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2010712625.6

(22)申请日 2020.07.22

(71)申请人 湖北凯耀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 433100 湖北省潜江市园林办事处袁

杨路6号配送中心302铺

(72)发明人 郑兴艳　王桂成　李超　胡阿玭　

(51)Int.Cl.

E02B 13/00(2006.01)

E02B 5/02(2006.01)

E02B 5/08(2006.01)

E02B 3/12(2006.01)

 

(54)发明名称

高标准农田渠道施工方法及结构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高标准农田渠道施工方法

及结构，涉及灌溉渠道的技术领域。它包括植被

清理，土方开挖，布置边坡和底部垫层，布置黄沙

层、碎石层和砂浆层，布置钢模板和模板调节装

置，浇筑混凝土并拆除钢模板，布置排水管，土方

回填，其中，布置钢模板和模板调节装置包括如

下步骤：先在渠道两侧布置钢模板，并将钢模板

搁置在水泥砂浆层上，接着将模板调节装置的底

部固定在混凝土底板上，并通过模板调节装置调

节钢模板的位置，使钢模板和水泥砂浆层之间形

成厚度为3‑5cm的砼浇筑腔。本发明结构稳定、使

用寿命较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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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标准农田渠道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工艺步骤,

S1:植被清理，

土方开挖施工前，将开挖区域内的树根、杂草、垃圾、废渣清除干净，场地清理范围延伸

至离施工图纸所示渠道的最大开挖边线外侧1.5m的距离；

S2:土方开挖，

采用反铲挖掘机从上至下对需要布置渠道的位置进行分层开挖，土方开挖完成后形成

的开挖槽(1)整体上呈矩形；

S3:布置边坡(4)和底部垫层(31)，

根据施工图纸以及农田的原有地形条件，沿渠道的纵向走向路线布置在开挖槽(1)的

底部布置底部垫层(31)，并在底部垫层(31)两端布置边坡(4)和水泥砂浆块，两个边坡(4)

之间的容置空间为渠道，边坡(4)上设有面向开挖槽(1)中心线的砂浆槽，水泥砂浆块有多

个且位于边坡(4)底部，在底部垫层(31)的中部自下而上依次布置有碎石垫层和混凝土底

板(33)；

S4:布置黄沙层(51)、碎石层和砂浆层(53)，

在底部垫层(31)上自下而上依次布置黄沙层(51)、碎石层和水泥砂浆层(53)，水泥砂

浆层(53)，所述黄沙层(51)位于水泥砂浆块和边坡(4)之间，水泥砂浆层(53)一端搁置在边

坡(4)的砂浆槽上，另一端与混凝土底板(33)的侧部连接；

S5:布置钢模板(6)和模板调节装置(7)，

先在渠道两侧布置钢模板(6)，并将钢模板(6)搁置在水泥砂浆层(53)上，接着将模板

调节装置(7)的底部固定在混凝土底板(33)上，并通过模板调节装置(7)调节钢模板(6)的

位置，使钢模板(6)和水泥砂浆层(53)之间形成厚度为3-5cm的砼浇筑腔；

S6:浇筑混凝土并拆除钢模板(6)，

将混凝土灌入所述砼浇筑腔内，在混凝土浇筑完成会在所述开挖槽(1)上形成分段布

置的混凝土层(54)，在混凝土养护好后，拆除钢模板(6)，并在开挖槽(1)上呈相邻的混凝土

层(54)之间添加密封条；

S8：土方回填，

根据施工图纸，将步骤S2中开挖得到原土层重新回填至开挖槽(1)和边坡(4)之间，形

成回填土层(2)。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标准农田渠道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在上述步骤S2中，土

方开挖施工过程中，采用75KW推土机平整，并对于可利用为回填料的开挖料与不可利用料

分开堆放，避免相互混杂；同时，在边坡(4)土方开挖过程中，应采取一切必要的防止塌方，

开挖时若超出了施工图纸上的开挖线，则应对超挖部分进行回填处理。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高标准农田渠道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S5中，钢模

板(6)在每次使用前应清洗干净，且钢模板(6)为厚应不小于3mm，钢模板(6)面向水泥砂浆

层(53)的一面要保持光滑，钢模板(6)沿渠道纵向的允许偏差值为±10mm，沿宽度方向的允

许偏差值为±20mm，对角线允许偏差值为±10mm。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高标准农田渠道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在上述步骤S6中，砼

运到浇筑现场后应及时流槽入仓，人工平仓，刮杠刮平，平板振动器振捣，振动器振动顺序

应从下往上单方向振动，严禁过振、漏振；用平板振动器振实后，采用磨光机磨平，直到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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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出水泥浆为止，最后用人工压光；砼拆模时间以不损坏成品砼为宜，拆模后等砼达到初

凝，然后洒水及时用塑料薄膜覆盖养护，并用土埂密封，养护天数不得少于14天。

5.一种高标准农田渠道结构，其特征在于，包括开挖槽(1)和底部垫层(31)，所述底部

垫层(31)位于开挖槽(1)底部，底部垫层(31)两端安装有边坡(4)，底部垫层(31)中部自下

而上依次布置有第一碎石层(32)和混凝土底板(33)，每个边坡(4)和所述混凝土底板(33)

之间均自下而上依次布置在黄沙层(51)、第二碎石层(52)、砂浆层(53)和混凝土层(54)，所

述混凝土层(54)一端与边坡(4)连接，另一端与所述混凝土底板(33)连接，所述混凝土底板

(33)上搁置有钢模板(6)，混凝土底板(33)上连接有用于调节钢模板(6)的位置的模板调节

装置(7)。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高标准农田渠道结构，其特征在于，每个边坡(4)上端均设有

排水管(81)，所述排水管(81)一端从所述混凝土层(54)上穿出且连接有密封塞(82)，另一

端从边坡(4)上穿出且套装有排水套筒(83)。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高标准农田渠道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模板调节装置(7)包

括安装在混凝土底板(33)上的底座(71)，和安装在底座(71)上的定位杆(72)，所述定位杆

(72)上连接有能沿定位杆(72)的中心线方向滑动的滑动定位座(73)，滑动定位座(73)两端

连接有与所述钢模板(6)可拆卸连接的定位板(74)。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高标准农田渠道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钢模板(6)和定位板

(74)之间通过点焊连接在一起，所述底座(71)和钢模板(6)之间相互抵触。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高标准农田渠道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边坡(4)在面向开挖

槽(1)中心线的一侧设有砂浆槽，所述砂浆一端搁置在砂浆槽内，另一端与混凝土底板(33)

连接。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高标准农田渠道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边坡(4)顶部铺设有

混凝土顶板(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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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标准农田渠道施工方法及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灌溉渠道的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高标准农田渠道施工方法及结

构。

背景技术

[0002] 我国是个水资源严重短缺的国家，但农业灌溉用水的浪费现象却十分严重。由于

农田水利设施标准低、不配套、老化、灌溉方式落后和管理不善等原因，全国农业灌溉水的

有效利用率只有40%  左右，仅为发达国家的一半。

[0003] 现检索到一篇公开号为CN109723043A的中国专利公开了一种灌溉排水渠道施工

方法，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测量放线，根据现场提供的平面控制点和水准点作为施工桩位

中心及渠道标高的施测依据；基槽开挖；铺设复合土碎石垫层；边脚预制件安装；模具制作

与安装；基底混凝土浇注与养护；衬砌混凝土浇注与养护：施工缝施工；成品养护。

[0004] 上述渠道施工方法的施工方法较简单，渠道的结构稳定性较差，使用寿命较短，因

此有必要进行改进。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高标准农田渠道施工方法，

具有结构稳定、使用寿命较长的优点。

[0006] 本发明的上述发明目的一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

一种高标准农田渠道施工方法，包括如下工艺步骤,

S1:植被清理，

土方开挖施工前，首先将开挖区域内的树根、杂草、垃圾、废渣（及其它障碍物）清除干

净，场地清理范围延伸至离施工图纸所示渠道的最大开挖边线外侧1.5m的距离；

S2:土方开挖，

采用反铲挖掘机从上至下对需要布置渠道的位置进行分层开挖，土方开挖完成后形成

的开挖槽整体上呈矩形；

S3:布置边坡和底部垫层，

根据施工图纸以及农田的原有地形条件，沿渠道的纵向走向路线布置在开挖槽的底部

布置底部垫层，并在底部垫层两端布置边坡和水泥砂浆块，两个边坡之间的容置空间为渠

道，边坡上设有面向开挖槽中心线的砂浆槽，水泥砂浆块有多个且位于边坡底部，在底部垫

层的中部自下而上依次布置有碎石垫层和混凝土底板；

S4:布置黄沙层、碎石层和砂浆层，

在底部垫层上自下而上依次布置黄沙层、碎石层和水泥砂浆层，水泥砂浆层，所述黄沙

层位于水泥砂浆块和边坡之间，水泥砂浆层一端搁置在边坡的砂浆槽上，另一端与混凝土

底板的侧部连接；

S5:布置钢模板和模板调节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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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在渠道两侧布置钢模板，并将钢模板搁置在水泥砂浆层上，接着将模板调节装置的

底部固定在混凝土底板上，并通过模板调节装置调节钢模板的位置，使钢模板和水泥砂浆

层之间形成厚度为3-5cm的砼浇筑腔；

S6:浇筑混凝土并拆除钢模板，

将混凝土灌入所述砼浇筑腔内，在混凝土浇筑完成会在所述开挖槽上形成分段布置的

混凝土层，在混凝土养护好后，拆除钢模板，并在开挖槽上呈相邻的混凝土层之间添加密封

条；

S7:布置排水管，

根据设计图纸，在边坡上端布置排水管和排水套筒，所述排水管一端从所述混凝土层

上穿出且连接有密封塞，另一端从边坡上穿出且套装有排水套筒。

[0007] S8：土方回填，

根据施工图纸，将步骤S2中开挖得到原土层重新回填至开挖槽和边坡之间,形成回填

土层。

[000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植被清理能够减少施工过程中植被对工程质量的影响，

边坡和底部垫层能够增加本发明的结构强度，实际工作时，边坡可以为由混凝土浇筑而成

的堤坝，也可以为有土壤经夯实而成的土堆，钢模板能够方便人们浇筑混凝土，模板调节装

置能够调节钢模板与水平面之间的夹角，黄沙层、碎石层和砂浆层能够进一步增加本发明

的结构强度，使本发明的使用寿命更长，排水管能够方便人们进行灌溉，这样，在钢模板、黄

沙层、碎石层和砂浆层等结构的共同作用下，本发明的结构更加强度更高，结构更稳定，使

用寿命更长。

[0009] 本发明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在上述步骤S2中，土方开挖施工过程

中，采用75KW推土机平整，并对于可利用为回填料的开挖料与不可利用料分开堆放，避免相

互混杂；同时，在边坡土方开挖过程中，应采取一切必要的防止塌方，开挖时若超出了施工

图纸上的开挖线，则应对超挖部分进行回填处理。

[001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本发明能够很好的实现土方开挖作业，在土方开挖严格

的按照上述方式进行实行后，本发明的土方开挖效率更高，土方开挖后形成的沟槽更美观、

平整。

[0011] 本发明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在步骤S5中，钢模板在每次使用前应

清洗干净，且钢模板为厚应不小于3mm，钢模板面向水泥砂浆层的一面要保持光滑，钢模板

沿渠道纵向的允许偏差值为±10mm，沿宽度方向的允许偏差值为±20mm，对角线允许偏差

值为±10mm。

[001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本发明实现了对钢模板的布置，这样，钢模板的布置方式

在严格的尺寸参数控制下，浇筑后形成的混凝土层的结构会更加稳定、平整和美观。

[0013]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发明的目的之二是提供一种高标准农田渠道结构，

具有结构稳定、使用寿命较长的优点。

[0014] 本发明的上述发明目的二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

一种高标准农田渠道结构，包括开挖槽和底部垫层，所述底部垫层位于开挖槽底部，底

部垫层两端安装有边坡，底部垫层中部自下而上依次布置有第一碎石层和混凝土底板，每

个边坡和所述混凝土底板之间均自下而上依次布置在黄沙层、第二碎石层、砂浆层和混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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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层，所述混凝土层一端与边坡连接，另一端与所述混凝土底板连接，所述混凝土底板上搁

置有钢模板，混凝土底板上连接有用于调节钢模板的位置的模板调节装置。

[0015]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第一碎石层和混凝土底板能够作为渠道底部，增加本发

明的结构性能，钢模板能够方便人们浇筑混凝土，模板调节装置能够调节钢模板与水平面

之间的夹角，这样，在黄沙层、第二碎石层、砂浆层和混凝土层的共同作用下，本发明所述的

渠道结构的强度更强，结构更加稳定，不容易受到水土流失的影响，使用寿命更长。

[0016] 本发明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每个边坡上端均设有排水管，所述排

水管一端从所述混凝土层上穿出且连接有密封塞，另一端从边坡上穿出且套装有排水套

筒。

[0017]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排水管能够让人们更好的利用本发明进行灌溉，实际工

作时，排水管为非必要的结构，人们也可以通过排水泵进行灌溉。

[0018] 本发明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所述模板调节装置包括安装在混凝土

底板上的底座，和安装在底座上的定位杆，所述定位杆上连接有能沿定位杆的中心线方向

滑动的滑动定位座，滑动定位座两端连接有与所述钢模板可拆卸连接的定位板。

[0019]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钢模板下端与底座抵触，钢模板中部与定位板连接在一

起，当需要调节钢模板与水平面之间的夹角时，人们只需要调节滑动定位座在定位杆上的

位置即可，当滑动定位座运动至合适的位置后，人们只需要通过螺栓或螺杆将滑动定位座

固定在定位杆上，再通过可拆卸的方式将定位板和钢模板连接在一起即可。

[0020] 本发明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所述钢模板和定位板之间通过点焊连

接在一起，所述底座和钢模板之间相互抵触。

[0021]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本发明实现了钢模板和定位板之间的可拆卸连接，通过

点焊的方式将钢模板和定位板连接在一起后，不仅对后期的混凝土浇筑没有实质影响，而

且在后期拆除钢模板很方便，人们只需要清除钢模板和定位板之间的点焊连接部位即可。

[0022] 本发明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所述边坡在面向开挖槽中心线的一侧

设有砂浆槽，所述水泥砂浆层一端搁置在砂浆槽内，另一端与混凝土底板连接。

[0023]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砂浆槽上的水泥砂浆层能够对混凝土层和边坡的侧壁进

行隔离，这样，当边坡由土壤夯实而成时，混凝土层与边坡的侧壁没有直接接触，混凝土。

[0024] 本发明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所述边坡顶部铺设有混凝土顶板。

[0025]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当边坡由土壤夯实而成，则混凝土顶板不仅能作为边坡

上供行人行走的路面，而且能够防止水土流失。

[0026] 综上所述，本发明包括以下至少一种有益技术效果：

1.第一碎石层和混凝土底板能够作为渠道底部，增加本发明的结构性能，钢模板能够

方便人们浇筑混凝土，模板调节装置能够调节钢模板与水平面之间的夹角，从而使本发明

所述的渠道结构的强度更强，结构更加稳定，不容易受到水土流失的影响，使用寿命更长。

[0027] 2.植被清理能够减少施工过程中植被对工程质量的影响，边坡和底部垫层能够增

加本发明的结构强度，实际工作时，边坡可以为由混凝土浇筑而成的堤坝，也可以为有土壤

经夯实而成的土堆，黄沙层、碎石层和砂浆层能够进一步增加本发明的结构强度，排水管能

够方便人们进行灌溉，这样，在钢模板、黄沙层、碎石层和砂浆层等结构的共同作用下，本发

明的结构更加强度更高，结构更稳定，使用寿命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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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8] 图1是本发明所述高标准农田渠道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图2是本发明所述高标准农田渠道施工方法的流程示意图。

[0029] 附图标记：1、开挖槽；11、轮廊线；2、回填土层；31、底部垫层；32、第一碎石层；33、

混凝土底板；4、边坡；51、黄沙层；52、第二碎石层；53、砂浆层；54、混凝土层；6、钢模板；7、模

板调节装置；71、底座；72、定位杆；73、滑动定位座；74、定位板；81、排水管；82、密封塞；83、

排水套筒；9、混凝土顶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1] 如图1所示，本发明提供一种高标准农田渠道结构，包括开挖槽1和底部垫层31，开

挖槽1的轮廊线11（侧壁）位于整个渠道结构的最外围，底部垫层31位于开挖槽1底部，主要

用于支撑边坡4等渠道上用于过水的结构，底部垫层31两端安装有边坡4，开挖槽1由渠道施

工前由土方开挖而成，边坡4和开挖槽1的轮廊线11（侧壁）之间的结构为回填土层2，边坡4

可以为由混凝土浇筑而成的堤坝，也可以为由土壤夯实而成的土堆。优选的，边坡4顶部铺

设有混凝土顶板9。当边坡4由土壤夯实而成，则混凝土顶板9不仅能作为边坡4上供行人行

走的路面，而且能够防止水土流失。

[0032] 如图1所示，底部垫层31中部自下而上依次布置有第一碎石层32和混凝土底板33，

每个边坡4和混凝土底板33之间均自下而上依次布置在黄沙层51、第二碎石层52、砂浆层53

和混凝土层54，混凝土层54一端与边坡4连接，另一端与混凝土底板33连接，混凝土底板33

上搁置有钢模板6，混凝土底板33上连接有用于调节钢模板6的位置的模板调节装置7。第一

碎石层32和混凝土底板33能够作为渠道底部，增加本发明的结构性能，钢模板6能够方便人

们浇筑混凝土，模板调节装置7能够调节钢模板6与水平面之间的夹角，这样，在黄沙层51、

第二碎石层52、砂浆层53和混凝土层54的共同作用下，本发明的渠道结构的强度更强，结构

更加稳定，不容易受到水土流失的影响，使用寿命更长。

[0033] 本发明还可以布置排水管81，如图1所示，每个边坡4上端均设有排水管81，排水管

81呈向上倾斜布置（与水平面之间的夹角为5～10°），排水管81一端从混凝土层54上穿出且

连接有密封塞82，另一端从边坡4上穿出且套装有排水套筒83。排水管81能够让人们更好的

利用本发明进行灌溉，实际工作时，排水管81为非必要的结构，人们也可以通过排水泵进行

灌溉。边坡4在面向开挖槽1中心线的一侧设有砂浆槽，水泥砂浆层53一端搁置在砂浆槽内，

另一端与混凝土底板33连接。砂浆槽上的水泥砂浆层53能够对混凝土层54和边坡4的侧壁

进行隔离，这样，当边坡4由土壤夯实而成时，混凝土层54与边坡4的侧壁没有直接接触，混

凝土。

[0034] 实际工作时，排水管81可以为PVC塑料管，密封塞82位于渠道内，排水套筒83位于

回填土层2内，当需要使用渠道进行灌溉时，人们只需要将排水套上方的回填层刨除，然后

正常使用回填排水管81进行排水即可，当渠道不需要灌溉时，则通过密封塞82和排水套筒

83将排水管81密封即可。

[0035] 模板调节装置7包括安装在混凝土底板33上的底座71，和安装在底座71上的定位

杆72，定位杆72上连接有能沿定位杆72的中心线方向滑动的滑动定位座73，滑动定位座73

说　明　书 4/9 页

7

CN 111778941 A

7



两端连接有与钢模板6可拆卸连接的定位板74。优选的，钢模板6和定位板74之间通过点焊

连接在一起，底座71和钢模板6之间相互抵触。钢模板6下端与底座71抵触，钢模板6中部与

定位板74连接在一起，当需要调节钢模板6与水平面之间的夹角时，人们只需要调节滑动定

位座73在定位杆72上的位置即可，当滑动定位座73运动至合适的位置后，人们只需要通过

螺栓或螺杆将滑动定位座73固定在定位杆72上，再通过可拆卸的方式将定位板74和钢模板

6连接在一起即可。通过点焊的方式将钢模板6和定位板74连接在一起后，不仅对后期的混

凝土浇筑没有实质影响，而且在后期拆除钢模板6很方便，人们只需要清除钢模板6和定位

板74之间的点焊连接部位即可。

[0036] 实际工作时，如图2所示，本发明所述的高标准农田渠道的施工方法包括如下步

骤：

S1:植被清理，

土方开挖施工前，首先将开挖区域内的树根、杂草、垃圾、废渣（及其它障碍物）清除干

净，场地清理范围延伸至离施工图纸所示渠道的最大开挖边线外侧1.5m的距离；

实际工作时，场地清理时，注意保护清理区域附近的天然植被，避免因施工不当而造成

清理区域附近林业资源的毁坏及对环境造成不良影响。本工程植被由人工进行清理，清除

的杂物按监理人的指示由机动测量运至指定的地点堆放，无价值的可燃物按规定进行焚

毁。

[0037] 实际工作时，表土清挖、堆放和有机土壤的使用规则如下：表土指含细根须、草本

植物及覆盖草皮等植物的表层有机土壤。表土清挖采用反铲挖掘机按设计图纸要求的开挖

深度进行开挖，由自卸汽车运至指定弃料场堆放，由75KW推土机推平碾压，并作好防冲排水

防护，防止土壤被冲刷流失。

[0038] S2:土方开挖，

采用反铲挖掘机从上至下对需要布置渠道的位置进行分层开挖，土方开挖完成后形成

的开挖槽1整体上呈矩形；

在上述步骤S2中，土方开挖施工过程中，采用75KW推土机平整，并对于可利用为回填料

的开挖料与不可利用料分开堆放，避免相互混杂；同时，在边坡4土方开挖过程中，应采取一

切必要的防止塌方，开挖时若超出了施工图纸上的开挖线，则应对超挖部分进行回填处理。

[0039] 本发明能够很好的实现土方开挖作业，在土方开挖严格的按照上述方式进行实行

后，本发明的土方开挖效率更高，土方开挖后形成的沟槽更美观、平整。

[0040] 实际开始时，经常性对开挖平面位置、水平标高、控制桩号、水准点和边坡4坡度进

行校核测量，避免超挖现象发生。在边坡4土方开挖过程中，按照招标文件及相关规范的要

求，实际施工的边坡4坡度需适当有修坡余量，再用人工进行修整，以保证边坡4坡度和平整

度满足施工图纸及规范的要求。

[0041] 实际开挖轮廓必须符合设计文件所示或监理工程师现场指定的开口线、水平尺寸

和高程的要求。清基最终轮廓必须符合施工详图的规定，如果监理工程确认施工详图所规

定的开挖高程基础仍不合要求，则必须断续开挖到监理工程师指示的新的开挖线。基础最

终开挖轮廓均不得欠挖。施工期间加强对地下水和施工用水的截、排水措施，确保清基施工

在旱地上进行。

[0042] 土方开挖施工时的坍塌与超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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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应采取一切必要的或监理工程师指定的措施，防止塌方。如发现有可能坍塌的迹象，

应采取必要的处理措施，并报告监理工程师，在此种情况下，必须按监理工程师指示的处理

措施，尽一切努力来控制坍塌。

[0043] ②如发生坍塌，承包人应负责清除塌方，完成必要的清理，并承担可能发生的事故

责任。

[0044] ③如果未得到监理工程师的指示及确认，其开挖超出了图示的开挖线，则应按监

理工程师的指示对超挖部分进行回填及必要的处理。

[0045] 土方开挖施工时的检查验收问题：

基础土方开挖结束后，进行规格、边坡4稳定情况以及基础地质情况等进行检查，并测

绘基础开挖竣工图，报监理工程师会同有关人员进行验收。

[0046] 土方开挖施工时技术要求：

(1)开挖过程中，测量人员随时对作业面进行检测，并设置控制标高，保证开挖最终清

基轮廓，严禁欠挖，避免超挖。

[0047] (2)开挖过程中设置好临时纵横向排水沟，做好坡面施工区的排水工作，确保坡面

不被雨水冲刷及浸泡。

[0048] (3)对已完工的清基面及时清理并报监理进行查验，若监理确认有不良地质段无

法满足设计要求时，则根据监理要求进行处理。

[0049] (4)施工基面经监理验收合格后，立即进行下道工序，以免对基面产生扰动。

[0050] (5)加强施工机械维修保养，认真做好冬期防冻工作，确保设备完好，保证施工进

度要求的使用率。

[0051] S3:布置边坡4和底部垫层31，

根据施工图纸以及农田的原有地形条件，沿渠道的纵向走向路线布置在开挖槽1的底

部布置底部垫层31，并在底部垫层31两端布置边坡4和水泥砂浆块，两个边坡4之间的容置

空间为渠道，边坡4上设有面向开挖槽1中心线的砂浆槽，水泥砂浆块有多个且位于边坡4底

部，在底部垫层31的中部自下而上依次布置有碎石垫层和混凝土底板33；

实际工作时，混凝土底板33和混凝土顶板9均可以由C20混凝土制成，底部垫层31的主

要作用是提供结实可靠的底部支撑结构，它可以为经过压实处理的夯实土层，也可以是由

碎石或抛石制成的垫层。

[0052] 实际工作时，所述边坡4可以为由混凝土浇筑而成的混凝土堤坝，也可以有土壤开

挖后经夯实而成，但是在边坡4开挖过程中，如发现边坡4因地下渗水产生不稳定时，在边坡

4修整和加固前，采取在边坡4上开挖导渗沟，以疏导渗水，防止边坡4因渗水而生产破坏。

[0053] 所有边坡4清基土方开挖均应在旱地施工，为防止修整后的开挖边坡4遭受雨水冲

刷，边坡4护面和加固工作在雨季前按施工图纸完成。施工中，如遇雨大，立即停止土方施

工，并对开挖好的边坡4进行保护，避免开挖边坡4遭雨水冲刷而造成边坡4失稳。

[0054] 边坡4土方开挖施工过程中，如发现裂缝和滑动迹象时，立即暂停施工并采取应急

抢救措施，并通知监理人。

[0055] 基础开挖，建基面预留20cm保护层采用人工开挖，确保基础原状不受扰动。开挖工

作面坡度陡于1:  3时，采用反铲挖掘机自坡顶向坡脚挖送开挖碴料。开挖工作面坡度缓于

1:  3时，采用推土机自坡顶向坡脚推送开挖碴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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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6] S4:布置黄沙层51、碎石层和砂浆层53，

在底部垫层31上自下而上依次布置黄沙层51、碎石层和水泥砂浆层53，水泥砂浆层53，

所述黄沙层51位于水泥砂浆块和边坡4之间，水泥砂浆层53一端搁置在边坡4的砂浆槽上，

另一端与混凝土底板33的侧部连接；

S5:布置钢模板6和模板调节装置7，

先在渠道两侧布置钢模板6，并将钢模板6搁置在水泥砂浆层53上，接着将模板调节装

置7的底部固定在混凝土底板33上，并通过模板调节装置7调节钢模板6的位置，使钢模板6

和水泥砂浆层53之间形成厚度为3-5cm的砼浇筑腔；

实际工作时，在步骤S5中，钢模板6在每次使用前应清洗干净，且钢模板6为厚应不小于

3mm，钢模板6面向水泥砂浆层53的一面要保持光滑，钢模板6沿渠道纵向的允许偏差值为±

10mm，沿宽度方向的允许偏差值为±20mm，对角线允许偏差值为±10mm。

[0057] 本发明实现了对钢模板6的布置，这样，钢模板6的布置方式在严格的尺寸参数控

制下，浇筑后形成的混凝土层54的结构会更加稳定、平整和美观。

[0058] 实际工作时，钢模板6面向水泥砂浆层53的一面不允许存在凹坑、皱折或其它表面

缺陷。

[0059] 钢模板6施工时有如下注意事项：

①采用定型槽钢按设计图纸要求制成框格，外用楔形三角铁镶入土中加以固定。

[0060] ②钢模板6厚应不小于3mm，钢板面应尽可能光滑，不允许的凹坑、皱折、或其它表

面缺陷。

[0061] ③模板的金属支撑件(如拉杆、锚筋及其它锚固件等)材料应符合招标文件技术条

款的有关规定。

[0062] ④模板制作和安装要具备支立牢固、板缝紧密、表面平整、线条顺直、标高一致、易

支易折等特点。现浇砼模板框格安装净距沿渠道纵向的允许偏差值为±10mm，沿宽度方向

的允许偏差值为±20mm，对角线允许偏差值为±10mm。

[0063] ⑤模板安装过程中，应设置足够的临时固定设施，以防变形和倾斜。

[0064] ⑥钢模板6在每次使用前应清洗干净，为防锈和拆模方便，钢模面板应涂刷防锈保

护涂料，不得采用污染砼的油剂，不得影响砼或钢筋砼的质量。若检查发现在已浇的砼面沾

染污迹，应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予以清除。

[0065] S6:浇筑混凝土并拆除钢模板6，

将混凝土灌入所述砼浇筑腔内，在混凝土浇筑完成会在所述开挖槽1上形成分段布置

的混凝土层54，在混凝土养护好后，拆除钢模板6，并在开挖槽1上呈相邻的混凝土层54之间

添加密封条；

在上述步骤S6中，砼运到浇筑现场后应及时流槽入仓，人工平仓，刮杠刮平，平板振动

器振捣，振动器振动顺序应从下往上单方向振动，严禁过振、漏振；用平板振动器振实后，采

用磨光机磨平，直到表面泛出水泥浆为止，最后用人工压光；砼拆模时间以不损坏成品砼为

宜，拆模后等砼达到初凝，然后洒水及时用塑料薄膜覆盖养护，并用土埂密封，养护天数不

得少于14天。

[0066] 实际工作时，混凝土浇筑前，必须作好准备工作：发电机、拌和机就位；小推车、翻

斗车备齐；磨光机、振机器到位；各种模具准备就绪；供水系统、供电系统、机械系统试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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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场地、道路平整；人员到位后才能进行砼现浇施工。砼浇筑应先坡后底，最后浇筑压

沿。渠坡浇筑采用分块跳仓法施工，渠底和压沿浇筑可按一定的方向连续进行。同一块砼板

浇筑不宜间歇，如因机械故障等原因间歇，时间不宜超过60—90min；

A、浇筑开始前应在精削后的渠床上安放钢模板6并固定闭孔泡沫塑料伸缩缝。如果渠

床干燥起土应首先洒水湿润，以避免浇筑好的砼板因水分过度流失表面出现细裂纹。

[0067] B、浇筑用砼必须采用机械拌和，搅拌机容积不得小于0.4m3,拌和好的砼须用机动

三轮车及时运往浇筑现场。现场施工人员应严格控制砼水灰比和坍落度，必须保证砼标号

不低于C15,保证水泥用量。

C、砼运到浇筑现场后应及时流槽入仓，人工平仓，刮杠刮平，平板振动器振捣。振动器

振动顺序应从下往上单方向振动，严禁过振、漏振。

[0068] D、用平板振动器振实后，采用磨光机磨平，直到表面泛出水泥浆为止，最后用人工

压光。压光可以分两次进行，第一次在磨光机磨完后及时压光，第二次等砼初凝前再压光一

次，以做到内实外光，棱角分明，表面无蜂窝、麻面、砂眼、爆皮、龟裂等现象。

E、砼拆模时间以不损坏成品砼为宜，拆模后等砼达到初凝，然后洒水及时用塑料薄膜

覆盖养护，并用土埂密封。养护天数不得少于14天。

[0069] F基础面砼浇筑

①渠道建基面必须验收合格后，方可进行砼浇筑；

②在软基面上进行操作时，应力求避免破坏或扰动原状土壤；当地基为湿陷黄土时应

按监理员指示采取专门处理措施。

[0070] G砼分层浇筑作业

①根据监理员批准的浇筑分层分块和浇筑程序进行施工。在斜面上浇筑砼时应从最低

处开始，直至保持水平面。

[0071] ②不合格的砼严禁入仓，已入仓的不合格砼必须予以清除，并按本章相关规定弃

置在指定地点。

[0072] ③砼浇筑时，严禁在仓内加水，如发现砼和易性较差，应采取加强振捣等措施，以

保证质量。

[0073] S7:布置排水管81，

根据设计图纸，在边坡4上端布置排水管81和排水套筒83，所述排水管81一端从所述混

凝土层54上穿出且连接有密封塞82，另一端从边坡4上穿出且套装有排水套筒83。

[0074] S8：土方回填，

根据施工图纸，将步骤S2中开挖得到原土层重新回填至开挖槽1和边坡4之间。

[0075] 实际工作时，土方回填有如下注意事项：

(1)对所需填筑坡面进行测量放样，确定填筑范围及坡脚线。

[0076] (2)清除填筑基面或接触面的表层腐植土、草皮、树根、杂物、垃圾；有水的基面，先

排干坑内积水，并清除坑内淤泥或采用导排水措施，以确保填土固结；回填横断面的坡度陡

于1:3 时，将地面坡度削至缓于1:3  使之满足填筑基面设计要求。

[0077] (3)坡面填筑前，选取典型坡面进行现场生产性试验，以便取得最终的施工参数，

对铺料方式、铺料层厚、碾压机具类型及重量、碾压遍数、行进速度、填料最优含水量、压实

后的干容重及渗透系数等提出试验成果，包括检查压实各层之间的结合状况以及本层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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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状况，如发现疏松层，结合不良等情况，则分析原因，提出改善措施。

[0078] (4)采用分层摊铺、分层碾压的方式压实，填筑体应留有适当的削坡余量，压实度

应符合设计要求。根据现场生产性试验并报监理批准后的最终施工参数，填筑从坡面低层

开始，逐层进料，下一层填料按规定参数施工完毕，经检查合格并报请监理批准后才能继续

铺筑新料。在继续铺筑新料之前，对压实层表面进行刨毛、洒水等处理，以免形成各层结合

不良的现象。

[0079] (5)采用机械碾压，碾压前要及时平料，若因施工或气候原因造成停歇，复工前要

对表土洒水湿润，方可继续铺料，碾压上升。

[0080] (6)压实土体不应出现漏压虚土层，干松土、弹簧土、剪力破坏和光面等不良现象。

[0081] (7)在接合的坡面上，配合填筑上升将表面松料铲除，达到压实合格的料层为止。

坡面采取刨毛处理，并保持含水率在控制范围内，然后继续铺新料进行压实，并根据天气变

化和设计要求或监理人的指示调整。

[0082] (8)填筑料运输采用削坡土方开挖出渣5t 自卸汽车，将经过复核论证且物理力学

特性符合填料要求的土料运至填筑地点。

[0083] (9)由于本次填筑料选用削坡土料，一般情况下压实土料为砂壤土和粉质粘土，碾

压设备按此考虑主要选用推土机回填。

[0084] (10)坡面填筑压实，遵循先轻后重、先稳后振、先低后高、先慢后快以及夯迹重叠

的原则施工。

[0085] 实际工作时，粘性土料填筑满足压实度不小于0.92的要求，砂性土料填筑满足相

对密度不小于0.65的要求。

[0086] 植被清理能够减少施工过程中植被对工程质量的影响，边坡4和底部垫层31能够

增加本发明的结构强度，实际工作时，边坡4可以为由混凝土浇筑而成的堤坝，也可以为有

土壤经夯实而成的土堆，钢模板6能够方便人们浇筑混凝土，模板调节装置7能够调节钢模

板6与水平面之间的夹角，黄沙层51、碎石层和砂浆层53能够进一步增加本发明的结构强

度，使本发明的使用寿命更长，排水管81能够方便人们进行灌溉，这样，在钢模板6、黄沙层

51、碎石层和砂浆层53等结构的共同作用下，本发明的结构更加强度更高，结构更稳定，使

用寿命更长。

[0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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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