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810393431.7

(22)申请日 2018.04.27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8532628 A

(43)申请公布日 2018.09.14

(73)专利权人 中冶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 400084 重庆市大渡口区西城大道1号

(72)发明人 杨洋　张元洪　陈显晗　熊伟　

(74)专利代理机构 重庆博凯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50212

代理人 李晓兵　李玉盛

(51)Int.Cl.

E02D 29/045(2006.01)

E04G 21/24(2006.01)

审查员 罗斌瑞

 

(54)发明名称

管廊冬季施工的防风保温施工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管廊冬季施工的防风保

温施工方法，它包括如下步骤：S1，绘制防风保温

棚的施工图，并准备材料；所述防风保温棚包括

多个轴向高度不同且左右两端安装有滑轮的拱

架和保温篷布；S2，在施工地管廊安装位置外搭

设两道防风基座；S3，在S2的防风基座顶部安装

滑轨；S4，根据图纸设计组装拱架，并将轴向高度

相同的拱架分堆码放，拱架吊装到相应位置后进

行安装，安装时，需将拱架两端的滑动装置置于

S3的滑轨内，拱架和防风基座之间形成一个拱形

通道；S5，安装保温篷布；S6，在前后两端的拱架

上安装一个将拱形通道密封的防风帘。本发明得

到的管廊冬季施工的防风保温施工方法通过采

用防风基座和拱架形成防风保温棚，从而确保管

廊施工场地密封，实现保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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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管廊冬季施工的防风保温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它包括如下步骤：S1，根据管

廊（9）的长宽和管廊施工场地的综合情况，绘制防风保温棚的施工图，并根据施工图中各部

件的数量准备材料；所述防风保温棚包括多个轴向高度不同且左右两端安装有滑动装置

（3）的拱架（4），以及用于密封拱架（4）之间空间的保温篷布（5）；所述拱架（4）包括由多根弧

形杆首尾相接后形成的拱形杆（41），在拱形杆（41）的左右两端固定连接有一个横梁（42），

在横梁（42）上设有多根两端分别与横梁（42）和拱形杆（41）固定连接的加强杆（43），在每个

拱形杆（41）的左右两端均设有一个滑动装置（3）；所述滑动装置（3）包括固定在拱形杆（41）

末端的轮滑支架（31）和固定在轮滑支架（31）末端的滑轮（32），所述轮滑支架（31）由一根横

杆和一根竖杆固定而成，横杆和竖杆其中一端固定连接，呈L形，在滑轮（32）上设有锁死和

解锁滑轮（32）的制动块；每两个或三个以上相邻设置的拱架（4）的轴向高度相等，形成一个

拱架组件，拱架组件的轴向高度从两边向中间逐渐减小，相邻拱架组件之间的轴向高度差

为拱架（4）中拱形杆（41）的杆件截面直径；在相邻拱架组件相贴一侧的拱形杆（41）上均设

有沿其边沿安装的橡胶垫，所述橡胶垫的顶端伸出拱形杆（41）外；S2，在管廊混凝土浇筑

前，在施工地管廊安装位置外搭设两道防风基座（1），所述防风基座（1）沿管廊的长度方向

设置；S3，在基坑下对管廊混凝土结构钢筋、模板施工，并在管廊结构钢筋、模板施工的同

时，在S2的防风基座（1）顶部安装滑轨（2），所述滑轨（2）沿管廊长度方向设置；S4，根据图纸

设计组装拱架（4），并将轴向高度相同的拱架（4）分堆码放，拱架（4）吊装到相应位置后进行

安装，安装时，需将拱架两端的滑动装置（3）置于S3的滑轨（2）内，拱架（4）和防风基座（1）之

间形成一个拱形通道（6）；S5，在相邻拱架（4）之间安装保温篷布（5），保温篷布（5）将拱架

（4）之间的空隙完全封闭，通过前后推拉拱架，可将保温棚顶打开或关闭；S6，在前后两端的

拱架（4）上安装一个将拱形通道（6）密封的防风帘（7）。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管廊冬季施工的防风保温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S2中，防风

基座（1）的设置为两种，一种为支护桩（11）的设置，另一种是直接在基坑（8）两边的边坡上

浇筑混凝土基础（15），上述两种情况，适应于不同的施工环境；具体来说，当施工场地较窄，

或管廊（9）安装位置有地下管线或周边建筑物离基坑较近时，则先支设支护桩（11），再开挖

基坑（8）；当场地较宽，且无地下管线，周边无建筑物时，则直接开挖基坑（8）后，在基坑（8）

的边坡上浇筑混凝土基础（15），形成防风基座（1）。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管廊冬季施工的防风保温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采用支护桩

（11）作为防风基座时，采用三轴联挖形式，在挖桩孔的同时需在每个桩孔内插型钢（12），然

后，在桩孔打锚索孔、放锚索（14）、注浆后形成支护桩（11）；支护桩（11）成型后，在支护桩

（11）顶部绑扎冠梁钢筋并浇筑冠梁（13），型钢顶端伸出冠梁（13），并在冠梁（13）设置完成

后，在冠梁（13）上端面上和型钢（12）面向管廊安装位置的一面分别安装一滑轨（2），所述滑

轨（2）呈U字形，滑轨（2）的长度与防风基座（1）的长度一致。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管廊冬季施工的防风保温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在基坑两边

的边坡上浇筑混凝土基础（15）作为防风基座（1）时，在离基坑坡顶1.5～2m范围内浇筑混凝

土基础（15），浇筑时在混凝土基础（15）内预埋钢筋节，待混凝土基础（15）成型后，在混凝土

基础（15）上以及预埋钢筋节上分别安装一个滑轨（2），所述滑轨（2）呈U字形，滑轨（2）的长

度与防风基座（1）的长度一致。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管廊冬季施工的防风保温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滑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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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两端均间隔设有多个通孔（21），在通孔（21）对应的冠梁（13）上设有一个下凹的凹槽。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管廊冬季施工的防风保温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滑轨（2）

的两端均间隔设有多个通孔（21），在通孔（21）对应的混凝土基础（15）上设有一个下凹的凹

槽。

7.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管廊冬季施工的防风保温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防

风帘（7）包括设置在前后两端的拱架（4）上并将其完全封闭的胶板（71）以及至少两块安装

在前后两端拱架（4）的横梁（42）上并能够沿横梁(42）长度方向滑动的帘布（73），在每块帘

布（73）的顶端均间隔设有多个套圈（72），所述套圈（72）套设在横梁（42）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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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廊冬季施工的防风保温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管廊冬季施工的施工方法，具体涉及管廊冬季施工的防风保温施

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当室外日平均气温连续5d稳定低于5°C即进入冬季施工，冬季施工时，为防止混凝

土浇筑完成后受冻破坏，防止其内部温度的过快丢失，需采取措施进行冬季的防风和保温，

以保证管廊结构混凝土强度的持续上升。

[0003] 目前，管廊冬季施工时，主要通过在混凝土上覆盖一层保温膜对混凝土进行保温，

这种保温方式只能对顶板起到作用，对侧墙、底板则无法保证其所需的温度。针对上述问

题，申请人考虑利用大棚原理结合太阳能吸热技术设计一种保温棚，通过保温棚将管廊四

个方向包在密闭空间内，防止风对流带走热量，同时利用白天的太阳能吸收热量以保证大

棚内温度能满足混凝土强度的持续上升，保证施工质量和进度。目前，还没有施工中采用保

温棚的方式来进行防风和保温，而现有的保温棚仅仅局限于蔬菜大棚，但蔬菜大棚的棚体

都是固定的，棚顶不能进行张开和闭合，而在施工现场中，经常需要通过从棚顶吊装管材等

建材，因此，急需一种棚顶能够开闭且节能环保的防风保温棚。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上述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如何提供一种应对冬

季施工过程中，浇筑管廊的混凝土内部温度丢失过快的一种管廊冬季施工的防风保温施工

方法。

[0005]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了如下的技术方案：

[0006] 一种管廊冬季施工的防风保温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它包括如下步骤：S1，根据

管廊的长宽和管廊施工场地的综合情况，绘制防风保温棚的施工图，并根据施工图中各部

件的数量准备材料；所述防风保温棚包括多个轴向高度不同且左右两端安装有滑轮的拱

架，和用于密封拱架之间空间的保温篷布；S2，在管廊混凝土浇筑前，在施工地管廊安装位

置外搭设两道防风基座，所述防风基座沿管廊的长度方向设置；S3，在基坑下对管廊混凝土

结构钢筋、模板施工，并在管廊结构钢筋、模板施工的同时，在S2的防风基座顶部安装滑轨，

所述滑轨沿管廊长度方向设置；S4，根据图纸设计组装拱架，并将轴向高度相同的拱架分堆

码放，拱架吊装到相应位置后进行安装，安装时，需将拱架两端的滑动装置置于S3的滑轨

内，拱架和防风基座之间形成一个拱形通道；S5，在相邻拱架之间安装保温篷布；S6，在前后

两端的拱架上安装一个将拱形通道密封的防风帘。通过设置防风基座可为保温棚的搭设提

供安装位置，同时，还能够对基坑下的管廊混凝土起到侧面防风保温的作用；保温棚中拱架

和保温篷布对管廊顶端起到密封和保温作用，而防风帘则对管廊前后两端起到了密封和保

温作用，从而整个保温棚将管廊混凝土密封并包围，一方面，可防止外部冷空气进入和空气

对流后带走混凝土原有热量，另一方面，保温篷布能够起到保温、吸热的作用，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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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廊混凝土的保温环境。另外，保温棚中拱架可滑动并重叠，为可推拉形式，在进行混凝土

浇筑时，可前后推拉拱架，将保温棚顶端打开，形成一个施工窗口，从而可确保混凝土正常

浇筑，浇筑完毕后再滑动保温棚，将保温棚密封，适应管廊不同施工周期的应用要求。同样

的，防风帘也能实现张开和收折，从而在管廊钢筋绑扎时，张开后供工人行走，在混凝土浇

筑后，闭合保温。

[0007] 进一步的，S2中，防风基座的设置为两种，一种为支护桩的设置，另一种是直接在

基坑两边的边坡上浇筑混凝土基础，上述两种情况，适应于不同的施工环境；具体来说，当

施工场地较窄，或管廊安装位置有地下管线或周边建筑物离基坑较近时，则先支设支护桩，

再开挖基坑；当场地较宽，且无地下管线，周边无建筑物时，则直接开挖基坑后，在基坑的边

坡上浇筑混凝土基础，形成防风基座。这种根据施工环境选择合适的防风基座的方法，具有

很大的实施性。设置支护桩的方式比较耗时，但结构稳固，经久耐用，能根据管线埋设路径

避开管线安装位置进行安装，应对各种复杂环境。而直接在基坑两侧边坡上设置混凝土基

础作为防风基座的方法，快捷高效，能缩短施工周期。

[0008] 进一步的，采用支护桩作为防风基座时，采用联挖形式，在挖桩孔的同时需在每个

桩孔内插型钢，然后，在桩孔打锚索孔、放锚索、注浆后形成支护桩；支护桩成型后，在支护

桩顶部绑扎冠梁钢筋并浇筑冠梁，并在冠梁设置完成后，在冠梁上端面上和型钢面向管廊

安装位置的一面分别安装一滑轨，所述滑轨的长度与防风基座的长度一致。采用钻孔、注

浆、内插型钢的方式浇筑而成的支护桩强度高，可应对最大十级台风，而在支护桩上设置锚

索的方式，可进一步防止更恶劣的环境，加固支护桩，防止支护桩倾倒。同时，通过冠梁将工

法桩连成整体，再通过锚索抵抗边坡土压力，三者共同作用，能较好的保证基坑的安全性。

而在冠梁和型钢上分别安装的滑轨，可为拱架中滑动装置提供滑行轨道。

[0009] 进一步的，在基坑两边的边坡上浇筑混凝土基础作为防风基座时，在离基坑坡顶

一般1.5～2m范围内浇筑混凝土基础，浇筑时在混凝土基础内预埋钢筋节，待混凝土基础成

型后，在混凝土基础上以及预埋钢筋节上分别安装一个滑轨，所述滑轨的长度与防风基座

的长度一致。制作混凝土基础时，制作方法简单，同时，成型快。

[0010] 进一步的，在滑轨的两端均间隔设有多个通孔，在通孔对应的冠梁或混凝土基础

上设有一个下凹的凹槽。这样，可在将拱架从中间向两边滑动后，滑轮在遇到通孔和凹槽

后，即会嵌入通孔和凹槽内，实现定位。

[0011] 进一步的，所述拱架包括由多根弧形杆首尾相接后形成的拱形杆，在拱形杆的左

右两端固定连接有一个横梁，在横梁上设有多根两端分别与横梁和拱形杆固定连接的加强

杆，在每个拱形杆的左右两端均设有一个滑动装置；所述滑动装置包括固定在拱形杆末端

的轮滑支架和固定在轮滑支架末端的滑轮，所述轮滑支架由一根横杆和一根竖杆固定而

成，横杆和竖杆其中一端固定连接，呈L形，在滑轮上设有锁死和解锁轮滑的制动块。拱架的

结构简单，每侧拱架的滑轮均由两个，为双滑轮结构，拱架上的横梁可为防风帘安装提供位

置，加强杆可进一步增加拱架的强度。

[0012] 进一步的，每两个或三个以上相邻设置的拱架的轴向高度相等，形成一个拱架组

件，拱架组件的轴向高度从两边向中间逐渐减小，相邻拱架组件之间的轴向高度差为拱架

中拱形杆的杆件截面直径；在相邻拱架组件相贴一侧的拱形杆上均设有沿其边沿安装的橡

胶垫，所述橡胶垫的顶端伸出拱形杆外。将拱架设置为高度不一的样式，从而拱架之间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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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差，进而能够在拱架滑动时，将拱架重叠，实现拱架的推拉结构。

[0013] 进一步的，所述防风帘包括设置在前后两端的拱架上并将其完全封闭的胶板以及

至少两块安装在前后两端拱架横梁上并能够沿横梁长度方向滑动的帘布，在每块帘布的顶

端均间隔设有多个套圈，所述套圈套设在横梁上。采用帘布和胶板分别将拱架通道的上下

两部分进行密封，胶板设置在上方，能够将上端进行密封，防风帘设置在下方，通过套圈套

在横梁上固定并滑动，能够根据不同的使用情况开合。由于整个防风棚处于基坑内，外部的

风主要从上方进入到管廊施工场地，因此，将上部分设为固定的，即可挡住大部分风，而防

风帘开合后可便于施工人员的进出和材料的进入。

[001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得到的管廊冬季施工的防风保温施工方法具有如下优

点：

[0015] 1、在管廊混凝土浇筑前，搭设保温棚将管廊施工场地密封起来，可将管廊四个方

向包在密闭空间内，防止风对流将热量带走，同时，保温篷布采用黑色涂膜片，能吸收太阳

的辐射，从而可利用保温篷布在白天将吸收热量，保证大棚内温度能够满足混凝土强度的

持续上升，保证施工质量和进度。同时，防风保温棚还能在下雨天时，用作雨棚，在降雨较多

的地区可加快施工进度。另外，混凝土内部反应会产生水化热，水化热也可提高混凝土自身

的温度，故在内部生热、外部吸热、密闭防风隔热三重作用下，能较好的起到保温防风作用。

[0016] 2、保温棚中的拱架可滑动并重叠，为可推拉形式，在进行混凝土浇筑时，可前后推

拉拱架，将保温棚顶端打开，形成一个施工窗口，从而可确保混凝土正常浇筑，浇筑完毕后

再滑动保温棚，将保温棚密封。

[0017] 3、防风保温棚中的拱架采用轻钢结构，自重轻，组装和拆卸方便，能多次利用；保

温篷布的自重也轻，安装方便，多次利用。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实施例中防风基座为支护桩时防风保温棚的正面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为实施例中防风保温棚的俯视图；

[0020] 图3为图1中A部的放大结构示意图；

[0021] 图4为实施例中防风基座为混凝土基础时保温棚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5为实施例中滑轨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6为实施例中拱架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7为实施例中帘布的安装结构示意图。

[0025] 图中：防风基座1、支护桩11、型钢12、冠梁13、锚索14、混凝土基础15、滑轨2、通孔

21、滑动装置3、轮滑支架31、滑轮32、拱架4、拱形杆41、横梁42、加强杆43、保温篷布5、拱形

通道6、防风帘7、胶板71、套圈72、帘布73、基坑8、管廊9。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

[0027] 实施例：

[0028] 本实施例提供的管廊冬季施工的防风保温施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S1，根据管廊9

的长宽和管廊施工场地的综合情况，绘制防风保温棚的施工图，并根据施工图中各部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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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准备材料；如图1、图2以及图4所示，所述防风保温棚包括多个轴向高度不同且左右两

端安装有滑动装置3的拱架4，以及用于密封拱架4之间空间的保温篷布5（如图1、图2所示），

所述拱架4采用轻质钢架制作；S2，在管廊混凝土浇筑前，在施工地管廊安装位置外搭设两

道防风基座1，所述防风基座1沿管廊的长度方向设置；S3，在基坑下对管廊混凝土结构钢

筋、模板施工，并在管廊结构钢筋、模板施工的同时，在S2的防风基座1顶部安装滑轨2，所述

滑轨2沿管廊长度方向设置；S4，根据图纸设计组装拱架4，并将轴向高度相同的拱架4分堆

码放，拱架4吊装到相应位置后进行安装，安装时，需将拱架两端的滑动装置3置于S3的滑轨

2内，拱架4和防风基座1之间形成一个拱形通道6；S5，在相邻拱架4之间安装保温篷布5，保

温篷布5按片进行组装，每片宽度为3m，保温篷布5安装后，将拱架4之间的空隙密封；S6，在

前后两端的拱架4上安装一个将拱形通道6密封的防风帘7。如图1所示，本实施例中防风基

座1的高度高于管廊9至少1m，这样，可极大的保证管廊施工过程中，外部空气和风只能从基

坑8顶部进入到管廊施工场地内。防风基座1的防风高度高，避免风从侧面进入施工场地。在

具体安装时，可将轴向高度一致的拱架4在地面上就用保温篷布5连接在一起，组装后，形成

多个拱架组件，再将拱架组件逐一吊装到防风基座1上安装固定。同时，在组装拱架组件的

过程中，需在每个拱架组件外侧的拱架4边沿处安装沿其边沿设置的橡胶垫，所述橡胶垫的

顶端伸出拱架4外。

[0029] S2中，防风基座1的设置为两种，一种为支护桩11的设置，另一种是直接在基坑8两

边的边坡上浇筑混凝土基础15，上述两种情况，适应于不同的施工环境；具体来说，当施工

场地较窄，或管廊9安装位置有地下管线或周边建筑物离基坑较近时，则先支设支护桩11，

再开挖基坑8（如图1、图2所示）；当场地较宽，且无地下管线，周边无建筑物时，则直接开挖

基坑8后，在基坑8的边坡上浇筑混凝土基础15，形成防风基座1（如图4所示）。另外，当采用

支护桩11作为防风基座1时，需在基坑8开挖后，将边坡两侧的平地作硬化处理，同时，在边

坡两侧的平地上开挖一个截水沟，防止水土流失，同时，防止下雨天雨水进入到基坑8内，影

响施工。

[0030] 如图1、图2、图3所示，采用支护桩11作为防风基座时，采用三轴联挖形式，在挖桩

孔的同时需在每个桩孔内插型钢12，型钢12的顶端伸出桩孔外，然后，在桩孔打锚索孔、放

锚索14、注浆后形成支护桩11；支护桩11成型后，在支护桩11顶部绑扎冠梁钢筋并浇筑冠梁

13，型钢顶端伸出冠梁13，并在冠梁13设置完成后，在冠梁13上端面上和型钢12面向管廊安

装位置的一面分别安装一滑轨2，所述滑轨2呈U字形，滑轨2的长度与防风基座1的长度一

致。

[0031] 如图4所示，在基坑两边的边坡上浇筑混凝土基础15作为防风基座1时，在离基坑

坡顶一般1.5～2m范围内浇筑混凝土基础15，浇筑时在混凝土基础15内预埋钢筋节，待混凝

土基础15成型后，在混凝土基础15上以及预埋钢筋节接上分别安装一个滑轨2，所述滑轨2

呈U字形，滑轨2的长度与防风基座1的长度一致。为防止出现意外，可在滑轨2的端部焊接一

根直径25 的钢筋，起到双保险作用。左右两侧滑轨2的开孔位置必须相同，并与雨棚上的滑

动装置3位置相对应，从而确保滑动装置3经过时能陷进去。

[0032] 另外，为了在拱架4滑动到前后两端后对拱架4定位，在滑轨2的两端均间隔设有多

个通孔21（如图5所示），在通孔21对应的冠梁13或混凝土基础15上设有一个下凹的凹槽。当

滑动装置3滑动到通孔21处时，因通孔下具有凹槽，滑动装置3即会在滑动的过程中滑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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凹槽内，进而不能继续滑动，将拱架4固定。

[0033] 如图6所示，本实施例中的拱架4包括由多根弧形杆首尾相接后形成的拱形杆41，

在拱形杆41的左右两端固定连接有一个横梁42，在横梁42上设有多根两端分别与横梁42和

拱形杆41固定连接的加强杆43，在每个拱形杆41的左右两端均设有一个滑动装置3；所述滑

动装置3包括固定在拱形杆41末端的轮滑支架31和固定在轮滑支架31末端的滑轮32，所述

轮滑支架31由一根横杆和一根竖杆固定而成，横杆和竖杆其中一端固定连接，呈L形，在滑

轮32上设有锁死和解锁滑轮32的制动块。如图7所示，在具体实施时，为了便于防风帘7的滑

动，加强杆43的左右两端均固定在拱形杆41上，且呈斜向设置，同时，通过在加强杆43与拱

形杆41之间固定安装有支撑杆件，用于进一步的增加加强杆43与拱形杆41之间的连接强

度。在具体实施时，为了使得拱架组件滑动更方便，可在每个拱架组件外侧的拱形杆41上固

定安装一个横向推杆，所述横向推杆伸出拱形杆41外，且中部向下折弯，弯折部分的端部应

置于防风基座1外。当然，还可通过在拱架组件上设置一推动装置，并将推动装置手控控制，

实现拱架组件的自动推拉。

[0034] 滑轨2焊接在支护结构的型钢12上，焊接时，必须先放通线，确定好型钢12的位置，

然后再根据滑轨2的位置以及滑轮32的长度，再确定并焊接安装滑轨2。

[0035] 为了在保温棚中部形成一个施工窗口，每两个或三个以上相邻设置的拱架4的轴

向高度相等，形成一个拱架组件，拱架组件的轴向高度从两边向中间逐渐减小，相邻拱架组

件之间的轴向高度差为拱架4中拱形杆41的杆件截面直径。另外，由于拱架组件不是固定连

接的，相邻拱架组件能够滑动，从而导致相邻拱架组件之间会存在一定的缝隙，为了防止风

从拱架组件之间进入到保温棚内，使保温棚处于完全密封状态，申请人在相邻拱架组件相

贴一侧的拱形杆41上均设有沿其边沿安装的橡胶垫，所述橡胶垫的顶端伸出拱形杆41外，

其伸出的长度应大于拱形杆41的杆件直径。所述橡胶垫通过粘接的方式固定在拱形杆41外

侧，具体实施时，还可在拱形杆41顶端设置一个凹槽，将橡胶垫嵌入该凹槽内后固定。

[0036] 如图1、图7所示，防风帘7包括设置在前后两端的拱架4上并将其完全封闭的胶板

71以及至少两块安装在前后两端拱架4的横梁42上并能够沿横梁42长度方向滑动的帘布

73，在每块帘布73的顶端均间隔设有多个套圈72，所述套圈72套设在横梁42上。胶板71可防

止外部的风从保温棚上端吹入棚内，而帘布73的滑动可实现拱形通道6的密闭和打开。本实

施例中帘布73的安装方式与常规窗帘的安装方式和滑动方式相同，在具体实施时，还可采

用其他的窗帘安装方式来安装帘布。

[0037] 采用本实施例中的防风保温方法，具有如下优点：1）、混凝土在冬季施工时，对入

模温度有一定要求，在运输及浇筑过程中会损失一部分热量，本工程管廊施工采用臂架泵

进行浇筑，浇筑速度较快，温度丢失较少；2）、在进行管廊土方开挖时，必须选取合适的支护

结构以保证施工安全，本方法利用支护结构进行上安装滑轨，能有效的进行资源合理利用，

且防风措施的安装，方法简单，适用性强；3）、支护结构的滑轨沿基坑整体布置，能保证任何

地方的管廊混凝土养护；4）拱架采用轻钢结构，自重轻，单片组装，且安装拆卸方便，能多次

利用；5）防风棚自身能起到很好的防风作用，可防止棚内温度过快的损失；6）拱架上篷布采

用黑色涂膜片，能吸收太阳的辐射能。当白天温度较高时，吸收太阳能存储起来，当温度较

低时，可散热保证棚内温度；7）采用该装置，相比于常规的加热养护，节约能源，避免了烧煤

加热养护的大气污染，绿色环保，可持续运用，有较好的实用价值；8）本装置还可兼做雨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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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下雨天大棚内也可进行施工作业，在降雨较多的地区可加快施工进度。

[0038]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限制技术方

案，尽管申请人参照较佳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

解，那些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等同替换。而不脱离本技术方案的宗旨和范围，

均应涵盖在本发明的权利要求范围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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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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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说　明　书　附　图 3/4 页

12

CN 108532628 B

12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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