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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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0295673.X

(22)申请日 2020.04.15

(71)申请人 江苏中路工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地址 210019 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奥体大

街69号新城科技大厦01栋9层

    申请人 青海省公路建设管理局

(72)发明人 苗广营　马小军　祁文斌　李慧赞　

汪正芸　张宁波　

(74)专利代理机构 苏州市中南伟业知识产权代

理事务所(普通合伙) 32257

代理人 王倩

(51)Int.Cl.

E02D 19/06(2006.01)

E02D 19/10(2006.01)

E03F 5/14(2006.01)

E03F 5/10(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沟塘干法作业施工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沟塘施工的技术领域，尤其涉及

一种沟塘干法作业施工方法。包括在沟塘四周位

置均匀布置若干降水井；所述降水井用于提前抽

排地表水及浅层地下水；所述降水井连接水泵；

所述水泵的输入端插入所述降水井中，用于抽出

所述降水井中的水分；所述水泵的输出端连接排

水沟；所述排水沟用于存放所述水泵抽出的水

分；所述降水井的尺寸和数量根据所述沟塘的面

积大小，施工标高位置进行确定本发明的目的就

是针对现有技术中存在的缺陷提供一种沟塘干

法作业施工方法，降低沟塘施工的土体含水率，

在沟塘施工作业前提前安排，按照沟塘面积大

小，施工标高位置进行确定降水井个数，至少保

证提前一周至十天的降水，以便开挖后沟底土体

含水率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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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沟塘干法作业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在沟塘（1）四周位置均匀布置若干降

水井（2）；所述降水井（2）用于提前抽排地表水及浅层地下水；所述降水井（2）连接水泵（3）；

所述水泵（3）的输入端插入所述降水井（2）中，用于抽出所述降水井（2）中的水分；所述水泵

（3）的输出端连接排水沟（4）；所述排水沟（4）用于存放所述水泵（3）抽出的水分。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沟塘干法作业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降水井（2）的尺寸

和数量根据所述沟塘（1）的面积大小，施工标高位置进行确定。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沟塘干法作业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沟塘（1）周围设置

有围栏；所述围栏用于对所述沟塘（1）进行安全防护性围挡。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沟塘干法作业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排水沟（4）连接集

水池；所述集水池用于沉淀所述排水沟（4）中的水。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沟塘干法作业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降水井（2）的施工

步骤包括：

井点测量定位，定位完成后进行钻孔定位；

进行钻孔和清孔；

吊放无砂管并回填砂砾过滤层；

封口并洗井；

安装所述水泵（2）和控制电路；

试抽水；

正常工作；

工作完成后拔出无砂管；

封井。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沟塘干法作业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9）中，所述封

井具体为采用砂砾水坠的方法回填所述降水井（2）。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沟塘干法作业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降水井（2）的施工

至少在所述沟塘（1）施工前七至十天内进行，用于使得开挖后所述沟塘（1）底部的土体含水

率降低。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沟塘干法作业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降水井（2）的施工

贯穿所述沟塘（1）施工全过程，并在施工回填或箱涵管涵施工台背回填结束后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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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沟塘干法作业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沟塘施工的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沟塘干法作业施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技术中在进行沟塘施工作业时，传统的集水井排水只能排掉沟塘里的明水，

沟塘底土体含水量仍然很大，回填施工时经常会出现弹簧土，填土达不到设计要求的压实

度，造成多次返工，不能保证工程质量。

[0003] 鉴于上述问题，本设计人基于从事此类产品工程应用多年丰富的实务经验及专业

知识，并配合学理的运用，积极加以研究创新，以期设计沟塘干法作业施工方法，降低沟塘

施工的土体含水率，提高实用性。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就是针对现有技术中存在的缺陷提供一种沟塘干法作业施工方法，

降低沟塘施工的土体含水率，在沟塘施工作业前提前安排，超前谋划，按照沟塘面积大小，

施工标高位置进行确定降水井个数，至少保证提前一周至十天的降水，以便开挖后沟底土

体含水率降低。

[0005]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包括在沟塘四周位置均匀布置若干降水井；所述降水井用于提前抽排地表水及浅层地

下水；所述降水井连接水泵；所述水泵的输入端插入所述降水井中，用于抽出所述降水井中

的水分；所述水泵的输出端连接排水沟；所述排水沟用于存放所述水泵抽出的水分。

[0006] 进一步地，所述降水井的尺寸和数量根据所述沟塘的面积大小，施工标高位置进

行确定。

[0007] 进一步地，所述沟塘周围设置有围栏；所述围栏用于对所述沟塘进行安全防护性

围挡。

[0008] 进一步地，所述排水沟连接集水池；所述集水池用于沉淀所述排水沟中的水。

[0009] 进一步地，所述降水井的施工步骤包括：

1）井点测量定位，定位完成后进行钻孔定位；

2）进行钻孔和清孔；

3）吊放无砂管并回填砂砾过滤层；

4）封口并洗井；

5）安装所述水泵和控制电路；

6）试抽水；

7）正常工作；

8）工作完成后拔出无砂管；

9）封井。

[0010]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9）中，所述封井具体为采用砂砾水坠的方法回填所述降水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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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进一步地，所述降水井的施工至少在所述沟塘施工前七至十天内进行，用于使得

开挖后所述沟塘底部的土体含水率降低。

[0012] 进一步地，所述降水井的施工贯穿所述沟塘施工全过程，并在施工回填或箱涵管

涵施工台背回填结束后停止。

[0013] 通过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可实现以下技术效果：

沟塘施工降水井虽然属于本体工程之外的额外措施，但有效降低沟塘底土体含水量，

创造了干燥的作业环境，大大加快沟塘回填施工进度；同时，采用沟塘降水干法作业，可以

使得沟塘底的土体含水量大大降低，提高了沟塘底土体的承载力，给压路机提供了坚实的

工作面，杜绝了弹簧土现象，使得回填土压实度能够达到不小于93%的设计要求。

附图说明

[0014]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或现

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

发明中记载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

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15]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中沟塘干法作业施工方法降水井的结构示意图；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中沟塘干法作业施工方法降水井施工工艺图；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中沟塘干法作业施工方法的施工工艺图；

附图标记：沟塘1、降水井2、水泵3和排水沟4。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

[0017] 在本发明的描述中，需要说明的是，属于“中心”、“上”、“下”、“左”、“右”、“竖直”、

“水平”、“内”、“外”等指示的方位或者位置关系为基于附图所示的方位或者位置关系，仅是

为了便于描述本发明和简化描述，而不是指示或暗示所指的装置或元件必须具有特定的方

位、以特定的方位构造和操作，因此不能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

[0018] 在本发明的描述中，需要说明的是，除非另有明确的规定和限定，术语“安装”、“相

连”、“连接”应做广义理解，例如可以是固定连接，也可以是可拆卸连接，或一体式连接；可

以是机械连接，也可以是电连接；可以是直接连接，也可以是通过中间媒介间接连接，可以

是两个元件内部的连通。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具体情况理解上述术语在

本发明中的具体含义。

[0019] 一种沟塘干法作业施工方法，如图1所示，包括在沟塘1四周位置均匀布置若干降

水井2；所述降水井2用于提前抽排地表水及浅层地下水；所述降水井2连接水泵3；所述水泵

3的输入端插入所述降水井2中，用于抽出所述降水井2中的水分；所述水泵3的输出端连接

排水沟4；所述排水沟4用于存放所述水泵3抽出的水分。

[0020] 具体的，沟塘干法作业施工方法流程为施工准备→降水井布置→降水井埋设→降

水井系统运行→降水施工完降水井废弃。因为现有技术中的施工只能排掉沟塘里的明水，

沟塘底土体含水量仍然很大，回填施工时经常会出现弹簧土，填土达不到设计要求的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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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采用在沟塘1四周均匀设置降水井2的方式，来用水泵3抽走沟塘1土体中的水分，将水位

降低到沟塘底1m以下，结合物理知识，沟塘1底部的水分会因四周的水分被抽走而向四周漫

渗，进而再次被水泵3抽走，排入排水沟4中，完成施工。

[0021] 作为上述实施例的优选，如图1所示，所述降水井2的尺寸和数量根据所述沟塘1的

面积大小，施工标高位置进行确定。

[0022] 具体的，按照设计要求需处理的沟塘1宽度基础上，安排专业技术工人，以间距不

大于15m，深度不小于20m打直径为500mm的水井，安装无砂管，降水井1完成。

[0023] 作为上述实施例的优选，如图1所示，所述沟塘1周围设置有围栏；所述围栏用于对

所述沟塘1进行安全防护性围挡。

[0024] 具体的，对沟塘1进行围挡安全防护，按一机一闸的要求在每一个降水井2内下设

水泵3，开始降水作业。

[0025] 作为上述实施例的优选，如图1所示，所述排水沟4连接集水池；所述集水池用于沉

淀所述排水沟4中的水。

[0026] 作为上述实施例的优选，如图2所示，所述降水井2的施工步骤包括：

1）井点测量定位，定位完成后进行钻孔定位；

2）进行钻孔和清孔；

3）吊放无砂管并回填砂砾过滤层；

4）封口并洗井；

5）安装所述水泵2和控制电路；

6）试抽水；

7）正常工作；

8）工作完成后拔出无砂管；

9）封井。

[0027] 具体的，降水井2的安装程序：井点放线定位→凿孔安装埋设降水井→洗井→安装

抽水设备→试抽与检查→正式投入降水程序。

[0028] A、首先测量放线确定井点位置后，降水井2埋设用泥浆护壁冲击钻成孔，钻孔直径

一般为600－800mm，当孔深到达预定深度后，应将孔内泥浆掏净，然后下入500mm无砂管，滤

水井管置于孔中心，在井管周围应粗砂进行填充，其厚度不得小于100mm，井管上口地面下

500mm内，应用粘土填充密实。

[0029] B、冲洗井管：要利用空气压缩机、污水泵等设备将胶管插入井点管底部进行注水

清洗，直到流出清水为止。

[0030] C、安装抽水设备：在井管内设潜水泵，并用两寸的白塑料管联接潜水泵，接至管线

外设置的水池内。

[0031] D、试抽：每个管井先进行试抽，出水正常后进行正式降水。

[0032] 作为上述实施例的优选，如图2所示，所述步骤9）中，所述封井具体为采用砂砾水

坠的方法回填所述降水井2。

[0033] 作为上述实施例的优选，如图3所示，所述降水井2的施工至少在所述沟塘1施工前

七至十天内进行，用于使得开挖后所述沟塘1底部的土体含水率降低  。

[0034] 作为上述实施例的优选，如图3所示，所述降水井2的施工贯穿所述沟塘1施工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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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并在施工回填或箱涵管涵施工台背回填结束后停止。

[0035] 具体的，在沟塘1施工开挖前7至10天开始进行降水井2施工，降水作业贯穿沟塘施

工全过程，施工回填或箱涵管涵施工台背回填结束后停止降水。

[0036]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主要特征及优点。本行业的技术人员应该

了解，本发明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上述实施例和说明书中描述的只是说明本发明的原

理，在不脱离本发明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本发明还会有各种变化和改进，这些变化和改进

都落入要求保护的本发明范围内。本发明要求保护范围由所附的权利要求书及其等效物界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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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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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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