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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城市污水处理厂反硝化滤池

混凝土异型二次结构施工方法，解决现有技术反

硝化滤池混凝土异型二次结构施工工序复杂，异

型二次结构安装精度差，易返工增加成本投入及

浪费资源。本发明包括以下步骤：步骤1、在反硝

化滤池主体结构底面钻孔；步骤2、钻孔装药，安

装高强度化学螺栓；步骤3、安装垫圈、底锥模板

及调平；步骤4、对六个底锥模具进行加固；步骤

5、底锥混凝土浇筑；步骤6、底锥模具拆除；步骤

7、预制导砂锥；步骤8、预制导砂锥的组合安装。

本发明能简化反硝化滤池混凝土异型二次结构

施工工序，提高混凝土异型二次结构的安装精

度，可有效降低因施工工艺而导致返工，从而可

有效节约成本投入及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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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城市污水处理厂反硝化滤池混凝土异型二次结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

步骤：

步骤1、在反硝化滤池主体结构完成后，在每个预浇筑正八边形倒锥的底面中心位置钻

孔；

步骤2、六个钻孔均完成后，对所有孔洞进行吹扫干净，然后往孔洞内注入药剂，最后将

高强度化学螺栓插入注有药剂的孔洞内；

步骤3、待步骤2中高强度化学螺栓固定后，在每一个高强度化学螺栓上安装一个底部

垫圈，同时对预浇筑正八边形倒锥的底锥模具与浇筑混凝土的接触面涂装脱模剂，最后通

过50t吊车吊装底锥模具至反硝化滤池主体内进行安装调平；

步骤4、对六个底锥模具进行加固；

步骤5、在反硝化滤池主体底部的六个底锥模具之间浇筑混凝土，形成六个成阵列分布

的正八边形倒锥；

步骤6、正八边形倒锥混凝土浇筑体凝固后，拆除底锥模具；

步骤7、在反硝化滤池主体外通过木模采用混凝土预制导砂锥，导砂锥的类型包括四角

锥体、1/2四角锥体和1/4四角锥体，其中四角锥体有2个，1/2四角锥体有6个，1/4四角锥体

有4个；

步骤8、导砂锥预制完成后，通过50t汽车吊分别将预制导砂锥吊至反硝化滤池主体内

相应位置进行组合安装。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城市污水处理厂反硝化滤池混凝土异型二次结构施工方法，

其特征在于，在步骤3中，底锥模具的安装精度误差必须控制在±2mm以内，在步骤8中，所有

预制导砂锥的组合安装精度误差必须控制在±2mm以内。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城市污水处理厂反硝化滤池混凝土异型二次结构施工方法，

其特征在于，在步骤2中，所述药剂为高强度化学螺栓粘接剂，其成分为反应树脂、固化剂和

石英颗粒的混合物。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城市污水处理厂反硝化滤池混凝土异型二次结构施工方法，

其特征在于，在步骤2中，用空气压力吹管将孔洞内浮灰及尘土清除干净。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城市污水处理厂反硝化滤池混凝土异型二次结构施工方法，

其特征在于，在步骤3中，所述底锥模具为碳钢钢模。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城市污水处理厂反硝化滤池混凝土异型二次结构施工方法，

其特征在于，在步骤4中，每个底锥模具的顶部放置一个6t重的砂箱进行配重加固，并且砂

箱长度与碳钢钢模长度一致。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城市污水处理厂反硝化滤池混凝土异型二次结构施工方法，

其特征在于，在步骤2中，所述高强度化学螺栓的规格为M2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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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污水处理厂反硝化滤池混凝土异型二次结构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城市污水处理厂反硝化滤池混凝土异型二次结构施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全国大多数新建中小型污水处理厂已采用混凝土异型二次结构，但混凝土

异型二次结构施工方法尚未有详细、具体的施工指导方法。从未来的发展趋势来看，城市污

水处理厂混凝土异型二次结构施工将广泛适用于各类型污水处理厂及其他构筑物施工中

去。在主体结构完成后，为达到工艺要求，需要进行混凝土二次浇筑，而有些二次浇筑混凝

土结构形式复杂。砂滤池中的二次浇筑为多个椎体组合而成，结构复杂，标准要求高，施工

难度极大，使得许多二次结构达不到工艺要求而导致返工。这些土建施工应用失败的教训，

客观上增加了成本投入，影响工期，对水处理工艺发展有明显制约。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城市污水处理厂反硝化滤池混凝土异型二次结

构施工方法，解决现有技术反硝化滤池混凝土异型二次结构施工工序复杂，异型二次结构

安装精度差，易返工增加成本投入及浪费资源。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5] 城市污水处理厂反硝化滤池混凝土异型二次结构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6] 步骤1、在反硝化滤池主体结构完成后，在每个预浇筑正八边形倒锥的底面中心位

置钻孔；

[0007] 步骤2、六个钻孔均完成后，对所有孔洞进行吹扫干净，然后往孔洞内注入药剂，最

后将高强度化学螺栓插入注有药剂的孔洞内；

[0008] 步骤3、待步骤2中高强度化学螺栓固定后，在每一个高强度化学螺栓上安装一个

底部垫圈，同时对预浇筑正八边形倒锥的底锥模具与浇筑混凝土的接触面涂装脱模剂，最

后通过50t吊车吊装底锥模具至反硝化滤池主体内进行安装调平；

[0009] 步骤4、对六个底锥模具进行加固；

[0010] 步骤5、在反硝化滤池主体底部的六个底锥模具之间浇筑混凝土，形成六个成阵列

分布的正八边形倒锥；

[0011] 步骤6、正八边形倒锥混凝土浇筑体凝固后，拆除底锥模具；

[0012] 步骤7、在反硝化滤池主体外通过木模采用混凝土预制导砂锥，导砂锥的类型包括

四角锥体、1/2四角锥体和1/4四角锥体，其中四角锥体有2个，1/2四角锥体有6个，1/4四角

锥体有4个；

[0013] 步骤8、导砂锥预制完成后，通过50t汽车吊分别将预制导砂锥吊至反硝化滤池主

体内相应位置进行组合安装。

[0014] 具体地说，在步骤3中，底锥模具的安装精度误差必须控制在±2mm以内，在步骤8

中，所有预制导砂锥的组合安装精度误差必须控制在±2mm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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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具体地说，在步骤2中，所述药剂为高强度化学螺栓粘接剂，其成分为反应树脂、固

化剂和石英颗粒的混合物，该高强度化学螺栓粘接剂购置于邯郸若邻紧固件制造有限公司

生产的KLP化学药剂，固化时间：环境温度大于20℃，时间10分钟，10-20℃时间20分钟，0-10

℃时间60分钟。

[0016] 具体地说，在步骤2中，用空气压力吹管将孔洞内浮灰及尘土清除干净。

[0017] 具体地说，在步骤3中，所述底锥模具为碳钢钢模。

[0018] 具体地说，在步骤4中，每个底锥模具的顶部放置一个6t重的砂箱进行配重加固，

并且砂箱长度与碳钢钢模长度一致。

[0019] 具体地说，在步骤2中，所述高强度化学螺栓的规格为M24*300。

[0020]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21] 本发明能简化反硝化滤池混凝土异型二次结构施工工序，提高混凝土异型二次结

构的安装精度，可有效降低因施工工艺而导致返工，从而可有效节约成本投入及资源。现有

技术城市污水处理厂反硝化滤池混凝土异型二次结构安装精度无法保证，达不到后期设备

工艺安装要求，容易造成返工现象。本发明安装精度在±2mm内。在成本节约方面：一座污水

厂按照6格单个池体(数量根据污水厂规模而定)，制作的碳钢模板可循环利用6次，并可以

循环利用于其他污水处理厂，每个厂节约资金约3万余元。项目实施形成成果后，每年将推

广应用于5座污水处理厂的多介质流化反硝化滤池，可节约成本10万余元。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本发明反硝化滤池成型截面视图。

[0023] 图2为本发明反硝化滤池俯视图。

[0024] 图3为本发明反硝化滤池中椎体平面图形组合。

[0025] 图4为本发明反硝化滤池中三种椎体结构示意图。

[0026] 图5为本发明正八边形倒锥的底锥模具的平面图。

[0027] 图6为本发明正八边形倒锥的底锥模具的立面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结合附图说明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本发明的方式包括但不仅限

于以下实施例。

[0029] 如图1和2所示，本发明提供的城市污水处理厂反硝化滤池混凝土异型二次结构施

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0] 步骤1、在反硝化滤池主体结构完成后，在每个预浇筑正八边形倒锥的底面中心位

置钻孔。

[0031] 步骤2、六个钻孔均完成后，对所有孔洞进行吹扫干净，然后往孔洞内注入药剂，最

后将高强度化学螺栓插入注有药剂的孔洞内。在对孔洞进行吹扫时，用空气压力吹管将孔

洞内浮灰及尘土清除干净；往孔洞内注入的药剂为高强度化学螺栓粘结剂，该高强度化学

螺栓粘接剂为反应树脂、固化剂和石英颗粒的混合物，并且该高强度化学螺栓粘接剂购置

于邯郸若邻紧固件制造有限公司生产的KLP化学药剂，固化时间：环境温度大于20℃，时间

10分钟，10-20℃时间20分钟，0-10℃时间60分钟；所述高强度化学螺栓的规格为M2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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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步骤3、待步骤2中高强度化学螺栓固定后，在每一个高强度化学螺栓上安装一个

底部垫圈，同时对预浇筑正八边形倒锥的底锥模具与浇筑混凝土的接触面涂装脱模剂，最

后通过50t吊车吊装底锥模具至反硝化滤池主体内进行安装调平；底锥模具的安装精度误

差必须控制在±2mm以内，所述底锥模具为碳钢钢模。

[0033] 步骤4、对六个底锥模具进行加固，加固时，每个底锥模具的顶部放置一个6t重的

砂箱进行配重加固，并且砂箱长度与碳钢钢模长度一致。

[0034] 步骤5、在反硝化滤池主体底部的六个底锥模具之间浇筑混凝土，形成六个成阵列

分布的正八边形倒锥。

[0035] 步骤6、正八边形倒锥混凝土浇筑体凝固后，拆除底锥模具。

[0036] 步骤7、在反硝化滤池主体外通过木模采用混凝土预制导砂锥，导砂锥的类型包括

四角锥体、1/2四角锥体和1/4四角锥体，其中四角锥体有2个，1/2四角锥体有6个，1/4四角

锥体有4个。

[0037] 步骤8、导砂锥预制完成后，通过50t汽车吊分别将预制导砂锥吊至反硝化滤池主

体内相应位置进行组合安装，所有预制导砂锥的组合安装精度误差必须控制在±2mm以内。

[0038] 本发明在反硝化滤池主体结构完成后，在池体内部施工环境下，池体深度达6m，池

壁光滑，池底需施工的异型结构占用空间较大，仅剩余约0.01m2的空间，模板加固无着力

点。二次结构浇筑高度达3m，为C30素混凝土结构。根据异型结构形状，底部为正八边形倒

锥，模板底部小，上部大，增大了模板与混凝土的接触面积，容易造成钢模上浮，造成施工质

量事故，本发明采用高强度化学螺栓加固，同时在底锥模具顶部放置6t重的砂箱进行配重

加固，可有效防止钢模上浮，杜绝施工质量事故。

[0039] 本发明有效地降低了反硝化滤池混凝土异型二次结构施工难度，便于模板组装加

固、拆模、混凝土浇筑施工。将同类施工部位拆分为较为简单的异型结构组合，该结构组合

具体为6个正八边形倒锥+2个小型四角锥+4个1/4小型四角锥+6个1/2小型四角锥，具体如

图3所示，将一次浇筑变为二次浇筑及三次浇筑，其中小型四角锥、1/2小型四角锥和1/4小

型四角锥如图4所示。

[0040] 本发明对于异型构件分析、模板选用及加固方式的选取如下：

[0041] 首先，要仔细研究异型结构的特点，做到精确放样。

[0042] 利用预埋件加固，钢管做斜撑，间距1m。

[0043] 其次，施工精度要求高，工艺要求误差必须控制在±2mm以内，否者将不利于后期

水处理工艺。

[0044] 再次，对当前施工情况进行仔细分析。在池体内部施工环境下，池体深度达6m，池

壁光滑，池底几乎全部为需施工的异型结构，仅剩余约0.01m2的空间，模板加固无着力点。

常用的木模板以及玻璃钢模板等都不再适用，必须选用碳钢模具，倒锥浇筑精度要求高，正

八边形倒锥的底锥模具加工需要专业厂家制作。由于正八边形倒锥的底锥模具底部小，上

部大，增大了正八边形倒锥的底锥模具与浇筑混凝土的接触面积，很容易造成钢模上浮，造

成施工质量事故。处理上浮可利用一下几种方式：

[0045] ①仅有的空间安装高强度化学螺栓来固定；

[0046] ②在池壁上预埋支撑钢筋，钢管水平支撑加固阻止上浮，施工完毕后对钢筋进行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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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7] ③利用沙袋等重物压住模板，增加垂直向下的受力；

[0048] ④底部采用化学螺栓固定：M24*300；

[0049] ⑤采用碳钢模具：正八边形倒锥，边长1000mm，高度1850mm，碳钢模具具体如图5和

6所示。

[0050] 由于混凝土浇筑与已建成的构筑物中，刚度、强度、稳定性均能满足要求，存在的

问题是钢模自身的稳定和混凝土浇筑时带来的浮力，会托举钢模。根据《建筑结构荷载规

范》GB50009-2012、《建筑施工模板安全技术规范》JGJ162-2008、以及《组合钢模板技术规

范》(GBJ214)。

[0051] 单个钢模排水体积：v＝1/3(2+2√2)a2h＝1/3*(2+2√2)*1m2*1.8m＝2.897m3；

[0052] 混凝土向上浮力：F＝ρgv＝2410kg/m3*9.8N/kg*2.897m3＝68.421KN；

[0053] 每个钢模重量为2000kg，其自重G1＝2000kg*9.8N/kg＝19.6KN；

[0054] 配重G2＝68.421KN-19.6KN＝48.821KN。

[0055] 所以，需要增加加载质量为4.98t。按照1.2倍系数进行加载为6t。

[0056] 为保证均匀受力，设置砂箱长度按照单个碳钢钢模长度2.44*2.44*1。

[0057] 此计算过程，未考虑底部化学螺栓拉力，钢管斜撑的作用。用臂架泵进行浇筑，未

考虑倾倒混凝土对模板产生的侧压力，在施工过程中切忌集中浇筑，需要对称均匀布料。

[0058] 最后，正八边形倒锥施工完成后，再进行四角椎安装施工。由于其体积较小，可先

进行预制，待达到设计强度后，再进行安装。

[0059] 本发明在人工钻孔后，用空气压力吹管等工具将孔内浮灰及尘土清除，保持孔内

清洁，将药剂管插入洁净的孔中，药剂的成分为反应树脂、固化剂和石英颗粒，购置于邯郸

若邻紧固件制造有限公司生产的KLP化学药剂，固化时间：环境温度大于20℃，时间10分钟，

10-20℃时间20分钟，0-10℃时间60分钟。然后将化学螺栓插入孔中，待硬化后再进行垫圈

安装及调平。

[0060] 本发明在施工过程中，异型二次结构的安装精度控制原理如下：

[0061] L＝L1+L2+L3；

[0062] 式中，L为异型二次结构的总高度，单位为mm；L1为垫圈的厚度，单位为mm；L2为底

锥定型钢模的高度，单位为mm；L3为预制导砂锥的高度，单位为mm。

[0063] 混凝土异型二次结构的施工中因模板的高度均已得到高度控制，所以，异型二次

结构的安装精度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满足后续工艺安装要求。异型二次结构的加固方式为

先预埋铁件作为受力支点，后通过 钢管加固，底锥钢模(浇筑正八边形倒锥的底

锥模具)上放置足够重量的砂箱，防止钢模的上浮。混凝土施工过程中通过测量仪器监控钢

模的高度变化。

[0064] 本发明能简化反硝化滤池混凝土异型二次结构施工工序，提高混凝土异型二次结

构的安装精度，可有效降低因施工工艺而导致返工，从而可有效节约成本投入及资源。现有

技术城市污水处理厂反硝化滤池混凝土异型二次结构安装精度无法保证，达不到后期设备

工艺安装要求，容易造成返工现象。本发明安装精度在±2mm内。在成本节约方面：一座污水

厂按照6格单个池体(数量根据污水厂规模而定)，制作的碳钢模板可循环利用6次，并可以

循环利用于其他污水处理厂，每个厂节约资金约3万余元。项目实施形成成果后，每年将推

广应用于5座污水处理厂的多介质流化反硝化滤池，可节约成本10万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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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5] 城市污水处理厂反硝化滤池混凝土异型二次结构结构复杂，模板制作安装难度系

数高，安装精度要求高，易造成施工质量不合格甚至施工返工，造成施工成本增加及资源浪

费。采用本发明方法则可有效克服上述技术难题，适于在本技术领域大力推广应用。

[0066] 上述实施例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之一，不应当用于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

围，但凡在本发明的主体设计思想和精神上作出的毫无实质意义的改动或润色，其所解决

的技术问题仍然与本发明一致的，均应当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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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附　图 1/4 页

8

CN 109665615 A

8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2/4 页

9

CN 109665615 A

9



图3

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3/4 页

10

CN 109665615 A

10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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