砼的浇筑，
有内侧土工布或者编织布的保护，
水泥砂浆
流失量较小，
在水位变动区施工能很好地保证砼浇筑质量。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一种水下砼浇筑工艺，
包括以下步骤：
[0023] 1)水上制作钢筋笼：
[0024]
钢筋笼：
钢筋笼可以制作成立方体或者长方体形状，
制作完后，
临时堆放在平整的
地方，
以防变形。钢筋笼制作钢筋的型号根据形状大小进行选择，
满足起吊要求，
钢筋之间
的搭接采用铁丝绑扎或者焊接，
焊接应符合焊接标准。起吊时钢筋笼应予以固定。若钢筋笼
整体强度不足，
则需要设置加强箍筋，
或者设置钢结构框架。
[0025]
钢筋绑扎：
按照图纸加工骨架钢筋和网面钢筋，
然后再根据图纸先将骨架钢筋拼
接，
并按照规范焊接牢固，
然后再根据骨架钢筋组装网面钢筋。
[0026]
钢筋网片：
主要为增强立模模板的刚度，
防止砼浇筑变形，
钢筋绑扎焊接完成后，
在钢筋笼内侧即四周及底部铺设一层钢筋网片，
网片搭接好后与网面钢筋用纤丝绑扎牢
固，
使两者形成一个整体。
[0027] 2)在钢筋笼内铺设土工布固浆：
[0028] 主要采用有纺土工布或者无纺土工布以及编织布固定在铁丝网内侧，
布需要采用
细绳或者铁丝固定在钢筋笼上。根据钢筋笼尺寸裁剪土工布，
并按照十字交叉的形式，
从左
到右通长铺设，
减少土工布的搭接，
增加强度，
土工布上每隔10cm用纤丝将土工布和钢筋网
片连接，
使土工布能够紧贴钢筋笼内侧的钢筋网片。
[0029] 3)水下基坑开挖，
并对基础面整平:
[0030] 在沉放钢筋笼前先对水下场地进行整平，
以保证钢筋笼平稳放置，
不易倾覆。场地
平整一般由挖机进行，
挖机以硬化的平台为操作面，
通过调节机臂的长度来对水下场地整
平。
[0031] 4)将钢筋笼起吊并沉放在外江(海)侧滩地上；
[0032] 5)砼浇筑：
[0033] 在沉放过程中，
同时铺设混凝土地泵，
同时协调商混供货时间，
保证在规定时间内
浇筑完毕；
砼浇筑时，
需将泵送口下放至钢筋笼底，
以减少砼与水接触时间，
在一定量砼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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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后，
将泵送口埋于砼面一下并根据砼施打进度逐步提升，
以保证砼不会被水稀释而导致
水灰分离；
[0034] 6)砼浇筑完成后对原施工作业面进行清理，
恢复原貌。
[0035] 本发明已经在钱塘江丁坝加固方案中实施，
具体实施方案：
沿丁坝坝身处上、
下游
水平防冲受损位置密集布置两排1 .5m×2m×3m(高×宽×长)钢筋笼灌注砼矩形块体，
块体
间间隙采用砼填充。此方案可省去大型机械进场吊放施工，
也不用征占预制场地，
降低了临
时工程建筑费。
[0036]
钢筋笼灌注砼矩形块体采用赶潮施工，
对水平防冲受损位置填筑块石整平，
制作
安装钢筋笼，
钢筋笼采用Ф14钢筋，
网面钢筋的钢筋横纵间距均为200mm，
其外层设置Ф25
加强箍筋，
在钢筋笼内四周及底部铺钢筋网片以及400g/m 2有纺土工布一层，
浇筑C30混凝
土。
[0037] 施工程序：
1)、
根据盐仓潮水特点，
精确计算施工时间，
在7月小潮汛前完成钢筋笼
制作及便道铺设；
2)在沉放钢筋笼前先对丁坝两侧进行整平，
以保证钢筋笼平稳放置；
3)由
于两个变更的大型钢筋笼位置有冲刷坑存在，
需先进行块石抛投，
然后在进行钢筋笼沉放；
4)在沉放过程中，
同时铺设混凝土地泵，
同时协调商混供货时间，
保证在规定时间内浇筑完
毕；
5)砼浇筑时，
需将泵送口下放至钢筋笼底，
以减少砼与水接触时间，
在一定量砼打出后，
将管口埋于砼面以下并根据砼施打进度逐步提升，
以保证砼不会被水稀释而导致水灰分
离；
6)砼浇筑完成后对丁坝进行清理，
恢复原坝面面貌。
[0038] 本发明适合一些特殊工程，
特别是大江大河内坡脚的抢险工程，
抢险工程时间紧
任务重，
钢筋笼水下砼矩形块体浇筑时间段，
全机械化施工，
为抢险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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