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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穿越地下混凝土水管道的

地下管廊的施工方法，包括：采用放坡施工方法

在混凝土水管道周围挖设基坑；在放坡外两侧分

别设置一个转换水池，在两个转换水池之间设置

钢管，所述钢管的两端分别伸入两个转换水池；

在两个转换水池内的混凝土水管道上分别开设

出水口和进水口；在两个转换水池之间截断混凝

土水管道并对截断口进行封堵；进行管廊施工；

管廊施工后，回填至混凝土水管下方设定距离，

将厚度为所述设定距离的混凝土板带设置在两

个转换水池之间，恢复混凝土水管道，拆除第一

转换水池和第二转换水池，回填至路基，施工路

面。所述方法采用钢管，管廊开挖完成后再恢复

混凝土水管道，保证了施工后混凝土水管道的防

腐清淤，无需绕道。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5页  附图3页

CN 107386320 B

2019.07.09

CN
 1
07
38
63
20
 B



1.一种穿越地下混凝土水管道的地下管廊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采用放坡的施工方法在混凝土水管道周围挖设基坑；

在基坑的放坡外的两侧分别设置一个转换水池，即第一转换水池和第二转换水池，所

述混凝土水管道穿过所述第一转换水池和第二转换水池，在两个转换水池之间设置钢管，

所述钢管的两端分别伸入第一转换水池和第二转换水池；

在第一转换水池内的混凝土水管道上开设出水口，在第二转换水池内的混凝土水管道

上开设进水口，所述出水口和进水口的表面积均大于所述混凝土水管道的管口面积，开设

有出水口的混凝土水管道段为第一段混凝土水管道，开设有进水口的混凝土水管道段为第

二段混凝土水管道，水从第一段混凝土水管道的出水口流出到第一转换水池，进入钢管，通

过钢管流入到第二转换水池，然后通过进水口流入第二段混凝土水管道；

在第一转换水池和第二转换水池之间截断混凝土水管道，所述截断的混凝土水管道段

为第三段混凝土水管道，对第一段混凝土水管道和第二段混凝土水管道的截断口进行封

堵，其中，所述第三段混凝土水管道的长度小于第一转换水池和第二转换水池之间的距离；

进行管廊施工；

管廊施工后，回填至混凝土水管下方设定距离，将厚度为所述设定距离的混凝土板带

设置在两个转换水池之间，恢复混凝土水管道，其中，所述恢复混凝土水管道的方法包括：

以混凝土板带为支撑，采用混凝土将第三段混凝土水管道与第一段混凝土水管道和第二段

混凝土水管道进行拼接，拆除第一段混凝土水管道和第二段混凝土水管道的截断口的封

堵，采用混凝土封堵出水口和进水口，拆除第一转换水池和第二转换水池，回填至路基，施

工路面。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在第一转换水池内的混凝土水管

道上开设出水口，在第二转换水池内的混凝土水管道上开设进水口的方法包括：

在第一段混凝土水管道和第二段混凝土水管道的外表面上分别切多个格，通过破碎所

述多个格形成所述出水口和进水口。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对第一段混凝土水管道和第二段

混凝土水管道的截断口进行封堵的方法包括：

分别在第一段混凝土水管道和第二段混凝土水管道截断口进行支模混凝土封堵，混凝

土达到强度后拆模。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采用混凝土将第三段混凝土水管

道与第一段混凝土水管道和第二段混凝土水管道进行拼接的方法包括：

在第一转换水池和第二转换水池之间，在第一段混凝土水管道伸出第一转换水池的部

分以及第一段混凝土水管道和第三段混凝土水管道之间的下部掏空形成U型槽，在第二段

混凝土水管道伸出第二转换水池的部分以及第二段混凝土水管道和第三段混凝土水管道

之间的下部掏空形成U型槽，在所述U型槽内浇筑混凝土，实现第一段混凝土水管道和第三

段混凝土水管道之间的圆弧形中空连接以及第二段混凝土水管道和第三段混凝土水管道

之间的圆弧形中空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混凝土水管道和钢管位于第一转

换水池和第二转换水池的下半部，钢管相对于池底的高度不大于混凝土水管道相对于池底

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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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拆除第一转换水池和第二转换水

池的方法包括：

拆除第一转换水池和第二转换水池高于混凝土水管道的部分。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转换水池和第二转换水池的

高度与地面平齐。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采用混凝土将第三段混凝土水

管道与第一段混凝土水管道和第二段混凝土水管道进行拼接后，混凝土强度达到要求后进

行试水实验，保证拼接后的第三段混凝土水管道以及拼接口处没有渗漏。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在放坡施工之前，测量混凝土底标高，设计管廊的穿越位置与混凝土水管道的底部保

持设定的安全距离。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采用混凝土封堵出水口和进水

口的方法包括：

分别在第一转换水池和第二转换水池内支模，用混凝土封堵出水口和进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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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地下混凝土水管道的地下管廊的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地下管廊施工技术领域，更为具体地，涉及一种穿越地下混凝土水管

道的地下管廊的施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地下综合管廊尤其是在老城区施工，难免遇到各种障碍物，尤其是，预铺设的地下

管廊遇到地下混凝土水管道时，传统方法是将混凝土水管道改线，即先布置另一趟趟混凝

土水管道，以避开地下管廊的工程开挖范围，另一趟混凝土水管道与原来的地下混凝土水

管道接通后，再组织开挖。因地下管廊为线性工程，如改线，混凝土水管道需绕行上百甚至

上千米，不仅工程量大、费用高，工期也将受到影响，而且绕行管线也将影响污水顺利排放。

[0003] 另外，当预铺设的地下管廊横穿地下混凝土水管道时，混凝土水管道无法截断，否

则将无法排水，预铺设的地下管廊也没有场地改道，则无法实现地下管廊的铺设。

发明内容

[0004] 鉴于上述问题，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无需绕道的穿越地下混凝土水管道的地

下管廊的施工方法。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一种穿越地下混凝土水管道的地下管廊的施工方

法，包括：采用放坡的施工方法在混凝土水管道周围挖设基坑；在基坑的放坡外的两侧分别

设置一个转换水池，即第一转换水池和第二转换水池，所述混凝土水管道穿过所述第一转

换水池和第二转换水池，在两个转换水池之间设置钢管，所述钢管的两端分别伸入第一转

换水池和第二转换水池；在第一转换水池内的混凝土水管道上开设出水口，在第二转换水

池内的混凝土水管道上开设进水口，所述出水口和进水口的表面积均大于所述混凝土水管

道的管口面积，开设有出水口的混凝土水管道段为第一段混凝土水管道，开设有进水口的

混凝土水管道段为第二段混凝土水管道，水从第一段混凝土水管道的出水口流出到第一转

换水池，进入钢管，通过钢管流入到第二转换水池，然后通过进水口流入第二段混凝土水管

道；在第一转换水池和第二转换水池之间截断混凝土水管道，所述截断的混凝土水管道段

为第三段混凝土水管道，对第一段混凝土水管道和第二段混凝土水管道的截断口进行封

堵，其中，所述第三段混凝土水管道的长度小于第一转换水池和第二转换水池之间的距离；

进行管廊施工；管廊施工后，回填至混凝土水管下方设定距离，将厚度为所述设定距离的混

凝土板带设置在两个转换水池之间，恢复混凝土水管道，其中，所述恢复混凝土水管道的方

法包括：以混凝土板带为支撑，采用混凝土将第三段混凝土水管道与第一段混凝土水管道

和第二段混凝土水管道进行拼接，拆除第一段混凝土水管道和第二段混凝土水管道的截断

口的封堵，采用混凝土封堵出水口和进水口，拆除第一转换水池和第二转换水池，回填至路

基，施工路面。

[0006] 本发明所述穿越地下混凝土水管道的地下管廊的施工方法先将混凝土水管道中

的一段置换成能够加固的钢管，管廊开挖完成后再恢复成混凝土水管道，保证了施工后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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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土水管道的防腐清淤，无需绕道，施工量小，费用低，不影响管廊的施工工期。

附图说明

[0007] 通过参考以下结合附图的说明并且随着对本发明的更全面理解，本发明的其它目

的及结果将更加明白及易于理解。在附图中：

[0008] 图1是本发明所述穿越地下混凝土水管道的地下管廊的施工方法的流程图；

[0009] 图2是本发明管廊设计位置的示意图；

[0010] 图3是本发明转换水池开设位置的示意图；

[0011] 图4是本发明截断的混凝土水管道通过钢管连通的示意图；

[0012] 图5是本发明管廊施工后，恢复混凝土水管道的示意图；

[0013] 图6a是拼接截断后混凝土水管道的一种方法的示意图；

[0014] 图6b是拼接截断后混凝土水管道的另一种方法的示意图。

[0015] 在所有附图中相同的标号指示相似或相应的特征或功能。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在下面的描述中，出于说明的目的，为了提供对一个或多个实施例的全面理解，阐

述了许多具体细节。然而，很明显，也可以在没有这些具体细节的情况下实现这些实施例。

[0017] 图1是本发明所述穿越地下混凝土水管道的地下管廊的施工方法的流程图，图2-5

是本发明所述穿越地下混凝土水管道的地下管廊的施工方法的示意图，如图1-5所示，所述

穿越地下混凝土水管道的地下管廊的施工方法包括：

[0018] 在步骤S110中，采用放坡的施工方法在混凝土水管道100周围挖设基坑1，优选地，

如图2所示，在放坡施工之前，测量混凝土底标高，设计管廊200的穿越位置与混凝土水管道

100的底部保持设定的安全距离；

[0019] 在步骤S120中，如图3所示，在基坑1的放坡2外的两侧分别设置一个转换水池，即

第一转换水池300和第二转换水池400，所述混凝土水管道100穿过所述第一转换水池300和

第二转换水池400，在两个转换水池之间设置钢管500，所述钢管500的两端分别伸入第一转

换水池300和第二转换水池400；

[0020] 在步骤S130中，如图4所示，在第一转换水池300内的混凝土水管道100上开设出水

口110，在第二转换水池400内的混凝土水管道100上开设进水口120，所述出水口110和进水

口120的表面积均大于所述混凝土水管道100的管口面积，开设有出水口110的混凝土水管

道段为第一段混凝土水管道100a，开设有进水口120的混凝土水管道段为第二段混凝土水

管道100b，水从第一段混凝土水管道100a的出水口110流出到第一转换水池300，进入钢管

500，通过钢管500流入到第二转换水池400，然后通过进水口120流入第二段混凝土水管道

100b；

[0021] 在步骤S140中，如图4所示，在第一转换水池400和第二转换水池之间截断混凝土

水管道100，所述截断的混凝土水管道段为第三段混凝土水管道100c，对第一段混凝土水管

道100a和第二段混凝土水管道100b的截断口进行封堵，形成砼封堵130，其中，所述第三端

混凝土水管，100c的长度小于第一转换水池300和第二转换水池400之间的距离；

[0022] 在步骤S150中，进行管廊施工，如图4和图5所示，图中虚线为开挖线，沿开挖线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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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管廊通过的基坑，在所述管廊通过的基坑的侧壁和底面浇筑混凝土，形成砼挡墙220和砼

垫层230；

[0023] 在步骤S160中，管廊施工后，如图5所示，回填至混凝土水管100下方设定距离，将

厚度为所述设定距离的混凝土板带(未示出)设置在两个转换水池之间，恢复混凝土水管道

100，其中，所述恢复混凝土水管道的方法包括：以混凝土板带为支撑，采用混凝土将第三段

混凝土水管道100c与第一段混凝土水管道100a和第二段混凝土水管道100b进行拼接，拆除

第一段混凝土水管道100a和第二段混凝土水管道100b的截断口的封堵130，采用混凝土封

堵出水口110和进水口120，拆除第一转换水池300和第二转换水池400，拆除钢管，回填至路

基，施工路面，优选地，所述采用混凝土封堵出水口和进水口的方法包括：将第一段混凝土

水管道和第二段混凝土水管道中的砼封堵清理干净，分别在第一转换水池和第二转换水池

内支模，用混凝土封堵出水口和进水口。

[0024] 上述地下管廊施工方法采用钢管代换，先布管通水后，再进行管廊的施工，避免了

影响会的排放；钢管刚度大，抗变形能力强，开挖后钢管即使有变形但无渗漏，保证了基坑

安全，恢复混凝土水管道，不仅保证了混凝土水管道排水的正常进行，也为今后管网正常运

行提供了保证。

[0025] 在本发明的一个优选实施例中，所述穿越地下混凝土水管道的地下管廊的施工方

法还包括：

[0026] 在步骤S110中，如图2所示，先测量混凝土底标高，重新设计管廊，将管廊200设计

成，管廊下沉段距离混凝土水管道100设定的安全距离，还设计管廊200的投料口210，用于

投入管廊200内的电力线和网线等；

[0027] 在步骤S120中，所述第一转换水池300和第二转换水池400的高度与地面平齐，所

述混凝土水管道100和钢管500位于第一转换水池300和第二转换水池400的下半部，钢管

500相对于池底的高度不大于混凝土水管道100相对于池底的高度；

[0028] 在步骤S130中，在第一段混凝土水管道100a和第二段混凝土水管道100b的外表面

上分别切多个格，通过破碎所述多个格形成所述出水口110和进水口120；

[0029] 在步骤S140中，在第一段混凝土水管道100a和第二段混凝土水管道100b开设出水

口110和进水口120后，在靠基坑一侧的第一段混凝土水管道100a和第二段混凝土水管道

100b用干沙拌水泥封堵，然后在第一转换水池300和第二转换水池400的外侧第一段混凝土

水管道100a和第二段混凝土水管道100b上方开口，支模混凝土封堵，混凝土达到强度后拆

模；

[0030] 在步骤S160中，在第一段混凝土水管道、第二段混凝土水管道和第三段混凝土水

管道的接茬处进行凿毛处理，所述采用混凝土将第三段混凝土水管道与第一段混凝土水管

道和第二段混凝土水管道进行拼接的方法可以如图6a所示，在第一转换水池300和第二转

换水池400之间，在第一段混凝土水管道100a伸出第一转换水池300的部分以及第一段混凝

土水管道100a和第三段混凝土水管道100c之间的下部掏空形成U型槽，在第二段混凝土水

管道100b伸出第二转换水池400的部分以及第二段混凝土水管道100b和第三段混凝土水管

道100c之间的下部掏空形成U型槽，在所述U型槽内浇筑混凝土，实现第一段混凝土水管道

100a和第三段混凝土水管道100c之间的圆弧形中空连接140以及第二段混凝土水管道100b

和第三段混凝土水管道100c之间的圆弧形中空连接140。

说　明　书 3/5 页

6

CN 107386320 B

6



[0031] 另外，所述采用混凝土将第三段混凝土水管道与第一段混凝土水管道和第二段混

凝土水管道进行拼接也可以采用如图6b所示的方法，在第三段混凝土水管道上截掉一段，

所述截掉一段的下部掏空形成U型槽，在所述U型槽内浇筑混凝土，实现剩余两部分第三端

混凝土水管道之间的圆弧形中空连接140，剩余两部分第三端混凝土水管道与第一段混凝

土水管道和第二段混凝土水管道的拼接可以采用混凝土直接拼接，也可以采用图6a所示的

方式。

[0032] 优选地，在所述采用混凝土将第三段混凝土水管道与第一段混凝土水管道和第二

段混凝土水管道进行拼接后，混凝土强度达到要求后进行试水实验，保证拼接后的第三段

混凝土水管道以及拼接口处没有渗漏。

[0033] 另外，优选地，拆除第一转换水池和第二转换水池，仅仅拆除高于混凝土水管道的

部分。

[0034] 上述地下管廊施工方法恢复混凝土水管道时，连接处采用现浇混凝土管，并抹成

圆弧形，保证了恢复的混凝土管内清淤、防腐等功能不小于原混凝土水管道，且采用两个置

换水池对混凝土水管道进行了加固。

[0035] 在本发明的一个具体实施例中，吴忠市城市综合地下管廊工程中，在新民路开挖

过程中遇到位置与管廊冲突的预制DN1800，每节长2500mm的混凝土地下主排污管。混凝土

地下主排污管不能截断，改道也没有场地，因此采用本发明上述地下管廊的施工方法，具体

地，包括：

[0036] 步骤1，测量混凝土底标高，修改管廊下沉段距离混凝土地下主排污管底面的安全

距离为600mm；

[0037] 步骤2，在放坡外2.0m左右设第一转换水池和第二转换水池，两个转换水池之间设

置有钢管，其中，第一转换水池和第二转换水池内设置有防水层3,且与地面平齐；

[0038] 步骤3，在第一转换水池的第一段混凝土地下主排污管上半部以及在第二转换水

池的第二段混凝土地下主排污管上半部分别切多个30-50mm厚150×150mm方格，然后用风

镐破碎所述方格，分别形成不小于混凝土地下主排污管管口面积的出水口和进水口，让水

从混凝土地下主排污管中过至钢管内；

[0039] 步骤4，在两个转换水池之间截断混凝土地下主排污管，截下的混凝土嗲下主排污

管为第三段混凝土主排污管，对第一段混凝土主排污管和第二段混凝土主排污管的截断口

进行砼封堵；

[0040] 步骤5，管廊开挖完成后，进行管廊施工，施工完后用2：8灰土回填至混凝土主排污

管底下200mm浇200mm厚C30混凝土板带作为管基础，进行恢复，包括：首先将第三段混凝土

主排污管依次接好，第三段混凝土主排污管两侧与第一段混凝土主排污管和第二段混凝土

主排污管下部掏空作U形槽现浇混凝土，在接茬处凿毛，混凝土强度达C20时，在U形槽内充

入水进行试水实验，无渗漏后，将第一段混凝土主排污管和第二段混凝土主排污管中砼封

堵用风镐清理干净，在第一转换水池和第二转换水池内支模，用混凝土将出水口和进水口

封堵密实，无渗漏后将第一转换水池和第二转换水池的上部拆除，拆除钢管回填正常做路

基，施工路面。

[0041] 在上述实施例中，采用钢管替换截断的混凝土主排污管，避免了影响污水排放，通

过截断处的弧形连接，扩大了管内清淤、防腐等功能，使得污水的排放更加顺利。

说　明　书 4/5 页

7

CN 107386320 B

7



[0042] 本发明通过多个实施例示出了穿越地下混凝土水管道的地下管廊的施工方法，但

是本发明并不限于此，城市各种地下构建筑物上方穿越的管线加固均可以采用本发明的施

工方法。

[0043] 尽管前面公开的内容示出了本发明的示例性实施例，但是应当注意，在不背离权

利要求限定的本发明的范围的前提下，可以进行多种改变和修改。此外，尽管本发明的元素

可以以个体形式描述或要求，但是也可以设想多个，除非明确限制为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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