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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拼装式预制砼边沟同步道

路分层施工方法，包括，施工准备，测量放线，基

坑开挖，边沟侧壁预制，边沟底板混凝土浇筑，边

沟侧壁安装，道路结构层施工，边沟盖板预制；边

沟盖板安装；实现边沟与道路同步摊铺碾压施

工，路面边沟砌筑一层，路面摊铺碾压一层，流水

化作业施工，大大的提高了施工速度，综合节省

的工期、材料、人工成本约为15%，效益显著，提高

了对路面摊铺和压实时的效果，而且通过这种方

法，保证了边沟一侧路面的压实度，减少了路面

不均匀沉降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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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拼装式预制砼边沟同步道路分层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S1：施工准备，施工前现场检查人员、机械、测量仪器、材料等进场情况，确保人、材、机

等及时到场，并清理现场浮土、杂物；编制路面预制砼边沟同步路面压实施工技术交底，并

对有关施工人员进行技术交底；

S2：测量放线，熟悉现场施工图纸，校准仪器，然后由技术人员、测量人员按照设计图纸

放出边沟中线、边线及标高并每隔5米设立一个中心高程控制桩等，并撒上白石灰做标记，

通过沟底高程、沟底纵坡确定开挖深度，线位设定好后请监理工程师检测，符合要求后进行

下一道工序；

S3：基坑开挖，利用测量放样出的边线及计算出的开挖深度，采用人工配合机械开挖，

基坑开挖至距设计沟底5-10cm时，由人工修整挖掘成型，不允许超挖，确保开挖完成后的边

沟的坡面平整、稳定，基坑开挖完毕后，进行高程复测，确保沟底纵坡衔接平顺；

S4:边沟侧壁(2)预制，根据边沟的高度分块预制边沟侧壁(2)，采用混凝土进行边沟预

制砼块的制作，制作过程中在预制块高度方向预留竖向孔(6)，竖向孔(6)贯穿边沟边沟侧

壁(2)高度方向；

S5:边沟底板(4)混凝土浇筑，浇筑边沟底板(4)混凝土前，清理基坑杂物、碎石等，确保

基坑沟底平顺，清理完毕后，根据边沟底板(4)的设计高程进行挂线，按照挂线的高度浇筑

混凝土，捣固密实，同时在浇筑混凝土的过程中在边沟底板(4)上预埋竖向钢筋(3)，竖向钢

筋(3)的预埋的间距根据预制的边沟侧壁(2)砼块长度确定；

S6：边沟侧壁(2)安装，待混凝土边沟底板(4)达到强度后，进行边沟侧壁(2)安装，边沟

侧壁(2)安装过程中注意板块质量，对表面不平整等外观质量缺陷的不得使用，确保边沟侧

壁(2)始终垂直水平，带动边沟侧壁(2)上竖向孔(6)穿过边沟底板(4)上预埋的钢筋(3)；

S7：道路结构层施工，当边沟侧壁(2)拼装完一层后，使用压路机对与该层同高的路面

层进行摊铺、碾压工序，该路面层摊铺、碾压完毕后，进行下一层的边沟侧壁(2)拼装，并进

行下一路面层的摊铺和碾压，以此类推；

S8：边沟盖板(7)预制；

S9：边沟盖板(7)安装。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拼装式预制砼边沟同步道路分层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S4中，竖向孔(6)在每个边沟侧壁(2)上设置有两个，两个竖向孔(6)位于边沟侧壁(2)

长边方向离两端四分之一处设置。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拼装式预制砼边沟同步道路分层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S4中，在每个竖向孔(6)内与竖向孔(6)同轴设置PVC管(1)，PVC管(1)内径为30mm，大于

边沟底板(4)预埋竖向钢筋(3)直径，PVC管(1)沿边沟侧壁(2)高度通长埋设，PVC管(1)的两

端呈贯通设置，步骤S6中，将钢筋(3)穿过PVC管(1)完成边坡侧壁的安装。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拼装式预制砼边沟同步道路分层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S4中，边沟侧壁(2)的高度一般根据设计边沟侧边的高度进行三等分，一般水沟的高度

为60cm，每层预制块的高度则为20cm。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拼装式预制砼边沟同步道路分层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S4中，采用C20混凝土进行边沟侧壁(2)的预制。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拼装式预制砼边沟同步道路分层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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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S6中，边沟侧壁(2)每层相邻的预制块之间形成竖向缝(5)，上层与下层的竖向缝(5)之

间呈交错设置。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拼装式预制砼边沟同步道路分层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S7中，边沟侧壁(2)拼装、砌筑达到设计高程后，停止拼装，通过顶层边沟侧壁(2)灌入

水泥砂浆封闭PVC管(1)，砂浆应搅拌均匀，边拌边用，砂浆采用普通水泥砂浆，配合比为：水

泥：砂为1:1—1:15，水灰比宜为0.45-0.5，在灌注砂浆时，应先用水打湿PVC管(1)内壁再灌

入水泥砂浆。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拼装式预制砼边沟同步道路分层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S8中，盖板(7)预制模板中所有接缝应按一致方式位于水平或竖直平面上，接缝严密，

不能漏浆，浇筑盖板(7)时，模板内的钢筋(3)应清刷干净，不得有杂质和其他浮着物质，混

凝土浇筑应连续作业、浇筑后，模板不得振动，浇筑完毕后采用薄膜覆盖进行养护，在混凝

土边角处，加辅助保温材料。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拼装式预制砼边沟同步道路分层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S9中，边沟侧壁(2)符合要求后，进行盖板(7)安装，安装盖板(7)时先在边沟侧壁(2)上

垫上1cm的砂浆进行调平，盖板(7)光面朝上，从边沟一端开始，将盖板(7)轻轻置于边沟侧

壁(2)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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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拼装式预制砼边沟同步道路分层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道路施工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拼装式预制砼边沟同步道路分层

施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边沟指的是为汇集和排除路面、路肩及边坡的流水，在路基两侧设置的水沟。边沟

设置于挖方地段和填土高度小于边沟深度的填方路段。其形式可分为L形边沟、梯形、碟形、

三角形、矩形或U形边沟.又分为明沟和加设盖板的暗沟等多种形式。

[0003] 目前在我国公路工程建设中，传统路面边沟普遍采用现浇混凝土进行施工，现浇

混凝土边沟存在施工工艺复杂、成型外观质量差等缺点。在传统混凝土边沟施工中，若在路

面施工之前浇筑边沟则会影响路面两边的压实度；若先压实路面再浇筑混凝土边沟则会增

加不必要的工作内容，例如沟背回填、压实等施工工序，增加了施工时间，提供了施工成本。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分层砌筑以简化施工流程且能提高路面压实效果的拼

装式预制砼边沟同步道路分层施工方法。

[0005] 本发明的上述发明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

一种拼装式预制砼边沟同步道路分层施工方法，包括，

S1：施工准备，施工前现场检查人员、机械、测量仪器、材料等进场情况，确保人、材、机

等及时到场，并清理现场浮土、杂物；编制路面预制砼边沟同步路面压实施工技术交底，并

对有关施工人员进行技术交底；

S2：测量放线，熟悉现场施工图纸，校准仪器，然后由技术人员、测量人员按照设计图纸

放出边沟中线、边线及标高并每隔5米设立一个中心高程控制桩等，并撒上白石灰做标记，

通过沟底高程、沟底纵坡确定开挖深度，线位设定好后请监理工程师检测，符合要求后进行

下一道工序；

S3：基坑开挖，利用测量放样出的边线及计算出的开挖深度，采用人工配合机械开挖，

基坑开挖至距设计沟底5-10cm时，由人工修整挖掘成型，不允许超挖，确保开挖完成后的边

沟的坡面平整、稳定，基坑开挖完毕后，进行高程复测，确保沟底纵坡衔接平顺；

S4:边沟侧壁预制，根据边沟的高度分块预制边沟侧壁，采用混凝土进行边沟预制砼块

的制作，制作过程中在预制块高度方向预留竖向孔，竖向孔贯穿边沟边沟侧壁高度方向；

S5:边沟底板混凝土浇筑，浇筑边沟底板混凝土前，清理基坑杂物、碎石等，确保基坑沟

底平顺，清理完毕后，根据边沟底板的设计高程进行挂线，按照挂线的高度浇筑混凝土，捣

固密实，同时在浇筑混凝土的过程中在边沟底板上预埋竖向钢筋，竖向钢筋的预埋的间距

根据预制的边沟侧壁砼块长度确定；

S6：边沟侧壁安装，待混凝土边沟底板达到强度后，进行边沟侧壁安装，边沟侧壁安装

过程中注意板块质量，对表面不平整等外观质量缺陷的不得使用，确保边沟侧壁始终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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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带动边沟侧壁上竖向孔穿过边沟底板上预埋的钢筋；

S7：道路结构层施工，当边沟侧壁拼装完一层后，使用压路机对与该层同高的路面层进

行摊铺、碾压工序，该路面层摊铺、碾压完毕后，进行下一层的边沟侧壁拼装，并进行下一路

面层的摊铺和碾压，以此类推；

S8：边沟盖板预制；

S9：边沟盖板安装。

[000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边沟侧壁可提前预制并根据需求随时运送到施工现场，

相比于现浇混凝土边沟施工，无需支设边沟模板，节省了模板安装过程中的人工和模板材

料，操作简单、施工方便；而且还可实现边沟与道路同步摊铺碾压施工，路面边沟砌筑一层，

路面摊铺碾压一层，流水化作业施工，大大的提高了施工速度，综合节省的工期、材料、人工

成本约为15%，效益显著，提高了对路面摊铺和压实时的效果；路面边沟侧壁采用工厂化预

制、现场拼装，相比于采用现浇混凝土边沟减少了现场浇筑混凝土对周边环境的影响，节约

了模板安装和加固方面的人工、材料等社会资源，施工速度快，路面的排水系统能尽早完

善，减少了排水对路基的影响；而且通过这种方法，保证了边沟一侧路面的压实度，减少了

路面不均匀沉降的风险，社会效益显著。

[0007]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步骤S4中，竖向孔在每个边沟侧壁上设置有两个，两个竖向

孔位于边沟侧壁长边方向离两端四分之一处设置。

[000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将竖向孔设置两个，使得边沟侧壁带动竖向孔插接至钢

筋上时，防止相邻的边沟侧壁之间出现错位，并且可防止边沟侧壁于钢筋上转动，提高了相

邻的边沟侧壁拼接后的拼接效果，并且提高了整个边沟侧壁的牢固性。

[0009]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步骤S4中，在每个竖向孔内与竖向孔同轴设置PVC管，PVC管

内径为30mm，大于边沟底板预埋竖向钢筋直径，PVC管沿边沟侧壁高度通长埋设，PVC管的两

端呈贯通设置，步骤S6中，将钢筋穿过PVC管完成边坡侧壁的安装。

[001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PVC管的设置减小了钢筋与竖向孔之间的摩擦力，方便带

动底板上的钢筋穿过边沟侧壁上的竖向孔，从而方便将边沟侧壁安装至底板上，并且采用

预埋PVC管的设置方便对边沟侧壁进行预制。

[0011]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步骤S4中，边沟侧壁的高度一般根据设计边沟侧边的高度

进行三等分，一般水沟的高度为60cm，每层预制块的高度则为20cm。

[001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将边沟侧壁三等分，最下层的边沟侧壁在拼装完成后可

与下基层等高，从而方便对下基层进行摊铺和碾压，当中层边沟侧壁完成拼装后，使得上基

层与中层边沟侧壁位于同一高度，方便对上基层进行摊铺和碾压，当完成上层边沟侧壁拼

装后，使得上层边沟侧壁与面层位于同一高度，从而方便对面层进行摊铺和碾压，符合大部

分标准道路结构层。

[0013]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步骤S4中，采用C20混凝土进行边沟侧壁的预制。

[0014]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采用C20混凝土其价格较低，降低了施工时的成本，并且

边沟侧壁仅需要对盖板进行承载，对其承载力要求并不高，符合实际施工应用。

[0015]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步骤S6中，边沟侧壁每层相邻的预制块之间形成竖向缝，上

层与下层的竖向缝之间呈交错设置。

[001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同一层相邻的边沟侧壁对下层的边沟侧壁起到支撑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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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使得整个边沟侧壁成为一个整体，提高了边沟侧壁的整体性、稳定性和承载能力。

[0017]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步骤S7中，边沟侧壁拼装、砌筑达到设计高程后，停止拼装，

通过顶层边沟侧壁灌入水泥砂浆封闭PVC管，砂浆应搅拌均匀，边拌边用，砂浆采用普通水

泥砂浆，配合比为：水泥：砂为1:1—1:15，水灰比宜为0.45-0.5，在灌注砂浆时，应先用水打

湿PVC管内壁再灌入水泥砂浆。

[001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在多层边沟侧壁的PVC管内浇筑混凝土，使得不同层相邻

的边沟侧壁之间被固定至一起，从而使得边沟侧壁与钢筋固定，使得边沟侧壁被固定至底

板上，进一步提高了整个边沟侧壁的稳定性和承载能力，采用PVC管，无需搭建模板，方便对

混凝土进行浇筑。

[0019]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步骤S8中，盖板预制模板中所有接缝应按一致方式位于水

平或竖直平面上，接缝严密，不能漏浆，浇筑盖板时，模板内的钢筋应清刷干净，不得有杂质

和其他浮着物质，混凝土浇筑应连续作业、浇筑后，模板不得振动，浇筑完毕后采用薄膜覆

盖进行养护，在混凝土边角处，加辅助保温材料。

[002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将钢筋上的杂质清理干净，防止杂质对边沟侧壁的安装

造成影响，并且可防止在安装边沟侧壁时导致边沟侧壁和钢筋倾斜，提高了对边沟侧壁安

装时的安装效果。

[0021]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步骤S9中，边沟侧壁符合要求后，进行盖板安装，安装盖板

时先在边沟侧壁上垫上1cm的砂浆进行调平，盖板光面朝上，从边沟一端开始，将盖板轻轻

置于边沟侧壁上。

[002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将盖板直接置于边沟侧壁上的方式，方便对边沟侧

壁进行安装，提高了在安装盖板时的安装效率，通过采用砂浆对盖板调节水平，防止相邻的

盖板之间倾斜，提供了盖板的安装效果。

[0023] 综上所述，本发明的有益技术效果为：

1.通过带动边沟侧壁上的PVC管穿过底板上的钢筋，完成对边沟侧壁的安装，节省了模

板安装过程中的人工和模板材料，操作简便、施工方便，并且通过路面边沟侧壁拼装一层，

路面摊铺碾压一层的方式，可实现边沟与道路同步摊铺碾压施工，实现流水化作业，大大提

高了施工速度，综合节省的工期、材料和人工成本；

2.在PVC管内浇筑混凝土，并且带动相邻的竖向缝交错设置，使得边沟侧壁被固定至底

板上，提高了整个边沟侧壁的稳定性和承载能力。

附图说明

[0024] 图1是本发明的施工方法流程图；

图2是本发明的边沟侧壁的结构示意图；

图3是本发明的底板的结构示意图；

图4是本发明的边沟侧壁和底板的安装结构示意图；

图5是本发明的路面层与边沟侧壁位置关系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中，1、PVC管；2、边沟侧壁；3、钢筋；4、底板；5、竖向缝；6、竖向孔；7、盖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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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7] 参照图1，为本发明公开的一种拼装式预制砼边沟同步道路分层施工方法，包括：

S1：施工准备，施工前现场检查人员、机械、测量仪器、材料等进场情况，确保人、材、机

等及时到场，并清理现场浮土、杂物；编制路面预制砼边沟同步路面压实施工技术交底，并

对有关施工人员进行技术交底；

S2：测量放线，熟悉现场施工图纸，校准仪器，然后由技术人员、测量人员按照设计图纸

放出边沟中线、边线及标高并每隔5米设立一个中心高程控制桩等，并撒上白石灰做标记，

通过沟底高程、沟底纵坡确定开挖深度，线位设定好后请监理工程师检测，符合要求后进行

下一道工序；

S3：基坑开挖，利用测量放样出的边线及计算出的开挖深度，采用人工配合机械开挖，

基坑开挖至距设计沟底5-10cm时，由人工修整挖掘成型，不允许超挖，确保开挖完成后的边

沟的坡面平整、稳定，基坑开挖完毕后，进行高程复测，确保沟底纵坡衔接平顺；

S4:如图2所示，边沟侧壁2预制，根据边沟的高度分块预制边沟侧壁2，采用C20混凝土

进行边沟预制砼块的制作，制作过程中在预制块长边方向离两端四分之一处设置竖向孔6，

竖向内预埋PVC管1，PVC管1内径为30mm，大于边沟底板4预埋竖向钢筋3直径，PVC管1沿边沟

侧壁2高度通长埋设，PVC管1的两端呈贯通设置，方便后续边沟侧壁2拼装施工，边沟预制块

的高度一般根据设计边沟侧边的高度进行三等分，一般水沟的高度为60cm，每层预制块的

高度为20cm；

S5:如图3所示，边沟底板4混凝土浇筑，浇筑边沟底板4混凝土前，清理基坑杂物、碎石

等，确保基坑沟底平顺，清理完毕后，根据边沟底板4的设计高程进行挂线，按照挂线的高度

浇筑混凝土，捣固密实，同时在浇筑混凝土的过程中在边沟底板4上预埋竖向钢筋3，竖向钢

筋3的预埋的间距根据预制的边沟侧壁2砼块长度确定；

S6：如图4所示，边沟侧壁2安装，待混凝土边沟底板4达到强度后，进行边沟侧壁2安装，

边沟侧壁2安装过程中注意板块质量，对表面不平整等外观质量缺陷的不得使用，确保边沟

侧壁2始终垂直水平，带动边沟侧壁2上竖向孔6穿过边沟底板4上预埋的钢筋3，使得边沟侧

壁2安装至底板4上，防止相邻的边沟侧壁2之间出现位置偏差，边沟侧壁2每层相邻的预制

块之间形成竖向缝5，上层与下层的竖向缝5之间呈交错设置，以加强整个边沟侧壁2的稳定

性和承载能力；

S7：结合图2和图4，道路结构层施工，当边沟侧壁2拼装完一层后，使用压路机对与该层

同高的路面层进行摊铺、碾压工序，该路面层摊铺、碾压完毕后，进行下一层的边沟侧壁2拼

装，并进行下一路面层的摊铺和碾压，以此类推，边沟侧壁2拼装、砌筑达到设计高程后，停

止拼装，通过顶层边沟侧壁2灌入水泥砂浆封闭PVC管1，砂浆应搅拌均匀，边拌边用，砂浆采

用普通水泥砂浆，配合比为：水泥：砂为1:1—1:15，水灰比宜为0.45-0.5，以保证三层边沟

侧壁2固定至一起，并且将边沟侧壁2固定至底板4上，以进一步提高整个边沟侧壁2的稳定

性和承载能力，在灌注砂浆时，应先用水打湿PVC管1内壁再灌入水泥砂浆，以提高砂浆于

PVC管1内壁上的流动性；

如图5所示，最下层的边沟侧壁2在拼装完成后可与下基层等高，从而方便对下基层进

行摊铺和碾压，当中层边沟侧壁2完成拼装后，使得上基层与中层边沟侧壁2位于同一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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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对上基层进行摊铺和碾压，当完成上层边沟侧壁2拼装后，使得上层边沟侧壁2与面层

位于同一高度，从而方便对面层进行摊铺和碾压，从而提高了对路面层两边的压实效果。

[0028] S8：边沟盖板7预制，盖板7预制模板中所有接缝应按一致方式位于水平或竖直平

面上，接缝严密，不能漏浆，浇筑盖板7时，模板内的钢筋3应清刷干净，不得有杂质和其他浮

着物质，以防止杂质对边沟侧壁2的安装造成影响；混凝土浇筑应连续作业、浇筑后，模板不

得振动。浇筑完毕后采用薄膜覆盖进行养护，在混凝土边角处，加辅助保温材料；

S9：边沟盖板7安装，边沟侧壁2符合要求后，进行盖板7安装，安装盖板7时先在边沟侧

壁2上垫上1cm的砂浆进行调平，以带动多个盖板7位于同一个平面上，防止相邻的盖板7出

现位置的偏差，提高了盖板7的安装效果，将盖板7光面朝上，提高多个盖板7在安装后的美

观度，从边沟一端开始，将盖板7轻轻置于边沟侧壁2上，将盖板7防止在边沟侧壁2上，使得

多个盖板7之间相互抵接，方便对盖板7进行安装，提高了安装人员的安装效果。

[0029] 本具体实施方式的实施例均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非依此限制本发明的保护

范围，故：凡依本发明的结构、形状、原理所做的等效变化，均应涵盖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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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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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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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说　明　书　附　图 4/4 页

12

CN 110409252 A

12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DES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RA
	DRA00009
	DRA00010
	DRA00011
	DRA00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