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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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0179208.8

(22)申请日 2017.03.23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7059920 A

(43)申请公布日 2017.08.18

(73)专利权人 海门市帕源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地址 226100 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市开发区

长江路丝绸路口

(72)发明人 徐振家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冠和权律师事务所 

11399

代理人 朱健　陈国军

(51)Int.Cl.

E02D 29/045(2006.01)

(56)对比文件

JP S57158437 A,1982.09.30,全文.

CN 205382435 U,2016.07.13,全文.

CN 104234723 A,2014.12.24,全文.

审查员 苏翠明

 

(54)发明名称

黄土层管廊施工工艺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黄土层管廊施工工艺，其

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施工：在黄土覆层开挖形成立

面坡度为90°的基槽，并在沿基槽的长度方向上

依次制作形成若干个紧固连接的模块箱体以形

成黄土层管廊；在基槽的底面上依次铺设水泥土

稳定层和混凝土垫层底板，在混凝土垫层底板上

安装形成外壁顶模，浇筑混凝土形成混凝土垫层

侧板，在混凝土垫层底板的表面制作形成底面钢

筋绑扎，浇筑混凝土形成钢筋混凝土底板，在钢

筋混凝土底板上安装形成内壁顶模，浇筑混凝土

形成所述钢筋混凝土侧板，在筋混凝土底板上安

装形成支架天面模板，浇筑混凝土形成钢筋混凝

土盖板。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工艺简单、管

廊成型质量好、施工成本低、施工效率高的黄土

层管廊施工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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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黄土层管廊施工工艺，其特征在于，其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施工：

在黄土覆层开挖形成立面坡度为90°的基槽，并在沿基槽的长度方向上依次制作形成

若干个紧固连接的模块箱体以形成黄土层管廊；

其中，模块箱体的施工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1、在基槽的底面上依次铺设水泥土稳定层(4)和混凝土垫层底板(5)；

步骤2、在基槽内的所述混凝土垫层底板(5)上安装形成立墙外壁顶模(9)，且在所述立

墙外壁顶模(9)的外侧面与基槽的内侧壁之间浇筑混凝土并凝固形成混凝土垫层侧板

(10)，之后取出所述立墙外壁顶模(9)；

步骤3、在所述混凝土垫层底板(5)的表面制作形成底面钢筋绑扎(21)，以及在底面钢

筋绑扎边缘位置沿竖直方向制作形成侧面钢筋绑扎(12)，然后向所述底面钢筋绑扎(21)上

浇筑混凝土并凝固形成钢筋混凝土底板(14)；

步骤4、在所述侧面钢筋绑扎(12)内侧的所述钢筋混凝土底板(14)上安装形成内壁顶

模(15)，并在所述内壁顶模(15)的外侧面与所述混凝土垫层侧板(10)的内侧壁之间浇筑混

凝土并凝固形成钢筋混凝土侧板(16)，之后取出所述内壁顶模(15)；

步骤5、在所述钢筋混凝土底板(14)上安装形成移动升降支架天面模板(18)，并在所述

移动升降支架天面模板(18)的上表面上绑扎形成与侧面钢筋绑扎顶端相连接的盖板钢筋

(26)，以及在所述盖板钢筋(26)的两侧端设置内侧面与钢筋混凝土侧板外侧面齐平的外侧

模板(25)，然后在所述外侧模板(25)之间浇筑混凝土并凝固形成钢筋混凝土盖板(20)，并

将所述移动升降支架天面模板(18)移至下一作业位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黄土层管廊施工工艺，其特征在于，基槽分两次开挖，通

过挖掘机(3)第一次挖运的黄土覆层深度从自然地面(1)向下至图纸标定的管廊盖板水平

线(7)向下12-13cm作为开挖深度标高，宽度根据管廊箱体图纸标定的宽度向两侧各伸放3-

5cm，开挖立面坡度为垂直的90°；第二次挖运的履土层深度从管廊底板水平线(8)向下12-

13cm作为开挖深度标高，宽度根据管廊箱体图纸标定的宽度向两侧各伸放3-5cm，此面作为

管廊箱体施工作业面。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黄土层管廊施工工艺，其特征在于，在管廊体施工作业面

的黄土层(6)底面铺设水泥土稳定层(4)，通过悬挂式混凝土振动平台(2)在所述水泥土稳

定层(4)上面铺设混凝土垫层底板(5)。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黄土层管廊施工工艺，其特征在于，通过吊车将一组8*6m

＝48m立墙外壁顶模(9)安装在所述混凝土垫层底板(5)的上面，所述立墙外壁顶模(9)之间

通过定位螺栓连接，在所述立墙外壁顶模(9)和所述黄土层之间浇筑细石混凝土，形成混凝

土垫层侧板(10)，3小时后，用千斤顶(11)顶出所述立墙外壁顶模(9)至距离所述混凝土垫

层底板(5)上表面30cm处，通过吊车将所述立墙外壁顶模(9)取出。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黄土层管廊施工工艺，其特征在于，在所述侧面钢筋绑扎

(12)上远离所述底面钢筋绑扎(21)上端10cm处设置有止水带(13)，在所述底面钢筋绑扎

(21)上浇筑混凝土，形成混凝土底板(14)，通过悬挂振动平台(2)对所述混凝土底板(14)进

行平整。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黄土层管廊施工工艺，其特征在于，通过吊车将一组8*6m

＝48m的所述内壁顶模(15)安装在所述混凝土底板(14)的上面，所述内壁顶模(15)之间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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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定位螺栓连接，并在所述内壁顶模(15)的顶部安装混凝土均匀分布装置(17)，从所述混

凝土均匀分布装置(17)的上面浇筑混凝土，形成混凝土侧板(16)，三小时后，将内壁顶模

(15)用千斤顶(11)向上顶出至距离混凝土底板(14)上表面30cm处，通过吊车将内壁顶模

(15)吊出。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黄土层管廊施工工艺，其特征在于，在混凝土底板(14)的

上表面安装一组8*6m＝48m的移动升降支架天面模板(18) ,所述移动升降支架天面模板

(18)之间通过定位螺栓连接，在所述移动升降支架天面模板(18)靠近混凝土侧板的两端安

装防撞装置(22)，用大行程快速千斤顶将移动升降支架天面模板(18)升至与所述混凝土侧

板(16)上端面平齐的位置，将悬挂式紧缝、脱模伸拉杆(23)放入到移动升降支架天面模板

(18)中间位置上，调节所述悬挂式紧缝、脱模伸拉杆(23)，使所述移动升降支架天面模板

(18)与所述混凝土侧板的内侧面吻合。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黄土层管廊施工工艺，其特征在于，在所述移动升降支架

天面模板(18)中间位置上安装脱模槽盖板拉紧装置(24)，通过手动平整梁(19)将所述混凝

土盖板(20)压平。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黄土层管廊施工工艺，其特征在于，卸除所述脱模槽盖板

拉紧装置(24)的螺丝，转动所述移动升降支架天面模板(18)底端的转圈，将所述移动升降

支架天面模板(18)降低脱离所述钢筋混凝土盖板(20)，移至下一作业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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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层管廊施工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型涉及管廊施工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黄土层管廊施工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管廊就是地下城市管道综合走廊，即在城市地下建造一个隧道空间，将电力、通

讯，燃气、供热、给排水等各种工程管线集于一体，设有专门的检修口、吊装口和监测系统，

实施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建设和管理，是保障城市运行的重要基础设施和“生命线”。

它是实施统一规划、设计、施工和维护，建于城市地下用于铺设市政公用管线的市政公用设

施。

[0003] 传统管廊施工采用大开挖的放坡支模基槽，需要大量的熟练泥瓦工采用木架支

模、混凝土浇筑、拆模来完成管廊的修建，所造管廊精度低，管廊壁面粗糙，耗费大量的人

力、材料，而当前建筑市场劳动力紧张且老龄化，泥木工匠奇缺，施工工期紧张。

发明内容

[0004]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黄土层管廊施工工艺，其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施

工：

[0005] 在黄土覆层开挖形成立面坡度为90°的基槽，并在沿基槽的长度方向上依次制作

形成若干个紧固连接的模块箱体以形成黄土层管廊；

[0006] 其中，模块箱体的施工包括以下步骤：

[0007] 步骤1、在基槽的底面上依次铺设水泥土稳定层4和混凝土垫层底板5；

[0008] 步骤2、在基槽内的所述混凝土垫层底板5上安装形成立墙外壁顶模9，且在所述立

墙外壁顶模9的外侧面与基槽的内侧壁之间浇筑混凝土并凝固形成混凝土垫层侧板10，之

后取出所述立墙外壁顶模9；

[0009] 步骤3、在所述混凝土垫层底板5的表面制作形成底面钢筋绑扎21，以及在底面钢

筋绑扎边缘位置沿竖直方向制作形成侧面钢筋绑扎12，然后向所述底面钢筋绑扎21上浇筑

混凝土并凝固形成钢筋混凝土底板14；

[0010] 步骤4、在所述侧面钢筋绑扎12内侧的所述钢筋混凝土底板14上安装形成内壁顶

模15，并在所述内壁顶模15的外侧面与所述混凝土垫层侧板10的内侧壁之间浇筑混凝土并

凝固形成钢筋混凝土侧板16，之后取出所述内壁顶模15；

[0011] 步骤5、在所述钢筋混凝土底板14上安装形成移动升降支架天面模板18，并在所述

移动升降支架天面模板18的上表面上绑扎形成与侧面钢筋绑扎顶端相连接的盖板钢筋26，

以及在所述盖板钢筋26的两侧端设置内侧面与钢筋混凝土侧板外侧面齐平的外侧模板25，

然后在所述外侧模板25之间浇筑混凝土并凝固形成钢筋混凝土盖板20，并将所述移动升降

支架天面模板18移至下一作业位置。

[0012] 优选地，基槽分两次开挖，通过挖掘机3第一次挖运的黄土覆层深度从自然地面1

向下至图纸标定的管廊盖板水平线7向下12-13cm作为开挖深度标高，宽度根据管廊箱体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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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标定的宽度向两侧各伸放3-5cm，开挖立面坡度为垂直的90°；第二次挖运的履土层深度

从管廊底板水平线8向下12-13cm作为开挖深度标高，宽度根据管廊箱体图纸标定的宽度向

两侧各伸放3-5cm，此面作为管廊箱体施工作业面。

[0013] 优选地，在管廊体施工作业面的黄土层6底面铺设水泥土稳定层4，通过悬挂式混

凝土振动平台2在所述水泥土稳定层4上面铺设混凝土垫层底板5。

[0014] 优选地，通过吊车将一组8*6m＝48m立墙外壁顶模9安装在所述混凝土垫层底板5

的上面，所述立墙外壁顶模9之间通过定位螺栓连接，在所述立墙外壁顶模9和所述黄土层

之间浇筑细石混凝土，形成混凝土垫层侧板10，3小时后，用千斤顶11顶出所述立墙外壁顶

模9至距离所述混凝土垫层底板5上表面30cm处，通过吊车将所述立墙外壁顶模9取出。

[0015] 优选地，在所述侧面钢筋绑扎12上远离所述底面钢筋绑扎21上端10cm处设置有止

水带13，在所述底面钢筋绑扎21上浇筑混凝土，形成混凝土底板14，通过悬挂振动平台2对

所述混凝土底板14进行平整。

[0016] 优选地，通过吊车将一组8*6m＝48m的所述内壁顶模15安装在所述混凝土底板14

的上面，所述内壁顶模15之间通过定位螺栓连接，并在所述内壁顶模15的顶部安装混凝土

均匀分布装置17，从所述混凝土均匀分布装置17的上面浇筑混凝土，形成混凝土侧板16，三

小时后，将内壁顶模15用千斤顶11向上顶出至距离混凝土底板14上表面30cm处，通过吊车

将内壁顶模15吊出。

[0017] 优选地，在混凝土底板14的上表面安装一组8*6m＝48m的移动升降支架天面模板

18,所述移动升降支架天面模板18之间通过定位螺栓连接，在所述移动升降支架天面模板

18靠近混凝土侧板的两端安装防撞装置22，用大行程快速千斤顶将移动升降支架天面模板

18升至与所述混凝土侧板16上端面平齐的位置，将悬挂式紧缝、脱模伸拉杆23放入到移动

升降支架天面模板18中间位置上，调节所述悬挂式紧缝、脱模伸拉杆23，使所述移动升降支

架天面模板18与所述混凝土侧板的内侧面吻合。

[0018] 优选地，在所述移动升降支架天面模板18中间位置上安装脱模槽盖板拉紧装置

24，通过手动平整梁19将所述混凝土盖板20压平。

[0019] 优选地，卸除所述脱模槽盖板拉紧装置24的螺丝，转动所述移动升降支架天面模

板18底端的转圈，将所述移动升降支架天面模板18降低脱离所述钢筋混凝土盖板20，移至

下一作业位置。

[0020] 本发明的优点在于：

[0021] 1、本发明的黄土层管廊施工工艺，管廊箱体的总长度分成若干等分，按等分长度

用钢材制成若干个模块箱体，模块箱体与模块箱体之间的连接用定位销和拉紧螺丝固定，

达到了快速支模的目的。连接安装后的模块箱体的水平误差和纵向误差及平整度误差不超

过0.3mm，模板表面平整度不超过2mm，管廊的质量好，精度高。

[0022] 2、本发明的黄土层管廊施工工艺，模块箱体两侧立面设计有1-2％的顶模斜度，在

模块箱体下部30cm处设计六处均布的千斤顶顶点，利用混凝土初凝期混凝土表面与模板结

合部之间摩擦系数低的时间段进行箱体整体顶升20cm，此时有脱模斜度的模块箱体与混凝

土表面形成4mm的间隙，达到快速脱模的目的。

[0023] 3、本发明的黄土层管廊施工工艺，管廊箱体无需边坡，采用开挖立面坡度为垂直

的90°，所以管廊箱体混凝土与基坑自然黄土间呈无缝吻合，相比于传统工艺的斜坡大开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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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减少土方开挖量和土方回填量50％以上，同时彻底解决了因回填不密实出现土方塌

陷的通病。

[0024] 4、本发明的黄土层管廊施工工艺，管廊工程实际施工实例与传统工艺施工的实例

相比，施工速度提高18-20倍，减少用工工时15倍以上，支模材料消耗，黄土层混凝土管廊顶

模施工工艺每次消耗为400元，传统施工工艺材料每次消耗18280元，成本大幅度降低。

附图说明

[0025] 图1是本发明一种黄土层管廊施工工艺的混凝土垫层底板施工结构示意图；

[0026] 图2是本发明一种黄土层管廊施工工艺的立墙外壁顶模安装结构示意图；

[0027] 图3是本发明一种黄土层管廊施工工艺的的混凝土垫层侧板施工结构示意图；

[0028] 图4是本发明一种黄土层管廊施工工艺的取出外壁顶模的状态示意图；

[0029] 图5是本发明一种黄土层管廊施工工艺的管廊型腔钢筋绑扎的结构示意图；

[0030] 图6是本发明一种黄土层管廊施工工艺的混凝土底板施工结构示意图；

[0031] 图7是本发明一种黄土层管廊施工工艺的内壁顶模安装结构示意图；

[0032] 图8是本发明一种黄土层管廊施工工艺的混凝土侧板施工结构示意图；

[0033] 图9是本发明一种黄土层管廊施工工艺的取出内壁顶模的状态示意图；

[0034] 图10是本发明一种黄土层管廊施工工艺的移动升降支架天面模板安装的结构示

意图；

[0035] 图11是本发明一种黄土层管廊施工工艺的盖板钢筋绑扎的结构示意图；

[0036] 图12是本发明一种黄土层管廊施工工艺的管廊箱体盖板平整结构示意图；

[0037] 图13是本发明一种黄土层管廊施工工艺的拆卸移动升降支架天面模板结构示意

图；

[0038] 图14是本发明一种黄土层管廊施工工艺的竣工管廊结构示意图；

[0039] 其中，1—自然地面，2—悬挂式混凝土振动平台，3—挖掘机，4—水泥土稳定层，

5—混凝土垫层底板，6—黄土层，7—管廊盖板水平线，8—管廊底板水平线，9—立墙外壁顶

模，10—混凝土垫层侧板，11—千斤顶，12—侧面钢筋绑扎，13—止水带，14—混凝土底板，

15—内壁顶模，16—混凝土侧板，17—凝土均匀分布装置，18—移动升降支架天面模板，

19—手动平整梁，20—混凝土盖板，21—底面钢筋绑扎，22—防撞装置，23—悬挂式紧缝、脱

模伸拉杆，24—脱模槽盖板拉紧装置，25—外侧模板，26—盖板钢筋。

具体实施方式

[0040] 下面将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地说明。

[0041] 本发明一种黄土层管廊施工工艺，其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施工：

[0042] 在黄土覆层开挖形成立面坡度为90°的基槽，并在沿基槽的长度方向上依次制作

形成若干个紧固连接的模块箱体以形成黄土层管廊；

[0043] 其中，模块箱体的施工包括以下步骤：

[0044] 步骤1、在基槽的底面上依次铺设水泥土稳定层4和混凝土垫层底板5；

[0045] 步骤2、在基槽内的所述混凝土垫层底板5上安装形成立墙外壁顶模9，且在所述立

墙外壁顶模9的外侧面与基槽的内侧壁之间浇筑混凝土并凝固形成混凝土垫层侧板10，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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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取出所述立墙外壁顶模9；

[0046] 步骤3、在所述混凝土垫层底板5的表面制作形成底面钢筋绑扎21，以及在底面钢

筋绑扎边缘位置沿竖直方向制作形成侧面钢筋绑扎12，然后向所述底面钢筋绑扎21上浇筑

混凝土并凝固形成钢筋混凝土底板14；

[0047] 步骤4、在所述侧面钢筋绑扎12内侧的所述钢筋混凝土底板14上安装形成内壁顶

模15，并在所述内壁顶模15的外侧面与所述混凝土垫层侧板10的内侧壁之间浇筑混凝土并

凝固形成钢筋混凝土侧板16，之后取出所述内壁顶模15；

[0048] 步骤5、在所述钢筋混凝土底板14上安装形成移动升降支架天面模板18，并在所述

移动升降支架天面模板18的上表面上绑扎形成与侧面钢筋绑扎顶端相连接的盖板钢筋24，

以及在所述盖板钢筋24的两侧端设置内侧面与钢筋混凝土侧板外侧面齐平的外侧模板25，

然后在所述外侧模板25之间浇筑混凝土并凝固形成钢筋混凝土盖板20，并将所述移动升降

支架天面模板18移至下一作业位置。

[0049] 如图1所示，本发明一种黄土层管廊施工工艺的混凝土垫层底板施工结构示意图，

本发明一种黄土层管廊施工工艺的混凝土垫层底板施工结构示意图，基槽分两次开挖，通

过挖掘机3第一次挖运的黄土覆层深度从自然地面1向下至图纸标定的管廊盖板水平线7向

下12-13cm作为开挖深度标高，宽度根据管廊箱体图纸标定的宽度向两侧各伸放3-5cm，开

挖立面坡度为垂直的90°；第二次挖运的履土层深度从管廊底板水平线8向下12-13cm作为

开挖深度标高，宽度根据管廊箱体图纸标定的宽度向两侧各伸放3-5cm，此面作为管廊箱体

施工作业面。

[0050] 如图2所示，本发明一种黄土层管廊施工工艺的立墙外壁顶模安装结构示意图，在

管廊体施工作业面的黄土层6底面铺设水泥土稳定层4，通过悬挂式混凝土振动平台2在所

述水泥土稳定层4上面铺设混凝土垫层底板5。所述挂式混凝土振动平台2上可通过调节其

运行导轨的高度来保证所述悬挂式混凝土振动平台2在平面上运行，从而通过振动运动压

平混凝土垫层底板5。

[0051] 如图3所示，本发明一种黄土层管廊施工工艺的的混凝土垫层侧板施工结构示意

图，通过吊车将一组8*6m＝48m立墙外壁顶模9安装在所述混凝土垫层底板5的上面，所述外

壁顶模20两侧立面设计有1-2％的顶模斜度，有助于快速脱模，所述立墙外壁顶模9之间通

过定位螺栓连接，在所述立墙外壁顶模9和所述黄土层之间浇筑细石混凝土，形成混凝土垫

层侧板10，3小时后，用千斤顶11顶出所述立墙外壁顶模9至距离所述混凝土垫层底板5上表

面30cm处，通过吊车将所述立墙外壁顶模9取出，如图4所示，本发明一种黄土层管廊施工工

艺的取出外壁顶模的状态示意图。如图5所示，本发明一种黄土层管廊施工工艺的管廊型腔

钢筋绑扎的结构示意图，在所述侧面钢筋绑扎12上远离所述底面钢筋绑扎21上端10cm处设

置有止水带13，防止水渗入到管廊内部。如图6所示，本发明一种黄土层管廊施工工艺的混

凝土底板施工结构示意图，在所述底面钢筋绑扎21上浇筑混凝土，形成混凝土底板14，通过

悬挂振动平台2对所述混凝土底板14进行平整。

[0052] 如图7所示，本发明一种黄土层管廊施工工艺的内壁顶模安装结构示意图，通过吊

车将一组8*6m＝48m的所述内壁顶模15安装在所述混凝土底板14的上面，所述内壁顶模15

之间通过定位螺栓连接。如图8所示，本发明一种黄土层管廊施工工艺的混凝土侧板施工结

构示意图，在所述内壁顶模15的顶部安装混凝土均匀分布装置17，从所述混凝土均匀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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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17的上面浇筑混凝土，形成混凝土侧板16。三小时后，将内壁顶模15用千斤顶11向上顶

出至距离混凝土底板14上表面30cm处，通过吊车将内壁顶模15吊出，如图9所示，本发明一

种黄土层管廊施工工艺的取出内壁顶模的状态示意图。

[0053] 如图10所示，本发明一种黄土层管廊施工工艺的移动升降支架天面模板安装的结

构示意图，在混凝土底板14的上表面安装一组8*6m＝48m的移动升降支架天面模板18，所述

移动升降支架天面模板18之间通过定位螺栓连接，在所述移动升降支架天面模板18靠近混

凝土侧板的两端安装防撞装置22，用大行程快速千斤顶将移动升降支架天面模板18升至与

所述混凝土侧板16上端面平齐的位置，将悬挂式紧缝、脱模伸拉杆23放入到移动升降支架

天面模板18中间位置上，调节所述悬挂式紧缝、脱模伸拉杆23，使所述移动升降支架天面模

板18与所述混凝土侧板的内侧面吻合。如图11所示，本发明一种黄土层管廊施工工艺的盖

板钢筋绑扎的结构示意图，在所述移动升降支架天面模板18中间位置上安装脱模槽盖板拉

紧装置24，在所述支架天面模板8的上表面上绑扎形成与侧面钢筋绑扎顶端相连接的盖板

钢筋26。如图12所示，本发明一种黄土层管廊施工工艺的管廊箱体盖板平整结构示意图，在

所述移动升降支架天面模板18中间位置上的安装脱模槽盖板拉紧装置24，在所述盖板钢筋

26的两侧端设置内侧面与钢筋混凝土侧板外侧面齐平的外侧模板25，然后浇筑混凝土，通

过手动平整梁19将所述混凝土盖板20压平。如图13所示，本发明一种黄土层管廊施工工艺

的拆卸移动升降支架天面模板结构示意图，卸除所述脱模槽盖板拉紧装置24的螺丝，转动

所述移动升降支架天面模板18底端的转圈，将所述移动升降支架天面模板18降低脱离所述

钢筋混凝土盖板20，移至下一作业位置，如图14所示，本发明一种黄土层管廊施工工艺的竣

工管廊结构示意图。

[0054] 黄土层管廊施工工艺将管廊箱体的总长度分成若干等分，按等分长度用钢材制成

若干个模块箱体，模块箱体强度高，能抵御较强的冲击，重复使用率高，不易变形，模块箱体

与模块箱体之间的连接用定位销和拉紧螺丝固定，提高管廊成型的精度和质量。

[0055] 传统管廊施工工艺以内径2m*2m，长度为54m的地下电力管廊为例详细测算：用传

统方法支模，每次支模54m的材料消耗费用如下，竹夹板10725元，方木2000元，拉杆落螺丝

螺帽1255元，钢管租金1000元，铁钉铁丝300元，表面砂浆粉刷材料人工3000元，合计材料消

耗18280元。用黄土层管廊施工工艺施工相同的54m管廊，每次支模的材料消耗为400元，相

比于传统支模工艺，材料消耗极少。

[0056] 黄土层管廊施工工艺的箱式模具因尺寸精准，整体稳定，强度、刚度完全满足混凝

土浇捣时产生的冲击力和压力，彻底根治了漏浆和爆模的事故隐患。经现场实测，有顶模技

术施工的电力管廊的顶面、地面、墙面、高度、宽度等各部尺寸误差均在2-4mm的优良标准以

内。混凝土表面外观光洁度达到了清水混凝土的优良品质，是传统的施工方法无法达到的。

[0057] 黄土层管廊施工工艺采用箱式模具是传统方法支模的18-20倍，更主要的是支模

全部由普通民工完成，彻底摆脱了因泥木工匠紧缺而制约工程进度的瓶颈。同时支模的人

工消耗是传统方法支模的约15分之一左右，大幅降低了工程造价。劳动力紧张问题也彻底

消除。以建造的内径为2m*2m的地下电力管廊为例：由于施工程度和动作是工艺设定的，简

单明了，通过黄土层管廊施工工艺能确保每天竣工54米管廊，54米管廊的支模、拆模、混凝

土浇筑全部由民工操作，用工206小时，合计工时22.88工，是传统支模工艺用工的约15分之

一，彻底解决了泥木工匠紧缺的困境，实现了优质、高效、低价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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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8] 以上以附图说明的方式对本发明黄土层管廊施工工艺作了描述，本领域的技术人

员应当理解，本公开不限于以上描述的实施例，在不偏离本实用新型的范围的情况下，可以

做出各种变化、改变和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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