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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属于建筑施工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

种矿区边坡生态修复的方法。包括施工准备、土

方开挖、石方开挖、削坡、排水、支护结构施工、模

板、钢筋、现浇混凝土、植被选择十个步骤。通过

设置截水沟，减少了雨水和自流水对边坡的冲

刷，确保了施工的安全；通过设置蓄水池，能够将

流失的雨水和自流水收集起来，从而实现水资源

的回用，节约了水资源；模板有足够的强度、刚

度，能承受混凝土的浇筑和捣固的侧压力与振动

力，并牢靠地维持原样、不移位、不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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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矿区边坡生态修复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施工准备，开挖前，首先测量放线，依据设计开挖深度及边坡坡度推算出开挖边界，

由高到低、从上到下、由里向外层层开挖，最后刷坡或整平，严禁掏底开挖；

(2)土方开挖，清除矿区边坡地表植被、腐植土及其它不宜作填料的土层；采用挖机分

层开挖，挖出的渣土通过运输车外运，土方开挖完成后对基面进行修整；

(3)石方开挖，设置开挖平台，石方采用风钻或破碎锤破碎，对风化严重节理发育的岩

层采用挖掘机直接开挖，施工区临近设计基面预留宽度为30cm的保护层；

(4)削坡，在矿区边坡坡顶部进行平缓削坡，削坡遵循自上而下的顺向开挖，削坡比缓

于1:1，产生的土方，就近堆于矿区低平区域，依据土方量多少依山势堆坡，避免外运；

(5)排水，矿区边坡设置截水蓄水系统，由截水沟、蓄水池和排洪沟组成，所述的截水沟

由设置在坡顶的第一截水沟、设置在陡坡中部的第二截水沟和设置在陡坡底部的第三截水

沟组成；所述的截水沟通过排水沟接入到排洪沟内；所述的排洪沟内设有截流堰，截流堰挡

水面一侧的排洪沟底部开设有蓄水口，所述的蓄水口通过水管与蓄水池的进口相连通，蓄

水池的进口处设有拦渣格栅；所述的水管上设有蓄水阀门,所述的蓄水池底部设有出水口,

所述的出水口连接有出水软管，所述的出水软管的出水端设置在待灌区域，所述的蓄水池

由第一蓄水池、第二蓄水池和第三蓄水池组成，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第一蓄水池、第二蓄水

池和第三蓄水池从下往上依次设置在边坡上，相邻两个蓄水池之间的高度差为100m,所述

的第一蓄水池中设有潜水泵，潜水泵的出水口分别设置第二蓄水池和第三蓄水池内；

(6)支护结构施工

A、山腰往上山顶石质边坡，以削为主，清除不稳定孤石，倒坡，保证山体边坡自然稳定，

对较大的不稳定山体，通过设置锚索格架对山体进行加固；

B、山腰往下至山脚的中部的坡面，以削为主，每10m设一个宽度为1.0m平台，坡顶设置

一个宽底为0.5m的平台，坡率控制在1:0.5～1:1.5，保证坡面平整；

C、山脚、沟壑底部的微地形渣场，将上部削坡产生的土石方用于对沟底进行堆填，在矿

区口部设置护脚挡墙；

(7)模板

a .模板选择，采用商品混凝土，模板选用满足《水利水电工程模板施工规范》(DL/

T5110‑2000)要求的钢模板或木材模板，木模板所使用的木材提前备料，干燥后使用，控制

湿度为18～23％；水下施工用的木模板材料湿度为23～45％，木模板面烤涂石蜡；

b.模板安装，按混凝土结构物的施工详图测量放样，重要结构多设控制点；模板的钢拉

条直径大于8mm且不弯曲；板之间的接缝平整严密，模板下端没有“错台”；不规则的模板采

用膜材加工，木模板面要光滑、平整；圆弧形模板采用专用弧形钢模板，其余模板采用普通

组合钢模板或胶合板；模板缝采用双面胶带密封；按照施工图纸的要求进行模板的安装放

样，使用前将模板清洗干净；

c.模板拆除，不承重侧面的模板拆除时，确保混凝土强度达到其表面及棱角不因拆模

而受损坏；墩、墙和柱部位的模板拆除时，确保混凝土强度不低于3.5Mpa；

(8)钢筋，选用平直，无局部弯折的钢筋，钢筋的调直偏差小于全长的1％，钢筋调直后

其表面伤痕不能使钢筋截面积减少5％，钢筋调直冷拉率小于1％；气压焊可用于钢筋在垂

直、水平和倾斜位置的对接焊接，当两钢筋直径不同时，其两直径之差不大于7mm，在两根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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筋缝隙密合和镦粗过程中，对钢筋施加的轴向压力为30～40MPa，钢筋焊接采用单面搭接

焊，焊缝长度为主筋直径的10倍，钢筋采用绑扎接头时，受拉钢筋的搭接长度不小于1.2La，

且不小于300mm；受压钢筋的搭接长度不小于0.85La，且不小于200mm；

(9)现浇混凝土，水泥选用普通硅酸盐水泥，采用适合饮用的水拌制和养护混凝土，砂

料选用质地坚硬、清洁、级配良好、细度模数在2.4～2.8范围砂料，骨料选择质地坚硬、清

洁、级配良好的骨料，骨料以圆孔筛检验时，超径小于5％，逊径小于10％，以超逊径筛检验

时，超径为零，逊径小于2％；

(10)植被选择，选择风车草、水生美人蕉、再力花、棱鱼草、菖蒲、吊兰中的一种或几种

作为生态植物种在经过修复处理的矿区边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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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矿区边坡生态修复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建筑施工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矿区边坡生态修复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采矿区域多存在如下特点：

[0003] (1)、边坡极不稳定：采石场内山体大量的破环，岩石裸露，乱石嶙峋，土方松动，坡

面极不规则，边坡极不稳定。

[0004] (2)、坡面汇水面聚集：山坡坡度较大，降雨季节，容易在山坡形成大面积汇水面，

雨水随着山坡顺流到山脚，容易引发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

[0005] (3)、水源地植被破坏严重：山顶岩石裸露，土石方量大；山腰往下部分，土壤裸露，

几乎无涵养水源植被；坡脚堆放固体废弃物的弃渣场，植被稀疏种类单一。

[0006] (4)边坡上部坡度较陡，局部坡度呈倒坡形，含危石，危岩体，具有挖掘及爆破产生

的人为扰动现象。中下部坡体多为挖掘产生的石质边坡，坡体较稳定，局部含危石，危岩体

等不良地质现象，坡率大小不一，坡面较为杂乱。边坡下部为挖掘产生的堆积料，休止角趋

于稳定，属于崩塌体，土质疏松，岩石松动。

[0007] 在对此种条件的矿区边坡进行治理时，要结合当地的具体条件，如地形、地貌、气

候、温差、植被种类等，受限于条件的影响，不同的地区在针对此类矿区边坡进行修复处理

的方法也各不相同。现有技术中并无一种标准化处理矿区边坡的方法。

发明内容

[0008]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矿区边坡生态修复的方法。

[0009] 本发明是通过如下技术方案来实现的：

[0010] 一种矿区边坡生态修复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1] (1)施工准备，开挖前，首先测量放线，依据设计开挖深度及边坡坡度推算出开挖

边界，由高到低、从上到下、由里向外层层开挖，最后刷坡或整平，严禁掏底开挖；

[0012] (2)土方开挖，清除矿区边坡地表植被、腐植土及其它不宜作填料的土层；采用挖

机分层开挖，挖出的渣土通过运输车外运，土方开挖完成后对基面进行修整；

[0013] (3)石方开挖，设置开挖平台，石方采用风钻或破碎锤破碎，对风化严重节理发育

的岩层采用挖掘机直接开挖，施工区临近设计基面预留宽度为30cm的保护层；

[0014] (4)削坡，在矿区边坡坡顶部进行平缓削坡，削坡遵循自上而下的顺向开挖，削坡

比缓于1:1，产生的土方，就近堆于矿区低平区域，依据土方量多少依山势堆坡，避免外运；

[0015] (5)排水，矿区边坡设置截水蓄水系统，由截水沟、蓄水池和排洪沟组成，所述的截

水沟由设置在坡顶的第一截水沟、设置在陡坡中部的第二截水沟和设置在陡坡底部的第三

截水沟组成；所述的截水沟通过排水沟接入到排洪沟内；所述的排洪沟内设有截流堰，截流

堰挡水面一侧的排洪沟底部开设有蓄水口，所述的蓄水口通过水管与蓄水池的进口相连

通，蓄水池的进口处设有拦渣格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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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6)支护结构施工

[0017] A、山腰往上山顶石质边坡，以削为主，清除不稳定孤石，倒坡，保证山体边坡自然

稳定，对较大的不稳定山体，通过设置锚索格架对山体进行加固；

[0018] B、山腰往下至山脚的中部的坡面，以削为主，每10m设一个宽度为1.0m平台，坡顶

设置一个宽底为0.5m的平台，坡率控制在1:0.5～1:1.5，保证坡面平整；

[0019] C、山脚、沟壑底部的微地形渣场，将上部削坡产生的土石方用于对沟底进行堆填，

在矿区口部设置护脚挡墙；

[0020] (7)模板

[0021] a .模板选择，采用商品混凝土，模板选用满足《水利水电工程模板施工规范》(DL/

T5110‑2000)要求的钢模板或木材模板，木模板所使用的木材提前备料，干燥后使用，控制

湿度为18～23％；水下施工用的木模板材料湿度为23～45％，木模板面烤涂石蜡；

[0022] b.模板安装，按混凝土结构物的施工详图测量放样，重要结构多设控制点；模板的

钢拉条直径大于8mm且不弯曲；板之间的接缝平整严密，模板下端没有“错台”；不规则的模

板采用膜材加工，木模板面要光滑、平整；圆弧形模板采用专用弧形钢模板，其余模板采用

普通组合钢模板或胶合板；模板缝采用双面胶带密封；按照施工图纸的要求进行模板的安

装放样，使用前将模板清洗干净；

[0023] c.模板拆除，不承重侧面的模板拆除时，确保混凝土强度达到其表面及棱角不因

拆模而受损坏；墩、墙和柱部位的模板拆除时，确保混凝土强度不低于3.5Mpa；

[0024] (8)钢筋，选用平直，无局部弯折的钢筋，钢筋的调直偏差小于全长的1％，钢筋调

直后其表面伤痕不能使钢筋截面积减少5％，钢筋调直冷拉率小于1％；气压焊可用于钢筋

在垂直、水平和倾斜位置的对接焊接，当两钢筋直径不同时，其两直径之差不大于7mm，在两

根钢筋缝隙密合和镦粗过程中，对钢筋施加的轴向压力为30～40MPa，钢筋焊接采用单面搭

接焊，焊缝长度为主筋直径的10倍，钢筋采用绑扎接头时，受拉钢筋的搭接长度不小于

1.2La，且不小于300mm；受压钢筋的搭接长度不小于0.85La，且不小于200mm；

[0025] (9)现浇混凝土，水泥选用普通硅酸盐水泥，采用适合饮用的水拌制和养护混凝

土，砂料选用质地坚硬、清洁、级配良好、细度模数在2.4～2.8范围砂料，骨料选择质地坚

硬、清洁、级配良好的骨料，骨料以圆孔筛检验时，超径小于5％，逊径小于10％，以超逊径筛

检验时，超径为零，逊径小于2％；

[0026] (10)植被选择，选择风车草、水生美人蕉、再力花、棱鱼草、菖蒲、吊兰中的一种或

几种作为生态植物之中在经过修复处理的矿区边坡上。

[002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完整的对矿区边坡进行生态修复的方法，弥

补了现有技术中的空缺。为了防止滑坡及危岩体，基本保持地形坡度变化，在坡顶部进行平

缓削坡，削坡比应缓于1:1，使得坡体更加稳固，减少坍塌、滑坡等地质灾害发生几率。通过

设置截水沟，减少了雨水和自流水对边坡的冲刷，确保了施工的安全；通过设置蓄水池，能

够将流失的雨水和自流水收集起来，从而实现水资源的回用，节约了水资源；模板有足够的

强度、刚度，能承受混凝土的浇筑和捣固的侧压力与振动力，并牢靠地维持原样、不移位、不

变形。模板表面光洁平整，接缝严密，不漏浆，以保证混凝土表面的质量。每块模板制成使每

节可以单独拆除，而不损伤混凝土。为加速拆模方便，减少模板与混凝土面的吸附力，在模

板表面上烤涂石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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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说明书附图

[0029] 图1为本发明截水蓄水系统结构示意图，

[0030] 图中：1‑第一截水沟，2‑排水沟，3‑第二截水沟，4‑第三截水沟，5‑排洪沟，6‑截流

堰，7‑蓄水阀门，8‑拦渣格栅，9‑水管，10‑出水软管，12‑潜水泵，13‑第二蓄水池，14‑第二蓄

水池。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说明，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不受实施例

所限制。

[0032] 实施例1

[0033] 一种矿区边坡生态修复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4] (1)施工准备，开挖前，首先测量放线，依据设计开挖深度及边坡坡度推算出开挖

边界，由高到低、从上到下、由里向外层层开挖，最后刷坡或整平，严禁掏底开挖；

[0035] (2)土方开挖，清除矿区边坡地表植被、腐植土及其它不宜作填料的土层；采用挖

机分层开挖，挖出的渣土通过运输车外运，土方开挖完成后对基面进行修整；

[0036] (3)石方开挖，设置开挖平台，石方采用风钻或破碎锤破碎，对风化严重节理发育

的岩层采用挖掘机直接开挖，施工区临近设计基面预留宽度为30cm的保护层；

[0037] (4)削坡，在矿区边坡坡顶部进行平缓削坡，削坡遵循自上而下的顺向开挖，削坡

比缓于1:1，产生的土方，就近堆于矿区低平区域，依据土方量多少依山势堆坡，避免外运；

[0038] (5)排水，矿区边坡设置截水蓄水系统，由截水沟、蓄水池和排洪沟组成，所述的截

水沟由设置在坡顶的第一截水沟、设置在陡坡中部的第二截水沟和设置在陡坡底部的第三

截水沟组成；所述的截水沟通过排水沟接入到排洪沟内；所述的排洪沟内设有截流堰，截流

堰挡水面一侧的排洪沟底部开设有蓄水口，所述的蓄水口通过水管与蓄水池的进口相连

通，蓄水池的进口处设有拦渣格栅；

[0039] (6)支护结构施工

[0040] A、山腰往上山顶石质边坡，以削为主，清除不稳定孤石，倒坡，保证山体边坡自然

稳定，对较大的不稳定山体，通过设置锚索格架对山体进行加固；

[0041] B、山腰往下至山脚的中部的坡面，以削为主，每10m设一个宽度为1.0m平台，坡顶

设置一个宽底为0.5m的平台，坡率控制在1:0.5～1:1.5，保证坡面平整；

[0042] C、山脚、沟壑底部的微地形渣场，将上部削坡产生的土石方用于对沟底进行堆填，

在矿区口部设置护脚挡墙；

[0043] (7)模板

[0044] a .模板选择，采用商品混凝土，模板选用满足《水利水电工程模板施工规范》(DL/

T5110‑2000)要求的钢模板或木材模板，木模板所使用的木材提前备料，干燥后使用，控制

湿度为18～23％；水下施工用的木模板材料湿度为23～45％，木模板面烤涂石蜡；

[0045] b.模板安装，按混凝土结构物的施工详图测量放样，重要结构多设控制点；模板的

钢拉条直径大于8mm且不弯曲；板之间的接缝平整严密，模板下端没有“错台”；不规则的模

板采用膜材加工，木模板面要光滑、平整；圆弧形模板采用专用弧形钢模板，其余模板采用

普通组合钢模板或胶合板；模板缝采用双面胶带密封；按照施工图纸的要求进行模板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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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放样，使用前将模板清洗干净；

[0046] c.模板拆除，不承重侧面的模板拆除时，确保混凝土强度达到其表面及棱角不因

拆模而受损坏；墩、墙和柱部位的模板拆除时，确保混凝土强度不低于3.5Mpa；

[0047] (8)钢筋，选用平直，无局部弯折的钢筋，钢筋的调直偏差小于全长的1％，钢筋调

直后其表面伤痕不能使钢筋截面积减少5％，钢筋调直冷拉率小于1％；气压焊可用于钢筋

在垂直、水平和倾斜位置的对接焊接，当两钢筋直径不同时，其两直径之差不大于7mm，在两

根钢筋缝隙密合和镦粗过程中，对钢筋施加的轴向压力为30～40MPa，钢筋焊接采用单面搭

接焊，焊缝长度为主筋直径的10倍，钢筋采用绑扎接头时，受拉钢筋的搭接长度不小于

1.2La，且不小于300mm；受压钢筋的搭接长度不小于0.85La，且不小于200mm；

[0048] (9)现浇混凝土，水泥选用普通硅酸盐水泥，采用适合饮用的水拌制和养护混凝

土，砂料选用质地坚硬、清洁、级配良好、细度模数在2.4～2.8范围砂料，骨料选择质地坚

硬、清洁、级配良好的骨料，骨料以圆孔筛检验时，超径小于5％，逊径小于10％，以超逊径筛

检验时，超径为零，逊径小于2％；

[0049] (10)植被选择，选择风车草、水生美人蕉、再力花、棱鱼草、菖蒲、吊兰中的一种或

几种作为生态植物之中在经过修复处理的矿区边坡上。

[0050] 将该实施例的方法应用于云南云浪箐矿区的修复，具体如下。

[0051] 一、土石方开挖施工

[0052] 1、施工准备

[0053] 开挖前，首先测量放线，依据设计开挖深度及边坡坡度推算出开挖边界。由高到

低、从上到下、由里向外层层开挖，最后刷坡或整平，严禁掏底开挖。

[0054] 2、土方开挖

[0055] ①清除开挖区地表植被、腐植土及其它不宜作填料的土层；

[0056] ②土方开挖施工工艺流程：施工准备——测量放线——清除地表植被——机械分

层开挖——机械装运——基面修整。

[0057] 3、石方开挖

[0058] ①根据岩石的开挖难易，确定开挖方法。坚硬石方采用风钻或破碎锤破碎，对风化

严重节理发育的岩层采用挖掘机直接开挖，保证边坡稳定。对于高边坡开挖施工，按图纸设

置开挖平台，每台从上向下同时完成边坡防护工程。临近设计基面预留30cm保护层采用人

工清除，严禁采用重型机械一次性挖出设计基面。

[0059] ②施工中确定边坡的危险区，采取有效的措施防止人、畜、建筑物和其他公共设施

受到危害和损失。在危险的边界设置明显的标志，建立警戒线，防止滚石。

[0060] 二、竖向施工要点

[0061] 1、整体施工原则

[0062] 首先进行坡体整治。为了防止滑坡及危岩体，基本保持地形坡度变化，在坡顶部进

行平缓削坡，削坡比应缓于1:1，使得坡体更加稳固，减少坍塌、滑坡等地质灾害发生几率。

[0063] 削坡遵循至上而下的顺向开挖。施工过程中做好临时排水措施，开挖面上部要设

接水沟，开挖面要有临时排水沟。最后清理整体坡面，形成直线坡。

[0064] 边坡上部坡度较陡，局部坡度呈倒坡形，含危石，危岩体，具有挖掘及爆破产生的

人为扰动现象。中下部坡体多为挖掘产生的石质边坡，坡体较稳定，局部含危石，危岩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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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地质现象，坡率大小不一，坡面较为杂乱。边坡下部为挖掘产生的堆积料，休止角趋于

稳定，属于崩塌体，土质疏松，岩石松动。

[0065] 场地竖向施工需尽量维持现有地形，避免高填深挖，部分陡坡进行适当削挖，对于

可能存在的大范围的不稳定山体，采用锚索格构加固。场地内部处理开挖土方，就近堆于矿

区低平区域，并依据土方量多少依山势堆坡，避免外运。边坡排水设置三道截水系统，分别

位于坡顶，陡坡底和下部缓坡中部，并通过排水沟接入排洪沟内，不对现有及处理后坡面造

成冲刷。

[0066] 2、分部施工

[0067] 排水施工：采用高截低排的方式，减少对边坡的冲刷，同时可以收集雨水，以便做

到重力自灌。

[0068] 对矿区设置三道截水系统，分别位于坡顶，陡坡底和和下部缓坡中部，并通过排水

沟接入排洪沟内，不对现有及处理后坡面造成冲刷，既可以减少水土流失又可以为收集雨

水提供便宜。同时为了为后续灌溉提供足够的水量和高程，采用分级截水蓄水的方式设置

了三级蓄水池。

[0069] 对于南侧矿区，采取三级截流蓄水方式。第一级为排洪沟截水，采取在截洪沟设置

截流堰，通过D300旁管引入蓄水池中，并在进水口处设置拦渣栅，减少泥沙进入。

[0070] 由于南侧水沟落差大，在沟顶部中部各设置一个蓄水池，蓄水池标高为2164m和

2122m，大小为38x12x2.0m和15x5x2.0m。

[0071] 第二级蓄水设置于标高2253～2258标高，沟南北各设置一个，蓄水池大小为

10x10x2.0m。

[0072] 第三级蓄水设置于一、四号开采区顶部，蓄水池标高为2340m和2351m，大小为

15x5x2.0m。

[0073] 第二、三级均通过坡顶截水沟将边坡雨水汇集于蓄水池中。

[0074] 对于西侧矿区，采取二级截流蓄水方式。第一级为排洪沟截水，蓄水池标高为

2341m，大小为15x8x2.0m，第二级为边坡截水，位于四号开采区顶部，蓄水池标高2440m，大

小为15x5x2.0m。

[0075] 浇灌施工：通过前面的截水施工，建立的多级蓄水池为基础，便可根据灌区的标高

分区进行供水。主供水管采用DN100PE管，由蓄水池引出，通过重力自流进入灌区，到达灌区

采用DN20支管引出，并设置阀门控制。

[0076] 考虑到二、三级蓄水池可能蓄水不足，配置一台扬程100m潜水泵及配套发电机及

软管，从一级蓄水池分级抽水，保证高区灌溉安全。3、土方平衡施工：

[0077] 根据要求，渣土不可外运，为了更好的消纳削坡排危产生的土石方，在矿区口部设

置护脚挡墙，并向内堆坡，坡率根据需要消纳的土方实时调整，做到土方全部不外运，设置

护脚挡墙还能有效的防止水土流失。

[0078] 三、边坡支护结构施工

[0079] 1、整体施工原则

[0080] 根据现场地形、地质、地貌情况，参照规范进行陡坡处理的施工，场地边坡支护措

施需满足国家相关规范要求，在保证边坡稳定的前提下，合理施工支护方案，以节约工程投

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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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1] 2、分部施工

[0082] (1)山腰往上山顶石质边坡：

[0083] 以削为主，清除不稳定孤石，倒坡，尽可能保证山体边坡自然稳定，也为后期绿化

打好基础。如存在较大的不稳定山体，经过经济比较不适合削载的，通过设置锚索格架对山

体进行加固。

[0084] (2)山腰往下至山脚的中部的坡面：

[0085] 以削为主，每10m设1.0m宽平台，坡顶平台采用0.5m，坡率根据现场情况控制在1:

0.5～1:1.5，并保证坡面相对平整，并采用挂网客土喷播绿化进行护坡。

[0086] (3)山脚、沟壑底部的微地形渣场：

[0087] 山脚、沟壑底部比较平缓主要结合上部削坡土石方量对沟底进行堆填，并在矿区

口部设置护脚挡墙增大土方消纳能力，并可减少水土流失。

[0088] 四、钢筋混凝土工程

[0089] 1、砼的来源

[0090] 采用商品混凝土

[0091] 2、混凝土及钢筋混凝土工程施工工艺流程

[0092]

[0093] 3、模板工程、钢筋工程、混凝土浇筑及养护

[0094] (1)模板

[0095] 模板有足够的强度、刚度，能承受混凝土的浇筑和捣固的侧压力与振动力，并牢靠

地维持原样、不移位、不变形。模板表面光洁平整，接缝严密，不漏浆，以保证混凝土表面的

质量。每块模板制成使每节可以单独拆除，而不损伤混凝土。模板施工遵照规范《水利水电

工程模板施工规范》(DL/T5110‑2000)第6章和第7章的规定执行。

[0096] ①材料及制作

[0097] A.模板及支架材料的种类、等级，根据其结构特点、质量要求及周转次数确定。选

用钢模板，尽量少用木材。

[0098] B.模板材料的质量标准符合现行的国家标准和部颁标准的规定。腐蚀、严重扭曲

或脆性的木材不使用。木材提前备料，干燥后使用，湿度为18～23％。水下施工用的木模板

材料湿度为23～45％。木模板面宜烤涂石蜡或其它保护料。

[0099] ②模板安装

[0100] A.模板安装，按混凝土结构物的施工详图测量放样，重要结构多设控制点，以利检

查校正。模板安装过程中，保持足够的临时固定设施，以防倾覆。

[0101] B.模板的钢拉条不弯曲，直径要大于8mm，在承受荷载时，有足够的锚固强模度。

[0102] C.板之间的接缝平整严密。建筑物分层施工时，逐层校正下层偏差，模板下端不有

“错台”。

[0103] D.模板和支架材料为木材，不规则的模板采用木模板板专门加工，木模板面要光

滑、平整，模板的支撑件要符合有关规定要求，模板及支架上严禁堆放超过其设计荷载的材

料及设备。

说　明　书 6/10 页

9

CN 110093939 B

9



[0104] E.圆弧形模板采用专用弧形钢模板，其余模板采用普通组合钢模板或胶合板。

[0105] F.为保证混凝土外露面平整光洁，模板缝采用双面胶带密封，防止漏浆挂帘。

[0106] G.施工脚手架采用钢管扣件脚手架

[0107] H.允许偏差

[0108] 除监理单位另作特殊规定外，模板制作和安装的允许偏差不超过规范《水利水电

工程模板施工规范》(DL/T5110‑2000)第7章表7.0.1有关规定。

[0109] ③施工工艺

[0110] 按照施工图纸的要求进行模板的安装放样，对于一些比较重要的结构设置必要的

控制点，以便检查校正，安装好的模板要有足够的强度和稳定性，允许偏差要符合要求，模

板在使用前要清洗干净。

[0111] 模板在使用之后和浇筑混凝土之前进行清洗干净。为加速拆模方便，减少模板与

混凝土面的吸附力，在模板表面上的涂料，为矿物油或不会使混凝土留有污点的油剂，防止

影响混凝土或钢筋混凝土的质量。按惯例模板在立模前涂刷好，涂刷作业不因污染而影响

混凝土的质量。一旦检查发现已浇混凝土染有涂刷污迹，采取有效措施予以清理。

[0112] 模板拆除时限，除符合施工图纸的规定外，还按照下列规定：不承重侧面模板的拆

除，在混凝土强度达到其表面及棱角不因拆模而受损坏时拆除；在墩、墙和柱部位在其强度

不低于3.5Mpa时拆除。底模在混凝土强度达到表1的规定后拆除。

[0113] 表1、现浇结构底模拆模时所需混凝土强度

[0114]

[0115] 经计算和试验复核，混凝土结构实际强度已能承受自重及其它实际荷载时，报经

监理人批准后，再进行提前拆模。

[0116] (2)钢筋

[0117] ①钢筋的材质

[0118] A.钢筋混凝土结构用的钢筋符合热轧钢筋主要性能的要求。

[0119] B.每批钢筋均附有产品质量证明书及出厂检验单，在使用前，按《水工混凝土钢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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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规范》(DL/T5169—2002)第4.2.2条的规定，分批进行以下钢筋机械性能试验，经检验

合格，并经监理人批准后使用：

[0120] a.钢筋分批试验，以同一炉(批)号、同一截面尺寸的钢筋为一批，重量不大于60t；

[0121] b.根据厂家提供的钢筋质量证明书，检查每批钢筋的外表质量，并测量每批钢筋

的代表直径；

[0122] c.在每批钢筋中，选取经表面检查和尺寸测量合格的两根钢筋中各取一个拉力试

件(含屈服点，抗拉强度和延伸率试验)和一个冷弯试件，如一个试验项目的一个试件不符

合规范规定数值时，另取两倍数量的试件，对不合格的项目作第二次试验，如还有一个试件

不合格，该批钢筋为不合格产品。

[0123] d .对钢号不明的钢筋，按《水工混凝土钢筋施工规范》(DL/T5169—2002)第4.2.3

条的规定进行钢材化学成分和主要机械性能的检查，经检验合格，并经监理人批准后使用。

[0124] ②钢筋的加工和安装

[0125] 所有钢筋原材料车运到工地后卸于钢筋场内。成品都在加工厂加工制作，再运至

施工现场，由人工抬至仓内绑扎。

[0126] A.使用前将钢筋表面油漆污染和铁锈等在使用前清除干净。带有颗粒状或片状老

锈的钢筋不能使用。

[0127] B .钢筋平直，无局部弯折，钢筋的调直遵守《水工混凝土钢筋施工规范》(DL/

T5169—2002)第5.2节、第5.3节的规定：调直偏差小于全长的1％，钢筋调直后其表面伤痕

不能使钢筋截面积减少5％，钢筋调直冷拉率小于1％。

[0128] a .采用冷拉方法调直钢筋时，I级钢筋的冷拉率不大于2％；Ⅱ级钢筋的冷拉率不

大于1％；

[0129] b.冷拔低碳钢丝在调直机上调直后，其表面无有明显擦伤，抗拉强度不低于施工

图纸的要求。

[0130] C.钢筋加工的尺寸符合施工图纸的要求，加工后钢筋的允许偏差不超过表2和表3

的数值。

[0131] 表2、圆钢筋制成箍筋的末端弯钩长度

[0132]

[0133] 表3、加工后钢筋的允许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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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34]

[0135] 钢筋的弯钩弯折加工符合《混凝土结构施工工程质量及验收规程》GB50204‑2002

的有关规定

[0136] D.钢筋焊接和钢筋绑扎按《混凝土结构施工工程质量及验收规程》GB50204‑2002

的有关规定，以及施工图纸的要求执行。

[0137] E.钢筋的气压焊和安装遵守以下规定：

[0138] a.气压焊可用于钢筋在垂直、水平和倾斜位置的对接焊接，当两钢筋直径不同时，

其两直径之差不大于7mm。

[0139] b.气压焊施焊前，钢筋端面切平，钢筋边角毛刺及端面上铁锈、油污和氧化膜清除

干净，并经打磨露出金属光泽，不能有氧化现象。

[0140] c.安装焊接夹具和钢筋时，使两根钢筋的轴线在同一直线上，两根钢筋之间的局

部缝隙不大于3mm。

[0141] d .气压焊接时，根据钢筋直径和焊接设备等具体条件选用等压法，在两根钢筋缝

隙密合和镦粗过程中，对钢筋施加的轴向压力，按钢筋横截面面积计算为30～40MPa。

[0142] 焊接采用单面搭接焊，焊缝长度为10倍主筋直径。钢筋采用绑扎接头时，受拉钢筋

的搭接长度不小于1.2La，且不小于300mm；受压钢筋的搭接长度不小于0.85La，且不小于

200mm。

[0143] ③钢筋的质量检查和检验

[0144] A .钢筋的机械性能检验遵守《水工混凝土钢筋施工规范》(DL/T5169—2002)第

4.2.2条的规定。

[0145] B.钢筋的接头质量检验遵守《水工混凝土钢筋施工规范》(DL/T5169—2002)第6.2

节的规定，其中气压焊遵守第6.2.8条的规定；机械连接遵守第6.2.9条的规定。

[0146] C.钢筋架设完成后，按施工图纸和技术标准的要求进行检查和验收，并做好记录，

若安装好的钢筋和锚筋生锈，进行现场除锈，对于锈蚀严重的钢筋予更换。

[0147] D.在混凝土浇筑施工前，检查现场钢筋的架立位置，如发现钢筋位置变动进行及

时校正，严禁在混凝土浇筑中擅自移动或割除钢筋。

[0148] E.钢筋的安装位置、间距、保护层及钢筋尺寸均符合设计图纸，其偏差不超过有关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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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49] F.钢筋的安装和清理完成后，会同监理人在混凝土浇筑前进行检查和验收，并做

好记录经监理人批准后，才能浇筑混凝土。

[0150] (3)现浇混凝土

[0151] ①水泥

[0152] A.水泥品质符合现行的国家标准《通用硅酸盐水泥》(GB175—2007)的规定，本工

程混凝土使用普通硅酸盐水泥。

[0153] B.选用的水泥标号与混凝土设计标号相适应。

[0154] ②水

[0155] 混凝土用水遵守《混凝土用水标准》(JGJ63—2006)的规定

[0156] A.凡适于饮用的水，均可用来拌制和养护混凝土。未经处理的工业污水和生活污

水不用以拌制和养护混凝土。

[0157] B.对拌制和养护混凝土的水质有怀疑时，监理单位有权要求进行砂浆强度试验。

如用该水制成砂浆的28天龄期抗压强度，低于用饮用水拌制的砂浆28天龄期抗压强度的

90％，这种水不能用于拌制和养护混凝土。

[0158] ③骨料

[0159] A.砂料：质量要求质地坚硬、清洁、级配良好；细度模数在2.4～2.8范围内。天然砂

的质量技术要求符合《水工混凝土施工规范》(DL/T5144‑2001)的第5.2节规定；泵送混凝土

遵守《混凝土泵送施工技术规范》(JGJ/T10—1995)的有关规定但砂料中有活性骨料时，另

作专门试验论证。

[0160] B.粗骨料：粗骨料也质地坚硬、清洁、级配良好。粗骨料的粒径分级可由5～20mm、

20～40mm两级组成。其超逊径含量控制在：以圆孔筛检验时，超径小于5％，逊径小于10％；

而以超逊径筛检验时，超径为零，逊径小于2％。其他质量技术要求也符合《水工混凝土施工

规范》(DL/T5144‑2001)中的规定。但粗骨料中含有活性骨料时，另作专门试验论证。

[0161] 五、新增塘系的建设

[0162] 新建3个生态塘的水域面积与整块面积的相协调，进一步体现生态修复的目的：沉

沙滤污、进化水质、美化环境、接近自然。

[0163] 种植苗木有:风车草、水生美人蕉、再力花、棱鱼草、菖蒲、吊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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