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 节
内 容 01 1K420111地铁车站工程施工质量检查与验收



一、质量控制原则（P367）

二、明挖法施工质量控制与验收

（一）基坑开挖施工

（二）结构施工

（三）基坑回填

（四）主体结构防水施工

（五）特殊部位防水处理



一、质量控制原则

(1)工程开工前，必须根据设计文件经现场调查后，

编制施工组织设计、进行质量策划，批准后组织实施。

(2)工程施工应以批准后的设计文件为依据，如需修

改，应取得设计单位同意并签署设计变更或洽商记录后

方可实施。



一、质量控制原则

(3)采用的原材料、预制品、设备等，应符合国家现

行的有关技术标准规定。产品应有合格证和出厂质量证

明文件，设备应有使用说明书并附有铭牌。

(4)采用和推广经鉴定并批准的新技术、新工艺、新

材料、新设备等，应制定相应的施工技术标准。引进的

设备，应按其技术文件要求施工。



二、明挖法施工质量控制与验收

（一）基坑开挖施工

(1)确保围护结构位置、尺寸、稳定性。

(2)土方必须自上而下分层、分段依次开挖，钢筋网

片安装及喷射混凝土紧跟开挖流水段，及时施加支撑或

锚杆。开挖至邻近基底200mm时，应人工配合清底，

不得超挖或扰动基底土。基底经勘察、设计、监理、施

工单位验收合格后，应及时施工混凝土垫层。





二、明挖法施工质量控制与验收

（一）基坑开挖施工

(3)基坑开挖应对下列项目进行中间验收：

1)基坑平面位置、宽度、高程、平整度、地质描述。

2)基坑降水。

3)基坑放坡开挖的坡度和围护桩及连续墙支护的稳

定情况。

4)地下管线的悬吊和基坑便桥稳固情况。



（二）结构施工

(1)混凝土结构施工前，施工单位应制定检测和试验

计划，并应经监理单位批准后实施。

(2)模板及支架应根据安装、使用及拆除工况进行设

计，并满足承载力、刚度、整体稳固性要求。

(3)钢筋进场时应抽取试件做力学性能和工艺性能试

验；钢筋安装时，受力钢筋的牌号、规格和数量必须符

合设计要求，当需要进行钢筋代换时，应办理设计变更

文件；预埋件、预留孔洞应位置准确并安装牢固。





（二）结构施工

(4)混凝土强度分检验批检验评定，划入同一检验批

的混凝土，其施工持续时间不宜超过3个月。用于检验

混凝土强度的试件应在浇筑地点随机抽取。

(5)首次使用的混凝土配合比应进行开盘鉴定，其原

材料、强度、凝结时间、稠度等应满足设计配合比要求。

(6)浇筑混凝土前应清除模内杂物，隐蔽工程验收合

格后，方可灌注混凝土。混凝土灌注地点应采取防止暴

晒和雨淋措施。





（二）结构施工

(7)底板混凝土应沿线路方向分层留台阶灌注，灌注

至高程初凝前，应用表面振捣器振捣一遍后抹面；墙体

混凝土左右对称、水平、分层连续灌注，至顶板交界处

间歇1~1.5h，然后再灌注顶板混凝土；顶板混凝土连

续水平、分台阶由边墙、中墙分别向结构中间方向灌注。

灌注至高程初凝前，应用表面振搞器振捣一遍后抹面；

混凝土柱可单独施工，并应水平、分层灌注。



（二）结构施工

(8)混凝土终凝后及时养护，垫层混凝土养护期不得

少于7d，结构混凝土养护期不得少于14d。

(9)应落实防水层基面的查验、每层防水层铺贴的查

验，保护层施工的查验，结构混凝土浇筑前的模板支搭

查验、钢筋加工的查验，隐蔽前的查验。



(三）基坑回填

(1)基坑回填料不应使用淤泥、粉砂、杂土、有机质

含量大于8%的腐殖土、过湿土、冻土和大于150mm粒

径的石块，并应符合设计文件要求。



(三）基坑回填

(2)基坑回填质量验收的主控项目有:

1)基坑回填土的土质、含水率应符合设计文件要求。

2)基坑回填宜分层、水平机械压实，压实后的厚度应根

据压实机械确定，且不应大于0.3m；结构两侧应水平、对称

同时填压；基坑分段回填接槎处，已填土坡应挖台阶，其宽

度不应小于1.0m，高度不应大于0.5m。

3)基坑位于道路下方时，基坑回填碾压密实度应符合现

行行业标准《城镇道路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CJJ1-

2008的规定。



(四）主体结构防水施工

(1)防水采用的原材料、

配件等应符合设计要求，并

有出厂合格证，经检验符合

要求后方可使用。



(四）主体结构防水施工

(2)防水卷材铺贴的基层面应符合以下规定：

1)基层面应干燥、洁净。

2)基层面必须坚实、平整，其平整度允许

偏差为3mm，且每米范围内不多于一处。

3)基层面阴、阳角处应做成100mm圆弧或

50mmx50mm钝角。

4)保护墙找平层采用水泥砂浆抹面，其配

合比为1:3，厚度为15~20mm。

5)基层面应干燥，含水率不宜大于9%。





(3)结构底板防水卷材先铺平面，后铺立面，交接处

应交叉搭接；卷材从平面折向立面铺贴时，与永久保护

墙粘贴应严密，与临时保护墙应临时贴附于墙上。

(4)卷材防水层采用满粘法施工时，搭接允许宽度值

为80mm；采用空铺法、点粘法、条粘法施工时，搭接

允许宽度值为100mm。





(5)防水卷材在以下部

位必须铺设附加层，其尺

寸应符合以下规定：

1)阴阳角处：500mm

幅宽。

2)变形缝处：600mm

幅宽，并上下各设一层。

3)穿墙管周围：

300mm幅宽，150mm长。



(6)底板底部防水

卷材与基层面应按设

计确定采用点粘法、

条粘法或满粘法粘贴；

立面和顶板的卷材与

基层面、附加层与基

层面、附加层与卷材

及卷材之间必须全粘

贴。





(7)结构顶板采用

涂膜防水层时，防水

基层面必须坚实、平

整、清洁，不得有渗

水、结露、凸角、凹

坑及起砂现象。涂膜

防水层施工前应先在

基层面上涂一层基层

处理剂。



(8)涂膜防水层涂

料应分层涂布，并在前

层干燥后方可涂布后一

层，过程中检查涂膜厚

度应符合设计要求。每

层涂料应顺向均匀涂布，

且前、后层方向应垂直，

分片涂布的片与片之间

应搭接80~100mm。



变形缝——

在建筑物因昼夜温差、不均匀沉降以

及地震而可能引起结构破坏的变形的敏感

部位或其它必要的部位，预先设缝将整个

建筑物沿全高断开，令断开后建筑物的各

部分成为独立的单元，或者是划分为简单、

规则、均一的段，并令各段之间的缝达到

一定的宽度，以能够适应变形的需要



变形缝分类——

伸缩缝(温度缝)—对应昼

夜温差引起的变形；

沉降缝—对应不均匀沉降

引起的变形；

防震缝—对应地震可能引

起的变形











止水带是变形缝的必用防水配件，作用是阻止地下

水沿沉降缝渗入室内，当缝两侧建筑沉降不一致时，止

水带可以变形继续起阻水的作用，一旦沉降缝渗水，又

可依托止水带进行堵漏修补。















止水带（条）种类 特点 适用范围

中
埋
式
止
水
带

橡胶止水带

具有良好的弹性、耐磨性、耐老化性
和抗撕裂性能，适应变形能力强，防
水性能好，温度使用范围为-40oC—
40oC

地下工程变形缝、垂直
施工缝及水平施工缝

塑料止水带
耐久性好，相对于橡胶材料其原料充
足，成本低廉，但其变形能力稍差，
温度适用范围稍小

地下工程变形缝、垂直
施工缝及水平施工缝

金
属
止
水
带

施
工
缝
用
金
属
止
水
带

镀锌钢板 传统的止水带，易于安装、价格低廉，
经镀锌处理后防腐性能好

地下工程水平施
工缝

不
宜
设
置
于
垂
直
施
工

缝

紫铜片 传统的止水带，其耐久性好，但价格
较高

地下工程水平施
工缝

钢板-腻子止水
带

主体材料有刚度，面层材料有粘稠性。
与混凝土咬合较紧密，同时还可弥补
缝张开时的缝隙，但施工时不易固定。

地下工程水平施
工缝

变形缝用金属止水带 传统的止水带，其耐高温性好，但适
用竖向变形能力差

除冶金等高温环境的地
下工程变形缝外，较少
使用

钢边橡胶止水带 钢片与混凝土咬合牢靠，橡胶适用较
大变形，抗较高水压

地下工程变形缝、施工
缝



止水带（条）种类 特点 适用范围

遇
水
膨
胀
止
水
条

遇水膨胀橡胶

具有橡胶的弹性压缩密封
防水作用；又由于该材料
具有遇水膨胀的特性，有
膨胀压密止水作用，但基
面凹凸起伏时难以粘合

1.适合能预留安设止水条沟槽
的垂直施工缝
2.在变形量较小的诱导缝中使
用
3.也可在变形缝止水带损坏后
做修补使用

可
与
其
他
施
工
缝
止
水
带
配
套
使
用

遇水膨胀橡胶腻子

具有遇水膨胀以止水之功
能，具有一定的弹性和较
大的可塑性；遇水膨胀后
塑性进一步加大，堵塞混
凝土孔隙和出现的裂缝

地下工程垂直施工缝和具有围
护结构的水平施工缝

遇水膨胀膨润土类
腻子

特点基本同遇水膨胀橡胶
腻子，但遇水膨胀之后会
离散

诸如单层衬砌顶、底、中板与
地下墙接缝等表面不宜找平的
混凝土表面



止水带（条）种类 特点 适用范围

外
贴
式
止
水
带

橡胶止水带 同中埋式橡胶止水带

明挖放坡施工或围护结构与内衬有
施工间歇的深埋地下结构的变形缝、
施工缝（使用条件同中埋式橡胶止
水带）

塑料止水带 同中埋式塑料止水带

明挖放坡施工或围护结构与内衬有
施工间隙的浅埋地下工程、隧道敞
开段变形缝、施工缝，在低温季节
施工时慎用



（五）特殊部位防水处理

(1)结构变形缝处止水带宽度和材质的物理性能均应

符合设计要求，且无裂纹和气泡。

(2)结构变形缝处的端头模板应钉填缝板，填缝板与

嵌入式止水带中心线应和变形缝中心线重合，并用模板

固定牢固。止水带不得穿孔或用铁钉固定。留置垂直施

工缝时，端头模板不设填缝板。





（五）特殊部位防水处理

(1)结构变形缝处止水带宽度和材质的物理性能均应

符合设计要求，且无裂纹和气泡。

(2)结构变形缝处的端头模板应钉填缝板，填缝板与

嵌入式止水带中心线应和变形缝中心线重合，并用模板

固定牢固。止水带不得穿孔或用铁钉固定。留置垂直施

工缝时，端头模板不设填缝板。





(3)结构变形缝处设置嵌入式止水带时，混凝土灌注

应符合以下规定：

1)灌注前应校正止水带位置，表面清理干净，止水

带损坏处应修补。

2)顶、底板结构止水带的下侧混凝土应振实，将止

水带压紧后方可继续灌注混凝土

3)边墙处止水带必须牢固固定，内外侧混凝土应均

匀、水平灌注，保持止水带位置正确、平直、无卷曲现

象。



(4)结构外墙穿墙管处防水施工应符合以下规定：

1)穿墙管止水环和翼环应与主管连续满焊，并做防

腐处理。

2)穿墙管处防水层施工前，应将翼环和管道表面清

理干净。

3)预埋防水套管内的管道安装完毕，应在两管间嵌

防水填料，内侧用法兰压紧，外侧铺贴防水层。

4)每层防水层应铺贴严密，不留接槎，增设附加层

时，应按设计要求施工。



固定式穿墙管防水构造

1一止水环;2-密封材料;3-主管;4一混凝土结构



读一书
增一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