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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主办，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会委员会和广东省建设教育协

会承办的2020年广东省职业技能大赛在清远市举行。经过激烈角逐，由深圳市住房与建设局

选派，天健集团所属深圳市市政工程总公司选拔参赛的产业工人队伍组成深圳市二队，获得了

“团体总分第一名”和“个人总分第一名、第四名、第九名”的佳绩！未来，天健集团将进一

步强化责任担当，努力为深圳市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提供先行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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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研究

顶管段空洞形成机理及地质雷达探测

龙桂华1,2，胡鹰志1,2，关 帅2

（1.深圳市市政工程总公司，深圳 518109；2.深圳市隧道工程有限公司，深圳 518034）

[摘  要]  无征兆性的地面塌陷容易造成人员和财产损失，是地下土体出现稳定性破坏和应力失衡所致，而造成该类事故的

主要原因是地下出现空洞，其周边原状土在经历挤压、剪切、扭曲等复杂的应力路径后造成土体的应力释放，其发育过程在

土体内部具有极大的隐蔽性。本文针对人工顶管施工中空洞出现的原因进行分析，研究其发生的机理，并将其运用到了顶管

出现塌方后的地质雷达探测分析和注浆处置及效果检测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关键词]  空洞探测；地质雷达；顶管

Cavity formation mechanism in pipe jacking and its survey using ground penetrating radar

Long Guihua1,2, Hu Yingzhi1,2, Guan Shuai2

(1.Shenzhen Municipal Engineering Corporation, Shenzhen, 518109; 2.Shenzhen Tunneling Co., Ltd., Shenzhen, 518034)

Abstract: The unpredictable ground collapse may cause property damage and human loss because of underground cavity, which is 

caused by the stress imbalance and stability failure of the underground soil disturbed by extrusion, shearing and twisting that are 

happening invisibly and has subtle refl ection outside that we cannot observ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asons of cavity mainly caused 

by tunnel-face collapse in manual pipe jacking and shows a good result achieved by using GPR to detect cavity and grouting. 

Keywords: cavity survey; Ground Penetrating Radar（GPR）; pipe jacking

0 引言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程度

越来越高，不可避免带来一系列地下病害问题。据

不完全统计，仅深圳市在2019年就发生地面塌陷事

故417起，已严重威胁到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而

造成地面塌陷的原因主要是城市基础设施自身的破

坏和工程施工不当所致，其中管道破损、地铁施工

和施工工程质量问题占事件总量的82.5%[1]。

防治地面塌陷除及时掌握先兆性信息（如地面

裂缝、地面下陷、建筑变形、管线渗漏、地下水位

骤变等）采取有效措施外，还需要辅助技术手段对

没有先兆信息或先兆信息细微的隐患（如混凝土路

面下的空洞）进行探测才能避免地面塌陷的发生，

而地质雷达因其具有无损、快速、连续、分辨率

高、能实时成像等特点，被选定为地下空洞探测的

首选[2-3]。

地质雷达探测空洞的机理在于围岩与空洞之间

存在阻抗差，电磁波在不同阻抗界面上会产生反射

波和折射波，其能量大小取决于两种介质的介电常

数的差异程度。空洞在地质雷达剖面中的常规表现

形式为同相轴呈绕射弧形的强烈反射信号，图像杂

乱起伏，且下部有多组双曲线强烈反射信号[4]。王

洪华等利用实例验证了地质雷达在道路塌陷区探测

中具有良好的效果[5]。

本文结合项目顶管施工时的水文地质情况和空

洞形成机理，分析了人工顶管开挖掌子面出现塌方

的原因，并用地质雷达对顶管塌方后上部及周边区

域进行探测得到了地质雷达的反射剖面，分析并确

定了地下空洞的位置和发育情况，以此测算了空洞

的空间尺寸，并对地面开孔的定位和及时注浆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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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建设性的意见。

1  顶管施工中空洞形成机理

顶管施工出现空洞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地面

沉降导致给、排水管道渗漏带走周边土体从而出现

脱空。产生地面沉降最主要的原因是：

（1）管道周围土体应力发生了变化。首先是

顶管机土舱内或泥水舱内提供的压力过大使掌子面

土体受到挤压，或压力不足以平衡掌子面土压力和

水压力从而使掌子面土体掏空，造成土体的孔隙比

减小或增加，从而改变土体的应力状态；其次是管

壁与周围土体产生摩擦以及顶管刀盘的转动扰动周

边土体，从而使管道周边原状土经历了挤压、剪

切、扭曲等复杂的应力路径，造成土体的应力释

放，出土量过多。

（2）管道与土体间存在施工间隙。如果施工

间隙不能及时通过注浆填补，上部和侧向的土体在

没有土拱作用下会向管道塌落，覆盖层出现一些附

加的间隙或裂缝、土体密实度降低。

（3）土体的位移影响。顶管在顶进过程中管

道前后、左右、上下各部位土体的位移状态不同，

表现为上层土体下沉、深层土体水平位移，土体与

浆液的固结和次固结均会使不同深度土层扰动曲面

叠加形成不同倾斜度的沉降槽[6]。地表的沉降势必

影响到给、排水管道的密封性，一旦这些管道因沉

降发生脱节或破坏，则渗漏出来的水会带走周边的

为避免冒顶事故发生，项目部立即组织地质雷

达探测塌陷范围，沿顶管轴线布设测线，如图3所

示。所采用的地质雷达型号为意大利IDS RIS-2K和

200MHz屏蔽天线，该雷达具有设备信号稳定、抗干

扰能力强、分辨率高等特点，能够实现对大数据的

自动处理和识别。为了提高采集数据质量，提高信

噪比，结合实测区域地质特点和200MHz天线的探测

深度，设置扫描频率为50扫/m，采样点为512，时

窗长度为80ns。回填后检测为兼顾探测深度，采用

80MHz屏蔽天线，参数设置除时窗长度为256ns外，

其余与200MHz天线相同。

图1 顶管施工段地质剖面图

2.2  数据采集

由于洞内注浆不及时，加上砂层段顶进期间连

续大雨，地下水位上升，围岩富水增加，掌子面渗

水加大，粉细砂遇水液化严重，造成围岩失稳，导

致掌子面土体坍塌，在管内滑移4节，塌落土方量

约18m3，如图2所示。

土体使管道周边出现空洞[7]。

另一方面是掌子面出现塌方。塌方的主要原

因：对于机械顶管来说，是顶管机土舱内压力不足

平衡掌子面土压力和水压力造成掌子面土体失稳出

现塌方，一般来说此类塌方量较小，仅仅引起地面

沉降或在顶管机上方形成小微空洞。但对于人工顶

管来说，在工具管无特殊隔离装置的情况下可能引

起大塌方，在自稳能力差的松散回填土地层、淤泥

质地层、砂质地层尤甚。同时掌子面开挖前方土体

的失水，也是人工顶管施工造成地表沉降，间接引

起上方管道渗漏从而形成空洞的最直接原因。

2  空洞的地质雷达探测

2.1  工程概况

布吉河项目增补顶管工程主要是为解决龙岗

大道辅道大芬分洪箱涵底标高以上DN1200污水管道

的改迁问题。该段顶管全长319m，管径DN1500，分

四段进行顶进，埋深范围在7.27m～8.89m，大部分

处于素填土、粉质黏土层，部分施工段为全风化石

英砂岩、强风化石英砂岩，以及粉细砂层（图1为

W2-W3顶管段地质剖面图），部分原拆除房屋桩基

础侵入顶管结构。由于龙岗大道改造，砂岩残积土

存在抛石置换可能。由于该段地质情况特别复杂，

地面上管线交错，不存在顶管脱困工作井空间，设

计院同意在做好超前注浆和地表建构筑物沉降监测

的前提下可以采用人工顶管施工。

图2 顶管掌子面塌方

图4 地下空洞探测地质雷达探测剖面

图5 地下脱空深度量测

图3 空洞探测线布置

2.3  数据处理与解释

地质雷达的数据处理一般需要经过谱能分析、

飘零调整、背景去除、带通滤波和线性增益几个

步骤。如需要构建地下空洞的精确轮廓，还需进行

速度分析、时间偏移等使电磁波反射或绕射信号归

位。由于需兼顾探测分辨率，所选择天线探测不能

涵盖顶管埋深范围，这里仅进行前5个步骤来对采

集数据进行处理，处理结果如图4所示。

探测结果显示在地质雷达反射剖面距离起点横

向3.5m-7m范围深度1m处存在同相轴错断，1m以下

地层多次反射增强，确证该处已出现空洞。随机对

路面进行水钻取孔，其中心点布置在横向6m处。钻

穿路面混凝土后用洛阳铲进行探挖，1.2m后揭露空

洞存在，经QV探测后，发现塌空范围呈漏斗状，测

量空洞底部距地面约3.5m，见图5。

 2.4  空洞的处理及检测

经过地质雷达探测、现场探挖，以及量测后，

初步估算地下空洞大小为30m3。为减小空洞回填物

对顶管再次顶进影响，先采用石粉对空洞底部进行

回填，然后用水泥砂浆进行缝隙填充，共计填筑砂

浆量约29m3，与初步估计相差不大。

为确保空洞回填质量和检测深部是否存在未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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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区域，在灌浆完毕恢复路面后用主频80MHz的地

质雷达再次进行了探测。处理后的地质雷达剖面如

图6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到除1m以上混凝土与回填

土强反射信号外，1m以下反射信号减弱，未出现明

显的空洞反射信号，确证了空洞回填效果。

3  结论与讨论

顶管施工过程中空洞的形成主要由土体应力变

化引起地面沉降从而导致地下管道破损渗漏使土体

流失以及掌子面自稳能力差遇水软化失稳而引起。

从本次地下空洞探测结果来看，地质雷达基本能满

足地下空洞探测、空洞大小估算以及回填后密实度

检测等要求，可作为地面塌陷或掌子面塌方事后快

速检测和评估的一种手段，同时也可作为事前隐患

排查的一种快速检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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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研究 

0  引言

半柔性路面是在碾压成型后的大空隙沥青混合

料中灌注具有高流动性的水泥基灌浆材料而形成的

一种刚柔相济的复合路面材料。半柔性路面结合了

沥青混合料和水泥砂浆的双重功能，优势互补。但

是由于基体沥青混合料与水泥砂浆间体积稳定性差

异较大，在水泥砂浆水化反应或温差变化较大时，

若基体沥青混合料和水泥砂浆的变形无法协同，半

柔性路面材料内部将出现应力集中现象，而易发生

开裂，因此半柔性路面内部应力控制对其抗裂性能

尤为关键。针对半柔性路面材料的抗裂性能研究，

黄冲，胡曙光[1]研究了沥青、集料、水泥砂浆对半

柔性路面的体积稳定性和抗裂性能的影响规律，并

研发了可灌性强、收缩变形小的聚合物水泥胶浆。

基于力学的半柔性路面材料抗裂性能研究

郑志刚，刘 涛
（深圳市粤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深圳 518019）

[摘  要]  由于半柔性路面基体沥青混合料与水泥砂浆间截然不同的体积稳定性，半柔性路面材料内部或多或少会产生应力

集中现象。为了有效控制半柔性材料内部应力集中而开裂现象，本文提取半柔性路面结构截图图像信息，以其为力学模型，

开展半柔性路面材料内部抗裂研究。结果表明：水泥砂浆的收缩变形是半柔性路面材料内应力增长的主导因素。为提高半柔

性路面材料抗裂性能，以应力峰值为控制指标，可适当增大基体空隙率和提高水泥砂浆的体积稳定性。以基体沥青混合料空

隙率25%为例，所用水泥砂浆的最大收缩变形量宜小于0.12%，最大膨胀变形量宜小于0.38%。最终提出一种半柔性路面材料

抗裂设计方法。

[关键词]  半柔性路面；有限元模型；应力峰值；水泥砂浆应变控制

Study on cracking resistance of semi-flexible pavement based on mechanics

Zheng Zhigang, Liu Tao
(Shenzhen Yuetong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Co.,Ltd., Shenzhen,518019)

Abstract: After pouring cement mortar in semi-fl exible asphalt mixture pavement, due to the entirely different volume stability between 

the asphalt mixture and the cement mortar, the stress concentration phenomenon is more or less in the semi-fl exible pavement material.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control the cracking problem of semi-fl exible materials caused by internal stress concentration, this paper extracts 

the semi-fl exible pavement structure image information, and uses it as the mechanical model to carry out the research on the internal 

crack resistance of semi-fl exible pavement material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hrinkage deformation of cement mortar is the dominant 

factor of internal stress growth in semi-fl exible pavement material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crack resistance of semi-fl exible pavement 

materials, with the peak stress as the control index, the matrix porosity and the volume stability of the cement mortar can be increased 

properly. Taking the 25% porosity of the asphalt mixture as an example, the maximum shrinkage deformation of cement mortar should 

be less than 0.12% and the maximum expansion deformation should be less than 0.38%. Finally, a design method of crack resistance for 

semi-fl exible pavement materials is proposed.

Keywords: semi-fl exible pavement; fi nite element model; stress peak; cement mortar strain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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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可，成长庆，吴国雄等[2]对半柔性路面材料的

低温抗裂性进行了系统研究和评价。王伟明，吴旷

怀[3]采用J积分理论的断裂韧度值和三点弯曲半圆梁

试验评价了半柔性路面材料的抗裂性能。目前对半

柔性路面抗裂研究主要集中在控制水泥砂浆的体积

稳定性和半柔性路面材料的整体抗裂性能方面，而

在基于力学的半柔性路面材料内部抗裂研究较少，

尤其是缺乏水泥砂浆与半柔性路面基体的内部应力

控制研究。本文通过CCD数码相机采集半柔性路面

试件的数字图像；再采用AutoCAD软件提取图像信

息得到水泥砂浆、沥青、集料和空隙的具体位置；

采用有限元分析方法对数字图像结果进行多尺度力

学分析，以内部应力峰值为控制指标，提出水泥砂

浆应变控制标准，有效控制半柔性材料内部应力而

出现的开裂现象。

1  半柔性路面结构开裂原理

结构体中裂缝在荷载或温度应力作用下会发生

扩展，且其形式不同，主要有三种典型裂缝类型，

即Ⅰ拉裂型、Ⅱ剪裂型和Ⅲ撕裂型[4]。

半柔性路面材料开裂的主要原因在于，内部

沥青与集料界面粘结力不足难以约束水泥砂浆膨胀

或收缩应力。半柔性路面材料不易发生Ⅲ撕裂型开

裂，而促使裂缝扩展的收缩应力主要是拉应力，导

致其裂缝扩展主要是Ⅰ拉裂型。

表3 （续）

表4 沥青技术指标

表5 矿料性能试验结果汇总

从裂缝成因分析，半柔性路面材料的裂缝可分

为三种类型：在行车荷载作用下的疲劳开裂、温湿

变化引起的早期热裂缝和干缩裂缝、半刚性基层开

裂的反射裂缝[1]。其中疲劳裂缝和反射裂缝主要是

由于运营期间行车荷载作用下所产生，而产生早期

热裂缝和干缩裂缝的主要原因是水泥砂浆在温湿变

化时发生膨胀和收缩变形，而在半柔性路面内部产

生应力集中导致开裂。

因此，为了从源头上控制半柔性路面的开裂现

象，控制半柔性路面的水泥砂浆与基体的内部应力

尤为关键。换言之，在半柔性路面材料抗裂设计的

先决条件是：水泥砂浆的膨胀和收缩应力须低于基

体沥青混合料的极限强度。

2  试验设计

为开展半柔性路面材料抗裂设计研究，本文

需制备半柔性路面材料用水泥砂浆和不同空隙率的

半柔性路面基体混合料，并测定基体的极限抗拉强

度。而后将水泥砂浆灌入基体，制备不同水泥砂浆

灌注量的半柔性路面试件，为后续的抗裂应力分析

提供模拟原型和材料参数。

2.1  原材料准备

本试验制备水泥砂浆和半柔性路面基体用水

泥、标准砂、矿粉、矿料、70#沥青的原材料性能

指标如下表所示。

表1 P.O 42.5水泥性能指标

材料类型
密度

（g/cm3）
细度 安定性

凝结时间（min） 抗压强度（MPa） 抗折强度（MPa）

初凝 终凝 7d 28d 7d 28d

P.O42.5 3.25 1.2 安定 186 347 35.5 48.1 5.4 7.2

表2 标准砂级配

筛孔尺寸 1.18 0.6 0.3 0.15 0.075 含泥量（%）

通过率（%） 100 98.5 92.7 51.5 2.2 0.5

表3 矿粉的技术指标

检验指标 单位 高速公路一级公路 其它等级公路 试验结果 单项评定

表观相对密度   不小于 — 2.50 2.45 2.761 合格

含水量         不大于 % 1 1 0.27 合格

外观 — 无团粒结块 无团粒结块 合格

亲水系数 % ＜1 0.33 合格

塑性指数       不大于 — ＜4 2.4 合格

检验指标 单位 高速公路一级公路 其它等级公路 试验结果 单项评定

颗粒级配
通过各筛孔
百分率(%)

筛孔尺寸
(mm)

0.6 100 100 100.00

0.3 — — 97.50

0.15 90～100 90～100 92.30 

0.075 75～100 70～100 80.34 

检验指标 技术要求 试验结果 单项评定

针入度25℃,100g , 5s，0.1mm 60-80 68 合格

针入度指数PI                   Min -1.5～+1.0 -0.64 合格

软化点TR&B（℃）              Min ≥46 49.5 合格

延度5℃,5cm/min ,cm             Min >15 65 合格

 延度15℃,5cm/min ,cm            Min ≥100 >100 合格

密度  15℃ 实测记录 1.035 —

溶解度（%）                    Min ≥99.5 99.6 合格

闪点（℃）                      Min ≥260 312 合格

含蜡量 ≤2.2 1.8 合格

动力粘度  60℃ ≥180 215 合格

旋转薄膜加热试验残留物
(163℃, 85min)

质量变化： ±0.8 -0.02 合格

针入度比：25℃， ≥61 76.5 合格

延度：10℃，5cm/min ≥6 25.2 合格

项目 试验结果 技术指标要求

压碎值/％ 11 ≤26

洛杉矶磨耗值/％ 12 ≤28

石料磨光值/BPN 55 ≥42

粗集料坚固性/％ 4 ≤12

粗集料针片状含量/％ 4 ≤15

砂当量/％ 53 ≤65

亚甲兰值 / (g/kg) 1.1 ≤2.0

2.2  试验方案

2.2.1 水泥砂浆和基体制备

本文参考日本道路协会《ァスファルト鋪裝工

事共通仕樣書解說》指标要求[5]，以水泥砂浆的流

动度、抗压强度及抗折强度、干缩量为评价指标，

基于正交试验方法，设定水灰比、矿粉用量及砂用

量为影响因素，开展相关室内试验研究，综合衡量

水泥砂浆的流动性能、抗弯拉性能、体积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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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水泥砂浆膨胀和收缩变形对基体产生的应力峰

值，展开半柔性路面材料抗裂设计研究。参考已有

的研究成果[8-11]，设定有限元分析的半柔性路面材

料参数，如表9所示。

是-1.33×10-3～1.92×10-3，本文在有限元模拟中

将水泥砂浆的体积变形率设置为-0.4%～0.4%间，

每隔0.05%进行一次计算分析。

3.2  建立模型

为获得半柔性路面抗裂模型，本研究先将不同

空隙率的半柔性路面试件切割，再使用CCD数码相

机采集试件的截图图像，如图2、图3所示。

表6  水泥砂浆最佳配合比

表7  设计空隙率下的基体沥青混合料级配

图2  基体沥青混合料15 %、20%空隙率截面图像

图3  基体沥青混合料25 %、30%空隙率截面图像

图1 水泥砂浆收缩曲线

表8 基体极限抗拉强度

表9 半柔性路面材料参数

通过极差分析，确定水泥砂浆的最佳配合比。如下

表所示。为便于识别水泥砂浆的灌注深度，特在水

泥砂浆中加入少量苏丹红，将水泥砂浆彩色化。

同时，本文采用简化的分级掺配法[6-7]，设计

目标空隙率下（15%、20%、25%、30%）的基体混合

料级配，采用谢伦堡沥青析漏试验和肯塔堡飞散试

验相结合的方法来确定基体级配的最佳油石比，成

型半柔性路面基体试件。

缩、塑性收缩、自身收缩（硬化收缩）和碳化收缩

几种类型。其中，干缩是水泥砂浆最常见的变形方

式，也是引起材料开裂的最主要原因[13]。本文通过

干缩试验测定水泥砂浆最大收缩应变，依照2.2.1

节的水泥砂浆最佳配合比（水灰比0.63，砂用量

10%，矿粉用量20%），采用25mm×25mm×250mm

三联试模成型干缩试件，试件成型后置于温度

20±3℃，湿度98%RH（相对湿度）的养护室中养

护。自加水时算起养护24h 脱模，然后将试件置于

20℃水中养护2h。取出试件，将试件表面擦拭干

净并测量初长（l0）后移入恒温恒湿控制箱（温度

为20±1℃，相对湿度为50%±3%或43%±3%RH）中

养护，测试水泥砂浆的1d、3d、7d、14d、28d、

45d、60d和90d的收缩量，并计算水泥砂浆收缩应

变。如图1所示。

如图3所示，随着时间的增长，普通水泥砂浆

的收缩应变不断增大，最终趋于稳定，在硬化90d

后，其最大收缩应变为1.33×10-3。

总之，水泥砂浆的膨胀和收缩变形范围

水泥砂浆指标 水灰比 矿粉用量 砂用量

数值 0.61～0.63 10% 20%

19 16 13.2 9.5 2.36 1.18 0.6 0.3 0.15 0.075

15% 100 81.9 60.1 29.2 23.6 14.5 13.1 8.6 5.1 3.4

20% 100 78.7 57.3 25.4 19.4 13.6 12.5 8.4 4.8 3.2

25% 100 74.1 54.0 17.2 15.1 13.7 11.4 8.2 4.5 3.0

30% 100 71.4 51.4 15.2 13.7 12.4 10.6 7.6 4.2 2.7

筛孔尺寸

空隙率

2.2.2 半柔性路面试件成型

基体试件成型后，静置24h，然后实测基体混

合料空隙率，选择与目标空隙率接近的试件，将其

固定于振动平台，灌注水泥砂浆，多次振动，直至

水泥砂浆充满基体混合料表面空隙。然后将试件置

于恒温恒湿（温度为20℃±3℃，湿度＞90％）养

护箱中养生7d。

由于基体空隙有封闭空隙和连通空隙之分，水

泥砂浆难以灌入封闭空隙，为确保水泥砂浆对基体

空隙的良好填充性，依照基体混合料的实际空隙率

和水泥砂浆密度，计算出基体的理论灌浆量m1。通

过基体试件灌浆前后的质量差，计算出实际灌浆量

m2。理论灌浆量m1与实际灌浆量m2数值接近的试件为

合格的半柔性路面试件，可进行后续试验分析。

2.2.3 基体极限抗拉强度σ c测定

基体极限抗拉强度σ c直接关系到半柔性路面材

料的抗裂性能。本文采用MTS试验机对不同空隙率

的基体试件进行间接拉伸试验，测定试件最大荷载

Pmax，计算基体劈裂强度。本研究假定基体劈裂强

度为其极限抗拉强度σ c。对于不同空隙率的基体极

限抗拉强度，如表8所示。

3  半柔性材料抗裂模拟

3.1  材料参数

本文以半柔性路面结构为模拟原型，采用

ABAQUS模拟分析半柔性路面内部应力研究，主要

基体空隙率（%） 基体极限抗拉强度σ c（MPa）

15 0.36

20 0.34

25 0.31

30 0.28

材料 泊松比 弹性模量/MPa

沥青（25℃） 0.35 1250

集料（花岗岩） 0.28 120000

水泥砂浆 0.30 15000

水泥砂浆的最大应变是一个重要的输入参数。

水泥砂浆的应变有膨胀变形以及收缩变形。

已有研究表明 [12]，水泥砂浆的热膨胀系数与

时间相关，水泥砂浆可能发生的最大膨胀应变为

1.92×10-3。

水泥砂浆收缩变形可分为干燥收缩、温度收

将半柔性路面材料截图图像导入AutoCAD软

件中，提取截面图像信息，标示半柔性路面基

体、水泥砂浆和孔隙的分布位置。以半柔性路面

截面CAD图像为计算模型，将CAD图像导入ABAQUS

有限元分析软件中，输入材料参数，并定义接

触类型。边界条件为：上边界无约束、下边界

固接（U1=U2=UR1=UR2=0）、左右边界水平约束

（U1=UR1=UR2=0），网格划分采用三角形单元

（Tri）控制，模型约有30万个微单元，网格划分

结果如图4、图5、图6、图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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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基体沥青混合料15 %空隙率的有限元模型

图5  基体沥青混合料20 %空隙率的有限元模型

图6  基体沥青混合料25 %空隙率的有限元模型

图7  基体沥青混合料30 %空隙率的有限元模型

图8  基体混合料应力云图（20 %空隙率，膨胀0.2 %）

图9  基体混合料应力云图（20 %空隙率，收缩 0.2 %）

图4～7中，绿色部分表示集料，白色部位表示

水泥砂浆，红色部位表示沥青胶浆。

4  数据结果与分析

采用二维平面应变有限元模型，收敛速度快、

计算精度高，基本假设如下：

（1）半柔性路面结构由沥青混合料基体和水

泥砂浆组成，基体沥青混合料为均质、各向同性的

材料，体积不发生变化；

（2）不考虑路面结构自重影响；

（3）基体与水泥砂浆粘结性良好，不发生分

离现象。

在计算模型中，依据水泥砂浆的体积变形率范

围-0.4%～0.4%，通过分级调整水泥砂浆的膨胀、

收缩变形，测试基体与水泥砂浆的应力分布情况，

计算水泥砂浆在膨胀和收缩变形条件下的基体应

力峰值，分析半柔性路面材料内部应力状况，以内

部应力峰值为控制指标，提出水泥砂浆应变控制标

准。

以基体空隙率20%为例，半柔性路面有限元分

析结果如图8、9所示。

4.1  应力峰值分析

经有限元模拟计算，基体混合料内部应力与水

泥砂浆膨胀和收缩变形相关性如下图10、11所示。

图10 基体沥青混合料内部应力与水泥砂浆膨胀变形相关图

图11 基体沥青混合料内部应力峰值与水泥砂浆收缩变形相关图

图12 基体沥青混合料空隙率与应力峰值相关关系图（收缩）
由图10和图11所知：

（1）水泥砂浆的膨胀和收缩变形都对基体混

合料产生拉应力。且收缩变形产生的应力峰值显著

高于膨胀变形，以15%空隙率的基体混合料为例，

当水泥砂浆收缩0.2%时，基体沥青混合料的内应

力为0.46MPa，而水泥砂浆膨胀0.2%时，基体沥青

混合料的内应力仅为0.16MPa，其收缩应力是膨胀

应力的2.8倍。同时，水泥砂浆收缩变形下的基体

混合料内应力增长速率明显高于膨胀变形。由此可

见，水泥砂浆的收缩变形是半柔性路面材料内应力

增长的主导因素。因此，若以控制半柔性路面应力

峰值为抗裂指标，应以控制水泥砂浆收缩应力为

要。

（2）在水泥砂浆膨胀变形时，基体混合料的

内应力与水泥砂浆的膨胀变形量呈良好的线性关

系；而在水泥砂浆收缩变形时，收缩变形量大于

0.2 %时，基体混合料的内应力与收缩变形量呈现

线形增长关系，在收缩变形量小于0.2 %时，基体

混合料的内应力是一种非线性增长的模式，内应力

增长速率随着变形量的增加而逐渐减小。由此表

明，在水泥砂浆收缩变形较小时，基体混合料对应

力的变化更敏感。

在水泥砂浆膨胀和收缩变形下，基体沥青混合

料空隙率与应力峰值相关关系如下图12、13所示。

由图12可知，随着水泥砂浆收缩量的增加，

基体混合料内部应力不断增长。基体沥青混合料的

空隙率影响了与应力峰值增长速率，相同变形条件

下，基体混合料的空隙率越小，应力越大，应力增

长越大。如15%空隙率的基体沥青混合料，其应力

增长速率约为1.7MPa/%，而30%空隙率的基体沥青

混合料，相应的应力增长速率为1.3MPa/%。因此，

基体混合料的空隙率越低，对水泥砂浆收缩产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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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力越敏感。由此可见，适当增大基体空隙率，在

一定程度上可减少水泥砂浆收缩变形所导致的开

裂。

图13 基体沥青混合料空隙率与应力峰值相关关系图（膨胀）

图14 基体混合料应力与变形量关系图

表10  半柔性路面材料用水泥砂浆变形指标推荐值

由图13可知，与水泥砂浆收缩变形相反，基

体混合料的空隙率越大，由膨胀变形带来的内部应

力峰值越高。且膨胀变形产生的内应力远低于收缩

变形。基体混合料的空隙率15～25%时，相同变形

量下的内应力基本一致，当基体沥青混合料空隙率

大于25%后，基体混合料内应力缓慢增长。总体而

言，基体空隙率的增大对膨胀变形产生的内应力增

长影响不大。

因此，综合考虑水泥砂浆的收缩和膨胀变形，

为提高半柔性路面材料抗裂性能，以应力峰值为控

制指标，宏观上讲，可适当增大基体空隙率和提高

水泥砂浆的体积稳定性；具体而言，对于工程实

践，可实测水泥砂浆的收缩和膨胀应变，以应力峰

值为控制指标，确定基体空隙率大小。

4.2  水泥砂浆应变控制分析

在半柔性路面材料抗裂设计的先决条件是：水

泥砂浆的膨胀和收缩应力须小于基体沥青混合料的

极限抗拉强度σ c。因此，本文采用控制应力峰值方

法确定水泥砂浆应变限制指标，进行半柔性路面材

料的抗裂设计。以2.2.3节基体混合料极限抗拉强

度为控制指标，可得水泥砂浆变极限变形量的控制

值，如图14所示。其中变形量为负值表示水泥砂浆

的收缩变形，正值表示水泥砂浆的膨胀变形。

如图14所示，不同空隙率下的水泥砂浆收缩

和膨胀变形产生的应力曲线与其对应基体极限抗拉

强度关系图。采用内插法计算结果表明，当基体混

合料空隙率为15%时，所用水泥砂浆最大收缩量宜

小于0.13%，最大膨胀量宜小于0.4%；空隙率为20%

时，水泥砂浆最大收缩量宜小于0.14%，最大膨胀

量宜小于0.4%；空隙率为25%时，水泥砂浆最大收

缩量宜小于0.12%，最大膨胀量宜小于0.38%；空隙

率为30%时，最大收缩量宜小于0.12%，最大膨胀量

宜小于0.31%。分析结果可汇总为表10。

基体混合料空隙率/% 最大收缩变形量/% 最大膨胀变形量/%

15 0.13 0.40

20 0.14 0.40

25 0.12 0.38

30 0.12 0.31

结合工程实际，以基体沥青混合料空隙率25%

为例，为提高半柔性路面材料抗裂性能，以内应力

峰值为控制指标，所用水泥砂浆的最大收缩变形量

宜小于0.12%，最大膨胀变形量宜小于0.38%。

经上述分析知，可提出一种半柔性路面材料抗

裂设计方法：先试验测定半柔性路面基体混合料的

极限抗拉强度σ c，建立半柔性路面的力学模型，进

行计算分析，确定基体极限抗拉强度σ c内的水泥砂

浆收缩和膨胀应变允许极限值[ε]，从避免半柔性

路面结构开裂角度，选择最大收缩和膨胀应变低于

极限值[ε]的水泥砂浆。

5  结论

（1）水泥砂浆的膨胀和收缩变形都对基体混

合料产生拉应力。水泥砂浆收缩变形产生的应力峰

值显著高于膨胀变形。水泥砂浆的收缩变形是造成

半柔性路面材料内应力的主导因素。且在水泥砂浆

收缩变形较小时，基体混合料对应力变化更敏感。

（2）水泥砂浆的膨胀变形量与基体的内应力

呈现良好的线性关系，水泥砂浆膨胀变形产生的拉

应力远低于收缩变形。并且基体空隙率的增大对膨

胀变形产生的内应力增长影响不大。因此在半柔性

路面材料抗裂研究中，可侧重于水泥砂浆的收缩变

形研究。

（3）为提高半柔性路面材料抗裂性能，以内

应力峰值为控制指标，宏观上讲，可适当增大基

体空隙率和提高水泥砂浆的体积稳定性；具体而

言，对于工程实践，可实测水泥砂浆的收缩和膨胀

应变，以应力峰值为控制指标，确定基体空隙率大

小。

（4）以基体沥青混合料空隙率25%为例，为

提高半柔性路面材料抗裂性能，以内应力峰值为控

制指标，所用水泥砂浆的最大收缩变形量宜小于

0.12%，最大膨胀变形量宜小于0.38%。 

（5）经上述分析知，可提出一种半柔性路面

材料抗裂设计方法：先试验测定半柔性路面基体混

合料的极限抗拉强度σ c，建立半柔性路面的力学模

型，进行计算分析，确定基体极限抗拉强度σ c内的

水泥砂浆收缩和膨胀应变允许极限值[ε]，从避免

半柔性路面结构开裂角度，选择最大收缩和膨胀应

变低于极限值[ε]的水泥砂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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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混组合梁在城市桥梁设计中的问题与分析

周倩茹
(深圳市综合交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深圳 518003)

[摘  要]  本文首先对组合梁桥的国内外发展历史进行了综述，然后分析了用于城市组合梁桥的力学计算假定和规范要求，

推及城市组合梁桥的分类和特点，概括了城市组合梁桥的常用跨径、边跨比等常用指标以及常用于城市组合梁建设的截面型

式，并以深圳某立交组合梁截面为例，阐述了如何在保证桥梁安全使用的基础上改进截面型式达到降低用钢量的效果。最后

阐述在设计过程中尚存在的问题，并分析了应对策略，为今后有相关要求的设计项目提供参考。

[关键词]  组合梁；力学特性；分类特点；问题与策略 

Problems and analysis of steel-concrete composite beams in urban bridge design

Zhou Qianru
(Shenzhen Transportation Design & Research Institute Co.,Ltd., Shenzhen,518003)

Abstract: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composite beam bridge at home and abroad,and analyzes the mechanical 

calculation assumption and specifi cation requirements for urban composite beam bridge, deduces the classifi c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composite beam bridge, summarizes the commonly used indexes such as span, side span ratio and section type commonly 

us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urban composite beam. Taking the section of composite beam of an overpass in Shenzhen as an example, 

it expounds how to improve the safety of the bridg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teel consumption can be reduced by the type of inlet 

section. Finally, the problems in the design process are described, and the coping strategies are analyze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future 

design projects with relevant requirements. 

Keywords: composite beam; mechanical property; classifi cation characteristics; questions and strategies 

0  国内外发展概况

从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发达国家关于焊接技

术的发明为组合梁的应用提供了先决条件，人们开

始研究如何充分发挥两种材料的特性，达到经济合

理的效果。钢混组合桥经历了发展史上的萌芽期、

研究探索期和蓬勃发展期。组合梁最早从欧洲发展

起来，德国于1937年开始进行了组合梁加载试验，

日本于1950年就开始建设公路与铁路组合梁桥，并

于1959年制定了关于公路桥的组合梁设计施工规

范，紧随其后的是美国于1954年开始在伊利诺伊州

进行了焊钉连接件的承载力和疲劳强度试验， 但

是在这个过程中组合结构桥梁的发展也遇到了很多

问题与挑战，早期的钢混组合梁桥因为混凝土板产

生严重裂纹和剪力键的疲劳破坏，大大降低了其承

载能力和耐久性，因此在60年代末～80年代初，

组合结构桥梁的建设受到很多争议，以法国为例，

当时建设组合结构桥梁仅占2.5%。进入20世纪70

年代～80年代后，法国、德国、日本等国家对组合

结构的特性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在设计方面，有

允许桥面板开裂、限制混凝土裂缝宽度设计法，跨

中和支点附近截面采用完全组合截面和不完全组合

截面或断续组合截面的平衡设计法；在施工技术方

面，发展完善了分段现浇混凝土法、预制混凝土板

纵向滑移法以及组合桥面板等方法。

进入20世纪80～90年代后，组合梁桥进入了蓬

勃发展的时代，应用范围也得到了拓展，从简支梁

桥延伸到连续梁桥、连续刚构桥、拱桥、和悬索桥

等，由于我国在上世纪一直处于钢材产量低、薄卷

板材紧缺，且压型钢板成型技术与配套技术未得到

开发的状态，因而起步较晚。钢混组合梁真正应用

于城市桥梁建设是由北京市政设计院于1993年设计

的北京国贸桥，该项目的成功标志着钢混组合梁能

够满足城市大跨径桥梁建设，预制装配的施工工艺

缩短了施工工期，而且桥梁施工过程中免去了满堂

支架，可以实现不中断交通，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此后，钢混组合梁广泛用于城市桥梁

建设，并不断发展至今。 

1  力学特性分析

在城市桥梁设计中，钢混组合梁的设计依据

为换算截面法。计算过程中应保证承载能力验算合

格，即控制截面在各施工阶段的最大应力满足规范

要求，且在正常使用条件下，考虑滑移效应的挠跨

比也满足规范要求。

桥面板一般均按全预应力混凝土或部分预应力混

凝土A类构件设计，采用未开裂分析方法，因此通常

根据国内最新关于组合梁规范《公路钢混组合梁设计

与施工规范》中7.2.1条计算组合梁抗弯承载力时应

采用线弹性方法进行分析，这种情况满足以下假设：

a）结构变形符合平截面假定；

b）钢材混凝土均作为理想弹性体；

c）钢梁与混凝土之间连接可靠相对滑移小；

d）混凝土桥面板按实体面积计算，不扣除开

裂部分，不考虑混凝土翼缘板中的钢筋；

e）负弯矩区混凝土桥面板不开裂，仍参与整

体结构的作用。

计算组合截面各点应力时应采用换算截面，如

下所示：

首先计算换算截面特性中间值：

图1 换算截面示意图

I0=IS+ n0

IC

A0=AS+ n0

AC

A0=
n0AS+AC

ASAC

最终得到换算截面特性：

    I=I0+A0dC
2                      (3)

其中n0——短期荷载作用下钢与混凝土的弹性

模量比，n0=  ；

E——钢材弹性模量；

EC——混凝土弹性模量；

此外，当考虑组合梁的温度效应，混凝土收缩

徐变计算可采用调整钢材与混凝土弹性模量比的方

法考虑混凝土徐变的影响。超静定结构中混凝土收

缩徐变引起的效应，宜采用有限元方法计算。

    nL=n0[1+ψLΦ(t,t0)]        (6)

其中nL——长期弹性模量比；

Φ(t,t0)——加载龄期为t0，计算龄期为t时的

混凝土徐变系数；

ψL——根据作用（或荷载）类型确定的徐变因

子；

上述力学分析方法，多用于计算承载能力极限

状态验算，而考虑组合梁的正常使用极限状态的变

形计算时，通常应采用考虑滑移效应的折减刚度。

我国规范包括《公路钢结构桥梁设计规范》等

要求组合梁在验算抗弯承载力时应考虑不同的应力

计算阶段，即必须考虑每个施工阶段，包括未形成

组合梁时钢梁单独受力阶段和形成组合梁后联合截

面的受力阶段等，按照具体工程施工过程划分。

2  城市组合梁的分类与特点

目前，在我国城市组合梁桥的发展与建设中，

应用较多的通常有以下几种类型：组合钢板梁桥、

组合钢箱梁桥、组合桁架桥、组合刚构桥、混合梁

桥、组合拱桥、组合斜拉桥等。

通过上表1对比分析，各种桥型之间均存在优

缺点，对于跨径较小的城市组合梁桥，组合钢板

梁及组合钢箱梁桥应用较为广泛。归纳总结，根

EC

E

Y=

n0

AC
AS+

n0

ACYC
ASYS+

(1)

(2)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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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组合结构桥梁的分类及特点

据不同的横截面形式可以分为工字型钢梁（组合钢

板梁），一般适用于跨径小于等于40m的城市桥梁

中，槽型钢梁（组合钢箱梁）适用于跨径40～80m

的较大跨径的城市桥梁中，目前国内最大跨径做

到了110m。简支组合梁桥的经济跨径一般在40m以

下，而连续梁桥弯矩比相同跨径的简支梁桥小，边

中跨比的合理比例0.6～0.8。

的型式。这种截面形式有个缺点，即没有充分利用

顶板钢板的性能，经济性较差，设计中，可以另辟

蹊径，改成槽型断面，为了槽型断面在施工阶段，

即还未形成联合截面前，此时，截面受压应力处

于最不利状态，为了能够满足自身自重和混凝土板

自重的承载力要求，通过施工阶段临时墩的设置或

者预制桥面板的型式，这样能够充分利用截面的性

能，不浪费材料。如下图3所示，将顶板钢板改成

6mm厚钢模板，有效的降低了用钢量指标，提高了

桥梁的经济性，需要注意的是，改进后该断面应进

行施工各阶段验算，满足规范要求。

3  设计存在的问题及策略分析

（1）剪力连接件的有效性

目前所有的钢混组合梁的计算理论都是基于

剪力连接件有效的基础上，规范关于考虑滑移效应

一般是采用折减刚度的概念。采用上文提到的换算

截面计算出来的组合梁变形跟实际情况相比偏小。

因此在城市桥梁的设计中应根据国内外各学者的研

究。受到认可的连接件型式主要有焊钉连接件、开

孔板连接件及型钢连接件这三种。而实际工程中应

用最为广泛的为焊钉连接件，在设计中如何将焊钉

连接件的作用发挥到最大，如何减小滑移效应、防

止桥面板掀起等，应结合研究结果并考虑施工的便

利性，做出合理的设计。如采用集束式焊钉连接形

式，可以缩短施工工期，与比均布式相比，可以更

好的发挥整体受力性能。又如，美国AASHTO规范中

关于单个焊钉的疲劳抗剪承载力计算公式中，明确

表示了单个焊钉能够承受的最大剪力幅与焊钉直径

成正比，因此在合理的范围内适当加大焊钉直径，

也是一种抗疲劳设计的有效途径。

（2）组合梁的横向分布系数

计算桥梁横向分布系数的主要方法有杠杠原理

法、铰接板法、刚性横梁法、修正刚性横梁法等。

在相关研究文献中，可以借鉴的是，在分析组合梁

的单片梁受力特性时，利用修正后的偏心压力法低

估了荷载在组合梁横向的传递能力，实际设计中是

偏安全的，因此，在具体设计中，利用横向分布系

数验算单片梁的受力特性时，可以分边梁与中梁分

别进行考虑，此时，可以对边、中梁的截面特性进

行修正。实践表明，这种计算方法与用有限元软件

MIDAS计算整体模型时，结果相近，是一种可取的

工程简化计算方法，可用于验证结果的合理性。

（3）材料的自身局限性问题

传统意义上的组合梁，无非就是混凝土材料与

钢材，材料力学特性尚有突破的空间，若研发出新

型材料，能够取代混凝土或者钢材，比如碳纤维的

研究等等，可以增大跨径，又有较好的抗疲劳性能

同时又能在具体工程施工中实现，那么这对组合梁

桥的进一步发展将带来革命性的影响。

（4）新型截面形式的引入

应用较为广泛的组合梁截面形式大多是，混凝

土作为截面上部，钢材作为截面下部，这种截面形

图2  深圳市某立交桥梁横断面（闭口钢箱梁）

式在连续梁负弯矩区应用中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实

际设计中都是靠预应力钢束的作用来抵消负弯矩。

因此，改进截面形式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根据

相关文献记载，冷弯U型钢-混凝土组合梁和新型

钢-闭口压型钢板混凝土组合梁是现阶段研究较多

的截面类型，具有较高的工程应用价值，代表了未

来组合梁的发展方向。

（5）组合梁设计与城市景观相契合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城市重视对桥梁的景观设

计，组合梁作为一种“性价比”较高的型式被广为

推崇，然而，组合梁的设计亦应结合城市整体景观

定位。一般来说组合桥的梁高相较于传统混凝土梁

有较大的优化，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降低，轻盈的梁

体也赋予了结构灵动的特性，此外，梁体设计应结

合防撞护栏、花槽、排水设施、灯座等进行专题设

计，如设计具有较强通透感的钢结构梁柱式防撞护

栏，混凝土翼缘端部设计花槽横断面，搭配爬藤类

及花期较长的绿植，整体景观协调一致。排水管及

泄水管采用从钢箱内部布管的隐蔽设计，并埋入桥

墩内部，并在桥墩底部或墩顶部设置疏通导管，满

足结构耐久性设计要求。

4  结语

随着我国十三五规划的进一步推进，组合梁的

建设在城市桥梁中的地位将进一步得到提高，同时

对工程设计从业人员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如何在现

有的项目经验和成果上，总结并不断更新设计理念

是每个桥梁设计者需要思考的问题。组合梁的设计

不能采用千篇一律的设计方法，也不能完全不考虑

以往的设计施工经验，总而言之，应该在充分考虑

桥梁本身定位，尽可能的选择适合的截面和连接形

式，与时俱进的加入景观的一体化设计理念，才能

设计出精品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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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形式 特点

组合钢板梁桥 钢板梁+混凝土桥面板 抗弯刚度增大

组合钢箱梁桥

闭合截面钢箱梁+混凝土桥面板 抗弯、扭转刚度增大，顶钢板未充分利用

槽型截面钢箱梁+混凝土桥面板 省去顶钢板、施工难度加大

波折钢腹板+混凝土上下翼缘板 自重减轻，预应力能有效增加

组合桁架桥
钢桁架梁+混凝土桥面板 抗弯刚度增大，连接件设置较困难

钢桁架腹板+混凝土上下翼缘板 省去上下弦杆，施工难度加大

组合刚构桥

钢板梁+混凝土墩

省去支座，负弯矩区性性能改善，
抗震性能提高，悬臂施工法能够使用

钢箱梁+混凝土墩

钢桁架梁+混凝土墩

混合梁桥 钢梁+混凝土梁 跨度增大，连接较难处理

组合拱桥

钢管混凝土拱 施工容易，填充质量较难保证

型钢混凝土拱 施工容易，无钢材维护的问题

混合结构拱 增强拱脚强度

混凝土拱肋+承重钢梁 减轻上部结构自重

组合斜拉桥

钢板梁+混凝土桥面板 抗弯刚度增大

钢箱梁+混凝土桥面板 抗弯、扭刚度增大

槽型截面钢箱梁+混凝土桥面板 省去顶钢板

波折腹板组合箱梁 改善箱梁受力性能

钢梁+混凝土梁 塔墩附近加劲梁抗压性能提高

上图2所示横断面为目前城市桥梁中最常用的

箱梁截面形式，即闭口截面钢箱梁+混凝土桥面板

图3  深圳市某立交桥梁横断面（改进槽型钢箱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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菱形立交双钮型交叉口交叉结点最小间距研究

董怡伽
（深圳市综合交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工程设计研究二院,深圳 518003）

[摘  要]  针对菱形互通式立体交叉中平面交叉交通组织效率低，容易发生交通拥堵的现状，以减少交通流干扰优化交通组

织为目的，并且基于分叉式菱形互通式立交的设计概念，对其采用的双钮型平面交叉的相关设计指标进行研究。首先对双十

字平面交叉与双钮型平面交叉交通特性进行对比分析，明确了双钮型平面交叉的优势。结合自由车流换道轨迹理论提出对向

车道交叉转换间距；分析主要道路左转车辆行驶需求，将其进入平面交叉口的过程分为等待可插入间隙行驶距离、驾驶员判

断及采取措施距离、变换车道行驶距离、减速行驶或排队等候距离四个部分，并基于交通流理论、排队理论提出了交叉结点

最小间距推荐值。研究结果表明：双钮型交叉口交叉结点最小间距的主要影响因素为设计速度，交叉角度与车道数量对其影

响较小。

[关键词]  交通工程；交叉结点间距；理论分析；双钮型平面交叉；菱形互通式立交

Minimum distance between cross nodes of double crossover intersection in diamond interchange

Dong Yijia
(Shenzhen Transportation Design & Research Institute Co.,Ltd., Second Engineering Design And Research Institute, Shenzhen,518003)

Abstract: In terms of the ineffi ciency of the intersection in the diamond interchange, which often cause heavy traffi c. To reduce the 

traffi c fl ow and optimize transportation organization simultaneously, this paper studies the design specifi cation of the double crossover 

intersection, which is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the diverging diamond interchange. Firstly, the paper analyzes the traffi c characteristics 

of double cross intersection and double crossover intersection, and clarifi es the advantages of double crossover intersection. Combined 

with the lane changing trajectory of vehicle model, the transition distance of crossing nodes is put forward; the analysis of left-turn 

vehicle driving demand from main road, the process of entering the intersection for the distance of waiting for the gap can be inserted, 

the distance of drivers judging and taking measures, lane changing distance, deceleration or queuing distance, the minimum distance of 

cross nodes is recommended, according to traffi c fl ow theory, queuing theor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esign speed is the main factor 

affecting the minimum distance between cross nodes of double crossover intersection, the cross angle and the number of lanes have less 

infl uence on it.

Keywords: traffi c engineering, cross-node distance, theoretical analysis, double crossover intersection, diverging diamond interchange

0  引言

传统菱形互通式立体交叉（以下简称菱形立

交）由于主线通行能力大，造价低，占地小等优

势，是不收费公路和城市道路互通式立交常采用的

主要形式之一。然而菱形立交中匝道与次要道路的

平面交叉口（以下简称交叉口）内交通流向复杂，

不同流向车辆之间由于不同的转向需求，可能产生

分流、合流甚至冲突等现象，形成若干交错点。这

种复杂的交通特性，使得菱形立交中的交叉口成为

道路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的易发点和多发点，严重

降低次要道路通行能力。如何突破传统菱形立交

中交叉口的设计不足，并进行合理的优化成为保

障其交通通畅和安全的关键。2003年Chlewicki[1]

首次提出“分叉式菱形立交”（D i v e r g i n g 

Diamond Interchange）的设计构想，其中平面

交叉设计采用双钮型交叉口（Double Crossover 

Intersection），即次要道路双向交通流交叉进入

对向车道的形式。2009年美国首次建成的分叉式菱

形立交，在其投入使用的第一年度，即减少伤损型

车祸80%，总车祸53%[2]。截至2017年美国已建成的

分叉式菱形立交数量超过89个。

目前，国外学者对双钮型交叉口进行了较多

的研究。在通行能力、服务水平等方面：Bared J, 

Edara P等[3]利用交通仿真对双钮型交叉口的运营

情况进行模拟，结果表明高峰时段其具有优于同类

的常规设计的特性；Maji A, Mishra S等[4]针对双

钮型交叉口提出一种基于关键车道交通量的服务水

平评价方法，然而该方法仅基于交通量，未考虑其

他影响因素；Yeom C, Schroeder B J等[5]通过现

场实测交通量数据，对HCM2010中提供的车道利用

率模型进行了修正。Hummer J E, Cunningham C M

等[6]基于对车辆行驶安全性的考虑，通过分析监控

资料，发现双钮型交叉口存在一定程度的错误行驶

行为，但相对于传统交叉口，事故率明显降低。在

两平面交叉结点的信号优化方面：Yang X[7]提出最

大化交通量线性规划模型，以最大限度提高交叉口

容量并得到最佳的绿信比以及循环长度，并对左

转车流量较大的情况进行进一步修正；Day C M和

Bullock D M[8]通过研究双钮型交叉口对上下游交

通的影响，在全周期、半周期以及三相方案三个不

同周期长度下，探讨了六个起讫点之间的交通状

况。然而，国内学者对双钮型交叉口的研究却较

少，大多集中在对传统菱形立交交叉口的交通组织

的研究。汪洪波, 程建川等[9]基于临界车道流量法

提出评价分叉式菱形立交服务水平的数学方法，发

现在左转交通量占优的交通流条件下具有更高的运

行效率。

综上，国内外学者对于双钮型交叉口的研究大

多数集中于平面交叉结点间的信号配时优化方案、

基于仿真模型通行能力和服务水平以及车道组织利

用等方面的研究，关于该种新型交叉口具体设计指

标仍亟待研究。本文以排队理论、交通流理论为基

础，结合自由车流换道轨迹模型，对双钮型交叉口

交叉结点最小间距这个关键设计指标开展深入研

究。

1  交通特性分析

1.1 传统菱形互通式立交中双十字平面交叉的交通

特性

菱形立交是两条道路十字相交，从主要道路两

侧斜向引出单向匝道至次要道路交叉口，整体呈现

菱形结构。其特点为车流通过次要道路交叉口完成

转向，而不需要通过匝道。因其具有造价低，占地

面积小等优势，在我国得到广泛使用。

但其采用十字型交叉口则具有较大的局限性。

首先，次要道路与匝道相交的两个平交路口间距较

小，可能导致左转专用车道不满足左转车辆排队长

度，左转交通必须分相位通过致使交通效率降低。

其次，匝道虽为单向交通但仍需设置四个信号相位

进行交通组织，其中左转交通组织就需要两个信号

相位，交叉口受左转交通量影响显著。

图1  传统菱形互通式立体交叉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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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分叉式菱形互通式立交中双钮型平面交叉的交

通特性

分叉式菱形立交采用双钮型交叉口（图2），

次要道路直行车辆首先经由第一个交叉结点转换到

对向行车道，之后由第二个交叉结点回到原位，即

通过交叉结点的交通转换将次要道路直行交通与左

转交通结合到一起重新进行交通组织（图3），有

效避免了来自主要道路的左转交通与次要道路上直

行和左转交通产生冲突[10]。

图2  双钮型平面交叉示意图

图3  分叉式菱形立交车辆行驶轨迹示意图

图4  双钮型交叉口与双十字交叉口交叉点对比图

（b）双钮型平面交叉

（a）双十字平面交叉

双钮型交叉口范围内来自主要道路的左转车辆

可以直接进入次要道路，到达下一个交叉口前排队

等待，因而不需要设置左转专用车道。对于交叉结

点处只需要两个信号相位便可以引导交通流，消除

左转专用相位，同时通过调整信号配时还可以形成

绿波交通，有效地提高通行能力。

双钮型交叉口相对于传统的双十字交叉口在

通行能力、运营安全、环境保护和工程造价等方面

都具有独特的优势。其具有如下几点优越的交通特

性：

（1）双钮型交叉口较于传统双十字交叉口，

冲突点由10个减少至2个，分、合流点皆由8个减少

至6个，交错点总数由26个减少至12个（图4）。同

时冲突点分布分散，对交通运行效率和交通安全有

明显改善；

（2）交叉结点处的反向曲线对驾驶员有强制

减速的作用，使得驾驶员注意力更集中，进入交叉

口更安全；

（3）交通组织只需要两个信号相位，消除左

转相位，显著提高通行效率；

（4）将直行交通与左转交通合并到一起，不

需要设置专用左转车道；

（5）左转车道采用与传统右转车道相同的形

式，转弯半径增大提供了更好的行车视距。

2  交叉结点最小间距计算

2.1 交叉结点间距计算模型分析

双钮型交叉口交叉结点间距Lj定义为两个相邻

交叉口设计线交点之间的距离。以车辆的行驶轨迹

进行分析，首先次要道路直行车辆在进入双钮型交

叉口需要发生一次交叉转换行为，与对向行车道位

置暂时发生交换。该过程车辆纵向行驶位移为对向

车道交叉转换间距Ly，第一交叉结点至合流点间距

为Ly/2。其次分析来自主要道路左转车辆：车辆自

合流点进入双钮型交叉口行驶至达下一交叉结点之

前，需要经历等待插入、判断及采取措施、变换车

道、减速及排队等待四个过程。此过程为交叉节点

间车辆最为复杂的行驶操作，完成该系列操作所需

的行驶距离为路段所需最小长度。（图5）

图5  交叉结点间距分析图 

图6  圆形轨迹换道模型

因此认为交叉结点最小间距由对向车道交叉转

换间距Ly/2、等待可插入间隙行驶距离L1、驾驶员

判断及采取措施距离L2、变换车道行驶距离L3、减

速行驶距离L41或排队等候距离L42组成。由于交叉结

点设置信号灯控制，主要道路左转车辆在下一交叉

结点处需考虑停车需求。另一方面左转车辆可以进

入未放行的次要道路进行排队等待，但其中排队等

候距离必须满足减速行驶的需求，即要求L42≥L41。

因此，交叉结点间最小间距如式（1）所示：

Lj=Ly/2+L1+L2+L3+max(L41,L42)     (1)

2.2 对向车道交叉转换间距Ly

直行车辆进入双钮型交叉口，首先需要完成

一次交叉转换行为，使对向行车道位置暂时发生交

换，这一行驶过程由车辆在纵向的行驶位移Ly和横

向的行驶位移Lx组成（图6）。其中，保证车辆安全

顺适完成交叉转换所需的纵向行驶位移Ly由称为对

向车道交叉转换间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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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转换间距应满足自由流状态下车辆以设

计速度安全行驶的需求。研究表明，车辆换道行驶

轨迹为S型，有圆形轨迹换道模型和缓和曲线轨迹

换道模型等。当设计速度不大于60km/h时，换道轨

迹模型可简化为两个相同半径的反向相切圆弧（图

6），即圆形轨迹换道模型[11,12]。根据汽车在弯道

上行驶保证车辆稳定性的动力学方程[13]可知：

R=

Lx=

w2=2[R-Rsin    -     ]=

Lx=nw0+2

=Tsin

sinα=

cosα=

Ly= 4R

-

2R R-Rcos

R-Rcos

nw0+2

nw0+2

=-

=T+Tcos

=Rtan sin

w3=n×w0

2 R-Rcos

R-Rcos

+w2+

127(φ h+ih)

2

2

2

2

360

360

360

360

360

720 360

360

36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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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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π

L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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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 π

α π

α π

α π

α π

α π α π

α π

α π

w3

1+tan2

720

α π

1+ta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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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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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 π

α π

2tan
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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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5)

(6)

(7)

(8)

(10)

(11)

(12)

(9)

式中：R为圆弧半径（m）；υ s为交叉口范围内

设计速度（km/h）。交叉口范围内设计速度υ s宜为

路段设计速度的70%，υ s=0.7υ d
[14]；φ h为轮胎与路面

的横向摩阻系数，范围为0.1～0.16，取均值0.13

计算；ih为路面横坡，通常为1.5%，此处考虑不利

情况即反向横坡，取-1.5%计算。

由圆弧轨迹换道模型（图6）可知，换道过程

车辆的横向位移Lx：

式中：w1为交叉转换前行车道宽度（m）；w2

为交叉转换过程所需跨越中央分隔带宽度（m）；

w3为交叉转换后车道宽度（m）。

其中：

w1=n×w0                         (4)

(
(

(

(
(

(

式中：w 0为单车道宽度（m）；n为交叉转换

前、后车道数；α为交叉角度（rad）。

综上可以得到：

实际上，根据车道宽度模型，同一设计速度

下，不同车道的宽度差值Δ不会超过20cm，即Δ远

小于车辆转弯半径R，计算纵向位移时可忽略Δ的影

响。因此，w0取平均车道宽度3.5m计算[10]。

由于双钮型交叉口本身必须通过交通信号灯进

行交通组织并设置中央分隔带，因此本文仅考虑主

干路、次干路这两种城市道路等级[13]，不考虑相交

道路为快速路、支路的情况。根据研究，理想状况

下交叉角度设计值不小于45°，然而由于建设时常

常受到用地等多方面限制，为了最大程度上减少错

行的几率建议交叉角度不宜小于30°[15]。因此结合

实际情况考虑，本文针对交叉角度30°～60°区间

范围内的交叉转换间距进行分析。

由几何关系可知：

式中：T为圆弧切线长度（m）。

根据三角函数：

最后联合式（8）～（11）可得：

2

4

2

2 2
1

2

Lx

1

Lx( ( (
(

(
({ [

[

[
[

}

( (

由式（12）并结合上述各参数取值得到不同路

段设计速度和交叉角度下的交叉转换的合理间距Ly

（表1）并以单向双车道为例绘制变化关系曲线图

（图7）。

分析可知，对向车道交叉转换间距主要受到

交叉角度及设计速度的影响。随着交叉角度以及设

计速度的增大，交叉转换所需的长度也呈现增长趋

势，设计速度越大，受交叉角度的影响就越显著。

车道数对于该长度的取值也有影响，随着车道数的

增加，交叉转换所需长度也有所增长，但增长幅度

相对固定。

2.3 等待可插入间隙行驶距离L1

由可插入间隙理论知，当在城市道路三级服务水

平下车辆处于稳定流状态时，车头时距服从M3分布[16]。

车辆平均等待可插入间隙时间为：

tw= δe-η(tc-τ)
(13)

- tc+ τ++δδe-η(tc-τ)

η η
1 1( (

( (
表1  变换车道交叉转换间距Ly（m）

表2  等待可插入间隙行驶距离L1及M3模型参数取值

路段设计速度
（km/h）

交叉角度（°）

30 35 40 45 50 55 60

60

单车道 53 59 65 72 78 85 91

双车道 60 66 71 77 83 89 96

三车道 67 72 77 82 88 94 99

50

单车道 39 43 47 52 56 60 65

双车道 46 49 53 57 61 65 69

三车道 52 55 58 61 65 69 73

40

单车道 27 30 32 35 38 40 43

双车道 33 35 37 40 42 44 47

三车道 38 40 42 44 46 48 50

30

单车道 18 19 20 22 23 24 26

双车道 23 24 25 26 27 28 29

三车道 27 28 28 29 30 31 32

图7  单向双车道交叉转换间距变化关系图

式 中 ： t w为 车 辆 平 均 等 待 可 插 入 间 隙 时

间 （ s ） ； t c为 车 辆 临 界 间 隙 （ s ） , 取 值 为

3.5～4.0s，本文采用3.5s[17]；τ为车辆处于车队状

态行驶时，车辆之间保持的最小车头时距（s），

取值为1.0～1.5s，本文采用1.2s[18]；δ为按自由流

状态行驶车辆所占的比例，采用δ=
计算[19]，取值见表2；η 为特征参数，采用η =δ q/
(1-τ q)计算，其中q为平均到达率（veh/s），采用

q=Q/3 600计算，Q为最大服务交通量（pcu/h），

取城市道路三级服务水平，取值见表2。

1.25-1.13τ q,τ q＞0.22

1,          其他{

设计速度（km/h） 60 50 40 30

服务交通量Q（pcu/h） 1400 1350 1300 1300

平均到达率q（veh/s） 0.389 0.375 0.361 0.361

自由流状态车辆比例δ 0.723 0.742 0.760 0.760

特征参数η 0.527 0.506 0.485 0.485

平均等待可插入间隙时间tw（s） 5.010 4.688 4.384 4.384

等待可插入间隙行驶距离L1（m） 58 46 34 26

则等待可插入间隙距离为： 式中：υ s为车辆等待可插入间隙时的运行速度

（km/h），取路段设计速度υ d的70%[14]；

2.4 驾驶员判断及采取措施距离L2

L1= tw
3.6

υ s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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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等到一个可插入间隙时，驾驶员会对是否可以

安全插入改间隙进行判断，并做出一系列换道准备，

如：打开左转向灯、调整车位等，考虑反应时间、车

辆组成以及驾驶人操作时间等，取t2=3.0 s
[20]。则驾

驶员判断和采取措施距离L2为：

L2=

L41=

L3= 2RW-W2/4

t2
3.6

25.92a

υ s

υ 0
2-υ 1

2

(15)

(17)

(16)

2.5 变换车道行驶距离L3

变换车道行驶过程仍然采用2.2中的圆形轨迹

换道模型，由式（11）可得：

设计速度（km/h） 60 50 40 30

判断及采取措施距离L2（m） 35 29 23 18

设计速度（km/h） 60 50 40 30

减速行驶距离L41（m） 45 32 20 11

设计速度（km/h） 60 50 40 30

变换车道行驶距离L3（m）
双车道 30 24 19 14

三车道 41 34 27 20

设计速度（km/h） 60 50 40 30

置信概率 98% 95% 90% 85%

排队等候距离L42（m） 123 101 72 49

设计速度（km/h） 60 50 40 30

单车道 245 200 149 107

双车道 257 210 156 113

三车道 257 210 156 113

表3  驾驶员判断和采取措施时行进距离L2（m）

表5  减速行驶距离L41（m）

表4  变换车道行驶距离L3（m）

表6  排队等候距离L42（m）

表7  主要道路左转车辆行驶距离（m）

图8  不同置信概率条件下等候段长度

图9  单向双车道交叉结点最小间距变化关系曲线图

式中：W为车辆横移距离，双车道间发生车道

变换取3.5m，三车道则取7m。

2.6 减速行驶距离L41

取左转车辆在自由流状态下，车辆完成减速

行驶所需最短距离为减速段长度，计算公式为式

（17）：

式中：υ 0为减速前初始行驶速度，即基本路段

设计速度（km/h）；υ 1为减速后最终行驶速度（km/

h）；a为小客车平均减速度，取1.5（m/s2）[21]。

由于交叉结点设置有信号灯控制，左转车辆行至

交叉结点存在停车需求。因此将换道完成之后左转车

辆减速至停车所需最小长度作为L41建议值（表5）。

2.7 排队等候距离L42

首先对等候段为一条车道进行研究，根据交通

流理论和车辆排队理论，将其抽象为单通道单服务

台模型，计算出排队车辆总数，乘以单个排队车辆

长度即为排队车辆总长。本文以王京元等[22]关于交

叉口左转专用车道研究成果为理论基础，定量研究

主要道路左转车辆排队等候距离取值。

给定置信概率P，等候区内最大排队车辆数N
为：

(20)

N=

= = =

-1， ＜1
ln(1-P(n≤N))

(18)

(19)

μ

μ
ln

λ

λ

μ Shg Spg/C
VhC SVh/Shλ

(

(

式中：λ为左转车辆到达率（veh）；μ为左转

车辆服务率（veh）。

式中：S为车道饱和度，Vh为实际左转小时交

通量（veh/h）与左转饱和流率S h（veh/h）的比

值；Sp为绿信比，为绿灯时长g（s）与周期时长C
（s）的比值。

对于新建的双钮型交叉口，取设计左转小时交

通量为实际左转小时交通量Vd。根据道路的等级，

给定置信概率，将式（19）代入式（18）可得最大

左转排队车辆数为：

{ =
Shg
VdC

N=
ln(VdC)-ln(Shg)

ln(1-P)

＜1
μ
λ

式中：Vd为设计左转小时交通量（veh/h）。

左转等候段最小长度取值：

Ld=NL0                            (21)

研究表明当左转车流中载重汽车所占比例不超

过2%时，视为排队车辆均为小客车，平均排队长度

取7.6m[20]，约为普通小客车车长的1.5倍。

结合式（20）和式（21），给出载重汽车混入

率不超过2%情况下的适合不同置信概率条件下的等

候段长度（左转排队车辆长度）曲线图（图8）。

根据设计速度选取合适的置信概率，以保证设

计年限内服务饱和度（λ/μ）达到0.8为标准，给出

排队等候距离（表6）。

表6对比表5可知，排队等候距离L42均大于减速

行驶距离L41，因此计算时取排队等候距离L42。则来

自主要道路左转车辆行驶所需最小距离如表7所示。

2.8 交叉结点最小间距LJ

根据以上分析结果，由式（1）可以计算得到

不同路段设计速度和交叉角度下交叉结点最小间距

Lj（表8），并仍以单向双车道为例绘制变化关系曲

线图（图9）。

表8  交叉结点最小间距Lj（m）

路段设计速度
（km/h）

交叉角度（°）

30 35 40 45 50 55 60

60

单车道 274 278 281 284 287 290 294

双车道 289 292 295 298 301 304 307

三车道 292 295 297 300 303 306 309

50

单车道 219 221 223 225 227 229 231

双车道 232 234 235 237 239 241 243

三车道 235 236 238 240 242 243 245

40

单车道 160 161 162 163 165 166 167

双车道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三车道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30

单车道 117 118 118 119 120 120 121

双车道 125 126 126 127 127 128 129

三车道 127 128 128 129 129 130 130

分析可知，交叉结点最小间距主要受到设计速

度影响，在同一设计速度水平下交叉角度变化对于间

距的影响较小。当交叉角度和设计速度一定时，随着

车道数的增加，交叉节点的最小间距变大，但增长率

随车道数的增加表现出降低的趋势。因此，综合安全

行驶以及经济建设等方面因素考虑，取单向双车道，

交叉角度为45°的交叉结点间距作为交叉结点最小间

距推荐值，并取整为5的倍数（表9）。

设计速度（km/h） 60 50 40 30

交叉结点最小间距LJ（m） 300 240 175 130

表9  交叉结点最小间距LJ建议值（m）

3  结论

双钮型交叉口消除了传统十字交叉的左转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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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位以及左转专用车道，提高了交叉口通行能力。

本文对于研究双钮型交叉口交叉结点的最小间距进

行研究，以排队理论、交通流理论并结合自由车流

换道轨迹为基础，建立双钮型交叉口相关技术指标

计算模型，从空间几何设计方面研究了双钮型交叉

口的设计方法，本文结论如下：

1）利用自由车流换道轨迹模型，考虑不同交

叉角度、车道数以及设计速度的影响，建立了结点

处对向车道交叉转换间距计算模型，并分析交叉转

换间距各影响因素之间的规律性。提出适用于不同

情况下的对向车道交叉转换间距值。

2）基于排队理论和交通流理论，并分析主要

道路左转车辆行驶需求，结合对向车道交叉转换合

理间距，建立了双钮型交叉口交叉结点最小间距计

算模型，得出设计速度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的结

论，并提出交叉结点最小间距建议值。

双钮型交叉口的交通组织方式有别于传统交叉

口，容易超出驾驶员的操作选择习惯。需进一步研

究双钮型交叉口配套的标志标线等交通诱导设施，

合理引导交叉转换行为。对于匝道左转车辆设置信

号灯的交通组织仍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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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讯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9部门印发意见加快新型建筑工业化发展

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意见，提出要加快新型建筑工业化发展，以新型建筑工业化带动

建筑业全面转型升级，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建造”品牌，推动城乡建设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

新型建筑工业化是通过新一代信息技术驱动，以工程全寿命期系统化集成设计、精益化生产施工为主要手

段，整合工程全产业链、价值链和创新链，实现工程建设高效益、高质量、低消耗、低排放的建筑工业化。意见

在加强系统化集成设计、优化构件和部品部件生产、推动构件和部件标准化、推广精益化施工等方面提出了明确

要求。

在加强系统化集成设计方面，要求推动全产业链协同，推行新型建筑工业化项目建筑师负责制；促进多专业

协同，通过数字化设计手段推进建筑、结构、设备管线、装修等多专业一体化集成设计，提高建筑整体性；推进

标准化设计，实施建筑平面、立面、构件和部品部件、接口标准化设计，推广少规格、多组合设计方法，以学

校、医院、办公楼、酒店、住宅等为重点，推广装配式建筑体系。

在优化构件和部品部件生产方面，推动构件和部件标准化，完善集成化建筑部品，编制主要构件尺寸指南、

新型建筑工业化构件和部品部件相关技术要求以及集成化、模块化建筑部品相关标准图集；推进型钢和混凝土构

件以及预制混凝土墙板、叠合楼板、楼梯等通用部件的工厂化生产，满足标准化设计选型要求；发展安全健康、

环境友好、性能优良的新型建材，推进绿色建材认证和推广应用。

在推广精益化施工方面，大力发展钢结构建筑，鼓励医院、学校等公共建筑优先采用钢结构，积极推进钢结

构住宅和农房建设；推广装配式混凝土建筑，完善适用于不同建筑类型的装配式混凝土建筑结构体系，加大高性

能混凝土、高强钢筋和消能减震、预应力技术的集成应用；推进建筑全装修，推进装配化装修方式在商品住房项

目中的应用，推广管线分离、一体化装修技术，推广集成化模块化建筑部品。

意见明确，要加快信息技术融合发展，大力推广建筑信息模型（BIM）技术，加快应用大数据技术，推动传

感器网络、低功耗广域网、5G（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边缘计算、射频识别（RFID）及二维码识别等物联网技

术在智慧工地的集成应用；创新组织管理模式，大力推行工程总承包，发展全过程工程咨询，探索工程保险制

度；加大科技研发力度，加大钢结构住宅在围护体系、材料性能、连接工艺等方面的联合攻关，推动科技成果转

化；加快专业人才培育，培育专业技术管理人才、技能型产业工人；开展新型建筑工业化项目评价，制定评价标

准，建立评价结果应用机制。

意见要求，各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组织编制新型建筑工业化专项规划和年度发展计划，明

确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具体实施范围。政府投资工程要带头按照新型建筑工业化方式建设，鼓励支持社会投资

项目采用新型建筑工业化方式。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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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应力CFRP布加固RC方柱受压性能研究

刘传超
(深圳市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深圳518001)

[摘  要]  为了研究预应力碳纤维布（CFRP）加固钢筋混凝土柱受压柱的性能，本试验对10根钢筋混凝土方柱进行轴压试

验。包括1根普通钢筋混凝土柱（对比柱），9根预应力CFRP布加固RC方柱的轴压试验，分析了预应力大小和包裹方式两个参

数的变化对加固效果的影响，对不同参数下加固柱破坏机理、极限承载力、裂缝发展规律及CFRP布、钢筋、混凝土的荷载—

应变关系等进行了分析研究。在已有FRP加固试验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对各包裹方式下有效约束应力进行修正并加以拟合分

析，给出了约束混凝土的强度计算模型，最终得到预应力CFRP布加固RC方柱轴压承载力计算公式，计算值与试验值较吻合。

[关键词]  钢筋混凝土方形截面柱；预应力CFRP布；静载试验；轴心受压性能

Experimental study on the axial compression performance of reinforced concrete square-columns 
strengthened with prestressed CFRP sheets

Liu Chuanchao
(Shenzhen Road&Bridge Construction Group, Shenzhen,518001)

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the performance of reinforced concrete columns strengthened with CFRP, 10 reinforced concrete square colu

mns were tested under axial compression in this paper. including 1 ordinary reinforced concrete column(contrast column) and 9 prestre

ssed RC square column strengthened by CFRP sheet. The infl uence of the changes of the prestress and the wrapping methods on the rei

nforcement effects were analyzed. And the failure mechanism , the ultimate bearing capacity, the cracks development law and the load-

strain relationship of CFRP, steel bar and concrete under different parameters were studied. Based on previous research, this paper mod

erfi ed and fi tted the effective restraint stress under different wrapping method, and then the strength calculation model of confi ned concr

ete were given out. Finally, the axial bearing capacity formulas of RC square column strengthened by CFRP were provided, and the calc

ulated values were in good agreement with the experimental values.

Keywords:  ureinforced concrete square columns; cpre-stressed CFRP sheet; static load test; axial compressive property

0  引言

传统的建筑结构由于结构的局部损坏，材料

的老化及功能的改变等原因，使得原有的结构无法

满足结构承载力的要求，需要对结构进行加固补

强。相对于传统的钢筋混凝土加固材料，新型纤维

复合增强材料具有很高的比强度（即轻质高强），

抗腐蚀性好，良好的可设计性和工程可操作性强

等优点，因此被广泛应用到钢筋混凝土加固中。

碳纤维增强复合材料（Carbon Fiber Reinforced 

Plastics，简称CFRP）由于抗拉强度高，弹性模量

高，耐腐蚀等特点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6]，研究表明：当混凝土纵向

受压时横向变形将受到CFRP布的约束，从而使混凝

土处于三向受压的状态，提高混凝土的承载力，常

用的混凝土加固方法为直接粘贴加固，混凝土只有

受到荷载作用发生横向膨胀时，黏贴的碳纤维布才

受拉，产生对核心约束混凝土的侧向约束力混凝土

处于三向受压状态，从而提高混凝土的极限承载力

和延性。由于黏贴加固属于被动加固，只有受压混

凝土受到二次荷载发生较大的横向变形时混凝土才

能形成三向受压的状态。即CFRP布处于被动受力的

状态。

为解决这一问题，对环向CFRP布事先施加到控

制应力，使预应力CFRP布约束的核心混凝土事先受

到有效的侧向约束作用，变“被动约束”为“主动

约束”有效的发挥CFRP布材料的高强性能，改善混

凝土的工作性能。本试验通过1根普通钢筋混凝土

柱和9根预应力CFRP布加固方柱的轴压试验，对预

应力大小和包裹方式两个参数展开预应力CFRP布加

固混凝土方柱轴心受压力学性能的研究。

1  试验方案设计

1.1 试件设计

本试验共制作试验柱10根，柱的截面尺寸

300×300mm，柱高1500mm,混凝土等级为C30，为避

免环向包裹的CFRP布在柱角处出现局部应力集中，

在模板制作过程中将构件的四角采用PVC管设置成

半径为25mm的拐角。本次试验主要研究预应力大小

和不同包裹方式对构件承载力的影响，所以柱配筋

率均为0.9%，即纵筋均配置4C16，箍筋采用A8，

混凝土保护层厚度为25mm，加载时为防止发生局压

破坏，在柱的两端进行箍筋加密处理，箍筋间距为

90mm，试件尺寸及具体截面配筋情况见图1。

图1 试件尺寸、试件配筋图

本试验CFRP布采用由北京卡本复合材料有限公

司提供的型号规格为CFS-I-300型单向纤维布，其

厂家力学性能指标如表1。浸渍粘结胶同样采用北

京卡本复合材料有限公司提供的与CFRP配套的粘结

胶，主要由主剂A和固化剂B双组分改性环氧树脂胶

组成，使用时按2:1比例混合配置，其力学性能指

标如表2所示，混凝土养28天实测轴心抗压强度值

为28.03MPa，钢筋力学性能实测指标如表3。

表1 碳纤维布性能指标

来源 厚度
抗拉强度
（MPa）

伸长率
（%）

弹性模量Ec
（MPa）

厂家提供 0.167 3400 1.70 2.4×105

实测 0.167 3548 1.64 2.32×105

表2 碳布浸渍粘结胶材料性能指标

检验项目 厂家检验结果 检验项目 厂家检验结果

抗拉强度
（MPa）

58
抗压强度
（MPa）

82

受拉弹性模量
（MPa）

2584 伸长率（%） 3.0

抗弯强度
（MPa）

84
对混凝土正
拉粘结强度
（MPa）

4.0

表3 钢筋材料性能指标

钢筋种类 直径（mm）
屈服强度
fcu（MPa）

极限强度fc
（MPa）

弹性模量Ec
（MPa）

箍筋
（HPB300）

8 345 475 2.1×105

纵筋
（HRB400）

16 435 590 2.0×105

1.2 试验参数设定

试件参数设置表及包裹方式详图分别如表4。

根据不同的包裹方式，由于柱头是非主要测量范围

区域，为了包裹方便，柱头加固区包裹纤维布的范

围根据包裹方式的不同作相应调整，有75mm幅宽、

150mm幅宽和175mm幅宽。

1.3 试验测量及加载方案

试验采用500KN压力试验机加载，荷载和位移

由压力试验机控制系统直接测得。CFRP布、混凝

土、钢筋（纵筋＋箍筋）的应变片测点分别图2所

示。试件加载前先对构件进行对中避免发生偏压，

加载采用分级加载，加载初期加载级数为40KN一

级，加载速度为0.5KN/min，当加载至纵筋屈服时

改为10KN一级，加载速度为0.2KN/min，接近破坏

时加载级数为5KN一级，加载速度不变。每级加载

完后稳定的2min，采集应变并观察记录试验现象。



32 33特区建工技术 第3期 预应力CFRP布加固RC方柱受压性能研究

柱号 预应力度 包裹方式

Z0 — —

YQZ0 0 普通CFRP布全包裹

YQZ1 0.1 预应力CFRP布全包裹

YJZ0 0 普通CFRP布间断包裹

YJZ1 0.1 预应力CFRP间断包裹

YJZ2 0.2 预应力CFRP间断包裹

YJZ3 0.3 预应力CFRP间断包裹

YJQZ1 0.1
预应力CFRP布与普通CFRP布间

断全包裹

YJQZ2 0.2
预应力CFRP布与普通CFRP布间

断全包裹

YJQZ3 0.3
预应力CFRP布与普通CFRP布间

断全包裹

表4 试验参数设置表 2  试验现象

未加固的普通混凝土对比柱呈现典型的轴压

破坏，荷载加载到极限荷载的60%时柱顶开始出现

裂缝，随着荷载的继续增加裂缝逐渐向中部延伸，

荷载达到极限荷载的90%时下部出现向上延伸的裂

缝；荷载达到极限荷载1760KN时，柱中混凝土鼓

起，混凝土保护层大面积脱落，试件破坏，纵筋并

未屈服。

预应力间断包裹加固的混凝土柱试件破坏时纵

筋均屈服。荷载达到极限荷载的90%左右时CFRP布

发出噼啪的脱胶声且上部的两条CFRP布出现了应力

突然增大的现象，这是由于荷载的增大纵向钢筋都

已屈服，混凝土柱的横向变形增大，混凝土内部出

现了应力重分配。其中预应力度0.2和0.3的加固柱

在达到极限荷载时布1和布2（由上到下分别为布1

至布5）表面泛白随后发出剧烈的爆裂声CFRP布断

裂试件破坏，其中预应力度为0.3的加固柱破坏时

无明显预兆破坏突然属于脆性破坏，如下图荷载位

移曲线。

预应力间断全包裹加固混凝土柱荷载加载到

极限荷载的60%左右时碳纤维布上的应变增长幅度

突然增大，内部出现微小的脱胶声，这是柱内出现

了裂缝所致。荷载达到极限荷载时柱中都出现了明

显的外鼓，构件破坏时由于角部应力集中首先在从

角部的纤维布开始泛白断裂且破坏时无明显预兆，

破坏时发出剧大的爆裂声，具有脆性破坏的特征，

其中柱预应力度0至0.2的三根试验柱破坏时都是

在上部的第一和第二条布处发生破坏，而预应力度

为0.3的加固柱破坏时为下部最后一条布出发生破

坏，这是混凝土在浇筑过程中由于振捣的随机性使

得柱的强度不均匀，而破坏时最先发生在强度薄弱

处。同时，所有间断包裹试验柱的上部破坏现象明

显，但柱下部CFRP布的受力非常小，裂缝的开展主

要集中在柱上部及柱底端，力不能沿柱高度上由柱

两端向柱中部同时均匀传递，从这点考虑，对于加

固较大尺寸的构件，全包裹方式优于间断包裹。

预应力全包裹加固混凝土柱，试件YQZ0,加载

初期同对比柱一样无明显变化，荷载应变曲线呈线

性关系，且CFRP布上的应变值很小，增速缓慢。由

于柱表面全部由碳纤维布包裹无法观察到裂缝的形

成与开展。加载至1400kN时，纵筋屈服，布1的应

变增长速度变大。加载至2140kN，CFRP布出现噼啪

脱胶声，荷载继续增加，脱胶声断续出现。加载至

极限荷载2500 kN时，CFRP布发出连续的噼啪开裂

声，柱中上部鼓胀明显。伴随着巨大的声响，破坏

较为突然属于脆性破坏。试件YQZ1加载至1520 kN

时，布1的应变值发生突变，说明柱顶裂缝已开始

发展；加载至1920 kN时，布2的应变值开始发生

突变，可见裂缝已从柱顶向下延伸至布2包裹位置

处，柱下端三条CFRP布的应变值此时均很小加载至

2350 kN时，CFRP布内部保持连续不断的噼啪声，

直至破坏时发出很大的爆裂声，柱中部拐角位置

处，布2的下缘多根纤维丝断裂，相邻的布3倒角位

置沿整个幅宽断裂，混凝土压碎，此时，柱下端三

根CFRP布的应变值达到受力最大布的28%～50%。

图2 CFRP布应变测点布置

图3 加固轴柱典型破坏形态

对比柱 YJZ3

YJQZ3 YQZ1

3  试验现象分析

3.1  构件变形特征及应变分析

由图4三种不同包裹方式下的荷载—位移曲线

可以看出：加载初始阶段，环向CFRP布上应力很

小，混凝土轴向变形较大，故曲线呈二次曲线增

长。继续加载，CFRP布开始发挥其环向紧箍作用，

曲线上升段变陡，此时CFRP布约束了构件的轴向

变形，提高了承载力，所有加固柱的初始斜率均大

于对比柱Z0，说明约束混凝土的弹性模量得到一定

程度提高。加载初期，由于预应力CFRP布对混凝土

提供了主动约束，使混凝土在受压之前就处于三向

围压，随着预应力度的增大，约束越大，加载初期

裂缝的开展更能有效地限制，弹性段斜率增大，所

以约束混凝土的弹性模量得到一定的提高。同时预

应力度越大，约束混凝土的弹性模量越大，且预应

力全包裹试件（YQZ）约束混凝土的弹性模量大于

预应力间断全包裹试件（YJQZ）大于预应力间断包

裹试件（YJZ）。达到峰值点后继续加载，虽然由

于压力试验机刚度的不足只测出部分下降段，但还

是可以从这一小段看出，预应力度为0到0.2时包裹

构件的下降段明显缓于未加固构件，承载力下降变

缓，延性较好；0.3时承载力下降段较陡，延性较

差，属于脆性破坏。

图5给出了加载过程中预应力CFRP布加载应变

和纵筋应变增长曲线，可以看出：加载初期碳纤维

布和纵筋应变曲线均呈线性增长且纵筋应变增长较

快。当纵筋屈服后碳纤维布的应变明显增加，且预

应力度越大增长越明显，说明此后荷载主要由预应

力CFRP布对混凝土的约束来提供。 

3.2 承载力分析

各试验柱的承载力结果如表5所示，表中各试

件极限承载力是指试验时的最大轴压力，极限承载

力的提高幅度均是相对于未加固对比柱Z0的提高幅

度。

预应力CFRP布加固柱的承载力提高幅度明显高

于普通CFRP布加固柱，最大提高61.6%，最小提高

20.1%。由图6可以看出：CFRP布加固柱的提高幅度

随预应力度的增加而增大，当预应力度大于0.2时

提高幅度更加明显，同一预应力度水平下，全包裹

加固比间断加固对承载力的提高更明显。

4  承载力的理论计算

Mander[7]和Cusson and Paultre[8]等建立了

钢约束混凝土矩形柱的有效约束区划分模型，F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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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荷载-轴向位移曲线

图5 荷载-CFRP布与纵筋应变增量变化曲线

图6 试验中承载力影响因素

图7 本试验各约束柱有效约束面积的确定

表5 试验柱极限承载力 的约束是通过拱作用传到核心混凝土上的，且将约

束截面分为有效约束区和非有效约束区，如图7中

A—A截面，二次抛物线包围的区域为有效区面积

Ael，其他区域为非有效约束面积Anl，这些抛物线与

柱边呈45°角。这种拱作用主要产生在被约束截面

内（如图7中A—A截面）和间断包裹的FRP条带之间

（如图7中B—B截面）。在FRP包裹的截面上，有效

约束面积最大，约束力最大；在间断包裹的FRP条

带之间有效约束面积最小，约束力最小，构件的承

载力取决于有效约束面积较小的截面。因此，间断

包裹柱的承载力计算模型不同于全包裹柱。根据本

编号 极限承载力(kN) 提高幅度(%)

Z0 1760 —

YJZ0 1951 10.9

YJZ1 2114 20.1

YJZ2 2301 30.7

YJZ3 2680 52.3

YJQZ1 2237 27.1

YJQZ2 2419 37.4

YJQZ3 2845 61.6

YQZ0 2225 26.4

YQZ1 2350 33.5

试验的参数设置，本章确定了如图7所示的预应力

纤维布全包裹柱（YQZ）、预应力纤维布间断包裹

柱（YJZ）及预应力纤维布与普通纤维布间断全包

裹柱（YJQZ）的承载力计算模型。

本文在对预应力CFRP布加固RC方柱约束混凝土

的受力计算分析前，首先作如下的基本假设：

（1）在轴压作用下，混凝土发生压缩变形，

整个受压过程中，截面始终保持在同一个平面上；

（2）CFRP不承受竖向荷载，只承受环向的拉

应力；

（3）CFRP与混凝土表面的接触良好，与混凝

土变形协调，无相对滑移。

Chaallal[9]和Lam and Teng[10]等人在参考已

有FRP约束矩形截面柱试验研究的基础上，得到了

公式（4.1）中适用于FRP约束矩形或方形截面柱的

约束混凝土轴压强度计算模型：

=1+k1ks

ks=

(4.1)

(4.2)

fco

3Ac

fco

1-ρ s

fcc

2(a-2r)2

fl
＇

1-ρ s-

式中，fco和fcc分别为无约束混凝土抗压强度及

约束混凝土抗压强度，k1为有效约束系数，f l
＇为同

厚度FRP对等效直径为D的圆柱所提供的约束应力，

ks为截面形状系数。

截面形状系数ks为核心混凝土有效约束面积Ae

与FRP约束混凝土的总面积Acc之比，ks=Ae/Acc，其

中Acc=Ac(1-ρ As)。 

式中，a为方柱截面边长，r为倒角半径Ac为整

个混凝土截面面积；ρ s为纵筋配筋率。

对于预应力CFRP布约束RC方柱，侧向约束应力

fl可表达为下式：

fl=fel+fvl                            (4.3)

式中，fel为轴压状态下CFRP布提供的有效约束

应力，fvl为箍筋对核心混凝土的环向约束应力。本

试验中箍筋间距设置较大，且经过计算求得箍筋的

约束力远小于碳纤维布，因此可忽略fvl。

（1）预应力全包裹方式（YQZ）下FRP布的侧

向约束应力fel1

如图8为预应力全包裹方式（YQZ）下FRP布的

侧向约束应力计算模型，图中b为单根FRP布的宽

度，a为等效圆柱的直径，即取为柱截面边长a，f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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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FRP布环向抗拉强度，t f为单根FRP厚度。由力学

平衡，得：

2ffo·ntf·b=fel1·a·b                 (4.4)

式中，表示包裹的FRP布的层数； f fo为FRP环

向极限拉应力，即FRP弹性模量与环向极限应变之

积，但通过试验可知，根据文献[11]引入CFRP有效拉

应变系数kα，kα为试验中测得的CFRP环向极限应变

与CFRP平行拉伸试验极限应变的比值。本试验kα如

表4所示。

试件编号 CFRP布实测应变值（με） kα

Z0 — —

YJZ0 2707 0.18

YJZ1 7247 0.47

YJZ2 8149 0.53

YJZ3 10966 0.71

YJQZ1 7683 0.50

YJQZ2 8399 0.55

YJQZ3 10979 0.71

YQZ0 7473 0.48

YQZ1 8046 0.53

表4 有效拉应变系数kα

图8 CFRP布约束应力计算模型

图11 约束混凝土极限抗压强度拟合

图10 预应力间断全包裹方式（YJQZ）下FRP的

环向约束应力的计算模型

则可得到FRP布的侧向约束应力fel1的计算公式：

（2）预应力间断包裹方式（YJZ）下FRP布的

侧向约束应力fel2 

如图9为预应力间断包裹方式（YJZ）下FRP布

的侧向约束应力计算模型，图中s为FRP条带间净

距，Ae1、Ae2分别为A-A和B-B截面有效约束区面积，

An1、An2分别为A-A和B-B截面非有效约束区面积，r
为倒角半径，由力学平衡，得：

2ffo·ntf·b=fel2·a·(b +s）         (4.6)

对于预应力间断包裹试件YJZ而言，其有效

约束应力相比于预应力全包裹试件YQZ会有所下

降，因此计算时需引入间隔影响系数ka，本文参考

Saadatmanesh[11]FRP间断包裹圆柱间隔影响系数的

计算方法，得到了FRP布间断包裹方柱的间隔影响

系数ka的计算公式：

fel1=ka (4.5)
a

2ntf ff

ka=

k0=

(4.7)

(4.11)

(4.8)

(4.12)

(4.10)

Ae1

2

Ae2

1+kα

此时，预应力FRP布间断包裹方柱（YJZ）中

FRP布提供的有效侧向约束应力fel2计算公式为：

fel2=kα·ka·

fel3=kα·ka·

fel3= =kα·

a

a

a a

2ntf ff

2ntf ff

2ntf ff0 2ntf ff

（3）预应力间断全包裹方式（YJQZ）下FRP布

的侧向约束应力fel3 

如图10为预应力间断全包裹方式（YJQZ）下

FRP布的侧向约束应力计算模型，则由受力平衡，

得：

2ffo·ntf·(b +s）=fel3·a·(b +s）   (4.9)

代入式（4.5），则可得到FRP布的侧向约束应

力fel3的计算公式：

图9 预应力间断包裹方式（YJZ）下FRP的

环向约束应力的计算模型

对于预应力CFRP布间断全包裹试件计算YJQZ

包裹方式下预应力CFRP布的有效约束应力时，引入

间断全包裹影响系数k0，且由试验分析可知kα＜k0

＜1，本文中将k0折中取值，即

则预应力CFRP布与普通CFRP布间断全包裹试件

（YJQZ）中预应力CFRP布提供的有效约束应力fel3计

算公式为：

4.1 约束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

将式（4.5）、（4.8）、（4.10）中FRP布提

供的有效约束应力代入式（4.1）可得预应力CFRP布

加固RC方柱中约束混凝土的抗压强度fcc计算模型：

=1+k1ks

=1+0.0494e(34.655ks fel)/fco

(4.13)

(4.14)

fco

fco

fco

fcc

fcc

fel

ks· fco

fel

大部分研究认为有效约束系数为变量，随着或

而变化，本文以此为依据，需对本试验数据进行回

归分析。为了更明确的表示回归分析曲线所用数据

点的值，表5中列出了本试验的相关参数计算值。

编号 ka k0

kα·ε ff

(με)
kα·ff

(MPa)
fel

(MPa)
Nc

(KN)
fcc

(MPa)
fcc/fco-1
(MPa)

Z0 — — — — — 1760 19.673 — —

YJZ0 0.738 — 2707 628.024 0.516 1951 21.808 0.109 0.014

YJZ1 0.738 — 7247 1681.304 1.381 2144 23.630 0.201 0.037

YJZ1 0.738 — 8149 1890.568 1.553 2210 24.703 0.256 0.041

YJZ3 0.738 — 10966 2544.112 2.090 2840 31.745 0.614 0.055

YJQ1 — 0.869 7683 1782.456 1.725 2237 25.005 0.271 0.046

YJQ2 — 0.869 8399 1948.568 1.885 2380 26.603 0.352 0.050

YJQ3 — 0.869 10979 2547.128 2.464 2920 32.639 0.659 0.065

YQZ0 — — 7473 1733.736 1.930 2225 23.630 0.264 0.051

YQZ1 — — 8046 1866.672 2.078 2350 24.703 0.335 0.055

表5  相关计算参数值

由表5，作如图10所示的回归曲线，并可得出

预应力CFRP布约束RC方柱中约束混凝土的极限强度

计算模型为：

注：表中各参数计算时，与其计算公式相关的定量参数取值为：a=300 mm、tf=0.167 mm、n=1、s=100 mm、d=150 mm、r=25 mm、

ks=0.521、fs=435 MPa、As=201.1 mm2、r=25 mm、ks=0.521、kav=0.720、ksv=0.406、rv=0.447%、fyy=345 MPa、rsv=1.2%、Ac=89463 mm2、

Acc=88657 mm2

其中， f cc、 f co—分别为约束混凝土及未约束

混凝土极限抗压强度；fel—CFRP布有效约束应力；

ks—截面形状系数；

综上所述，预应力碳纤维布约束混凝土方柱中

混凝土的极限抗压强度计算公式为；

fcc=fco+0.0494fcoe
(34.655ks fel)/fco

            (4.15)

4.2 轴压承载力计算

参考《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

2010），可确定预应力CFRP布约束RC方柱轴压承载

力计算公式：

Nu=0.9( fs As+ fcc Acc)                       (4.16)

式中，fs 为纵筋屈服强度；As为纵筋的截面面

积；Acc为混凝土截面面积；fcc为约束混凝土的极限抗

压强度。则将式（4.15）代入式（4.16）可得预应

力CFRP布约束RC方柱轴压承载力Nu的计算公式为：

Nu=0.9{ fs As+[ fco +0.0494fcoe
(34.655ks fel)/fco]}Acc      (4.17)

4.3 承载力理论计算值与试验值对比

根据式（4.17）对本实验柱的轴压承载力进行

计算，并与试验值进行对比，结果如表6示。

从表6结果可以看出，采用式（4.17）的计算

值与试验值较吻合，误差控制在10%左右，能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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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实践

RFID技术在生命塔项目中的应用

黄 桐
(深圳市建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518040)

[摘  要]  RFID技术在施工中的应用是利用无线射频数据采集仪和电子标签对工程项目进行信息化和数据化管理的过程，是

利用在土木建筑行业中的一项新兴技术。本文根据深圳湾生态科技园生命塔项目的RFID应用实际情况，介绍了在生产管理、

运输存储管理和施工管理等几个方面RFID技术的应用。本项目的RFID的应用经验可供其他类似工程借鉴与参考。

[关键词]  RFID技术；BIM系统；运输管理；施工管理    

The application of RFID in the tower of life’s construction

Huang Tong
(Shenzhen Jianan Group Co., Ltd.,Shenzhen,518040)

Abstract: The application of RFID in construction is the process of informationization and data management of engineering projects by 

using radio frequency data acquisition instrument and electronic label. It is a new technology in civil construction industry.Based on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RFID application in the Life Tower project of Shenzhen Bay Ecologi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ark,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application of RFID in production management, transportation and storage management and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The application experience of RFID in this project can be used for reference by other similar projects.

Keywords: 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RFID);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BIM); transportation management;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0  引言

RFID (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全称为无线射频识别技术,是一种非接触式自动识

别技术。最早的应用可追溯到二战时期，主要用于

敌我飞机的识别。然而，由于技术和成本的原因，

RFID技术一直没有得到广泛应用。近年来，随着

大规模集成电路、网络通信、信息安全等技术的发

展，RFID技术终于被运用到了交通运输控制管理、

高速公路自动收费系统等民用设施中。同时由于其

耐久性、穿透、记忆容量、覆盖范围等性能的大幅

度提升，RFID技术方也开始逐步进入土木工程施工

建造这一领域。目前RFID技术在施工过程中主要是

结合BIM进行材料、设备、进度、质量及安全等方

面的管理。

1  工程概况

深圳湾生态科技园生命塔项目是以“红树”

果实为设计原型的钢结构，位于深圳湾生态科技园

区南北向景观轴线上。从地下室B1层起贯穿至9.3

米层，总高度达33.75米。生命塔整个构筑物可以

拆分成塔身和机械头两个部分，其中塔身为生命塔

钢结构主体，含垂直绿化、雾森系统等，高度25.2

米；机械头含液压系统、机械臂，闭合直径为9

米，展开直径为19米，高度8.55米。

2  工程难点

本项目特征是工期紧、钢构件形式复杂且数量

巨大，在一开始钢构件的生产和运输阶段，钢件构

的计算预应力CFRP布加固RC方柱的轴压承载力，可

为实际工程提供参考。

5 结语

（1）对于预应力CFRP布加固构件而言，预应

力水平越大或对构件的包裹范围越大，对核心混凝

土的约束就越强，承载力提高越明显，轴向变形能

力越强，尤其是全包裹试件对构件的承载能力、变

形性能及延性提高较为显著。

（2）与普通CFRP布加固方式相比，预应力

CFRP布加固方式能将纤维布的被动约束转化为主动

约束，克服了纤维布的应力滞后，限制了混凝土的

横向变形，且初始预应力水平越高，混凝土、CFRP

布及钢筋的应变发展越充分，对应力滞后的改善效

果也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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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fco(MPa) fel(MPa)
Nu计算值
(KN)

Nu试验值
(KN)

计算值/
试验值

YJZ0 18.75 0.516 1933 1951 0.991

YJZ1 18.75 1.381 2091 2144 0.989

YJZ1 18.75 1.553 2141 2210 0.969

YJZ3 18.75 2.090 2364 2840 0.832

YJQ1 18.75 1.725 2200 2237 0.983

YJQ2 18.75 1.885 2265 2380 0.952

YJQ3 18.75 2.464 2604 2920 0.892

YQZ0 18.75 1.930 2285 2225 1.027

YQZ1 18.75 2.078 2358 2350 1.003

表6  承载力理论值与试验值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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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厂商就面临着大量的各类型的预制构件图纸以

及计划、制作、供应的挑战。此外还要确保预制钢

构件的制作精度与相互间的碰撞检查。因此，要确

保构件产量能跟上施工进度、构件质量能满足施工

要求、安装质量符合规范要求，必须使用一定的新

技术来克服以上问题。

3  RFID在生态科技园生命塔项目中的应用

鉴于生命塔钢构件的制作和拼装施工难度及专

业度，生命塔项目部决定利用BIM系统和RFID技术

结合提取和标记钢构件的各种信息。钢构件在厂家

制造完成后，向其非受力部位植入含有与之相关信

息的RFID电子标签，此RFID标签的编码在本项目中

是唯一的，从而有效的解决了因钢构件混淆而导致

返工、返厂的问题。对于较特殊和重要的构件所植

入的电子标签一般要预留出可扩展区域，为其他的

延展属性预留存储空间。

3.1 生产阶段的管理

利用RFID技术辅助钢构件的生产管理，在本

项目中的方法是在施工现场建立的RFID数据采集系

图1 试验淤泥河道

图2 深圳湾生态科技园生命塔项目效果图

图3 深圳湾生态科技园生命塔项目立面图

统，实时采集钢构件的进场和施工进度数据,进度

数据采集的频率可结合具体需要而不同,在生命塔

项目中一共设置了四个采集时间点,包括钢构件的

进场时间、验收时间、施工开始时间和施工结束时

间。每个时间点的采集记录都会在数据库内以表格

的形式进行储存，然后运用相关软件对原始数据进

行处理,得到进度监测报告。采集钢构件的进场时

间、施工开始与结束时间不仅使项目部和制作厂家

能准确掌握进场的钢构件的数量和时间,一旦发现

钢构件没有按时进场或者数量不足,可立即进行调

配和生产。同时业主和监理方在第一时间内即可获

得材料进场的信息,以便他们安排下一步的进度款

支付计划,而且在验收过程中的数据采集可以使施

工方获知哪些钢构件是合格的,可以开始施工,哪些

需要退回生产厂家。

3.2 运输与存储的管理

本项目利用RFID技术进行运输管理的方法，主

要是通过将RFID电子标签中的信息采集到BIM软件

中进行处理。软件通过自带程序的计算合理安排施

工顺序、规划运输顺序、运输的车次与路线等等，

从实现了精细化建设零缺陷、零库存的目标。因为

项目现场的实际进度情况能即时反馈到预制构件厂

家，工厂可以根据反馈来的现场信息及时调整构件

生产计划，使项目现场出现待工待料的概率几乎为

零，然后工厂再将调整的计划实时传送给施工项目

部，实现系统信息同步，有利于工程项目部根据材

料供给量调整搬运机械与人力计划。

3.3 进场施工阶段的管理

在施工阶段的管理是当运输钢构件的车辆通过

工地门口时，固定式远距离RFID数据采集仪迅速识

别并读取进入施工现场的构件，然后通过施工现场

的无线网把钢构件中电子标签内的信息上传至计算

机数据库内进行判断是否可以接收与吊装。数据库

对该钢构件信息进行接收判断通过后，以短信或者

电子邮件的方式通知监理单位进行验收。当验收合

格后，计算机将合格的钢构件信息输入吊装操作许

可数据库内进行存储，并把指令发送给吊装指挥中

心。吊装指挥中心根据接收到的许可指令对钢构件

进行组织吊装。

吊装完成后，由专人手持RFID数据采集仪阅

读、识别吊装后的钢构件，并通过现场的无线网把

信息反馈给计算机数据库，数据库进行核实并对存

储数据进行更新。如发生数据漏采的情况，数据采

集人员须向数据库管理员提交一份申请表,申请表

包含钢构件的电子编码、施工开始和结束时间,管

图4 深圳湾生态园生命塔项目BIM与RFID技术结合流程示意图

图5 数据采集员在对安装好的钢构件进行数据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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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讯

赣深高铁柳城东江特大桥双跨成功转体

由中铁二十五局集团承建的赣深高铁柳城东江特大桥双跨京九铁路、205国道两个巨型连续梁同步成功转

体，标志着赣深高铁施工建设取得重要突破。

中铁二十五局集团现场负责人吴卫介绍，为了减少对铁路运营的影响，桥梁采用转体施工方法，先平行于铁

路线两侧修建桥墩及梁体，再利用自动连续顶推转体系统使桥体逆时针旋转，最后实现梁体对接。转体过程中为

保证桥体平衡是，通过转体称重、配重等技术手段，控制好转体梁重心，确保了转体过程中安全顺利。

柳城东江特大桥长2600.76米，主跨108米，转体总重量超过1.5万吨。京九铁路是纵贯我国南北的铁路大动

脉，平均每隔15分钟就有一趟列车经过。

目前，赣深高铁线下工程已完工九成以上，线上架梁已完工近八成，为明年底前建成通车奠定基础。

来源：新华社

理员收到申请表后,首先核对申请表信息的真实性,

然后将这些信息人工录入系统，从而保证采集的信

息真实可靠。在施工管理阶段，主要是利用RFID 

技术实时跟踪和监控钢构件的进场和吊装，以工地

现场的无线网络为媒介传递和处理各种相关信息。

4 结语

在深圳湾科技生态园生命塔项目中，借助于

BIM建筑信息化模型和RFID技术，使生命塔项目的

各参与方也都能及时准确的掌控在采购—制造—

施工的建设全周期内的相关信息。并且保证了项目

的信息完整和加速了信息的传递，减少了潜在的错

误，提高了施工的质量和效率、减少了人工而且降

低了成本。并且在预制钢构件的生产过程中，成

功的实现了构件生产标准化、生产进度合理化、

产品质量优质化。RFID技术将BIM系统中的每一个

“族”与现实中的预制钢构件的生产和安装紧密的

联系在一起，实现了数字化的管理，也使每一个钢

构件都拥有自己特定的“身份证”。解决了本项目

由于钢构件种类繁多，装载、运输和安装易发生混

淆这一难题，从而实现生命塔项目施工精细化的目

标。从生命塔项目的RFID技术的使用效果来看，其

确实有利于提高钢结构施工中的管理水平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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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实践

BIM技术在深圳市龙华区环城绿道项目中的应用 

刘铁军，龚 颖，张怡坚，于 芳
(深圳市市政工程总公司，深圳 518109)

[摘  要]  以深圳市龙华区环城绿道项目为背景，针对该项目施工质量要求高；工期紧、施工组织管理要求高；材料需求量

大,质量要求高；涉及部门多,施工协调难度大；总承包中施工与勘察设计紧密联系、安全文明施工和环境保护要求高等重难

点,通过引入BIM技术及鲁班平台,进行道路信息模型建立及可视化应用、工程量计算及进度计划管理、质量和安全管理、方

案优化、资料关联及变更管理、运维管理等技术,优化解决施工难题,提升项目管控力度和效益。 

[关键词]  建筑信息模型；环城绿道；工程总承包；管理；施工技术

Application of BIM technology used in construction of  Shenzhen Longhua greenway project

Liu Tiejun,Gong Ying,Zhang Yijian,Yu Fang
（Shenzhen Municipal Engineering Co.,Shenzhen, 518109）

Abstract: Taking the greenway of Longhua district in Shenzhen around the city as the background,the constnuction quality requirements 

for this project are high,the construetion schedule is tight and the constuction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s are high,demand for 

materials and quality requirements is high,departments involved are multiple,constuction coordination is dificult,in adlition,the 

construction is closely related to survey and design in general contracting,requirement of safe,civilized construc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s high.In the face of these difficult points,road information model establishment and visualization application,engineering 

quantity caleulation and schedule management,quality and safety management,scheme optimization,data correlation and change ma

nagement,operation,maintenance management and other technologies are carried out.The construction problems are optimized and 

solved,the project control and efficiency is improved.

Keywords: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BIM); encircle-city greenway; engineering procurement construction(EPC); management; 

construction

0  项目背景

深圳市龙华区环城绿道项目规划设计范围为龙

华区辖区内利用边缘山林绿地、公园绿地，与郊野

/森林公园游览道、省立绿道进行充分衔接，串联

生态用地、公园以及城市主要节点，涉及生态控制

面积约64平方公里，建设内容包括绿道慢行径、绿

廊、沿线区域场地处理、植被被改造、景观节点打

造、标识系统完善及相关配套设施等。

羊台山段位于深圳市龙华区、宝安区和南山区

的交界地带，为绿道项目主要标段，总长度32.66

公里。项目是EPC模式，包含勘察（含工程勘察、

测量、物探）、设计（含施工图及设计变更）、施

工（施工内容含绿道工程、园建工程、绿化工程、

水电安装工程、边坡支护工程及其它附属工程等）

以及应由总承包单位完成的其他工作。

1  项目特点与难点

1.1 施工质量要求高

本项目为龙华区重点民生项目，力求打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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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的标志性绿道工程”，受社会各界关注度

高，施工质量要求高。

1.2 工期紧，施工组织管理要求高

按照合同要求，本项目实行精细化、标准化管

理模式，工期紧、施工质量、安全文明要求高，专

业分包队伍多，加强施工组织管理是施工控制的关

键。

1.3 材料需求量大、质量要求高

本工程材料需求量大、质量要求高，需求的材

料种类繁多，如何在较多的时间内以优惠的价格备

足合格的材料是工期、质量控制的关键。

1.4 涉及部门多，施工协调难度大

本工程属于整体功能完善的新建城市绿道工

程，全长32.66公里，线路长、工程量大、工期

紧，施工过程中特别是前期的树苗清理及迁移，牵

涉到众多相应管理部门，施工协调难度大。

1.5 EPC 项目，施工与勘察设计紧密联系

由于本项目为EPC 项目，即勘察、设计、施工

一体化，设计是项目施工的基础条件，而对绿道的

线位优化、景观节点的功能布局、路基、边坡、挡

墙及构筑物结构形式的优化设计，将成为保证项目

施工质量、满足业主要求的重要因素。

1.6 安全文明施工和环境保护要求高

本项目位于羊台山公园周边，途经赖屋山水

库、冷水坑水库、高峰水库等自然保护区，经调查

这些水库均为一级水源保护区，为水源敏感点，因

此，施工期间要保护好羊台山公园敏感的自然生态

系统及做好重点危险源的管控措施，防止水库水源

被污染，安全文明施工和环境保护要求高。       

2  实施的方法及应用

利用BIM技术集成有效的多维数据，结合绿道

项目的工程特点，预先模拟解决各类问题，协调参

建各方及现场作业，优化项目管理，节约成本。

所以就本项目创建了道路模型与景观点模型，利

用业界认可的土木工程道路与土石方分析软件包

Civil 3D完成地形和道路结构的创建，利用该模型

统计工程量并与设计量进行核对，让项目部对设计

图纸工程量有一个比较直观的对比；对于项目存在

的施工现场的会车点、取水点等问题进行了深化设

计，对现场有可能出现的交通拥堵、取水困难等问

题在施工前进行模拟解决还可以对设计图纸和复杂

节点进行三维可视化模拟。创建模型作为后期BIM

项目管理过中的质量、安全、进度、成本管理提供

了信息载体，提高项目管理的效率。主要使用软件

有，使用Civil3D和Revit建立模型，使用lumion和

fuzor2018进行渲染，并使用鲁班各应用软件进行

项目应用管理。

2.1 道路信息模型建立及可视化应用

根据设计图使用Civil 3D完成地形和道路结

构（包括道路、路缘石、排水沟、路肩墙等）的创

建，将Civil 3D中所创建的地形和道路结构进行分

割，分块导入Revit；利用Revit完成绿道其他附

属设施的建立，包括节点景观、路灯、标识等；两

者的结合很好的优化模型整体效果和达到模型轻量

化。最后导入lumion进行整体效果渲染和景观深化

设计，达到可视化效果。（见图1）

图1 坑中坑开挖深度示意图（以1#主楼开挖深度示意图为例）

a 地形创建 

c 模型整合

b 拆分导入

d 景观深化设计

图2 工程量及进度管理

龙华区环城绿道设计线路所处区域地形复杂，

地势起伏高差较大、路线布设时、顺应山势。沿线

按一定距离设置了休息平台并结合视线较好自然景

观丰富区域设置了景观节点，通过概念图纸难以表

达出景观的实际效果。利用BIM可视化应用，可直

观查看整个工程的建成效果，发挥设计在EPC模式

在项目建设中主导作用的特点，优化设计方案，提

升与业主沟通的效率，准确的表达设计理念。现场

施工管理人员通过施工节点的可视化模型更直观准

确的对作业人员进行技术交底。减少各参建方由于

缺乏对工程设计方案的直观理解而带来增加的沟通

成本。

2.2 基于BIM的施工管理应用

2.2.1 工程量计算及进度计划管理

绿道工程全线分多个施工段进行流水施工，

工程量大，且计划进度与实际进度难以掌控。为了

确保工程量数据的准确性，并且验证BIM模型的精

确度，配合项目做好工程量管控和预结算，针对

BIM模型量与设计量、项目实际工程量进行三量对

比，确定偏差值，为项目提供更精确的数据。利用

Luban Explorer一键框选构件，获取工程量（见图

2），配合现场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有效避免资

源浪费。 

技术人员通过电脑端Luban Explorer或者

My Luban 及时录入各构件施工状态、关键工序时

间，系统后台自动形成整个项目的实际进度，结合

Luban Plan录入计划进度，将实际进度与计划进度

进行对比，依据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根据实际进度

及时对计划进度进行监督与更改，对现场施工实际

进度与计划进度相差较大的工序分析其差异原因，

及时对项目现场进度进行调整。 

a 选择构件

c 进度信息

b 工程量查询

d 沙盘模拟

2.2.2 质量和安全管理

管理人员发现在施工过程中存在不规范问题，

及时通过移动端APP（My Luban）拍照记录信息，挂

接至对应构件，并@相关人发起整改协作，通过反查

构件，相关人快速获取问题点位置，督促及时进行

整改，完成整改并上传信息，在系统中形成相关的

整改闭环。（见图3）解决了由于工程占线长，问题

点位置模糊不清，整改滞后等问题，减少沟通，提

高工作效率。同时，基于云平台，相关进度照片永

久保存在系统中，便于后期资料追溯与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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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质量及安全管理

图4 方案优化

2.2.3 方案优化（见图4）

（1）施工车辆会车方案优化

绿道工程路线布设顺应山势盘旋蜿蜒盘旋，所

处区域植被茂盛，自然资源丰富。为了对原自然地

貌的保护，尽量减少对自然地形的切割，路线设计

宽度仅有为4m，能供一辆工程车单向通行。实际施

工中双向施工车辆来往较多，为避免在山上发生交

通拥堵或司机铤而走险发生危险，根据现场的实际

会车点，以及路径距离，通过BIM可视化模拟制定

了多个适合施工进度的会车方案，供现场管理人员

指挥现场车辆，保证了施工期间道路畅通、施工安

全及有效节约作业时间。

（2）大体积混凝土及绿植养护方案优化

沿线有大体积混凝土挡土墙、边坡绿植、混

凝土路面基层、截水沟、排水沟。为了保证混凝土

的质量及边坡绿化效果，需要及时进行洒水养护和

灌溉。绿道路线较狭长，沿线高程在80m～150m之

间，取水点有限，给养护作业造成困难。通过洒水

车水流量计算，并结合BIM模型应用，设计多个适

合养护间距的取水点，制定洒水养护方案，避免因

为水量不足或洒水路线不合理导致的养护遗漏，保

证洒水车不走“回头路”全线沿途取水；既节约交

通成本又减少施工区域会车压力。

2.2.4 资料关联及变更管理

通过Luban Explorer将模型与绿道施工资料关

联成为项目施工资料云端服务器。  施工管理人员

可以随时通过手机APP直接查看、上传、下载相关

施工资料。方便快捷的进行资料信息管理数字化，

节省文书传递时间，优化施工管理。

由于总承包工程建设周期长、涉及区域广，

可变因素多，设计路线因外界施工条件变化而产生

影响（例如果树林、墓地迁移、景观变更等），

工程变更不可避免。另一方面又需要补充、完善工

程设计，导致设计图纸变更频繁。总承包方和通过

Luban Explorer(Civil)对图纸变更进行记录，实

现模型与变更资料一一对应，方便各参建分包队伍

进行查找。同时也为后期竣工验收做到有章可循。

2.3 基于BIM的运维管理

良好的生态环境和公共设施是城市绿道的基础

保障，深圳市龙华区环城绿道作为深圳市一个新的

居民活动中心，对整个绿道的绿植养护、附属设施

的维护工作显得尤其重要，BIM+信息二维码可以对

附属设施、绿化植物等进行维护、养护跟踪。（见

图6）通过后台对设施构件进行编码、分类和属性

a 会车方案模拟  b 养护方案模拟

信息添加，包括材质、尺寸、位置信息及供应厂

商。一键生成构件二维码，维护工作者可通过手机

扫码功能快速获取绿植及附属设施的基础信息。有

效准确的进行肥水管理。后期还可以提供给游人了

解植物信息。

图5 图纸变更挂接

图6 二维码信息

图7 全景图

a 植物信息二维码 b 草坪灯信息

2.4 效果展示与宣传

龙华区环城绿道项目是以休闲、游憩和骑行为

主要功能城市公共开放项目，服务半径大，成为展

示城市环境水平重要标志。项目建成后将成为龙华

区人民重要的户外活动场所，提高居民生活质量，

受社会关注度高。为此，在建设阶段，可通过使用

渲染软件制作景点全景图（见图7）、宣传视频及

绿道的漫游模拟，让外界直观了解环城绿道建成后

的效果，为“深圳市的标志性绿道工程”奠定良好

的口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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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语

龙华区环城绿道EPC项目的BIM技术应用，加

大了本公司对该项目的掌控力度，项目通过模型的

建立，工程量核对、方案的优化、质量安全管理、

信息管理等一系列创新的BIM应用，所取得的经济

效益显著。资源共享，节省了重复性工作，有益于

参建各方进行交流以及现场施工人员的技术交底。

对进度计划和方案合理管理，有良好的前瞻性，易

于台班和材料的进场安排，避免工期延误和台班及

人工的窝工。协同管理有益于督促各施工班组的施

工质量，以及施工进度，及时改证不规范位置，消

除质量和安全隐患。BIM运维阶段的使用，有效的

节省了后期维护成本。BIM应用所展示的可视化方

案，直观性和合理性得到参建各方的一致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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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实践

既有居住建筑小区海绵化改造潜力评价体系研究 

石军乐1，孙 茵2，彭世瑾2，肖湘鹏1，黄 欣3 
(1. 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518034；2.深圳市建筑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518049；3.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北京 100013)

[摘  要]  既有居住建筑小区进行海绵化改造涉及利益主体众多，现状问题、民众意愿、改造条件等影响因素轻重难断，技

术难度和协调难度大，海绵化改造缺乏诊断和决策的标准，推进困难。本研究通过大量调研、民意问卷、工程和技术资料

分析，提取出海绵化改造影响因子、科学界定了影响程度，通过量化赋值，构建了一套较为完善的“既有居住建筑小区海绵

化改造潜力评价体系”（简称“潜力评价体系”），并以实际示范工程项目的筛选和评价，验证该“潜力评价体系”的有效

性，作为推进既有居住建筑小区海绵化改造的全面诊断和决策评估工具。

[关键词]  海绵化改造、评价体系、量化赋值、诊断、决策

Potential evaluation system of sponge city reconstruction of existing residential district

Shi Junle1, Sun Yin2, Peng Shijin2, Xiao Xiangpeng1, Huang Xin3

（1. Shenzhen Tianjian (Group) Co., Ltd., Shenzhen, 518034; 2.Shenzhen Institute of Building Research Co.,Ltd, Shenzhen, 518049;

3. China Academy of Building Research,Beijing,100013）

Abstract: Through a large number of investigations, public opinion questionnaires, engineering document and technical data analysis, 

this study extracted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sponge city reconstruction,scientifically defined the degree of influence, and a potential 

valuation system of sponge city reconstruction of existing residential district was constructed and the effectiveness was verified by 

demonstration projects. It is proved that the potential evaluation system is an effective tool for overall diagnosis and decision-making 

for promoting the sponge city reconstruction of existing residential district.

Keywords: sponge city reconstruction; potential assessment; potential evaluation system; diagnosis; decision making

0 引言  

我国已走过城市粗犷型快速发展的30年，从

1981年到2015年，中国城镇化率由20.2%增长至

56.1%，大量承载城镇居民居住需求的建筑小区，

整体呈现开发强度大、建筑密度高、下垫面硬质化

严重等特点。传统建设模式下，既有居住建筑小区

雨水径流产流快、易积水、污染重、雨水利用系统

不完善，且海绵化改造条件差、居民接受度低，从

而导致海绵化改造工作推动难度大，宏观海绵城市

专项规划目标难以落实。

本“潜力评价体系”由4大类评价纬度共22项

影响因子构成，逐项对既有居住建筑小区的海绵化

改造潜力进行得分评价，以4大评价维度赋予的权

重值综合加权，加权平均得分作为海绵化改造的整

体潜力评价分值，总计100分，得分越高，改造潜

力越大，评分为50分以上的项目适宜进行海绵化改

造。

1  总体思路

本次研究针对当前我国既有居住建筑小区普

遍存在硬质化铺装范围大、排水能力有限、水景水

质不理想、雨水利用不完善、景观效果老旧，从

而导致小区遇雨积涝、生态环境欠佳、热岛效应明

简  讯

深中通道沉管隧道E3管节顺利对接

8月28日，深中通道沉管隧道E3管节历经出坞、浮运、系泊、沉放等工序，首次挺进伶仃海域20米以下深水

区，顺利完成对接，标志着大湾区“1小时”交通圈进程再加速。

8月27日凌晨2点，世界首制沉管隧道浮运安装一体船 “一航津安1”从珠海桂山牛头岛启航，提带着E3管

节逆流而上，经过近50公里航道浮运，于27日下午2点抵达深中通道西人工岛附近施工水域，并开展相关准备作

业。晚上9点，E3管节正式开始沉放。

相比于E1、E2管节，E3管节为项目第二节标准管节，长165米，宽46米，高10.6米，重约8万吨，基于前期经

验，各作业环节施工效率均有提升。相较前两次沉放作业，E3管节安装特点在于首次进入海平面20米以下的深水

区，由此带来两大技术难点：一是沉管离开一体船掩护后，完全暴露在船体扰流范围内，管体控制难度大；二是

定位缆首次在深水区作业，管节位置不易调整。另一方面，E3管节安装前，台风“海高斯”路径发生转变改为登

陆珠海，作业窗口被迫延后，同时在管节安装期间多次受强对流天气影响，外部环境相比之前更为复杂，给项目

施工带来挑战。

为顺利完成E3管节“深海之吻”，保障管节在深水区顺利对接，项目使用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定位系

统，通过测量塔数据实时计算沉管三维动态，指挥人员可精准掌握船管在海底的具体位置，更好地完成作业。28

日凌晨3点，经拉合、水力压接等工序，E3与E2管节完成对接。此次成功安装，再次验证了沉管浮运安装工艺方

案的合理性，也验证了北斗系统在跨海通道工程中的实际效用。

在此次安装过程中，沉管隧道工程关键的抛石整平工艺也实现了相应优化。经审慎评估，目前世界最大最先

进的碎石铺设整平船“一航津平2”首次在国内采用半漂浮方式作业，顺利完成E3管节基床铺设，有效保障工期

的同时，填补了该领域的技术空白。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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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等问题，聚焦改造项目对居民日常生活影响大、

涉及主体众多、协调难度大、结构安全等改造条件

受限、合并改造需求多等诸多实施改造难题，通过

“工程原件资料分析—现场踏勘—座谈访谈—问卷

调查”，穷举各影响因素，并以“聚类、相关性、

权重分析”搭建评价体系，并经示范项目校验有效

性，构建一套依实情、可量化、能操作的“潜力评

价体系”，对评估既有居住建筑小区海绵化改造潜

力提供较为科学的评价工具，为改造决策提供依

据。该潜力评价体系研究思路如图1所示。

图1 既有居住建筑小区海绵化改造潜力评价体系研究思路

图2 全国既有居住建筑小区案例调研

2  工作方法

既有居住建筑小区海绵化改造项目影响因素

众多，本研究通过对全国范围既有居住建筑小区广

泛调研分析，总结“改造条件”、“现状问题”、

“民众意愿”和“改造计划”为影响海绵化改造决

策的主要因素。调研的城市如图2所示。

通过深圳3个入住15年及以上的既有居住建筑

小区深入定量分析。研究组对代表性小区原有竣工

文件、物探及地勘报告等工程资料深入分析，通过

现场踏勘、座谈访谈、问卷调查，收集到有关现状

问题、民众意愿、改造计划的6885条相关信息、3

个小区2年逐月用水与用电数据，对近万条信息与

1658张图纸数据进行分析。通过聚类统计求规律的

方法，摸清既有居住建筑小区海绵化改造的影响因

子。

依据对既有居住建筑小区海绵化改造影响程度

的不同，对各影响因子赋予不同的得分，搭建可量

化计分模型，通过聚类分析，赋予各评价维度以合

理权重，最终以加权平均得分作为评价分值，从而

实现对既有居住建筑小区海绵化改造潜力的量化评

价。

应用已搭建的评价体系，对代表小区进行试评

验证，以试评结果所指向的小区，作为本次研究课

题的海绵化改造示范工程。

3  评价体系

通过上述方法梳理出既有居住建筑小区海绵

化改造决策，主要受 “现状问题”、“民众意

愿”、“改造计划”和“改造条件”4个维度的影

响因素制约。

现状问题，集中在小区不同程度积涝、外围护

结构渗漏、建筑面貌老旧、景观环境问题（包括景

观设计陈旧、水景水质不达标或停用、室外空间缺

乏或功能不合理）、管网问题与内部交通组织问题

（如人车混流等）。民众意愿，体现在参与问卷的

人数和改造意愿。改造计划，主要包括室外环境提

升、管网改造、地下构筑物（如车库）开挖工程、

其他改造工程（防水）；具体情况如图4-6所示：

图3 深圳3个既有居住建筑小区案例调研分析

图4 现状问题分析图

图5 改造意愿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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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聚类分析结果可知，现状问题中。民

众对建筑和景观环境老旧、外维护结构渗漏、积涝

问题感知度最高，部分存在人车混流情形，内部交

通组织也是民众关注的痛点；而物业对于管网堵塞

等雨水管排放条件的问题反馈较多，依据与海绵化

改造效果指标相关性，确定建筑老旧、景观环境提

升、积涝程度、排水管网、外围护结构渗漏作为现

状问题的评价因子。其中，外围护结构渗漏部分由

于结构裂缝引起，在本研究体系搭建时，作为结构

安全归入建设条件维度评价项。

改造意愿方面。85%的居民接受小区改造，其

中完全赞同的有37%，只有15%的居民持反对意见。

可见，传统建设模式下的老旧建筑小区，因公共空

间、生态环境、积涝等问题的存在，居民改造意愿

较高。持不愿意与顾虑态度的居民，主要考虑到改

造过程对出行与日常生活的影响，对改造效果存在

担忧，因此，做好改造前的方案沟通、加强改造

施工组织、采取必要的防扰民措施很重要。在表达

居民改造意愿方面，选取代表性的总体改造意愿和

居民参与度作为改造意愿的评价因子。此外，从图

3-2对海绵设施接收度的补充调研可见，民众对海

绵城市理念的理解已达一定的认识度，对相关海绵

设施在改造过程中的应用持较高的接受度，完全不

接受的，均在20%以内。

改造计划方面。对1年内有改造计划的项目进

行统计如图3-3所示。深圳等调研城市在系统开展

正本清源、优质引用水管网改造等工程；老旧小区

普遍车位紧张功能性欠缺，部分小区提出地下车库

改扩建计划；针对老旧小区不同程度的外围护结构

渗漏问题，各小区往往也有不同改造计划。因正本

清源的管网改造对有效削减面源污染有显著作用，

而室外管网改造及修复，地下构筑物开挖工程，

地下室顶板等处的大面积渗漏修善工程，以及景观

环境提升改造工程的工作面与海绵城市提升改造作

业面结合度高，故将之纳入改造计划维度的评价因

子，并按照与海绵化改造工程的结合度分别赋值。

改造条件方面。通过对原有竣工文件、场地地

勘报告、结构鉴定报告等工程资料分析，发现建筑

小区本底条件对海绵化改造起着决定性作用，确定

原结构主体的房屋安全、建筑空间、场地环境、海

绵设施改造条件、动力条件等5项内容为改造条件

部分的二级评价维度，并根据各专业相关建设条件

确定二级评价维度下的12项评价因子。

综上，形成以4个一级评价维度与22个评价因

子构成的既有居住建筑小区海绵化改造评价体系，

并根据大量的统计结果与各维度间横向比较，确定

了一级评价维度的权重及评价因子的分值，如表1

所示。

图6 改造计划分析图

表1  既有居住建筑小区海绵化改造评价体系

一级评价维度 二级评价维度 评价项 分值 分档 备注 权重(%)

改造条件 房屋安全

屋面荷载

20 屋面荷载>3.0

分档得分

35

10 屋面荷载>=2.0

0 屋面荷载<2.0

外围护结
构渗漏

20 无渗漏

分档得分0 地下室顶板渗漏

0 屋顶渗漏

表1  续

一级评价维度 二级评价维度 评价项 分值 分档 备注 权重(%)

改造条件

建筑空间

建筑密度

5 <10%

累积得分

35

3 10～20%

1 >20%

地下室覆
盖比例

10 <50%

分档得分5 50～70%

0 >70%

绿地率

5 >30%

分档得分3 10～30%

0 <10%

场地环境

地下室顶
板覆土

5 >1.5mm

分档得分3 0.7～1.5mm

0 <0.7mm

场地竖向

3 屋面雨水可汇流至架空层、裙房屋顶以便分散回用

累积得分2 场地内竖向高差便于从高处汇水到低处

2 硬质地面与绿地相间，硬质地面雨水可就进排入下凹绿地

海绵设施改造
条件

屋面可改
造程度

5 可改造屋面占比>50%

分档得分3 可改造屋面占比30%～50%

1 有可改造屋面，占比<30%

雨水立管
改造条件

5 雨水立管外墙安装，便于断接改造

分档得分5 首层架空，便于断接改造

0 雨水管埋地出户，不便断接改造

雨水回用

3 有条件设置集中收集系统

累积得分2 有条件分散回用

0 无回用需求或难以设置雨水回用方式

动力条件

负荷容量

5 现有使用负荷率在50%以下

分档得分3 现有使用负荷率50%~80%

0 现有使用负荷率80%以上

备用回路

5 6条以上

分档得分3 1-5条

0 0条

民众意愿 /

改造意愿

80 强

分档得分

15

40 较强

20 一般

0 弱

参与度

20 >4%

分档得分10 1～3%

0 <1%

改造计划 /

地下构筑
物开挖类

50 - 存在得分

20

室外管网
改造

30 - 存在得分

室外环境
提升

10 - 存在得分

其他改造
工程（防
水）

5 ` 存在得分

现状问题 / 老旧程度
25 20年以上

分档得分 30
15 1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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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续

表2  海绵工程运营阶段评价各部分权重表

表3  三个既有建筑小区海绵化改造评价结果汇总表

一级评价维度 二级评价维度 评价项 分值 分档 备注 权重(%)

现状问题 /

老旧程度 0 10年以内 分档得分

30

积涝程度

25 5%以上

分档得分15 1～5%

5 1%以下

管网问题

5 雨水口数量位置不足或不合理

累积得分10 排水管径不足

10 雨污合流

景观环境
问题

15 大面积植被需要更换

累积得分10 景观水景废弃或水质不达标

0 室外空间或功能不合理

4  评价方法

基于以上建立的既有居住建筑小区海绵化改

造潜力评价体系，从改造条件、民众意愿、改造计

划、现状问题四个维度各评价项逐项按分档得分

或累积得分进行计分，四个评价维度总分值为100

分，各纬度得分分别为Qn1、Qn2、Qn3 、Qn4，并

依据各评价维度对绵化改造的影响程度所赋的权重

wn1、wn2、wn3、wn4，计算综合得分。计算公式如

式1，权重占比如表2所示。

∑Qn=wn1Qn1+wn2Qn2+wn3Qn3+wn4Qn4       （1）

评价内容 改造条件wn3 民众意愿wn1 改造计划wn2 现状问题wn3

权重 35% 15% 20% 30%

依此，以上综合得分越高，改造潜力越大，综

合评分为50分以上的项目较适宜进行海绵城市及景

观环境提升综合改造。

5  工程试评

本次选定于2000年左右竣工入住使用的深圳市

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天然居、（景田）

天健花园、天健四季花园二期作为试评参选项目，

研究组严格按“潜力评价体系”遵循 “工程原件资

料分析—现场踏勘—座谈访谈—问卷调查—聚类分

析”的评价方法，对3个项目系统地开展了海绵化改

造潜力的评估，完全摸清各项目实际情况与需求，

同时对3个项目的综合得分及各评价纬度与评价项

进行横向对比，并与项目及居民实情与需求细分核

验，且将评价结果予以公开公示，评价结果如表3。

评价体系 评价分值

评价维度 权重 天健世纪花园 天然居 （景田）天健花园

民众意愿 15 67 56 50

现状问题 30 55 60 90

已有改造计划 20 0 20 55

改造条件 35 34 31 37

最终得分 38.45 41.25 58.45

通过以上试评结果，确定“（景田）天健花

园”作为本次研究课题的海绵化改造示范工程,验

证了本“潜力评价体系”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与合

理性。

6  结语

研究组应用严谨科学的技术路线与工作方法，

以大量的信息与数据为基础，应用精细的聚类分析

工具，并通过具体的实际工程验证，所构建的“既

有居住建筑小区海绵化改造潜力评价体系”，在推

进既有居住建筑小区进行海绵化改造工作中，可为

改造全面调研及决策提供较为科学的评判依据。

工程实践

浅谈罗湖棚改项目铝模的对拉螺杆式
与拉片式加固体系的应用对比分析 

汪 洋，罗贤伟，王 进
(深圳市天健棚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深圳518019)

[摘  要]  铝合金模板加固形式目前应用较多的为对拉螺杆式及拉片式。以深圳市罗湖“二线插花地”棚户区改造项目其中

的两个主体标段项目的铝合金模板施工为例,介绍了对拉螺杆式与拉片式加固体系的施工方法,并从混凝土成型质量、防水质

量控制、截面尺寸控制、进度控制、模板灵活性、材料消耗等方面对2种加固形式应用的优、劣势进行了对比分析,以期更好

地推进铝合金模板的发展。

[关键词]  铝合金模板；对拉螺杆；拉片；加固体系

A brief talk about the application of split bolt and zipper pulls of aluminum reinforcement systems in the shed 
reforms of Luohu district

Wang Yang,Luo Xianwei,Wang Jin
（ShenzhenTagen penggai Investment Development Co. Ltd., Shenzhen,518019）

Abstract: Aluminum alloy formwork reinforcement form is used more for the screw type and the slide type. In shenzhen lo wu "second-

line flower arrangement" shanty towns transformation project bid two of the main body of aluminum alloy template construction as an 

example, introduces the screw type and pull type reinforcing system construction method, and the concrete forming quality, waterproof 

quality, wall thickness control, schedule control, templates, flexibility, efficiency and material consumption, etc 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two kinds of reinforcement form compares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in order to better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aluminum 

alloy template.

Keywords: aluminum alloy template; opposite drawing screw; pull piece; reinforcing system

0  前言

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大力推广装配式建筑，

发展新型施工工艺的趋势，铝合金模板(以下简称铝

模)越来越受到各方的关注，实际应用项目也越来越

多。铝模在降低资源消耗与环境保护方面有着明显

的优势，因此受到众多房地产商的欢迎与政府的支

持。目前市场上有对拉螺杆式与拉片式两种不同加

固体系的铝模，铝模作为一种新型施工工艺，对于

部分建筑从业者在对是选择对拉螺杆式还是拉片式

铝模的认识仍不够清晰，导致施工现场出现种种问

题，给项目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为提高项目

施工效率，充分发挥对拉螺杆式与拉片式铝模的优

势，本文结合实际项目中这两种不同加固体系的应

用，从混凝土成型质量、防水质量控制、截面尺寸控

制、进度控制、模板灵活性、材料消耗等方面对这2

类模板进行比较分析，为铝合金模板施工提供参考。  

1  铝合金模板的优势

近些年国家大力提倡绿色建筑，要求施工中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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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四节一环保 ”，铝合金模板是满足趋势需求

而发展出来的一种新型的建筑模板，对比传统的模

板，铝模有以下优点 ：

（1）重量轻、承载能力高，建筑行业多用

6061型铝合金热挤压型材[1]，实验检验数据证明了

铝合金抗弯强度为普通钢材的三倍，铝模承受均布

荷载与混凝土侧压均可达到钢模板的标准。铝模自

重为0.25KN/m2，能承受60KN/m2，且受力均匀[2]。 

为现有金属建筑模板中最轻的一种。因铝合金模板

是按模数设计制作，由面板、支架和连接件3部分

系统组成，构件小，便于安装、拆除及转运[3]，施

工过程中通过预先设置的传料口，依靠人工便可将

模板传递到下一施工层，无需借助吊装等机械设

备，节省了大量塔吊转运时间。

（2）施工质量好。铝模是经专用机械挤压成

型，模板尺寸误差小，精度高。使用铝模浇筑的混

凝土观感好，表面光滑平整，可以达到清水混凝土

的质量标准，从而免去抹灰的工序，较好的混凝土

成型质量可省去至少50%墙体抹灰费用[4]。

（3）拼装、拆模简便、施工效率高。铝模拼

装、拆模简便，不依赖具有长期经验的模板技术工

人，普通安装工人经简单培训，很快便能学会并上

岗独立操作。铝模为快拆模系统，一般l8～36小

时后即可拆模，只需配置一套铝模和三套支撑即可

满足使用，可最大程度地提高工程拼装、拆模施工

速度，正常施工可达4天/层，从而大幅缩短施工工

期。

（4）循环使用次数多、均摊成本低、经济效

益好。铝模系统全部配件均可重复使用，在正常使

用、规范施工的情况下，铝模循环使用次数可达

200次以上，且回收率达40%以上，残值较高，回收

值为全钢模板的数倍，均摊的使用成本相对较低。

（5）支撑体系独特。工地运料、行走方便，

模板底部支撑体系采取“单管立式独立”支撑，平

均间距1.2米，无需横拉或斜拉支撑，施工人员在

工地上搬运物料、行走皆畅通无阻，单支撑的拆除

轻松便利。

（6）施工安全，不产生建筑垃圾。铝模的安

装工地上没有铁钉、木片木屑及其它施工杂物，施

工现场环境安全、干净、整洁，完全达到绿色建筑

施工标准。

2  工程概况

深圳市罗湖“二线插花地”棚户区改造工程

项目建设包含木棉岭和布心片区，目前正在施工中

的主体标段包含了主体I标和主体V标，其中施工总

承包工程I标段坐落于深圳市罗湖区东晓街道木棉

岭片区，I标段包含M01-01、M01-02及M01-03共3

个地块，其中M01-02地块规划用地主要用于建设棚

户区回迁房和人才保障房。目前施工的M01-02地块

包2栋51层的高层住宅、剪力墙结构，该2栋塔楼建

筑面积约77517平方米。施工总承包工程V标坐落于

深圳市罗湖区东湖街道布心片区，V标段包含B01-

03、B01-04、B01-05及B01-06共4个地块，其中

B01-04地块规划用地主要用于建设棚户区安置房。

目前施工的B01-04地块包2栋47层的高层住宅、剪

力墙结构，该2栋塔楼建筑面积约91426平方米。

本项目M01-02及B01-04地块中的4栋高层住宅

楼工程结构形式简单，多为标准层，符合铝合金模

板“一次投入、重复使用”的特点。本工程M02-

1#、M02-2#楼铝合金模板采用对拉螺杆加固体系，

B04-1#、B04-2#楼采用拉片式加固体系，以该2个

项目铝合金模板施工应用实例，分别介绍2种加固

体系的施工方法，并从混凝土成型质量、防水质量

控制、截面尺寸控制、进度控制、模板灵活性、材

料消耗等方面分析2种加固形式应用的优劣势。

3  铝模安装工艺

对拉螺杆式墙、柱模板加固体系主要由铝合金

面板、连接件、单顶、对拉螺栓、背楞、斜撑等构

件组成；拉片式墙、柱模板加固体系主要由铝合金

面板、连接件、单顶、拉片、背楞、斜撑等构件组

成。2种加固体系主要构配件对比如表1所示。

3.1 对拉螺杆加固体体系

（1）本工程M02-1#、M02-2#住宅楼层高为2.8

米,墙、柱模主要采用4mm厚400mm宽的标准模板，

模板支架采用销钉连接。

（2）墙体两侧模板采用Tr18对拉螺杆及背楞

加固。对拉螺杆水平间距不大于800mm；特殊位置

螺杆间距根据建筑结构实际情况排布，每道背楞用

两条60*40*2.5mm矩形方通焊接而成，中间焊有加

强块，背楞分为直背楞和转角背楞两种。内、外墙

均设置4道横向背楞进行加固，内外墙各道背楞距

楼面为250+600+750+750mm。

（3）为保证墙体刚度，墙柱模板两侧安装

斜撑，间距不大于1.5m，对转角墙或T形墙的室

内墙垛位置应当合理布置斜撑，加固方式如图1

所示。

表1 对拉螺杆与拉片式加固体系主要构配件对比

图1  对拉螺杆式墙、柱模板加固

对拉螺杆加固体系 拉片式加固体系

材料名称 图片 用途 材料名称 图片 用途

标准模板
直接接触新浇筑混凝土
的承力板。

标准模板
直接接触新浇筑混凝土
的承力板。

对拉螺杆
与背楞配合作为墙、梁
两侧模板加固，确保模
板刚度及整体度。

拉片
用于拉结墙、柱两侧模
板，确保模板整体性及
墙、柱构件尺寸。

斜撑
增大墙体整体刚度及稳
定性。

斜撑
增大墙体整体刚度及稳
定性。

背楞
作为墙、柱加固件，与
对拉螺杆共同加固墙模
板。

背楞
作为墙、柱加固件、增
强墙模板刚度及稳定
性。

胶套管、
胶杯

确保内外侧模板之间间
距，起到内撑作用，同
时也便于操作拆卸。

方通扣
用于固定方形背楞，增
强墙模板刚度及稳定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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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拉片式加固体系

（1）B04-1#、B04-2#住宅楼层高均为2.85

米，墙、柱模主要采用4mm厚400mm宽的标准模板，

模板支架采用销钉链接。

（2）内、外墙均设置3道横向背楞进行加固，

每道背楞采用1条60*40*2.5mm矩形方通焊接而成，

位置分别在距楼面0.20m、1.05m、2.25m，墙体两

侧模板采用2mm厚拉片对拉，墙体内共设置6道拉片

对拉，对拉螺杆水平间距不大于500mm，各道拉片

距楼200+300+300+600+600+600mm。

（3）为保证墙体刚度，墙柱模板两侧安装

斜撑，中间部位斜撑间距不大于1200mm，端部斜

撑距离端墙不大于500mm。斜撑支点高度分别为：

200mm、2000mm,对转角墙或T形墙的室内墙垛位置

应当合理布置斜撑。加固方式如图2所示。

图3  混凝土墙体垂直度、平整度实测数据合格率

3.3 对拉螺杆式与拉片式的铝合金模板安拆流程

对拉螺杆式铝模与拉片的安拆流程基本相同，

区别主要存于加固工序。

一般来讲，墙柱铝模的安装前首先是测量放

线，放线完成后是楼面整平和焊接定位筋，检查钢

筋是否超出墙柱线以及楼面标高控制；然后是墙柱

钢筋绑扎与水电预埋，同时开始安装一侧墙模板、

套管以及螺杆(拉片)，待墙柱钢筋与水电预埋通过

验收后，开始安装另一侧模板；接着是安装背楞，

对拉螺杆式的加固体系一般内、外墙面均为4道横

向背楞进行加固，而拉片式一般内、外墙均设置3

道横向背楞进行加固，最后是进行标高、垂直度、

平整度的校核以及预检验收。

墙柱铝模拆模流程：首先是拆模审批，经审批

同意后方可开始拆除斜撑，接着是拆除背楞、螺杆

(拉片)，然后是拆除墙柱模板、胶杯套管，最后是

混凝土质量验收。 

4  应用对比分析

根据本工程M02-1#、M02-2#、B04-1#、B04-

2#楼铝合金模板施工应用实例，分别从混凝土成型

质量、防水质量控制、截面尺寸控制、进度控制、

模板灵活性、材料消耗等方面分析对拉螺杆与拉片

式加固体系应用的优、劣势。

4.1 混凝土质量控制对比分析

（1）混凝土成型质量

M02-1#、M02-2#、B04-1#、B04-2#楼混凝土

墙体垂直度、平整度实测数据合格率如图3所示。

其中M02-1#、M02-2#采用对拉螺杆加固方式，B04-

1#、B04-2#楼采用拉片加固方式。

由图可知，对拉螺杆式加固体系平整度实测结

果优于拉片式加固体系，而拉片式加固体系的垂直

度优于对拉螺杆式加固体系。由于两种类型的铝模

在加固方式上的差异，对拉螺杆式的铝模整体稳定

性较好，因此，使用对拉螺杆加固成型的混凝土平

整度较好。在垂直度方面，对拉螺杆式的背楞采用

的是双方管，且竖向方向还布置竖向背楞整体质量

相对较重，铝模拼装完成后垂直调整的精度有限；

而拉片式的背楞采用的是单方管，且一般只需布置

3道横向背楞，整体自重轻，便于模板垂直度的精

确调整，因此，垂直度控制方面拉片式优于对拉螺

杆式。

（2）截面尺寸控制

拉片系统的墙模是用拉片连接，拉片预先留2个

安装孔与模板上预先留出的安装孔连接接，截面尺

寸偏差取决于拉片安装孔与墙模安装孔的加工尺寸

误差，误差很小。而对拉螺杆系统的墙模是利用螺

杆两段的螺纹，通过螺杆和螺母的紧固连接，操作

时人为因素影响较大，墙厚不易控制，误差较大[5]。

（3）防水质量控制

对拉螺杆加固模板拆除后，墙体上会存在大量

螺杆洞，对于螺杆洞位置需采用专项措施进行防水

处理（见图4）；拉片加固模板拆除后，只需采用

特殊工具将拉片两段剪断，不会存在实体洞口，节

省后期补洞的成本，且墙体防水施工质量更易保证

（见图5）。

4.2 施工进度控制

（1)拉片式铝模比对拉螺杆式操作复杂。对拉

螺杆式在加固上只需要将对拉螺杆的螺母锁紧，便

可将背楞固定，工程量较少；而拉片式铝模需要将

每块模板的拉片用销钉进行连接，工程量较大。以

一面长度4000mm，层高2.8m 的墙体为例，对拉螺

杆按水平间距800mm，竖向4道背楞布置，需要安装

25根左右螺杆；拉片按水平间距400mm，竖向6道拉

片布置，需要安装60个左右的拉片，工程量为对拉

螺杆的近2倍，甚至更多。另外，由于拉片式铝模

的整体刚度较大，在模板调平阶段较难实施，调整

一处往往需要牵涉到一整片区域的模板，调整时间

较长，而对拉螺杆式的墙模板可以通过简单调整背

楞上的螺母，达到调平要求。对拉螺杆式铝模施工

正常情况下能达到4.5天/层，而拉片式在同等条件

下往往需要更长的时间。

（2）铝模施工过程中，现场难免会碰到对拉螺

杆与墙柱主筋或箍筋碰撞的情况，处理措施有几种
[6]， 一是在满足规范要求下，调整主筋或箍筋的位

置；二是在满足螺杆最小间距的情况下，将相邻两

块板的位置进行对调；三是避开主筋或箍筋，在相

邻位置板上开孔；四是在无法避开钢筋的情况下，

局部改用小号的螺杆，或采用多股8号铁丝穿孔进行

加固。当拉片与钢筋发生碰撞时，由于每块板拉片

的位置是两两对应的，因此现场临时调整困难，且

数量较多，势必影响施工进度，因此对前期模板设

计的准确度以及现场钢筋绑扎质量要求较高。 

4.3 模板灵活性

铝模现场改制，拉片式受限，对拉螺杆式不

受限。项目施工过程中往往会发生设计变更等问题

(如取消/增加反坎、降板)，在模板进场后则需要

在现场进行改制，由于拉片式模板是通过拉片进

行拉结，模板侧边需要铣槽，且铣槽位置相对是固

定的，现场很难进行改制，或者现场改制后模板将

无法进行对拉，因此模板往往需要在工厂里改制后

再发往施工现场，来回的运输时间必将导致施工进

度的延误。而对拉螺杆模板则不受铣槽的限制，在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根据变更要求进行现场改

制。因此，对拉螺杆式铝模在应对现场特殊情况问

题的灵活性优于拉片式[7]。

4.4 经济效益

两种模板加固体系主要构配件耗材对比如表2

所示。

图4  对拉螺杆式铝模拆模后封堵示意图

图5  拉片式铝模拆模后示意图

图2  拉片式墙、柱模板加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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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2可知，拉片系统构配件少于螺杆系统，

且拉片系统模板、背楞、斜撑等构件重量较轻，等

面积加固操作下成本较低。

5  结语

本文结合工程应用实际情况，分别从混凝土

成型质量、防水质量控制、截面尺寸控制、进度控

制、模板灵活性、材料消耗等方面分析2种加固体

系各自的优劣势，得出以下结论：

（1）在安拆工艺方面，对拉螺杆式与拉片式

铝模的安拆流程基本一致，区别仅仅是在加固工序

上。

（2）在混凝土成型质量方面两者各有优缺

点，对拉螺杆体系平整度优于拉片式加固体系，而

拉片式加固体系的垂直度优于对拉螺杆式加固体

系。

（3）在防水质量控制、截面尺寸控制方面，

拉片式加固体系优于对拉螺杆式加固体系。

（4）在进度控制、模板灵活性方面对拉螺杆

体系优于拉片式加固体系。

（5）在材料消耗方面，拉片式加固体系相对

于对拉螺杆式加固体系较节约成本。

（6）根据项目应用实例，对于复杂建筑结构

及纯拉片系统难以满足加固要求，需要将传统的对

拉螺杆与拉片结合起来才能满足加固要求。

随着国内铝合金模板体系的不断发展和实际

工程应用经验的不断积累，对拉螺杆式与拉片式铝

模加固体系将得到不断优化与改进，在提升工程质

量、提高施工效率以及绿色施工等方面将发挥更大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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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对拉螺杆式与拉片式加固体系主要构配件耗材对比分析

加固方式 构件名称 对比分析

对拉螺杆式
加固体系

模板面板
规格/mm                                重量/kg
400*2400                                19.8

背楞 2面4道加固，每道2根60x40x2.5mm矩形方通，重量约8kg/m

斜撑 斜撑有长短圆管，间距不大于1.5m，每根重约19.5kg

配件 主要用到大量定位筋、胶杯、胶套管、水泥撑条、对拉螺杆及螺母、垫片等

拉片式
加固体系

模板面板
规格/mm                               重量/kg
400*2400                                19.8

背楞 2面3道加固，每道1根60x40x2.5mm矩形方通，重量约3kg/m

斜撑 斜撑为1根短圆管，间距不大于1.2m

配件 主要为拉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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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更新项目中废弃混凝土的再利用 

黄 桐
(深圳市建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518040)

[摘  要]  在参考大量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介绍了由于城市项目更新所产生的废弃混凝土问题，由此得到的再生混凝土发展

的历史和研究利用的现状。详细阐述了再生骨料混凝土的各种性能,在总结再生骨料混凝土的现有成果上,提出了对再生骨料

混凝土的开发利用设计流程。

[关键词]  再生骨料混凝土；废弃混凝土回收；再生骨料混凝土设计

The reusing of the scrap concrete in urban renewal project

Huang Tong
（Shenzhen Jianan group Co., Ltd.,Shenzhen , 518040）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referring to a large number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articles,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problem of C&D waste 

caused by urban renewal, and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and current status. The various properties of recycled aggregates concrete are 

introduced. Based on the summary of the existing achievements of recycle aggregates concrete, the design process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recycle aggregate concrete is proposed.

Keywords: recycle aggregates concrete; waste concrete recycle; concrete design

0  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诸多大中城市早

期开发和建设的建筑因功能欠缺和结构老化问题日

益突出，由此带来的升级改造与拆除重建需求十分

迫切，但是在拆除、更新及建设过程中无法避免的

产生了大量的建筑废弃物。作为一种潜在的“城市

矿产资源”[1-4]筑废弃物主要包括混凝土（普通混

凝土和沥青混凝土）、木材、塑料、玻璃、废纸、

橡胶、污泥等，其中混凝土约占建筑垃圾总量的

78%，污泥约占建筑垃圾总量的10%，木材约占6%，

其他剩余的占的6%[5]。据统计每万吨建筑垃圾约占

用土地2.5亩[2]，不仅大大降低土地资源的利用效

率，也对生态环境也造成明显影响。面对严峻的建

筑垃圾围城局面，如何合理控制建筑垃圾已成为政

府部门和专家学者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众所周知

减少、回收和再利用各种废物是当今世界可持续发

展的战略之一。回收和再利用建筑废物不仅可以节

约处理建筑废物的土地, 减少管理和处理建筑废物

的成本, 而且可以节约大量的自然资源.本文旨在

对城市更新项目中所产生的建筑垃圾的再利用的一

次积极的探讨与分析。

1  再生骨料混凝土的利用和研究现状

1.1  国内外再生混凝土的利用现状

早在1946年前苏联学者就已对再生骨料利用

的可行性进行研究，RILEM协会在1976年就开始研

究废弃混凝土的处理与再生利用技术，并且强调了

混凝土再资源化的必要性。到1970年代末已利用约

400万吨的废弃混凝土。德国于1994年建立了德国

联邦环保局总部大楼，它是德国第一个利用再生骨

料混凝土建造的大型建筑物，1996年利用再生骨料

混凝土建成的Diepmannsbach大桥，其中再生骨料

混凝土用量几乎占混凝土总用量的50%。澳大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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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1998年颁布了《再生混凝土骨料配制非结构混

凝土指南》，随后在2002 颁布了《再生混凝土与

砌筑材料使用指南》。1996年,日本建设省制定了

“再生资源法”旨在推动建筑副产品的再利用，为

建筑垃圾的资源化提供法律和制度保障到2000年，

日本的废弃混凝土的利用率达90%以上。韩国2001

年全国建筑废物资源利用率为86%,其中废混凝土

的排放量约为2410万t,占建筑废弃物整体的61%。

1982年美国已将破碎的废弃水泥混凝土作为混凝

土粗骨料加以应用。据美国联邦公路局统计，截

止2004 年美国已有41个州利用废弃混凝土再生骨

图1  西方部分国家再生骨料占总骨料产量的比例图

1.2  再生混凝土的性能研究

我国在再生骨料方面的研究起步阶段较晚，深

圳大学的寇世聪教授研究了再生骨料及再生骨料混

凝土的诸多性能。最近几年在国内一些地区也相继

投资建设了建筑废弃物处理和应用生产厂家，不过

绝大部分也仅仅局限于墙体材料和人行道面砖（例

如深圳南方科技大学教学楼的面砖与部分墙体材料

原料直接来自旧改废弃混凝土）。深圳市建工集团

的冯向东按照GB/T25177—2010《混凝土用再生粗

骨料》和GB/T25176—2010《混凝土和砂浆用再生

细骨料》进行了再生骨料预拌混凝土的应用研究，

得出在混凝土强度低于C40时，再生骨料可以较好

的满足工程需要。[6]

在同一水灰比下，再生骨料混凝土随着再生

骨料替代率的增高,其坍落度急剧下降。由于再生

骨料比天然骨料的孔隙多，使得其吸水率比普通混

凝土大,所以在相同水灰比的条件下再生骨料的替

代程度越高，再生骨料混凝土的坍落度就越低[7]。

肖建庄、兰阳[8]通过再生混凝土单轴抗拉试验发

现再生混凝土的抗拉强度比普通混凝土降低31%。

Kawamura[9]和Ahmad[10]等的试验表明再生混凝土的

抗折强度和普通混凝土几乎相同。不过采用再生粗

骨料取代天然骨料后,再生骨料混凝土的收缩值显

著增大,并且随着再生骨料取代率的提高,收缩值不

断增大[11]，当再生粗骨料取代100%天然骨料时,再

生骨料混凝土的收缩率增大50%，使用再生细骨料

取代30%的天然细骨料,再生骨料混凝土的收缩值

略有增大,但幅度不明显[11～15]。Olorunsogo等[16]

采用耐久性指数的概念对再生混凝土的氧渗透指数

(OPI)、氯离子扩散指数以及吸水性指数进行了测

试。结果表明: 再生骨料的掺入降低了混凝土的耐

久性指数, 再生混凝土的耐久性指数随养护龄期增

加而增加。混凝土的抗渗性能与其密实度有关, 因

而提高混凝土密实度可以改善混凝土抗渗性能的作

用。肖开涛[17]对掺与未掺粉煤灰的再生混凝土试块

进行扫描电镜分析, 发现未掺加粉煤灰的再生混凝

土的界面上有明显裂缝, 而掺加粉煤灰的再生混凝

土其界面结构则较为密实。国内外对再生混凝土抗

冻性进行了较多的研究[18],表明再生混凝土的抗冻

融性并不低于普通混凝土, 有些情况下甚至优于普

通混凝土。

2  城市更新废弃混凝土回收开发利用流程设计

对于来自不同废弃建筑的混凝土，其自身的混

凝土强度可能是不同的，所以如果将这些骨料进行

混合来预拌混凝土，可能会出现强度和刚度分布不

均的问题。从而导致建筑的局部受力不一致，最后

对建筑在抗震和耐久性方面产生不利的影响。本文

针对以上问题对城市旧改中所产生的废弃混凝土的

利用进行了进一步精细化的设计和利用，避免了因

为原始天然骨料不同所导致的强度和刚度不一致和

潜在的海砂氯离子侵蚀钢筋混凝土结构等问题。再

生骨料混凝土生产流程见图2，在施工现场将废弃

混凝土通过初步的分解，将混凝土内部的主要钢筋

和混凝土进行剥离。

图2  再生骨料混凝土生产流程

表1  混凝土拌合物中水溶性氯离子最大含量

（水泥用量的质量百分比）

需要注意的是在将废弃混凝土送到再生骨料加

工厂之前，由于深圳、汕头、宁波、厦门、高雄等

沿海城市在早期城市建设过程中，由于对海砂的危

害的意识不足，所以存在大量的海砂建筑。因此对

沿海城市的废弃建筑物进行拆毁后的骨料再利用前

需要对混凝土内部的氯离子含量进行检测，具体做

法是将废弃混凝土样本采集后，送到第三方检测机

构进行氯离子浓度检测，如果确认所拆毁建筑为海

砂建筑，则应该考虑是否继续使用，这样可以避免

海砂对新建建筑物再次产生污染。当确认废弃混凝

土内部氯离子浓度没有超标后，则可将其送至再生

骨料生产工厂进行骨料的生产和筛分。

再生骨料在制备混凝土之前，预先将原料成分

进行预均化。在预均化堆场中，通过水平分层堆放

和垂直切割的方法，使原料成分得到一定的均化。

再生骨料经过堆大垛后送进原料堆棚里，尽可能以

最多的相互平行和上下重叠的同厚度的料层进行堆

放储存，取用时按照垂直于料层方向同时切取不同

的料层的方式取料，料层堆放的层数越多，取料

时切取的层数也就越多，物料的成分达到比较均匀

的效果越好。只有经过这样预均化处理的原料，才

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原料化学成分和物理性能的波

动，从而为生产高品质产品和确保产品质量奠定良

好的基础。然后将骨料送至混凝土搅拌站按照一定

配合比制作成为建筑工程所需的混凝土。最后将搅

拌好的混凝土送回到施工现场浇筑。整个流程中要

避免混凝土渣和从其他废弃建筑物剥离下来的废弃

混凝土进行混合，以保证再生骨料的各种性能的均

匀。

2.1 再生骨料的氯离子含量的检测方法

再生骨料氯离子含量测定方法参照GB/T-50344 

2004 《建筑结构检测技术标准》。将所得的比值

参照GB50164-2011《混凝土质量控制标准》（见表

1）。当所测得数据大于表一所规定的数值时，可

以认为混凝土内所用细骨料为海砂或氯离子超标。

对于所拆毁的海砂建筑，为避免海砂对新建混

凝土的二次污染。可以考虑将其进行淡化处理或者

弃置填埋。

环境条件

水溶性氯离子最大含量

钢筋混凝土 预应力混凝土 素混凝土

干燥环境 0.3

0.06 1.00

潮湿但不含氯离子 0.2

潮湿切含氯离子的
环境

0.1

除冰盐等侵蚀性物
质的腐蚀环境

0.06

2.2 再生骨料的生产和筛选

如果废弃混凝土经过检测无问题后，就可以将

拆毁所产生的废弃混凝土统一送到再生骨料生产企

业。然后进行如图3所示的筛分流程，从而获得各

种不同级配的再生骨料。

料，多在路面基层中使用，有11个州在水泥混凝土

中使用再生骨料。图1是西方部分国家再生骨料占

总骨料产量的比例图。[6]我国香港地区于混凝土再

生骨料利用方面在法规和实施方面做出了很多可以

借鉴的案例。[3]大陆地区考虑到国内城市化进程的

发展，大量的既有老旧建筑因为规划变更和寿命到

期的原因将被拆除，于是适时的推出了《混凝土用

再生粗骨料》和《混凝土和砂浆用再生细骨料》等

几本规范，对再生骨料在建筑市场的使用起到了积

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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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3可以看到废混凝土再生工艺流程主要由

一个二档等级的破碎机组成, 分为前破碎机和后破

碎机, 还必须装置两个领式破碎机,经过破碎的石

料必须烘干。其它的组成设备包括铁件收料台（电

磁器）等。通过领式破碎机的加工,再生集料被筛

分为0-4mm,4-16mm,16-40mm,40mm以上等颗粒级

配。

2.3 再生骨料混凝土的设计

基体混凝土经过破碎处理生产的再生骨料含有

30%左右的硬化水泥砂浆，这些水泥砂浆大多数独

立成块，少量附着在天然骨料的表面，同时由于在

破碎的过程中，由于破碎机械使混凝土受到挤压、

冲撞、研磨等外力的影响，造成损伤积累使骨料内

部存在大量的微裂纹，使得其相对于天然骨料吸水

率高，吸水速度快。因此针对再生混凝土配合比的

设计方法主要是用预先吸水法，此法的主要特点

是在拌制混凝土前先对再生骨料进行一定程度的润

湿，以减小在混凝土配制时其过大的吸水率对混凝

土性能造成影响。应用此种配合比设计方法，可有

效减小因再生骨料吸水率较大对再生混凝土各方面

性能的影响。

2.3.1 再生粗骨料预湿处理 

由于再生粗骨料具有较高的吸水性，所以其在

拌和前必须先进行预湿处理，否则再生骨料在混凝

土中将会吸收大量的水分，从而降低新拌混凝土的

工作性能和有效水灰比。[6]再生混凝土制备过程

中再生粗骨料需要提前一天预湿，使得再生粗骨料

里的含水量在搅拌前达到其饱和吸水量的 80%。本

方法主要优点如下：

（1）可以避免再生粗骨料因吸水不足，造成

局部拌和水短缺，影响再生混凝土中再生骨料周围

水化正常进行；

（2）也可以避免再生骨料因吸水饱和，造成

局部泌水，从而造成再生骨料周围形成高水灰比界

面；

（3）再生粗骨料提前一天预湿可避免因为长

时间浸泡再生骨料，使其变得松软，形成更多的缺

陷和空隙；

（4）再生粗骨料只吸收饱和水分的 80%，这

样在混凝土成型后，再生骨料可以继续吸收一少

部分骨料周围的水分，可以在水化初期稍微降低

界面处的初始水灰比；随着水化的进行，新形成的 

C-S-H凝胶会逐渐填充微孔隙，形成比较密实的界

面。

再生粗骨料预湿需水量=再生骨料质量×（吸

水率-含水率）×80% 

2.3.2 再生粗骨料混凝土配合比计算过程 

试验进行配合比试验时参照JGJ55—2011《普

通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规程》中普通混凝土配合比设

计方法，采用再生骨料预吸水方法进行再生混凝土

配合比设计。

3  再生骨料混凝土的工程应用

佛山市某工程项目总建筑面积16.5万㎡(其中

地下室建筑面积为3.5万㎡)，分别由1栋、2栋、5

栋、6栋高层住宅及裙楼地下室及设备用房组成，

层高为31层，高度92.5m，抗震设防烈度为7度。工

程主体结构形式为剪力墙结构、地下室为框架—剪

力墙结构，基础形式为机械预应力锤击桩基础。主

体结构设计强度等级为C30，地下室底板设计强度

等级为C60。该工程于2010年2月开工，2012年4月

竣工。该工程第27层结构采用了再生骨料混凝土替

代普通混凝土的施工方案，所采用再生骨料混凝土

强度为C35，应用总数约260m3，再生粗骨料来源于

旧城改造所拆除框架结构的混凝土废弃物（通过破

碎机将废弃混凝土破碎成4.75mm～32.5mm 的粗骨

料，然后利用整形机对骨料进行整形，得到连续级

配的再生粗骨料）。结果证明混凝土坍落度、和易

性、保水性、后期强度都较好的满足设计和施工要

求，并获得使用单位好评。

4  结论

再生骨料混凝土从根本上解决了废弃混凝土的

处理问题,既能减少废弃混凝土对环境的污染,又能

克服天然骨料不足的问题,再生骨料混凝土的使用

能够减少对自然资源和能源的消耗, 在整个流程中

以前只能作为垃圾处理的废弃混凝土被重新利用，

既节约了废弃混凝土的垃圾处理费，又避免了建筑

垃圾对土地资源的侵占，具有显著的社会、经济和

环境效益,因此再生混凝土是一种新型的绿色混凝

土，为建筑材料的循环利用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起

到了积极的作用，必然会对建筑工程的可持续发展

做出巨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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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市政工程施工安全技术交底

罗 伟
(深圳市隧道工程有限公司，深圳 518034)

[摘  要]  市政工程由于其施工本身的特点，安全技术交底普遍存在一些缺陷。根据法律法规和技术规程的要求，针对交底

针对性不强、内容不全面、形式不规范和可操作性差等问题进行了较系统的梳理，并结合安全管理实践对市政工程施工安全

技术交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  浅议；施工项目；市政工程；安全技术交底

Discussion on safety technical disclosure of municipal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Luo Wei
（Shenzhen Tunnel Engineering Co., Ltd., Shenzhen, 518034）

Abstract: Due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nstruction itself, municipal engineering generally has some defects in confession of safety 

technical.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s of laws, regulations and technical regulationsand combined with my safety management 

practices. the article conducts systematically on the issues of poor pertinence, incomplete disclosure, irregular forms and poor 

operability etc, put forward my opinions on the technical explanation of municipal engineering in confession of safety technical.

Keywords: Discussion; Construction Project ; Municipal Engineering; Confession of safety technology

0 前言

在市政工程的施工安全管理中，安全技术交底

作为将图纸和方案内容转化为现场操作的桥梁，主

要是让现场班组作业人员充分掌握施工工艺工序和

安全注意事项，能够有效提升安全意识及遭遇危险

情况的应急能力，可以说对施工生产安全有着极大

的影响。安全技术交底作为工程施工安全管理工作

中的重要环节，不仅是工程资料完整性的要求，也

是施工项目管理人员履职免责的护身符，在市政工

程施工管理过程中，我们应充分组织好安全技术交

底工作，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从而减少安全事故的

发生。

1 市政工程的特点

市政工程所涉及专业和范围很多，主要包括市

政道路和桥梁、轨道交通、给排水工程、地下管道

工程、园林绿化工程和生活垃圾处理工程等。作为

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整个施工过程与市民生

活相互影响，而且具有以下特点：

1.1 与市民相互影响，复杂性较高

市政工程施工大部分在已建成区，燃气、电

力、通讯、给排水等地下管线纵横交错等，而且作

业位置多变，工序转换多、流动作业多，高处作业

多，不确定因素多，与市民相互影响，容易发生一

些突发状况，安全控制工作涉及范围大，施工复杂

性较高。

1.2 具有行政干预性，工期要求短

市政工程施工大都在已建成的人员聚集区，与

市民生活较为密切，施工过程中具有较强的行政干

预性，一般设有关门工期，存在施工周期短、开工

比较急等特征。而且大部分市政工程边设计边施工

的情况，施工策划方面一般缺乏全面性，总体协调

工作量大。

1.3 需多工种配合，施工难度大

市政工程的施工现场大多较分散，需要多工种

互相配合，交叉作业施工多，施工难度大，尤其在

新改扩建市政道路、高架立交桥、轨道交通、雨污

分流管道等工程中较为突出。在面对具体的生产环

境时，需要提前做好判断和处理，并适应不断变化

的环境。

1.4 需占用市政道路，交通风险大

市政工程施工大多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很多需

要占用现场市政道路或者人行道，导致人车混行，

同时作业人员进入施工现场就需横穿市政道路，或

者就在道路两旁开放性进行施工，存在较大的交通

风险。在施工过程中需要把工程系统、环境系统及

社会系统结合起来，提前编制安全施工方案和应急

预案，才能进行有效控制。

2 市政工程安全技术交底的现状

市政工程施工伴随城市建设应运而生，已有很

长的历史，但是直至现在，市政工程施工安全技术

交底仍存在主客体不明确，专业划分不明晰，交底

内容不全面，不具有针对性等突出问题。

2.1 没有正确开展安全技术交底活动

部分市政工程项目部内部管理混乱，职能部门

或者岗位职责分工不明确。个别项目没有按照相关

要求制定安全技术交底制度，或者制定了却未进行

宣贯，相关人员不知道制度的具体要求，导致未能

正确开展安全技术交底活动。如安全管理人员未参

与安全技术交底，不清楚相关内容，从而未能有效

监督班组作业人员按照交底进行作业，最终造成安

全管理被动的局面。

2.2 安全技术交底活动流于形式

部分市政工程施工项目管理人员存在应付心

理。相关管理人员认为班组作业人员文化水平低、

素质差，即使认真交底了也不会有好的效果，只要

接受交底的人员在文件上进行签字签收，有资料存

档就行，没有将交底的内容如施工工艺和方法、施

工重难点、安全防范措施等进行详细讲解，导致班

组作业人员对交底的内容一无所知，凭经验干活，

造成了现场施工与施工方案、技术交底的内容完全

不同，存在“两张皮”现象。

2.3 安全技术交底可操作性不强

部分市政工程项目交底内容东拼西凑，在编制

交底内容时，没有认真研究施工组织设计或者专项

施工方案中的安全技术措施，也没有依据图纸、规

范的内容，更没有查勘现场结合具体的施工现场环

境。更有甚者一些施工管理人员为图方便，照抄技

术规范和工艺标准，或者直接在互联网上下载后拼

凑，导致交底内容与现场实际情况不符，根本不具

备可实施性和可操作性。

2.4 安全技术交底不具有针对性

部分市政工程项目没将分部分项工程正确进

行划分，在进行交底时也没有体现出来，一份交底

通用所有施工区域。市政工程中的改扩建的市政道

路、轨道交通、雨污分流等，这类项目长达数十公

里，施工区域点多面广，但每一施工作业面的地质

水文条件、周边作业环境情况、管线分布、管道埋

深、支护形式均不一样，应该分段或者分区域进行

安全技术交底，但是大部分就只做一次交底，或者

不同区域的人员采用同样的交底内容，不具有针对

性。

2.5 安全技术交底未覆盖全体人员

部分市政工程施工项目管理人员和班组作业人

员的流动性较大，对第一批作业人员交底后，没有

对后来新进场的人员进行交底；或者没有分层级、

分工种进行，将管理人员和所有工种杂糅在一起进

行交底；或者没有对管理人员进行方案交底，只对

班组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或者交底之后，

没有核查现场实际作业人员与参与交底人员是否为

同一批人，没有将交底覆盖到全员。 

2.6 安全技术交底主客体和时间存在问题

市政工程的施工项目的项目负责人看到安全技

术交底含有“安全”二字，认为这类交底就应该由

安全管理人员完成，尤其在广东省，安全资料统一

用表里面有安全技术交底的样表，而工程资料、技

术资料统一用表中却没有安全技术交底的样表，导

致交底的主客体不明确。另外就是一些施工工序早

已完成却不见书面的安全技术交底，或者安全技术

交底与实际施工的部位，时间不能完全吻合，更有

甚者，部分作业人员的签名存在代签现象。

3 市政工程安全技术交底的依据

安全技术交底是施工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施工安全管理中不可缺少的过程，其必要性和重

要性在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中都有明确的规定，如

《安全生产法》第37条、第41条，《建设工程安

全生产管理条例》第27条，《建筑施工安全技术统

一规范》（GB50870-2013）“建筑施工安全技术

管理”篇，《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JGJ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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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和《市政工程施工安全检查标准》(CJJ/

T 275-2018)“安全管理”篇，《建筑与市政工程

施工现场专业人员职业标准》（以下简称“《职业

标准》”）“条文说明”篇，《危险性较大的分部

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以下简称“《危大工程

管理规定》”）第15条和《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关于房屋市政工程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

全管理的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广东省危大工

程实施细则》”）第17条等。在市政工程项目实施

前，项目部必须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规程制定

安全技术交底的相关制度，把现场所有的施工区域

和施工过程按照规范要求进行分部分项工程划分，

并明确安全技术交底的相关要求。

4 市政工程安全技术的一般要求

4.1 市政工程安全技术交底的内容

安全技术交底的内容在相关法律法规技术规程

中有明确的要求，《安全生产法》中要求的“生产

经营单位应辨识、评估、登记建档重大危险源并制

定应急预案，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安全管

理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告知现场人员工作岗位和

作业场所存在的危险因素，并做好防范和事故应急

措施”等内容都属于安全技术交底的范畴。《建筑

施工安全技术统一规范》、《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

准》和《市政工程施工安全检查标准》的要求是安

全技术交底应按工序、部位及环境等因素分部分项

进行，应包括施工作业场所状况、特点、工序、方

案、规范、标准、危险源、操作规程和应急措施等

内容；《职业标准》规范中指出安全技术交底必须

包括安全技术、安全程序、施工工艺和工种操作方

面内容，具体指工程概况、危险部位的预防措施，

作业中的安全事项、安全操作规范和规程，作业人

员发现事故隐患发生事故后应采取措施；《广东省

危大工程实施细则》要求交底内容应当包括施工工

艺、工作流程、工作条件、材料设备、安全技术措

施，以及安全管理和应急处置措施等。结合上述法

律法规要求，安全技术交底应包括以下内容：分部

分项工程概况、水文地质条件，施工准备、施工工

艺流程、施工方案主要内容、工种和设备的操作规

程、临时用电安全、消防安全、文明施工要求、个

人防护用品的配备使用、现场危险区域的防护、作

业场所和施工过程中存在的危险因素和应采取的防

范措施、发现安全隐患后的处置措施、发生的紧急

情况后的应急措施，季节性安全技术措施等其他应

交待的安全注意事项，必要时用图表说明细节并进

行操作示范。

4.2 市政工程安全技术交底参与的主客体

安全技术交底的主客体比较简单，主要是指

交底人和被交底人，但是交底人和被交底人的具体

人员得从相关法律法规文件中找依据。《建设工程

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的要求是“项目技术人员对施

工班组作业人员进行交底”；《建筑施工安全检查

标准》和《市政工程施工安全检查标准》的要求是

“施工负责人在布置生产工作时或者安全专项施工

方案前对相关管理人员、施工班组作业人员进行交

底”；《职业标准》 的要求是“项目技术负责人

对施工员、机械员等进行交底，施工员负责对作业

班组进行安全技术交底，机械员负责对机械作业人

员进行交底，安全员协助、参与”；《危大工程管

理规定》和《广东省危大工程实施细则》的要求是

“编制人员或者项目技术负责人向施工现场管理人

员进行方案交底；施工现场管理人员向作业人员进

行安全技术交底”。由此可以看出，安全技术交底

包括方案交底和安全技术交底两个层次，方案交底

的主体为编制人员或者项目技术负责人，客体为施

工员、安全员、机械员等管理人员；安全技术交底

的主体为施工员、机械员等管理人员，客体为施工

作业班组的所有人员，交底时安全员进行协助并参

与见证、监督，必要时邀请监理人员参加。

4.3 市政工程安全技术交底的时间

安全技术交底的时间、项数和频次在相关的

法律法规和技术规程里面均有明确要求。《建设工

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的要求是“建设工程施工

前”，《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市政工程施

工安全检查标准》、《危大工程管理规定》和《广

东省危大工程实施细则》的要求是“施工负责人在

分派生产任务时或者安全专项施工方案实施前应进

行安全技术交底，”由此可见，安全技术交底必须

在专项施工方案实施前或开工前进行，又由于分部

分项工程施工的时间和地点不同，作业人员、天

气、周边环境等也会发生变化，施工负责人在分配

不同任务时，需针对不同的施工任务再次进行安全

技术交底，或者设计变更、图纸变化、方案调整之

后也要重新进行，以符合动态管理的要求。

4.4 市政工程安全技术交底的形式

安全技术交底的形式在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技术

规程里面均有明确要求。《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

条例》要求“由双方签字确认”，《建筑施工安全

检查标准》和《市政工程施工安全检查标准》要求

是“交底人、被交底人签字确认”；《危大工程管

理规定》和《广东省危大工程实施细则》要求是“ 

交底双方和项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共同签字确

认”。结合施工资料存档的要求，安全技术交底必

须以会议形式组织，以书面形式实施，交底双方和

监督人安全员必须履行签字手续，必要时请监理工

程师参与见证签字，参与各方各留执一份存档，交

底过程需留存相关影像记录。

4.5 市政工程安全技术交底的验收

市政工程安全技术交底完成后，现场将严格

按照交底的内容进行组织实施，但是如果没有验收

这一环节，市政工程安全技术措施实施的实施好

坏与否无人监管，再全面的安全技术交底也将只

是一纸空文。《建筑施工安全技术统一规范》和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 针

对安全技术措施的验收有明确的要求，针对危大工

程施工单位技术和安全负责人、项目部主要成员和

建设单位、勘察单位、设计单位和监理单位相关人

员均要参与；一般分部分项工程的验收施工单位项

目经理、项目技术负责人和项目安全负责人和监理

单位相关人员参与即可。验收要有明确的验收结果

意见，验收不合格时，实施责任主体单位要进行整

改，整改合格后重新组织验收直至通过为止。验收

通过后在现场悬挂验收合格牌，并对相关资料建

档，确保建档文件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保存

至规范要求的保存期限。

4.6 市政工程安全技术交底的其他要求

安全技术交底要有针对性，安全技术交底是针

对不同的分部分项工程而制定的，不同的工程有各

自的特点，所以必须以相关法律法规、技术规范为

依据，结合现场社会环境、地质和水文条件等施工

图纸为一手资料进行编制。安全技术交底应具有全

面性，将危险因素考虑周全，如面对突发事件或者

紧急状态的各种应急设施、人员逃生和救援预案，

制定的对策等应力求具体、可靠，即便在紧急状况

下也能迅速启动应急预案，确保人员安全、减少工

程损失。安全技术交底要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交底的目的让被交底的人员提前了解施工中需要控

制的工艺、工序、和安全注意事项，而这些必须可

具有可实施性，不然就没意义。交底完成后，交底

人要在现场指导，安全员要在现场监督，项目技术

负责人也要对交底实施情况进行跟踪检查，对违反

交底要求的及时进行制止、纠正，项目负责人带班

作业时也应对交底内容随机进行抽查，确保严格按

图纸、方案和交底进行施工。

5 结语

市政工程安全技术交底是市政工程施工管理中

非常关键的施工环节，是将文字性的图纸、方案安

全措施变成实体工程安全防护措施的转换器，是交

底人对被交底人以法律法规技术规程为依据，现场

施工环境为基础，保证人身安全为目的，预防发生

安全事故为重点，对危险因素的防范措施、安全隐

患的处置措施、紧急情况的应急措施等提出具体要

求并形成文字记录的过程。按照要求认真开展安全

技术交底活动能提高班组作业人员的安全意识及发

生安全事故的应急处置能力，我们要充分这一重要

的管理手段，规范班组作业人员行为，减少工程事

故发生，创造施工安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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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废弃矿山生态修复历史欠账多、问题积累多、现实矛盾多，且面临“旧账”未还、又欠“新账”的问题。自

然资源部已经意识到矿山修复问题的严重性和急迫性并出台相应政策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到矿山修复中来。未来几年国内矿山

修复项目预计会呈现爆发式增长情况，建议天健集团在未来项目拓展上，可以密切关注并进军矿山修复市场。在矿山修复技

术方面，矿山废弃地生态修复理论与实践已成为各国共同研究的热点。本文简述了矿山开发对环境的影响，从矿山废弃地生

态修复理论、修复技术、修复生态效益及修复质量评价等几个方面介绍了矿山废弃地生态修复的研究进展，并归纳了新开发

的生态修复技术，包括植被恢复、土壤修复和景观恢复等新技术。

[关键词]  废弃矿山；生态修复；土壤修复；植被修复；景观修复

0  引言

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不仅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

展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物质基础。但矿产资源带来巨

大经济效益的同时,在矿山开采过程中也产生了一

系列极其严重的环境问题，如大面积天然植被遭到

毁坏、矿山原有地貌景观退化、地质灾害加剧、污

染物大量扩散及生物多样性急剧下降等等,进而对

人类的生产活动造成了严重影响。

据遥感调查监测数据，截止2018年底，全国矿

山开采占用损毁土地约5400多万亩。其中，正在开

采的矿山占用损毁土地约 2000多万亩，历史遗留

矿山占用损毁土地约3400多万亩。我国矿山生态修

复历史欠账多、问题积累多、现实矛盾多，且面临

“旧账”未还、又欠“新账”的问题。

基于此，2019年12月24日自然资源部发布《关

于探索利用市场化方式推进矿山生态修复的意见》

（下简称“意见”）。通过自然资源政策激励，吸

引社会各方投入，探索推行市场化运作、科学化治

理的矿山生态修复模式，实现生态效益、社会效益

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意见”中指出：

（1）鼓励矿山土地综合修复利用，可通过赋

予矿山生态修复投资主体后续土地使用权的方式，

激励社会资本投入；

（2）矿山存量建设用地修复后的腾退指标可

以流转使用；

（3）历史遗留露天开采类矿山修复工程，可

合理利用废弃土石料。

矿山废弃地生态修复作为当今生态恢复学研

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其主要目的在生态系统退化与

机理等相关理论研究基础上,建立相应的技术体系, 

指导恢复因采矿活动所破坏的生态系统,进而服务

于矿山废弃地土地资源利用和生物多样性的保育理

论与实践活动,从而将受损的生态系统恢复到接近

于矿山开采前的自然状态,或重建成符合人类某种

有益用途的状态,或是恢复成与其周围环境相协调

的其它状态,因此目前对于矿山废弃地生态修复的

研究主要集中在生态修复理论、修复技术、修复生

态效益及修复质量评价等方面。

1  矿山开发对环境的影响

矿山开发造成的环境问题主要有3类（表1所

示）分别是地质环境问题、生态环境问题、环境污

染问题。

矿山废弃地一般具有生态景观受破坏、水土流

失严重、地表结构发生形变、土壤及水质污染和生

物群落被破坏等特征。矿山废弃地对环境的危害主

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占用及破坏土地资源。我国虽地大物

博，但人均资源占有量极少，随着矿山废弃地面积

的日益扩大，无疑对人类生存构成了潜在威胁。

（2）破坏地表景观及土壤结构。采矿过程中

尤其是露天开采，植被被大面积去除，造成地表裸

露，改变了原有的地形地貌。从环境景观学角度

看，其对人类产生了视觉上的冲击。此外，当地下

矿层采出后，采空区顶板岩层在自重力及其上覆岩

层的作用下还可能产生下沉和弯曲，引起地表移动

和变形[1]。

（3）危害相邻的生态系统。比如南方某废弃

的稀土矿区，地表裸露，土壤结构破坏严重，在酸

雨的侵蚀作用下，矿区残余的重金属持续释放出

来，易以毒性最大的水溶态形式通过地表径流等途

径迁移转化，从而对周边群众的健康造成潜在的威

胁[2-3]。

（4）影响生态系统的整体。以煤矿为例，我

国大型露天煤矿大多处于干旱、半干旱的生态脆弱

区，如西北黄土高原过渡带的沙化区等，此类矿区

废弃地产生的影响不仅对中国西北生态脆弱区造成

灾难性的破坏，对全国生态环境的质量也将造成整

体性的负面影响[4]。

2  矿山生态修复研究进展

美国很早就注意到矿山开采对环境造成的危

害，美国的景观生态修复工作一直走在世界前列，

并于很早就制定了露天采矿区土地复垦方面相关

法规。美国的景观生态修复工作一直都走在世界前

列，并在很早时候就制定了露天采矿区土地复垦方

面相关法律法规。由于美国的法律法规强制作用的

担保和相关科研工作的支持，美国在矿山废弃地生

态环境的保护以及治理修复方面取得了十分卓越的

成绩，积累了很多在矿区植物种植植物、造林、利

用电厂粉煤灰改良土壤等相关治理工作的经验。美

国土地复垦的工作并不是单纯把农用当作首要目

的，而是注重将土地恢复到原来的状态，森林回到

原森林的状态，农田则是回到农田的状态，恢复到

被破坏前的地形地貌，把防止生态的破坏和对环境

的保护视为其复垦工作的最终目的。生态修复不仅

仅是种植草木，而是要建立一个能够自我维护和运

行的完整的生态系统。

德国是一个十分重视环境保护工作的国家，

有着很强的保护和治理国土的意识，把为国民创造

舒适良好的生产和生活环境视为一项十分重要的

任务，因此，在采矿的生产工作中，他们时刻注意

要最大程度地把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降到最低值，

之后的复垦工作也是讲求从整体宏观的角度去考虑

生态变化以及民众对环境的需求，而不是简单的平

整土地和种草种树。此外，十他们还十分重视对群

众的环境教育和普及环境保护的科学知识，并在一

些地方设置环保教育基地，利用栽植当年宣传的树

木、草本植物的方式，让附近的民众和游客能够在

游览过程中欣赏和学习，做到寓教于游。把发展林

业保护环境已逐渐成为群众的自觉行动，经过长期

努力，德国废弃矿山的复垦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澳大利亚是一个以矿业为主要生产工业的国

家，因而也有着丰富的矿山治理和修复经验，他们

是由政府提供资金，将最先进的技术运用于矿山的

治理和复垦中，利用综合模式，完成了对生态、环

境和土地的综合治理和修复，同时也有效避免了单

项治理带来的弊病。并结合多专业的联合投入，获

得高科技的指导和支持。

相对而言，我国的研究和立法比较滞后，20

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伴随着国民经济的发

展和社会主义的建设的进行，我国矿山废弃地的修

复工作也自发性地重新开展起来，但是由于观念、

经济、技术等方面的滞后，一直到80年代这项工作

依然处于低水平阶段，没有形成相应的规模[5]。在

这之前，我国矿山废弃地生态修复的理论与实践工

作基本都是以改善环境维护矿区安全为目的的各矿

区自发的造林造田，极少有理论的指导，但仍为以

后的生态修复实践活动积累了宝贵经验。直到90

年代后，我国有关工业废弃地的生态修复的理论才

初具规模，同一时期，国家土地管理局先后在全国

设立了12个土地复垦试验示范点，5大面积的土地

复垦的试验和推广的工作也逐渐开展起来，2006

年由国土资源部等7个部委开发的《关于加强生产

建设项目土地复垦管理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发

表1 矿山开发造成的主要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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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225 号）是我国复垦事业的一个里程碑，它

标志着复垦进入开采许可。开采和建设用地等用地

的审批程序都要编制土地复垦方案。党的十八大以

来，我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国家对土地的保

护也越来越严格，对包括工业废弃地在内的土地等

进行生态恢复的事业也越来越重视，一切都逐渐向

积极的一面发展。

3  学术界对矿山修复对象的关注热点

从生态修复的对象来看，受关注程度最高的

一直是植被（如图1所示)，包括林地、苔藓、灌

木、草本、豆科植被等。根据植被所在地区的不同

又可细分为矿区植被、流域植被、泥炭地植被与湿

地植被等; 根据所处地可分为干旱带、干湿热带、

热带以及寒带植被等。土壤的恢复次之，包括土壤

有机质提高、重金属迁移和土壤结构重构等。除此

之外，修复要素还包生态景观、物种多样性、本土

物种结构、土壤微生物、生态系统服务、水资源污

染、地下水水位、土壤种子库等的修复。

图1 2013、2015、2017年学术界关注的主要恢复要素类型

从研究的矿区类型看(如图2) ，露天矿山的

生态修复是关注的重点，井工矿山相对较少。从不

同矿山类型来看，煤矿是关注的重点，金属矿、

砂石矿修复的研究也较多。金属矿山中，以金矿、

铜矿、钴矿、铁矿、铝矿、铀矿为主，砂石矿则以

干旱地区的采砂场为主。除此之外，油砂矿、草原

沙矿、林地砂矿等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关注。其他矿

山，例如粘土矿、页岩矿等的研究也有涉及。值得

一提的是，关闭矿山的生态恢复受到较大程度的关

注，尤其是关闭时间很长的矿山的复垦场地的生态

演替得到了研究人员的重视，例如，研究人员以关

闭矿山为研究场地来比较自然修复和人工修复的效

果，从而反思现有的修复模式。从生态修复方法

看，人工修复是研究的主体。相比之下，自然恢复

的研究较少，但有增长趋势。对这两种修复方法的

反思和比较是一个热点。对自然恢复的研究强调恢

复效果的监测和评价，而人工修复研究则侧重于开

发不同的修复方法，如植被修复、动物修复、微生

物修复、表层土壤重构、营养物覆盖方法等。在植

被修复方面，研究人员关注固氮植物、吸附重金属

植物、保水植物、耐受性植物等的优选方法。

4  矿山修复技术

在自然条件下，矿山废弃地经过自然演替可以

恢复原貌，但需要很长时间[6]，因此，通过人工干

预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快速恢复矿山废弃地的生态

环境显得尤为必要。

4.1 土壤改良和修复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土壤世界万物

之源，是人类生存之本。人类在通过对自然的改造

来获取财富的同时，不可避免的给自然的壤环境造

成了巨大的外力影响，严重的甚至可能导致土壤环

境功能的破坏。遭到破坏、受到污染的土壤环境必

然会给生态系统的功能带来负面的影响，乃至诱发

土壤系统的奔溃及其功能的丧失[7-8]。矿山废弃地

原有的生态系统在遭到外力破坏后，还易形成影响

动植物栖居的极端生态条件，致使生物的多样性被

破坏。矿山废弃地形成后产生的主要的环境胁迫因

子主要有：重金属含量过高，对植物的各种代谢途

径造成负面影响，致使植物对营养的吸收和根系的

生长被抑制；极端的pH值；由于干旱或过高的盐分

所引起的生理干旱；土壤不良的基质物理结构和极

差的持水、保肥能力；氮、钾、磷和有机物的含量

极低以及营养不充分，极端贫瘠等多个方面。

土壤基质的改良作为矿山废弃地的修复工程中

的核心问题是需要首先考虑并予以解决的，其改良

的方法与材料虽然有很多，但还是要实现以下三个

基本目标，其一是要实现对土壤基质物理结构的改

良，其二是要实现基质养分状况的改善；其三是要

实现基质中的有毒有害物质的去除，基于对矿山废

弃地影响植物定居的主要影响因素的准确分析后，

并可以进行废弃地的土壤改良[9]。废弃地土壤改良

的方法和材料也有很多，最为理想的土壤改良措施

应既能服从于生态恢复的短期目标，同时也能够满

足经济的、长期的效益。通过土壤改良，可以提供

植物生长的适宜土壤条件，克服或者避免限制性因

子对植被恢复的影响。美国西雅图煤气工厂在进行

景观改造时，面对具有极高毒性没有任何植物能够

生长的的土壤，采用生物生物方法降解土壤，并利

用自然规律优化生态系统。

4.1.1 土壤改良和修复新技术

土壤修复往往是针对退化土壤的某种性状缺

陷而开展的。例如，在加拿大阔叶林生态修复过程

中，研究人员发现人工扰动后土壤酸性太强，因而

采用添加石灰来中和土壤酸性。然而石灰的添加会

影响到土壤微生物功能，尤其是影响到异养的和无

机化能营养的硝化细菌的活性和潜在硝化活动，因

此研究人员认为石灰添加量和修复时机十分重要。

再例如，加拿大的矿山生态修复研究人员为了减少

锌的污染，提出了专门的土壤修复方法，包括施加

鱼粉生物炭、钙基膨润土和覆盖木纤维等。另外，

加拿大研究人员还开发了一种加速泥炭转化为土壤

有机质的方法; 澳大利亚采矿场地土壤修复中特别

强调土壤种子库的保护和建设，研究人员认为土壤

种子库是重建生态系统抵抗干旱扰动的关键。土壤

的微生物修复技术也是研究的重点。例如，在英国

重金属污染土壤的修复过程中，采用了生物炭和蚯

蚓培育技术; 在南澳大利亚州干旱砂矿的土壤修复

中，提出了构建微生物生态银行技术，这种技术能

以最大限度恢复表土质量促进采矿场地重建，通过

培育蓝菌(Cyanobacteria)以促进生态结皮生长、

表土稳定化。

生物改良是通过利用植物、土壤动物和微生物

的生命活动及其代谢产物来改良土壤的理化性质和

土壤营养状况。相关研究表明,豆科植物能够生长

于土壤污染严重的矿山废弃地中,使矿山废弃地中

氮含量显著提高,同时杨梅、沙棘等都具有较强固

氮能力。近年来利用植物来提取和降低矿山废弃地

土壤中的重金属为土壤改良提供了新途径,大量实

践表明Pb、Cd、Cr、Mn、As、Zn、Cu、Hg等重金属

的超富集植物30多种,其中鸭跖草可以大量富集Cu,

蜈蚣草可以大量富集As,东南景天、鬼针草和酸模

可以大量富集铅,商陆可以大量富集Mn,此外通过现

代生物技术,克隆耐重金属污染的基因,从而用于改

良和培育矿山废弃地重金属富集的植物种类。土壤

动物对于改良土壤结构,增加土壤孔隙度及增强土

壤肥力都发挥着重要作用,BoyerS等人研究发现,通

图2 2013、2015、2017年学术界关注的主要矿区类型



74 75特区建工技术 第3期 废弃矿山修复技术调研报告

过灌水、电击等方法将蚯蚓引入矿山废弃地,蚯蚓

的活动可以增加土壤孔隙度,有效改良土壤的物理

结构,同时蚯蚓还可以起到富集重金属的作用。微

生物能够有效促进植物营养吸收、改良土壤结构、

减弱重金属毒性等,目前大量矿山废弃地生态修复

已将微生物肥料用于土壤的改良,研究表明根瘤菌

与豆科植物共生可将大气氮气转化为氮素固定到土

壤,利于土壤中氮元素积累, 土壤接种菌根利于植

物对P、Mo元素吸收, 降低土壤中Mo污染。

土壤种子库与植被群落的发生、更新、物种多

样性和组成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在国外土壤种子

库已经被应用于矿山废弃地的生态修复实践中,很

多国家在进行矿山开采前,将原有的表土保留下来,

在开采结束后对废弃地进行修复时利用原有的地形

进行整地并将表土归位并适当客土,实践表明利用

土壤种子库进行修复,利于恢复植被向原有植被方

向演替,有较好的恢复效果;国内对于土壤种子库

在矿山废弃地生态修复方面已有一定理论基础,土

壤种子库的自我更新能力和地上部群落的相似性以

及土壤种子库的种类、数量、密度及分布空间,各

种植物的组成型,都成为矿山废弃地生态修复的研

究热点，因此将土壤种子库技术应用于矿山废弃地

生态修复实践中将会成为一个崭新的课题和研究方

向。

4.2 水的处理与再利用

矿山废弃地的水大致有两类：矿产开采过程产

生的废水和长期积蓄下来可利用的雨水[10]。

（1）污水处理与利用

水体的处理是景观修复过程中需要着重考虑的

部分，尤其是水体的净化工程。目前对废弃矿山的

污水处理主要有水生植物与微生物两种方法，分别

是利用植物自有的净化功能与生物化学作用修复。

（2）雨水的收集与循环利用

雨水的收集与循环利用对工业废弃地的景观

修复与生态系统的恢复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矿的

开采多所遗留下来的矿坑其特有形态有利于雨水的

收集，矿坑中的积水可以改造为湿地，大大方便了

雨水对于湿地的水源补充，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

解土壤的污染。位于北京 768 创意园的阿普贝思

雨水花园，前身为大华电子仪器厂，是我国建国初

期156项重点项目之一，最早建于20世纪50年代，

2009年被改造为以设计创意、知识创新和科研研

发为主的文创企业聚集地。其雨水系统的设计（图 

3）是将屋顶积有的雨水通过落水管道进入到弃流

池中沉淀，随后一部分成为循环水景，另一部分经

过在层层台地的滞留、净化再到下渗，径流的部分

在通过最长线行走距离后汇入到中心的下沉花园，

与此同时，开口道牙也可将道路上的雨水收集，通

过台地净化后的干净雨水也将被汇集到下沉花园。

而当雨水的存有量超过设定的容量时，多出的雨水

也会经过溢流的装置流入到地下的储水池，随后送

回到二层台地进行循环的净化，最终用来洗车或者

植物浇灌等，场地内部的雨水则自行消解。这样的

设计极大的减少了建设过程中的外运成本，实现了

上层台地与下沉花园的土方平衡。

图3 阿普贝思的雨水系统

4.3 绿植植被修复

植被的恢复作为所有自然生态系统恢复的大前

提，由此也是矿山废弃地的整个景观修复工程的关

键性工作。因此，根据具体环境条件选择适合的植

物是生态修复的关键技术之一。

植被恢复的植物种类选择的指导思想是：通

过人工辅助建立自然植物群落；种植前期要以草本

为主，灌木为辅，草灌结合；后期要为灌木和小乔

木的生长创造条件；在植物的种植上则以播种（喷

播）为主，移植为辅，用于边坡绿化的植物必要考

虑能耐受地形陡峻、表面结构脆弱等恶劣条件并与

准备建立的植被生长基础——基质层相适宜的品

种。不仅要具有防止水土流失（抗侵蚀）、加固边

坡的作用，同时具有在特定的生长环境中能容易且

长期持续生长，有利于生态系统的恢复和景观的美

化及维持自然生态环境的功能。

在植物种类的选择上，要遵循以下五点原则：

（1）遵从植物生态习性 植物的生长对环境条

件的要求即是植物生态习性，它包括植物所在土壤

的生态条件、所在区域所在区域的气候条件和植物

生态条件等。植物的种植应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

选配过程应综合地考虑环境条件，合理种植。

（2）植物的先锋性性、可演替性和持续稳定

性 矿山废弃地的立地自然条件较差，其植被的恢

复需要在较短时间内实现植被的覆盖，同时发挥固

土作用，因此要选择能够适应立地条件并迅速生长

的先锋植物。当随着种植时间推移，原先种植的先

锋植物在生命系统不断的新陈代谢中逐渐衰退成为

弱势品种，乃至退出群落，而拥有旺盛生命力和较

强侵占能力的长寿命植物品种则会逐渐占据主导地

位，最终形成目标群落，实现自然的演替。而植物

的持续稳定性则是要求植物在目标群落形成后，即

使是在没有人工养护的条件下，也依然能够健康生

长，同时这也是植物对立地条件和自然气候的适应

性的体现。

（3）具有较好的改良土壤能力，能互利共生 

植物的种植还应当考虑到植物物种之间是否能够互

利共生，尽量选择固氮能力好或者落叶量大的植

物，能够修复改良边坡土壤，为其它植物创造适宜

生长的条件。

（4）物种的选择必须要考虑到乔、灌、草有

机结合生物品种的多样性也是在进行植物品种选择

时应着重考虑的，植物品种丰富、多种植物形成的

植被群落，其生态稳定性要明显高于植物种类单一

的植被群落。综合稳定的符合植物生态系统的生

成，需要草本、灌木和草花等多品种多层次的组合

搭配。

（5）选择抗性强、耐贫瘠的植物

矿山废弃地边坡环境恶劣，水肥缺乏，养护相

对困难，植物应能靠自然条件维持生长，因此，植

物的选择，应强调它们的耐贫瘠能力、抗旱能力和

防污染、抗病虫以及适于自然生长的能力。

4.3.1  植物修复新技术

植物修复技术的开发一直是矿山生态修复研究

的重点。例如，法国新喀里多尼亚镍矿山修复中，

在水播法中撒播的是一种丛枝菌根真菌孢子包裹的

种子，该种子用15g/L的藻酸盐作包衣剂，用微孔

膜(Milliporemembranes) 覆盖。该技术的关键是

控制水的 pH 值，这是因为水的 pH 值对包衣质量

和发芽影响最大。再例如，美国密歇根湖区铜矿迹

地的湿地恢复中，采用土工合成材料( Geotextile 

materials) 、泥炭( Peat) 和当地灌草相结合的

综合生态修复技术。来自澳大利亚的研究人员主张

建立种子生产基地、专业种子园等来培育种子，因

为野生种子数量难以满足需求，他们认为建立专门

基地、园地有很多优点，如保持多样性、血统、防

止种子污染外物入侵、提高种子质量等，还可以作

为气候变化监测场所等。

然而，近几年很多的案例强调了植被修复的

全过程控制技术，而不仅仅依靠单一的生态修复技

术。例如，加拿大阿尔伯特油砂矿场植被重建的

瓶颈是水，研究人员提出了加强重栽植被的保水管

理、重塑地形减少水土流失、加大渗透以在地下保

水、选择适当的保水植被、关注水的时空配置及其

与植被重建相耦合等关键技术。在澳大利亚露天矿

场植被重建中，研究人员考虑到植被生命周期的播

种、幼苗和成熟等三个阶段土壤和植被的相互作

用，提出了全局植被重建技术，包括植物物种优

选、土壤基底重构、表土覆盖、播种和维护管理等

环节。阿根廷的研究人员提出了干旱矿区植被重建

关键技术，包括物种选择、胚质生产、幼苗种植、

苗木生产、土壤和基底重构、群落构建以及植被维

护等。印度切里亚煤田开采历史 100 多年，是世

界著名煤田，在这里进行煤炭开发的巴拉特焦煤公

司提出了三步式复垦策略: 第一步铲除侵入物种

如马缨丹( Lantana) ，第二步种植灌木和草本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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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第三步种植本土乔木。

4.4 固体废弃物的处理与再利用

（1）处理方式

固体废弃物的处理主要有三种，分别是堆置、

复垦和填埋：堆置处理即是把固体废弃物直接堆置

到预定的场地中，但是场地的选择要能够防止固定

废弃物对于地下水和地表水的污染，以保证水质安

全，防止因被风蚀或地震或洪水引发灾害以保证人

员安全；复垦处理即是用于修建公共设施和农林牧

渔等：填埋处理就是经过表土采掘、表土储存、将

废弃物回填并平整、铺垫表土到最后复垦种植五个

步骤的处理，此外要尤其注意固体废弃物的填埋要

采用安全的方法。

（2）再利用方式

一是将固体废弃物如废矿石、尾矿一类直接回

填到矿山的采空区，这种方法不仅将原本要用来堆

放废弃物的空间节省下来，还防止了露天堆放废弃

物对周边环境的恶劣影响，并且能够有效杜绝由于

采空区的塌陷产生的地质灾害；二是将这些废弃物

重新加工利用，利用特殊工艺处理成建材投入建设

使用，杜伊斯堡公园就是利用这样的方式，将工业

废弃物等处理成能够用于公园建设的环保建材，这

种方式不仅有效解决了废弃物的回收利用问题，也

为当代的景观设计拓宽了思路，实现了经济与环境

的双重目标，如废弃的钢铁板材（图4），经过设

计师的改造与工业处理，摇身一变成为了铺陈广场

地面的地板。此外，有的废弃物经加工后还可以成

为用于农作物的专业肥配，有效帮助提高了农产品

的产量。

图3 阿普贝思的雨水系统

5  景观恢复新技术

近年来，矿山景观恢复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例如，在加拿大关闭油砂矿的修复过程中，就特别

强调景观恢复，恢复技术包括加强斑块的联通性、

地貌重塑、采场排水系统和地面水系的有机联系、

加强修复场地和周边湖滨生态系统功能的协调等。

澳大利亚露天矿山修复中注重模仿自然地貌来重塑

景观，这实质是对自然景观的恢复，其中关键技术

是增加地形的异质性。冰岛严重退化的矿山景观恢

复强调非生物因素的改善、利益相关者的参与、生

态修复人员的培训和引导等。

近年来，矿山景观恢复力的评估、矿山生态系

统景观服务价值、景观尺度上的生态恢复、生态恢

复过程中景观结构和功能的响应和反馈、采后景观

的维持和优化、不同物种对景观配置的影响、公共

政策和社会过程对矿山景观恢复的作用、景观恢复

效果评价这些问题也受到关注。

6  结论

矿山生态修复是一项复杂而漫长的过程，应根

据矿山自然环境的具体情况作出长远规划。矿山生

态修复应结合矿山开采过程中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程

度以及矿山废弃地的类型和特点，开展相应的工程

措施，同时以生态学理论为指导，把土壤、植被、

微生物和土壤动物的恢复方法加以综合利用，采取

工程措施和生物措施相结合的方式，有效地修复被

破坏的生态环境，只有这样才能够使修复后的矿山

生态环境系统结构合理，功能完整，保证修复后矿

山生态环境系统自然维持，实现矿山生态修复的目

的。随着 3S 技术、重金属超积累植物修复技术、

清洁采矿工艺等技术的日益成熟,生态修复实践中

应加快引进并予以创新应用, 提高修复的效率。

同时，加强生态修复理论与技术研究；建立完整的

监管体制和法律体系，制约矿山的生态环境污染，

制止生态环境恶化；建立有效的行业规范，推动矿

山修复工程的发展，标本兼治，才能取得长久的效

益。

矿山废弃地的景观修复，实际上是在保全环境

的基础上，赋予废弃地景观新的功能，改变其消耗

型性质，使其成为区域乃至地方经济建设和发展格

局中的重要载体，同时，也是区域城市的矿山遗产

保留与再利用的最佳途径。生态修复理论为矿山废

弃地的修复提供了包括土壤、恢复污水的处理再利

用等生态恢复问题专业的处理方式与技术手段，对

矿山废弃地景观环境的可持续利用与发展提供了有

力的帮助，但在体现科学性的同时更不能忽略艺术

性，干瘪的技术无法完全支撑其矿山废弃地的可持

续发展以及达到带来经济效益的目的，基于生态修

复理论的矿山废弃地的景观修复设计实际上正是我

们平时经常谈到的技术与艺术、科学与美学、生态

效应与经济效应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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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讯

《关于推动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的指导意见》解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正在进入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时期。我们要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

融合发展的契机，以信息化、智能化为杠杆培育新动能。要推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深度融

合，做大做强数字经济。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推动建筑业转型升级、促进建筑业高质量发展，近日，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等13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推动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

见》），明确提出了推动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保障措

施。《指导意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指导建筑业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文件，我们要认真贯彻落

实。

一、充分认识《指导意见》的出台背景和重要意义

建筑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近年来，我国建筑业持续快速发展，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建造能力

不断增强，2019年，我国全社会建筑业实现增加值70904亿元，比上年增长5.6%，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16%，有力

支撑了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为加快推进建筑工业化、数字化、智能化升级，进一步提升建筑业发展质量和效

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在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认真总结经验基础上，制定并印

发《指导意见》。

——这是促进建筑业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长期以来，我国建筑业主要依赖资源要素投

入、大规模投资拉动发展，建筑业工业化、信息化水平较低，生产方式粗放、劳动效率不高、能源资源消耗较

大、科技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比较突出，建筑业与先进制造技术、信息技术、节能技术融合不够，建筑产业互联

网和建筑机器人的发展应用不足。特别是在今年新冠肺炎疫情突发的特殊背景下，建筑业传统建造方式受到较大

冲击，粗放型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迫切需要通过加快推动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集成5G、人工智

能、物联网等新技术，形成涵盖科研、设计、生产加工、施工装配、运营维护等全产业链融合一体的智能建造产

业体系，走出一条内涵集约式高质量发展新路。

——这是有效拉动内需、做好“六稳”“六保”工作的重要举措。推动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具

有科技含量高、产业关联度大、带动能力强等特点，不仅会推进工程建造技术的变革创新，还将从产品形态、商

业模式、生产方式、管理模式和监管方式等方面重塑建筑业，并可以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跨领域、

全方位、多层次的产业深度融合提供应用场景。这项工作既具有巨大的投资需求，又能带动庞大的消费市场，乘

数效应、边际效应显著，有助于加快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是当前有效应对疫情影响、缓解经济下行压力、壮大

发展新动能的重要举措，能够为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提供有力支撑。

——这是顺应国际潮流、提升我国建筑业国际竞争力的有力抓手。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向纵深发

展，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5G和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向各行业全面融合渗透。在工

程建设领域，主要发达国家相继发布了面向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国家战略，如美国制定了《基础设施重建战略规

划》、英国制定了《建造2025》战略、日本实施了建设工地生产力革命战略等。与发达国家智能建造技术相比，

我国还存在不小差距，迫切需要将推动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作为抢占建筑业未来科技发展高地的战略

选择，通过推动建筑工业化、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打造“中国建造”升级版，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迈入智能

建造世界强国行列。

二、全面把握《指导意见》提出的目标任务

《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围绕建筑业高质量发展总体目标，以大力发展建筑工业化为载体，以数字化、智

能化升级为动力，形成涵盖科研、设计、生产加工、施工装配、运营等全产业链融合一体的智能建造产业体系。

到2025年，我国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的政策体系和产业体系基本建立，建筑产业互联网平台初步建

立，推动形成一批智能建造龙头企业，打造“中国建造”升级版。到2035年，我国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协同发

展取得显著进展，建筑工业化全面实现，迈入智能建造世界强国行列。同时，《指导意见》从加快建筑工业化升

级、加强技术创新、提升信息化水平、培育产业体系、积极推行绿色建造、开放拓展应用场景、创新行业监管与

服务模式7个方面，提出了推动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的工作任务。我们要在全面落实《指导意见》各

项要求的基础上，找准突破口，突出重点，狠抓关键，务求实效。

一是要以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为重点，推动建筑工业化升级。发展装配式建筑是建造方式的重大变革，有利

于促进建筑业与信息化工业化深度融合。近年来，我国装配式建筑发展态势良好，在促进建筑业转型升级、推动

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仍存在标准化、信息化、智能化水平偏低等问题，与先进建造方式相比还

有很大差距。为此，《指导意见》提出，要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推动建立以标准部品为基础的专业化、规模

化、信息化生产体系。

二是要以加快打造建筑产业互联网平台为重点，推进建筑业数字化转型。建筑产业互联网是新一代信息技术

与建筑业深度融合形成的关键基础设施，是促进建筑业数字化、智能化升级的关键支撑，是打通建筑业上下游产

业链、实现协同发展的重要依托，也是推动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的重中之重。为此，《指导意见》提

出，要加快打造建筑产业互联网平台，推进工业互联网平台在建筑领域的融合应用，开发面向建筑领域的应用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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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要以积极推广应用建筑机器人为重点，促进建筑业提质增效。加大建筑机器人研发应用，有效替代人

工，进行安全、高效、精确的建筑部品部件生产和施工作业，已经成为全球建筑业的关注热点。建筑机器人应用

前景广阔、市场巨大。目前，我国在通用施工机械和架桥机、造楼机等智能化施工装备研发应用方面取得了显著

进展，但在构配件生产、现场施工等方面，建筑机器人应用尚处于起步阶段，还没有实现大规模应用。为此，

《指导意见》提出，要探索具备人机协调、自然交互、自主学习功能的建筑机器人批量应用，以工厂生产和施工

现场关键环节为重点，加强建筑机器人应用。

四是要以加强示范应用为重点，提升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整体水平。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智能建

造与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路径和模式，技术含量高、创新性强、工作难度大，需要充分调动企业和地方的积极

性，组织开展试点示范，建设应用场景，推广成熟技术，打造一批可复制、能推广的样板工程，带动全方位工作

推进。为此，《指导意见》提出，要加强智能建造及建筑工业化应用场景建设，发挥龙头企业示范引领作用，定

期发布成熟技术目录，并在基础条件较好、需求迫切的地区，率先推广应用。

三、认真抓好《指导意见》组织实施

推动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涉及主体多、领域多、环节多，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汇聚各方

面的智慧和力量共同推进。抓好《指导意见》组织实施，需要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各地要从战略高度认识推动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建立健

全工作机制，制订出台具体实施方案，明确时间表、路线图和实施路径，适时对《指导意见》的实施情况进行评

估，并通报结果。

二是加强政策支持。各地区、各相关部门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在税收减免、资金扶持、

企业融资、人才培养等方面，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同时，加强统筹协调，协助解决影响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协

同发展的瓶颈问题。

三是加强宣传引导。要积极宣传推广各地推动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的成熟经验和典型做法，积极

开展政策宣传贯彻、技术指导、交流合作、成果推广，并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努力营造智能建造健康发展的良好

环境。

来源：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民法典》对建筑业企业的重要影响及应对措施

建筑施工活动必须有利于保护环境

《民法典》第九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这是《民法

典》规定的绿色原则。绿色原则规定在《民法典》第一编第一章中，与平等原则、自愿原则、公平原则、诚信原

则和守法与公序良俗原则共同构成了民事活动的基本原则。《民法典》确立绿色原则，意味着建筑业企业的选

址、设计、施工、维修和拆除等活动要注意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充分考虑建筑设计与自然的协调、场址规划的

可持续、资源利用的可循环、室内外环境质量达标等因素，把建设工程的经济效益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共同作

为设计、施工的考量因素，实现建筑施工与资源、环境的和谐统一。

依法发包、承包、分包是必须坚守的管理底线

《民法典》重申了建设工程发包、承包、分包的相关规定，包括发包人可以与总承包人订立建设工程合同，

也可以分别与勘察人、设计人、施工人订立勘察、设计、施工承包合同。发包人不得将应当由一个承包人完成的

建设工程支解成若干部分发包给数个承包人。总承包人或者勘察、设计、施工承包人经发包人同意，可以将自己

承包的部分工作交由第三人完成。第三人就其完成的工作成果与总承包人或者勘察、设计、施工承包人向发包人

承担连带责任。承包人不得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转包给第三人或者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支解以后以分包

的名义分别转包给第三人。禁止承包人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禁止分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工程

再分包。建设工程主体结构的施工必须由承包人自行完成。这些规定与原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基本一致，依法发

包、承包、分包是建筑业企业必须坚守的管理底线。

施工企业必须确保施工工程质量合格

《民法典》第七百九十九条规定：“建设工程竣工经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

的，不得交付使用。”第七百九十三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是建设工程经验收合格的，可以参照

合同关于工程价款的约定折价补偿承包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且建设工程经验收不合格的，按照以下情形

处理：（一）修复后的建设工程经验收合格的，发包人可以请求承包人承担修复费用；（二）修复后的建设工程

经验收不合格的，承包人无权请求参照合同关于工程价款的约定折价补偿。”

从以上规定可知，工程质量至关重要。即使施工合同无效，但只要工程质量合格或者修复后的工程质量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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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法律仍会保护施工企业的工程价款请求权。因此，确保工程质量合格，这是施工企业的第一要务。另外，最

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也规定了挂靠、转包、违法分包、资质不符合规定、中标无效和无规划许可手续等施工

合同无效的情形。施工合同无效会对施工企业的权利义务产生重大影响，施工企业应当注意对所签订施工合同的

法律审查，确保施工合同合法有效。

工程施工要保证相邻建筑物及人群不受影响

《民法典》强调了对相邻权的保护，对提供施工便利、不得妨碍通风采光日照、确保相邻建筑物安全等提出

了具体要求。另外，《民法典》还对建筑施工的侵权行为作了详细规定。例如，第二百九十五条规定：“不动产

权利人挖掘土地、建造建筑物、铺设管线以及安装设备等，不得危及相邻不动产的安全。”第一千二百五十二条

规定：“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倒塌、塌陷造成他人损害的，由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承担连带责任，但是

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能够证明不存在质量缺陷的除外。”第一千二百五十八条规定：“在公共场所或者道路上挖

掘、修缮安装地下设施等造成他人损害，施工人不能证明已经设置明显标志和采取安全措施的，应当承担侵权责

任。”

因此，施工企业应尽快熟悉《民法典》中关于施工侵权行为的相关规定，提高施工安全管理水平，依法妥善

处理施工侵权纠纷。

解除施工合同要维护依法守约方的正当权益

《民法典》第八百零六条规定：“承包人将建设工程转包、违法分包的，发包人可以解除合同。发包人提供

的主要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不符合强制性标准或者不履行协助义务，致使承包人无法施工，经催告后在

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相应义务的，承包人可以解除合同。合同解除后，已经完成的建设工程质量合格的，发包

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相应的工程价款；已经完成的建设工程质量不合格的，参照本法第七百九十三条的规定处

理。”

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还规定了未按约定支付工程价款、已经完成的工程质量不合格并拒绝修复等其他

可以解除施工合同的情形。解除施工合同对发承包双方都会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必须做到慎重稳妥、依法依约，

否则违约解除一方将承担重大不利后果。鉴于此，施工企业必须认真研究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避免出现类似风

险。

来源：中国建设报

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标准《竖向分布钢筋不连接装配整体式混凝土剪力墙结
构技术规程》顺利通过审查

近日，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标准《竖向分布钢筋不连接装配整体式混凝土剪力墙结构技术规程》审查会

在上海召开。审查专家组对该标准进行了逐条审查和讨论，审查委员一致认为《竖向分布钢筋不连接装配整体式

混凝土剪力墙结构技术规程》内容全面，技术内容与相关标准协调，主要技术指标合理，操作适用性强，满足该

结构设计、生产和施工与验收的需求，总体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为了解决目前装配式混凝土剪力墙结构竖向钢筋套筒灌浆连接、浆锚连接等存在的成本高、安装困难、施工

效率低、灌浆质量难以保证的行业痛点，规程编制课题组提出了竖向分布钢筋不连接的装配整体式混凝土剪力墙

结构体系。该结构体系特点是中间预制墙体取消了竖向分布钢筋套筒、浆锚等灌浆连接方式，楼面处采用座浆方

式；现浇边缘构件通过正截面承载力等效原则加大竖向受力钢筋保证剪力墙构件承载力不降低；对于剪跨比低且

抗剪要求高的墙体，可增设斜向钢筋，提高墙体延性、抗剪和耗能能力，同时可根据截面受剪承载力等效原则，

降低水平钢筋的配筋率。并经过系统的理论研究、现行规范研究和有限元分析，系统提出了该体系的设计方法，

包括构件正截面、斜截面计算公式与连接构造。

竖向分布钢筋不连接装配整体式剪力墙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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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指标

（1）该新型体系抗震性能与现浇剪力墙体系等同，但延性、耗能方面均优于后者。

（2）通过试验验证了设计计算方法合理，结构安全可靠。

（3）9度罕遇地震作用下，振动台试验模型底层边缘构件发生弯曲破坏，最大层间变形小于1/120，满足抗

震设计规范要求。

（4）形成了“四位一体”高性能预制外墙产品，同等节能要求下其厚度可减少2/3，可增加建筑使用面积

2%。

经济效益

（1）与传统套筒灌浆连接形式的装配式剪力墙比较， 结构投入成本降低约10%。

（2）传统的装配式剪力墙结构施工5～7天/层，而采用竖向分布钢筋不连接装配式剪力墙施工效率可达4～6

天/层，施工效率提高15%。

（3）综合效益较传统预制剪力墙结构提高约18%。

社会效益

相对国内现有的剪力墙外墙连接形式，竖向分布钢筋不连接装配整体式剪力墙结构体系的优势在于：通过抗

弯等强的方式，适当增加边缘构件受力钢筋面积，在保证抗震性能不降低的前提下，取消了竖向分布钢筋的套筒

灌浆、浆锚或螺栓等连接，降低了材料成本和生产、施工的精度和难度，提高施工效率，规避了这些连接存在的

安全隐患，具有较大市场竞争力和应用前景。该体系的推出彻底规避了传统剪力墙连接形式存在的弊端，对建筑

工业和装配式建筑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来源：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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