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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道路排水工程施工质量控制的研究
丁亚冬

（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交建工程分公司，上海 200940）

摘 要 排水工程作为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对于城市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做好排水工程施工质量控制对于

维持城市和谐非常重要，同时排水工程还会影响道路以及居民的正常生活。当前城市中的排水施工和居民日常工作、

生活息息相关，因此对于城市道路排水工程的研究非常有必要，本文针对城市道路排水工程施工的一系列问题进

行研究并提出相应解决策略，希望能为同行业人员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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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城市化水平不断发展，市政道路也开始不断

增多，随之而来的是排水工程的增多。排水工程质量

的好坏严重影响居民的日常生活，只有排水系统和城

市其他工程协调运作，才可以更加有效地使用城市基

础设施建设，各个系统才可以协调发展。在理解排水

工程的重要性的前提下，深入研究排水工程的质量控

制是进行研究的首要任务，同时也为探讨解决方法提

供可靠依据。

1 排水工程质量控制的必要性

1.1 为居民提供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

排水设施作为一项基础的设施建设，在居民的生

活中的作用重大，尤其在近几年中天气变化大、集中

降水频繁等问题频发，排水系统保障着居民的基本生

活，维持居民的正常起居和生活。并且居民的日常用

水相对集中，需要在短期内排解出去，这时候排水工

程的建设就显得尤为重要。除此之外，城市路面大多

为柏油路，渗透功能弱，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较弱，

需要预防高强的降水，这对排水功能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基础设施需要进行全面详细的规划，需要进行完

善的规划。

1.2 保障居民安全

排水系统不仅能保障居民的财产安全，更重要的

是对于生命健康的保护。排水系统可以在短期内使洪

水、污水等迅速排出，保障城市内居民的人身安全。城

市土地相对较少，水分渗透少，积水大多停留在表面而

无法散开，此时排水系统就显得尤为重要。保障居民安

全不仅是人身安全，在排水系统的建设过程中还要对一

些地势低洼地区进行特殊处理，如在地势低洼地区设置

更多的排水作业，促进水流更快地流出，这样才可以最

大力度地保障居民的财产安全，让城市更加美好。

1.3 促进城市更加稳定

在保障居民人身财产安全的同时，排水协调各个

方面为城市提供优质的服务，更好地缓解社会中部分

矛盾的形成，对于社会稳定发展非常重要，同时有利

于更好地进行城镇建设，促进城市现代化发展。在促

进发展的过程中，排水工程可保障居民的人身和财产

安全，对于社会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作用，通过排水

工程的设立，可以抵御居民对于城市条件的依赖水平，

可以增加更多的适宜城镇化的地区，促进各个地区的

繁荣发展。

2 排水工程的步骤

2.1 挖沟槽

排水工程最基础的工作是挖沟槽，这是一切排水

作业的基础，也是最重要的部分。好的沟槽设计为后

面的排污工作奠定基础，好的沟槽设计可以使管道平

整合适的安放，对完成规划的任务具有统领性的作用。

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人们对于排污具有更多的要求，

在进行排水功能之前，需要提前对周边的路线进行仔

细检查 [1]，确保施工工程的安全。同时在开挖的过程中

需要加固周围的建设，同时要避免减少水分的渗透，

从而减少对于土地的污染 [2]。通常情况下，挖沟槽时需

要进行机器作业，以更好地保障后面工作的进行。在

沟槽的实践中一定要严格按照规定的路线进行，对于

沟槽路线和长短进行精准地规划。

2.2 管道建设

管道设计的路线是按照市政规划对于城市建设所

提出的要求进行城市排水工程建设，在排水工程中管

道设计尤为重要，并且管道建设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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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管道建设中有轻微的偏差都可能会使后期管道之间

连接不上，给后期造成很大的困扰。管道在建设过程

中大多以混凝土摊铺的方式进行，摊铺混凝土可以加

固沟槽，起到稳固地基的作用 [3]，同时摊铺可以使混凝

土对周围管道进行包裹，对管道也有一部分保护作用。

要按照政府的规定严格执行，对于管道的位置，设置

点要严格进行定位。在混凝土的摊铺过程中一定要注

意最开始铺摊的位置，只有最开始铺摊的质量有保障 [4]，

后期的浇灌才能顺利实施。

2.3 路面建设施工

在开挖沟槽之前一定要对路面做好准备工作，确

保周围没有阻碍工程测量和探测的物体，在用测量仪

进行测量时一定要确保机器保持水平并进行严格测量。

在开挖沟槽的过程中还要全程不定时地进行测量，以

保障沟槽建设的平稳进行，达到最初的预期 [5]。此外，

还要进行自然天气的预防工作，比如高强度的降水会

严重影响沟槽以及周围的土地，使土质疏松，不利于

后面的管道建设工作，因此一定要做好维护工作，做

好路面建设工作有利于保障工程持续建设。

2.4 进出洞技术

在长距离的建设活动中，需要对洞口进行处理，

也就是日常所说的进出洞设计。在施工过程中大多使

用橡胶对管道进行止水 [6]，在使用橡胶以前大多会使用

湿润土压住管道，然后使用橡胶将管道进行封闭。如

果是洞外进行施工，则需要进行双道橡胶止水法止水，

并且对洞口处进行精细处理，这样管道才会更加耐用。

3 排水工程质量控制的要点

3.1 严格要求设计图纸

在进行排水工程作业以前都会进行图纸的设计，

图纸设计是后期工程的参考。在设计图纸时，一定要

严格要求，不能有丝毫偏差，在图纸设计初步完成后

需要成立专门的小组，和经验丰富的工程人员进行商

讨并研究可行性。其次，需要对计划进行排水的工程

进行实地考察 [7]，商讨图纸是否有实际可行性，在进行

实际工作之前，图纸和实地考察尤其重要，有利于在

后面出现问题时及时解决，图纸和实际情况不符合时

应及时修改，并提出更适合实际情况的方案。

3.2 执行过程要严格

在图纸设计和实地考察以后开始进行排水工程的

实施。在执行过程中一定要严格按照起初的设计图纸

来，不可轻易更改方案。在执行的过程中要精细地对

各个方面进行安排，在设计图的参考之下进行有效操

作，帮助高效地完成工程。排水工程是整个城市协调

的设计，因此严格按照图纸的设计进行工程建设有利

于后期工程的进行。只有排水工程整体运作才可以在

使用中有效地规划，在城市中发挥作用。

3.3 管道测试和掩埋管道

在前期工作完成后，需要对管道进行测试，确保

管道可以正常的运作后掩埋管道。管道测试是对沟槽

和后期的下管的测试，只有严格按照图纸的设计，行

动中严格执行才可以确保管道的正常运行。在检查管

道时一定要认真仔细，认真检查可能出现的问题。排

水管道的安装通常使用试压实验，大多数是利用水流

在管道内加入压力观察管道是否有变化，水流的变化

是否异常，如果中途出现异常则需要进行重新施工。

在检查无误后再掩埋管道，掩埋管道主要使用土方回

填的方式，对于回填的土质要求也非常严格，土质不

能过于干燥或湿润，否则不利于管道的疏通。只有对

各步骤进行严格管理才能保证今后的使用。

4 城市道路排水工程的重难点

4.1 排水工程的重点

对于城市的基础建设来说，质量控制并不难，但

是管道的施工是一个整体功能，并且它并不是对路面

进行施工，更多的是对地下管道进行设计。一旦任何

一段管道质量出现问题，其他地区的管道也会受到影

响。因此，在工程开始建设之前，更重要的是对于管

道的质量监督。只有管道的质量有保证，才能确保今

后的使用。

4.1.1 保障排水功能

排水工程的主要功能就是保障城市中正常的排水

系统，使人们的生活得到便利。因此，这是排水工程

的重中之重，加强对于材料的控制对于今后保障排水

具有重要意义。排水工程的首要作用就是要实现排水

功能的畅通，只有达到了这个目的，整个施工才有意义。

4.1.2 保障后期维护功能

排水工程在建设时期就要考虑对于后期的维护。

在管道口要设定闸口，预防管道炸裂对居民的影响，

同时管道在后期维护中都会有特定的管道，在排水工

程中要重视这些管道，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管道的

作用会越来越大，这些维护也会增加管道的使用年限。

4.1.3 不影响路面建筑

在排水工程的建设时会对路面进行施工，但是随

着管道和掩埋工作的完成，地面的一些基础设施也需

要进行恢复，因此要尽量在路面建设少的地方进行复

杂的建设，这样有助于今后恢复路面的工作，同时也

可以减少坍塌的风险，减少排水工程对路面的影响。

4.2 排水工程的难点

在排水工程中，整个工程都非常复杂，每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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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需要认真地进行反复勘测，地形的复杂性也使整个

工程愈加复杂，在进行建设的过程中只有明确了工程

的困难之处，才可以在这些复杂之处更仔细的应对。

4.2.1 地势情况复杂

在所要进行排水工程的地区通常地势较大，因此

地形地势多复杂，在进行排水工程中要具体问题具体

分析，认真衡量各种地势下进行建设的最佳方式。甚

至在一些地区，拥有多个特殊的地矿，极大地增加了

施工难度。在一些土质较为疏松的地方，要尽可能少

地进行复杂工程，因为疏松的土质很可能会影响管道

的使用，同时排水系统的使用年限也会受到影响。

4.2.2 施工存在隐患

在施工的过程中，最大的难点在于地下的工作很

有可能会威胁人身安全，在一些地势复杂的地区，开

沟槽等活动很有可能会使周围的土壤失去支撑而坍塌，

如果施工人员在地下施工，就会伤害到施工人员，这

使施工过程存在许多的安全隐患。这就要求在施工过

程中，要尽可能地保障工人的安全，尽可能不在高位

地区进行施工，尽可能减少伤害。

4.2.3 特殊情况的处理

对于一些特殊情况的地区也是需要进行特别处理

的。比如一些地区极为寒冷，管道中的液体很有可能

被冰冻，因此需要在这些地区的管道中进行防冻设计，

而且在有必要的情况下在一些地区的排水管道中加入

承插管，尽管在正常使用中它们的作用不明显，但是

随着使用时间的增加，加入承插管的管道会减少渗水

现象，也会增加管道的使用年限，增加保质期。

4.2.4 管道的连接

在排水设施的建设中各管道交错复杂，连接着作

用不同的管道，因此在交错的管道中连接相对应的是

施工的难点。如果管道连接有误，就会给居民的生活

带来极大的危害，同时也会成为城市性的灾难。在管

道连接中前期的设计和施工中都要不断地进行核查，

反复检验。

5 排水施工质量控制的方式

5.1 做好实施前的准备工作

在工程的实行过程中，要想保证施工质量，一定

要在之前进行大量的准备工作。除了前期制作图纸之

外，还要进行实地的探测。需要相关人员对管道所在

的地方进行地质勘测，管道所在地方的坡脚线，防水

等都对后期的工作具有一定影响。不仅是前期土质的

勘测，有些地区的土质并不适合进行施工作业，因此

如果强制进行建设，很有可能会出现坍塌的风险。这

些风险在进行施工之前都要进行认真仔细的排查，才

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5.2 人工和机器相结合

在开挖沟槽的过程中，大多是进行机械作业，但

是完全依靠机械作业并不可行。比如需要人工测量斜

度和坡度，对于挖沟槽主要需要人工和机器相结合，

机器可以节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而专业的人员进行

测量可以促进更加精确地符合当地的特点。在一些地

势比较复杂的地区，常常采用机器大范围地挖掘，后

期进行人工处理，这样沟槽的处理就更加符合图纸的

设计，有利于后面工作的展开，避免了施工挖掘到地

势脆弱的地区而造成危险。

5.3 注意细节处理

在管道的安装之中一定要注重细节的安装，尤其

是管道连接的地方决定着后期的排水功能。因此在管

道的处理之中一定要注重各个方面，比如长度、坡度等。

不同管道的连接口需要进行特殊处理，因此施工时精

细处理可以减小对管道口的破坏。在管道的处理中主

要采用刚性接口和柔性接口。在接口以前，要对链接

的地方进行清洁，这样才可以使黏结胶水发挥作用，

管道的连接也会更加的牢固。

6 结语

排水设施是城市的重要基础建设，施工要求精细，

难度较高，良好的市政路面需要过硬的施工技术。在

施工过程中需要不断进行学习，才能够打造出令人满

意的排水工程。同时，相关人员也需要不断地与时俱进，

增进自身的技能，掌握先进的、符合现代城市化的技术，

才能够促进施工的正常进行，满足社会进步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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