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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定 说 明

《水运工程沉箱预制场设计指南》是根据中国水运建设行业协会《关于发布

2019 年（第一批）中国水运建设行业协会团体标准编制计划的通知》（中水协字

〔2019〕48 号）要求，由中国水运建设行业协会组织有关会员单位进行编制。

重力式结构广泛应用于码头工程建设中，其比重约占了三分之一。沉箱是重力

式码头主要墙身结构型式，其预制、出运是码头工程施工的关键环节。沉箱出运包

括将沉箱从预制区或存储区向出运码头移动、从出运码头向水域或半潜式船舶甲板

面运输上驳等过程。

目前，水运行业缺少沉箱预制场设计的相关技术标准，为适应水运工程建设业

务的快速发展，确保预制场设计满足沉箱预制质量和出运高效、经济、节能、安全

及环保的需求，特编制适合本行业特点的沉箱预制场设计指南，以规范沉箱预制场

的设计标准。本标准的编制与实施，可实现出运沉箱预制场地建设的标准化、规范

化，产生较大的经济效益，填补沉箱预制场设计规程的空白，对促进水运工程行业

建设水平的整体提升具有重要意义。编写单位在系统总结水运工程沉箱预制场设计

经验和吸收成熟先进技术的基础上，经广泛征求意见和反复修改完善，制定而成。

本规程共分为 10 章，并附条文说明。主要包括预制场选址与出运工艺选择、

气囊出运沉箱预制场、轨道式台车出运沉箱预制场、轮胎式门吊水平运输沉箱预制

场、轮胎式台车水平运输沉箱预制场、干坞法沉箱预制场、预制场生产配套设施等

技术内容。

本规程的主编单位是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参编单位是中交四航局第

二工程有限公司、中交四航局第三工程有限公司、中交四航局第五工程有限公司、

中交四航局港湾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本指南编写人员分工如下：

1 总则 吕卫清、吴瑞大、梁邦炎、李汉渤、吴云鹏、陈光垣

2 术语 吕卫清、吴瑞大、梁邦炎、余青山、王冲

3 基本规定 吕卫清、吴瑞大、梁邦炎、李汉渤、杨建冲、陈光垣

4 预制场选址与出运工艺选择 李冠星、李春保、蒋国栋、黄建生、余青山

5 气囊出运沉箱预制场 杨建冲、吴云鹏、毕莉莉、史朝杰、李冠星、李春保、

王冲

6 轨道式台车出运沉箱预制场 陈光垣、黄建生、朱德富、付亮、李冠星、李



春保

7 轮胎式门吊水平运输沉箱预制场 郑远斌、杨建冲、唐权辉、阳剑锋、李冠

星、蒋国栋

8 轮胎式台车水平运输沉箱预制场 李汉渤、欧伟山、梁国栋、诸炳强、邹正

周、李冠星

9干坞法沉箱预制场 李汉渤、欧伟山、梁国栋、诸炳强、邹正周、顾桃源、

李冠星

10 预制场生产配套设施 余青山、梁邦炎、邹正周、欧伟山、李冠星、李春

保、何志敏

本规程于 20**年*月*日通过中国水运建设行业协会审查，20**年*月*日发

布，自 20**年*月*日起实施。

本规程由中国水运建设行业协会负责管理和解释。各单位在执行过程中发现

的问题和意见，请及时函告中国水运建设行业协会（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

大街甲 88 号中联大厦六层，邮政编码：100011）和本规程管理组（地址：广东省

广州市海珠区沥滘路 368号，广州之窗总部大厦，中交四航局科技管理部，邮政编

码：510290，电子邮箱：a027@cccc4.com），以便修订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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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规范水运工程沉箱预制场设计技术要求，保障沉箱预制和出

运满足施工要求，安全可靠、经济合理、节能环保，制订本规程。

1.0.2 本规程适用于水运工程沉箱预制场的设计。其他大型预制构件

的预制场设计，可参照执行。

1.0.3 水运工程沉箱预制场设计除应符合本规程的规定外，尚应符合

国家、行业、地方和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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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0.1 出运码头 Lauching quay

将沉箱从陆上向半潜驳或浮船坞移运过程中驳船靠泊的结构平

台。

2.0.2 出运通道 Passage for launching

将沉箱从预制区或存储区搬运至沉箱下水位置的通道。

2.0.3 沉箱待驳区 Prepared area for launching

气囊出运沉箱时，供沉箱上驳前临时停放的区域，位于出运码头

后方，以充分缩短上驳时间，确保码头安全。

2.0.4 沉箱支垫 Bearing block of caisson

支撑于沉箱底板下方以便气囊穿进和抽出或台车进出的垫块。

2.0.5 沉箱水上接高 Caisson jointing construction over water

沉箱因受出运航道水深或出运设施载重量的限制而不能浇筑至

设计高度，需在水上接高区进行接高至沉箱设计高度的施工过程，可

分为座底接高和漂浮接高两种方式。

2.0.6 气囊 Pneumatic rubber capsules

一种特制的工业用橡胶胶囊，充入压缩空气后可用于重物移运。

2.0.7 气囊工作高度 Working height of pheumatic rubber capsules

采用气囊出运沉箱过程中，沉箱底面距地坪的实际高度。

2.0.8 气囊有效工作长度 Effective working length of pheumatic

rubber caps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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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囊与沉箱底部实际接触的长度。

2.0.9 搭接头 The platform of launching quay connecting with barge

驳船上用于沉箱上驳过程中与出运码头相连接的结构，一般位于

驳船首部。

2.0.10 搭接承台 The platform of barge connecting with launching quay

出运码头上用于沉箱上驳过程中与驳船相连接的专门结构，一般

是 L形梁结构。

2.0.11 搭接水位 Water level for the bow of semi-submersible barge to

be shelved

沉箱上驳前，涨潮期半潜驳船艏与出运码头开始搭接时的 低水

位。

2.0.12 离驳水位 Water level for the bow of semi-submersible barge to

be released

沉箱装驳完成后，落潮期半潜驳船艏安全脱离出运码头时的 低

水位。

2.0.13 溜尾拉力 Tow force against slippage of caisson

出运沉箱过程中，对沉箱施加的与行进方向相反的作用力。

2.0.14 顶升高度 Elevated height of caisson

沉箱预制完成后，为拆除底模并摆放沉箱支垫，用气囊或千斤顶

将沉箱顶起的高度。

2.0.15 轨道式台车 Trolley with steel rail

采用卷扬机牵引、液压顶推或电动机驱动等移动方式在固定钢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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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上行驶并运输沉箱的设备。

2.0.16 轮胎式台车 Rubber-tyred trolley

一种由若干单元车组成若干车列，具备在地面上以电驱动轮胎行

走、原地纵横切换与同步顶升的用于沉箱出运的平台车。单元车是具

备独立行走、顶升与可自由组合成列的台车基本单元，一般由实心橡

胶轮胎、车架、驱动电机与液压顶升装置组成。

2.0.17 沉箱出运 Launching of caissons

将沉箱从预制区或存储区移运到出运码头并移上半潜驳（或浮船

坞）；或将沉箱移运到滑道并通过滑道下水；或起浮出坞等运输过程。

2.0.18 沉箱纵移 Caisson moved in the longitudinal direction

沉箱平行于出运通道方向移动。

2.0.19 沉箱横移 Caisson moved in the transverse direction

沉箱垂直于出运通道方向移动。

2.0.20 沉箱起浮 Caisson floating up

通过向干坞灌水或减少沉箱内压载水使沉箱起浮至一定高度的

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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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根据沉箱码头工程项目建设需求、使用年限以及场址周围环境

条件，沉箱预制场可划分为临时预制场和永久预制场。

3.0.2 沉箱出运通道应与预制生产线和出运码头平顺衔接。

3.0.3 预制场沉箱预制底座、轨道梁、出运码头等构件设计应考虑使

用周期、沉箱尺寸和重量等因素的影响。对于临时预制场，其构件结

构安全等级可取三级，可不进行耐久性设计。对于永久预制场，结构

形式和强度需统筹考虑后续不同类型沉箱尺寸和重量要求，构件结构

安全等级应按一级或二级选取，并应进行耐久性设计。

3.0.4 出运通道和出运码头应设置沉降、位移观测点，定期观测。

3.0.5 沉箱下水方式应综合考虑沉箱场内运输方式、出运通道形式等

确定，可采用滑道、半潜驳、干坞或吊运等工艺。

3.0.6 预制场场地应满足地基承载力和整体稳定性要求，并应符合《水

运工程地基设计规范》（JTS 147）的要求。

3.0.7 利用已有预制场地、出运码头等设施进行沉箱预制时，应对场

地高程、上驳搭接水位、结构强度、边坡稳定等进行验算。

3.0.8 除干坞法以外的预制场，预制场预制台座顶高程应保证施工过

程中不被潮水淹没；出运通道的高程应有一定的不被潮水淹没的作业

时间保障率，必要时应采取防止潮水淹没措施。

3.0.9 预制场平面布置、功能区设计、工艺选择应满足国家有关生产

安全、环境保护和消防要求。

3.0.10 预制场设计应在统筹考虑工地现场设备、人员、物资、环境等



6

要素的基础上，推广智能控制、数字监测和管理技术。

3.0.11 采用浮运拖带法水上运输沉箱时，宜在沉箱出运码头与拖运沉

箱航道附近设置半潜驳下潜坑。下潜坑底高程应满足半潜驳下潜深度

要求，平面尺寸应根据风浪流情况、半潜驳平面尺寸综合确定，四周

富裕尺度不宜小于 5m。下潜坑按《码头结构施工规范》（JTS 215）

有关基槽开挖要求执行。

3.0.12 移运沉箱所设的锚碇设施应考虑平面尺寸、工艺特点、运输通

道、沉箱重量等因素综合布置，锚碇稳定性应根据具体工艺布置进行

核算。

3.0.13 预制场生产配套设施应满足沉箱预制场生产能力的要求，应设

置给排水、供电、消防、安全、现场办公、环保等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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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预制场选址与出运工艺选择

4.1 选址

4.1.1 预制场选址前应掌握预制构件特征、产量、工期、预制工艺、

出运工艺、水上运输距离等内容，应对用地及水域使用条件、环境条

件、自然条件和外部配套条件等进行调查并符合下列规定。

4.1.1.1 用地及水域使用条件宜包括拟选场址土地使用现状、土

地性质、水域开发利用现状、水域功能规定和相关规划符合性等内容。

4.1.1.2 环境条件宜包括拟选场址区域环境保护现状、环保政策

法规、环境容量状况和容纳能力等内容。

4.1.1.3 自然条件宜包括地形、地貌、地质、气象、水文、泥沙、

地震、可作业天数等内容。

4.1.1.4 外部配套条件宜包括交通、供水、供电、通信、地方材

料和施工条件以及社会、人文情况等内容。

4.1.2 场址选择应统筹兼顾和正确处理与周边设施、相邻工程等方面

之间的关系，并应与土地利用规划、城市规划、海洋功能区划、港口

规划等互相协调。

4.1.3 所选场址应满足预制生产要求，建造成本合理，水陆运输便利，

宜适当考虑发展余地，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4.1.3.1 预制场陆域选择应充分利用已有场地，减少土方工程量；

避免大量征地拆迁，并避开村落等人口密集区。改建、扩建预制场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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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妥善处理区域内新、老建筑和设施之间的关系，减少互相之间的干

扰。

4.1.3.2 预制场陆域宜选在地质条件较好的场地，宜避开软弱土

层较厚、爆破开挖量较大和易发生滑坡坍塌的场地。

4.1.3.3 预制场选址应便于通水、通电和交通，有条件时宜靠近

沉箱安装施工现场。

4.1.4 预制场场址应具有满足出运船舶作业及航行要求的水域条件，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4.1.4.1 场址宜选择在水域开阔、水深适宜、水流平缓、波浪掩

护条件较好、泥沙运动较弱的地区。在地形、地质变化过大，水深过

深或过浅，水文条件复杂，维护挖泥量过大的区域选址需进行充分论

证。

4.1.4.2 场址应选择在沉箱运输对水上交通影响小的区域。

4.2 出运工艺选择

4.2.1 沉箱场内运输工艺应在考虑地基条件、场地使用性质、出运频

次、沉箱数量、沉箱尺寸和重量等因素的基础上，满足安全、质量、

进度要求前提下，分析建设成本和使用成本，综合比选确定。

4.2.2 沉箱场内运输指的是沉箱预制完成后，采用气囊、轨道式台车、

轮胎式门吊、轮胎式台车、干坞法等方式，将沉箱从预制生产线水平

移动到预制场指定区域的过程。不同运输工艺特点可参见表4.2.2，

并参照下列要求进行选择。



9

4.2.2.1 沉箱为中大型且地基条件差、出运频次不高时，宜采用

气囊出运。

4.2.2.2 沉箱为中型且地基条件好、出运频次高时，宜采用轮胎

式台车工艺，预制区兼做出运通道时可采用轨道式台车。

4.2.2.3 沉箱为超大型且出运频次不高时，宜采用干坞法出运。

4.2.2.4 沉箱为小型且地基条件好、沉箱数量多、出运频次高时，

宜采用轮胎式门吊工艺。

4.2.2.5 永久预制场宜优先采用轨道式台车、轮胎式台车或轮胎

式门吊工艺。

表 4.2.2 沉箱场内运输工艺对比表

项目

工艺

应用

情况

地基条件 建设成本 使用成本

出运

频次

沉箱

类型

环境要求

气囊 多
地基承载力要

求较低
较低

综合使用成本较

低
较低

各种类型

均可满足

一般环境条件

均适用

轨道式台车 多
地基承载力要

求较高
较高

单个项目使用成

本较高
较低 大中型

一般环境条件

均适用

轮胎式门吊 多
地基承载力要

求较高
较低

出运沉箱等构件

数量少或单个项

目使用，设备建

造成本高

较高 中小型

一般环境均适

用，对场地布局

要求较低

轮胎式台车 少
地基承载力要

求较高

比气囊工艺

高

出运沉箱等构件

数量少或单个项

目使用，设备建

造成本高

较高 中小型
一般环境均适

用

干坞法 少
地基承载力要

求较高

高，宜考虑结

合已有干坞

建设

使用成本高，宜

用于大型沉箱
较低 超大型

干坞外运输航

道水深需满足

沉箱浮运水深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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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沉箱下水工艺应综合考虑沉箱场内运输方式、出运通道形式等

确定，可采用滑道、半潜驳、干坞或吊运等，具体可参照表 4.2.3 进

行选用。

表 4.2.3 沉箱下水工艺对比表

项目

工艺

应用情况 地基条件 建造成本 使用成本

下水

频次

沉箱

类型

环境要求

滑道 多
地基承载力要

求较低
较高

综合使用成本较

高
一般 大中型

水域环境条件

受限

半潜驳 多
地基承载力要

求较高
一般

单个项目使用成

本较高
一般 大中型

一般环境条件

均适用

起重船 多
地基承载力要

求较高
一般

综合使用成本一

般
较高 小型

一般环境条件

均适用

干坞法 少
地基承载力要

求较高
较高

使用成本高，宜

用于大型、超大

型沉箱

较低
大型、

超大型

干坞外运输航

道水深需满足

沉箱浮运水深

要求

4.2.4 沉箱下水滑道设计可参照国家现行标准《纵向倾斜船台及滑道

设计规范》（GT/B 8502）。滑道的类型、坡比和沉箱起浮水位应经

综合论证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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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气囊出运沉箱预制场

5.1 一般规定

5.1.1 气囊出运工艺设计应考虑预制场平面布置、出运通道宽度和坡

度、沉箱外形尺寸和重量等因素。

5.1.2 出运通道设计应根据生产线、存储区、出运码头的相对位置及

高差、沉箱平面尺寸、地质条件等因素进行布置，衔接应平顺合理。

5.1.3 预制生产线的不均匀沉降限值应满足沉箱预制、顶升及移动时

的气囊的安全压力要求，局部不宜超过 50mm。

5.1.4 牵引系统应考虑沉箱出运过程中的受力情况，满足沉箱出运牵

引力及同步作业要求，卷扬机、钢丝绳、滑轮组及地锚等应合理匹配，

布置应易于操作。

5.2 工艺设计

5.2.1 气囊出运沉箱预制场设计应考虑沉箱预制工艺、沉箱尺寸重量、

沉箱预制台座平面布置、气囊规格型号、上驳工艺等之间的联系，并

应满足安全经济的原则。

5.2.2 沉箱预制工艺应考虑预制平台、模板制作及安装、钢筋制作及

安装、混凝土浇筑、分层接茬处处理及养护等工艺内容，相互之间过

渡衔接。

5.2.3 沉箱运输时操作流程应考虑施工准备、气囊充放气、气囊转运、

卷扬机牵引等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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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沉箱上驳时，应考虑半潜驳搭驳、挂设半潜驳牵引系统、压舱

水调整、沉箱支垫、沉箱加固等操作工序。

5.2.5 沉箱预制区工艺设计应考虑沉箱预制台座、起重设备行驶轨道、

模板等周转材料堆放保养场地、半成品及施工材料运输通道、给水排

水系统、供电系统、上下作业平台的塔梯等使用要求。

5.2.6 采用滑模预制工艺时，每条预制生产线可配置两台门式起重机

抬吊模板。门式起重机跨度应按不小于式（5.2.6）的计算结果选取，

门式起重机计算跨度如图 5.2.6所示。

43210 2bbbbbB  （5.2.6）

式中: B——门式起重机计算跨度（m）；

0b——垂直预制生产线轴线方向的沉箱宽度（m）；

𝑏1——材料运输车通道宽度（m），当上下爬梯布置在沉箱之

间时，为便于转移爬梯，应大于上下爬梯宽度，取值宜

大于 3m；

2b ——门式起重机起吊模板、混凝土料斗时的富裕宽度（m），

可取 2.0m；

3b——上下爬梯宽度（m），应考虑爬梯与龙门吊门腿的富裕宽

度，即左侧爬梯与龙门吊之间的宽度，应根据龙门吊规格确定宽度，

可取值 1.5m~2m；

4b——沉箱外侧工作平台宽度（m），可取 1.2 m ~1.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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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6 门式起重机计算跨度示意图

5.2.7 采用分层预制工艺时，可采用门式起重机或移动塔式起重机，

其数量应根据生产线长度布置。场地受限且采用门式起重机时，宜增

设 1~2台移动塔式起重机协助进行钢筋、模板吊运作业。

5.2.8 采用分层预制工艺且使用门式起重机时，门式起重机跨度应按

不小于式（5.2.8）的计算结果选取。

532101 bbbbbB  （5.2.8）

式中: B1——门式起重机计算跨度（m）；

0b ——垂直预制生产线轴线方向的沉箱宽度（m）；

1b——材料运输车通道宽度（m），当上下爬梯布置在沉箱之

间时，为便于转移爬梯，应大于上下爬梯宽度，取值宜大于 3m；

2b ——门式起重机起吊模板、混凝土料斗时的富裕宽度（m），

可取 2.0m；

3b——上下爬梯宽度（m），当爬梯布置在沉箱之间时取 0；

5b ——钢筋网片吊装富裕宽度。竖向绑扎钢筋网片时， 5b 取 0；

水平绑扎钢筋网片时， 5b 等于分层预制高度加 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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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9 采用分层预制工艺且使用门式起重机装拆模板时，门式起重机

的吊高应按不小于式（5.2.9）的计算结果选取。

654321 hhhhhhH  （5.2.9）

式中：H——门式起重机起吊高度（m）；

h1——沉箱底模板高度，可取 0.42m；

h2——沉箱预制 大高度；

h3——外模板顶部工作平台护栏高度， 可取 1.2m；

h4——分层内模板 大高度；

h5——内模板起吊钢丝绳高度；

h6——吊高富余高度，可取 3m。

5.2.10 预制生产线纵向式布置且采用移动塔式起重机时，其轨道宜布

置在生产线外侧。沉箱预制、钢筋网片和模板宜分别堆放布置在塔吊

轨道两侧。塔式起重机作业半径可按式（5.2.10）计算。

632102 bbbbbB  （5.2.10）

式中: B2——塔式起重机作业半径（m）；

0b ——垂直预制生产线轴线方向的沉箱宽度（m）；

1b——材料运输车通道宽度（m），当上下爬梯布置在沉箱之

间时，为便于转移爬梯，应大于上下爬梯宽度，取值宜大于 3m；

2b ——塔式起重机起吊模板、混凝土料斗时的富裕宽度（m），

可取 2.0m；

3b ——上下爬梯宽度（m），当爬梯布置在沉箱之间时取 0；

6b ——塔式起重机轨距(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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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1 箱预制台座系统宜由沉箱预制台座、沉箱顶升槽、沉箱模板固

定装置等组成。预制台座的平面尺寸应满足沉箱尺寸和支拆模板的工

艺要求，台面承载力也应满足沉箱重量的要求。

5.2.12 沉箱预制工艺设计应包括沉箱预制方式、模板堆放，模板、钢

筋、混凝土的水平和垂直运输，运输机械设备的运行路线等，并应遵

循下列基本原则。

5.2.12.1 整体预制沉箱工艺宜用于尺寸较小、重量小于 500t的

沉箱。模板高度较高时，应配备具有相应起升高度的起重设备。

5.2.12.2 分层预制沉箱工艺宜从第二层起设为若干个相同层高

的标准层，生产区应有足够的模板临时存放和保养场地。

5.2.12.3 滑升模板预制沉箱工艺宜用于格仓较少、高度较高的沉

箱，模板拼装场地和吊装设备应满足模板装拆要求。

5.2.12.4 滑架倒模预制沉箱工艺宜用于格仓尺寸统一，模板标准

化较好的沉箱预制。滑架拼装场地和吊装设备应满足装拆施工要求。

5.2.12.5 沉箱混凝土强度需达到设计要求后，方可进行沉箱顶升

及底模拆除。

5.2.13 预制生产线的活动底模数量应根据预制工艺、施工进度和分批

数量确定。

5.2.14 活动底模应根据沉箱平面尺寸、重量和气囊布设进行设计。活

动底模可采用钢结构或钢木混合结构，其结构强度和变形应满足沉箱

混凝土浇筑和沉箱顶升的要求。活动底模结构如图 5.2.1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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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图 5.2.14 活动底模结构示意图

a）底模立面； b）底模平面 ；c）托梁和托板

5.2.15 活动底模设计应满足下列要求。

5.2.15.1 活动底模净空高度满足气囊穿设要求，且应小于气囊安

全工作气压下的顶升高度。

5.2.15.2 托梁净距大于气囊穿设时气囊宽度，并留有富裕量。

5.2.15.3 活动底模顶面平整度不超过 5mm。

5.2.15.4 活动底模尺寸大于沉箱尺寸，每边预留 100mm~300mm

安装模板。

5.2.16 牵引系统可由卷扬机、地锚、牵引钢丝绳、插销、卸扣、滑轮

组等组成，并满足下列要求。

5.2.16.1 牵引系统应对称设置 2台同步牵引卷扬机和 2台同步溜

尾卷扬机，卷扬机规格应根据受力计算结果确定，宜采用 8t~18t卷扬

机。

5.2.16.2 2台卷扬机性能参数应一致，以保证同步牵引。

5.2.17 牵引钢丝绳宜采用纤维芯钢丝绳，钢丝绳规格应根据受力计算

结果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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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8 钢丝绳直径应通过计算确定，并应满足实际操作需要。

5.2.19 场内移运牵引速度宜控制在 3m/min以内。

5.2.20 当沉箱沿水平方向移动时牵引力应大于沉箱与气囊的滚动摩

擦力；沉箱沿出运斜坡下行时的牵引力按式（5.2.20）计算。

1F= GF -F （5.2.20- 1）

cosF G  
（5.2.20- 2）

sinGF G  （5.2.20- 3）

式中： 1F——沉箱牵引力（kN），若 1F=0达到平衡状态；若 1 0F  则

牵引力与沉箱前进方向相反，即溜尾牵引力；

F——沉箱与气囊的滚动摩擦力（kN）；

GF ——沉箱下滑力（kN）；

μ——气囊与地面的综合摩擦系数，取 0.03~0.05；

——斜坡道与水平面夹角（°）。

5.2.21 当沉箱沿出运斜坡上行时，沉箱牵引力 小值应按式（5.2.21）

计算。

1 GF F F  （5.2.21）

式中： 1F——沉箱牵引力（kN）；

F——沉箱与气囊的滚动摩擦力（kN）；

GF ——沉箱下滑力（k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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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2 地锚位置和间距应根据预制生产区布置方式、沉箱尺寸及活动

底模位置确定，并在转向位置加设转向地锚。地锚布置示意图如图

5.2.22所示。

图 5.2.22 地锚布置示意图

5.2.23 牵引地锚、溜尾地锚及卷扬机基础设计应考虑出运钢丝绳的长

度和角度的影响。

5.2.24 地锚耳板抗拉强度应按式（5.2.24）验算，重力式地锚结构如

图 5.2.24所示。

Ep

T

Gd

图 5.2.24 重力式地锚结构示意图

/m

kf
M W


  （5.2.24- 1）

1 cosmM Td  （5.2.24- 2）

式中：σ——地锚耳板承受的 大拉应力（k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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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 ——地锚耳板承受的 大弯矩（kNꞏm）；

W——地锚耳板的抗弯抵抗矩（m3）；

k——折减系数，取 0.85；

f——钢材的抗拉强度设计值（kPa）；

 ——荷载分项系数，取 1.35。

T——地锚承受的拉力（kN）；

d1——地锚耳板孔中心至锚块顶面的距离（m）；

 ——地锚承受的拉力与水平方向夹角（°）。

5.2.25 重力式地锚耳板的设计参照《码头结构设计规范》（JTS 167）

附录 E。

5.2.26 重力式地锚锚块的抗拉强度应按式（5.2.26）验算。

d 1

m

d
t

t

T
f

W




 （5.2.24）

式中： d ——素混凝土结构系数，受弯计算时取 2.0；

m ——截面抵抗矩的塑性影响系数，矩形截面取 1.55；

tW——受拉截面抵抗矩（m3）；

tf ——混凝土抗拉强度设计值（N/mm2）。

5.2.27 地锚的稳定性按式（5.2.27）验算。

d( ) /G d E h Tl K P （5.2.27-1）

无粘性土 21

2 PE H KP （5.2.27-2）

粘性土 21
2

2 P PE H K cH K P （5.2.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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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tan (45 )
2PK


  （5.2.27-4）

式中： dG ——地锚的自重（ kN ）；

d ——地锚自重至倾覆中心的距离（m）；

EP——被动土压力（ kN ）;

l——地锚耳板孔中心至锚块底面的距离（m）；

K——安全系数，取值不宜小于 1.5；

 ——墙后土的重度（ 3/kN m ）；

H——锚块高度（m）；

KP——被动土压力系数；

c——土的粘聚力（ kPa）；

 ——土的内摩擦角（  ）。

5.2.28 沉箱出运时，牵引钢丝绳与沉箱宜采用插销连接。

5.2.28.1 沉箱预制时，应预埋套筒作为沉箱前拉及后溜的插销

孔，插销孔深度宜为 1m，应对插销套筒位置的沉箱结构局部钢筋混

凝土受拉和抗剪能力进行核算，四周应设置加强钢筋。

5.2.28.2 钢插销长度宜为 1.2m~1.4m，出运时露出沉箱外壁长度

宜为 0.20m~0.30m，插销首部应焊接防滑脱钢板。插销受力较大，插

销孔口周边混凝土容易被压崩角，插销上宜设置环形钢箍，使插销受

力传递到钢筋保护层以内部位，保护层混凝土不受插销挤压，如图

5.2.2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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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图 5.2.28 牵引插销示意图

a）牵引插销与插销孔示意图 ；b）插销大样示意图

5.2.28.3 插销的抗弯承载力应按公式（5.2.28-1）~式（5.2.28-3）验

算：

FLM  （5.2.28-1）

tkFF
K

 （5.2.28-2）

/M W kf   （5.2.28-3）

式中：M——插销所受弯矩（ kN m ）；

F——出运钢丝绳的 大拉力（ kN ）；

L——主钢丝绳所挂插销位置与沉箱外壁的距离，取 0.2~0.3m；

tF——钢丝破断拉力总和（ kN ）；

k——折减系数，取 0.85；

K——牵引钢丝绳安全系数，取 4~5；

σ——插销承受的 大拉应力（ kPa）；

W——插销的抗弯模量（m3）；

f——插销钢材抗抗拉强度设计值（ k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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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8.4 插销的抗剪承载力应按式（5.2.28-4）验算：

/ vF A kf   （5.2.28-4）

式中： τ——插销承受的剪应力（ kPa）；

F——出运时钢丝绳承受的 大拉力( kN )；

A——插销钢材的截面积（mm2）；

k——折减系数，取 0.85；

vf ——插销钢材的抗剪强度设计值（ kPa）。

5.2.29 沉箱支垫布置应满足下列要求。

5.2.29.1 枕木应支垫于沉箱隔墙底部，当需要在沉箱底板位置支

垫时，应验算底板的局部承载力。

5.2.29.2 枕木支垫的数量应根据枕木和地基的抗压承载力确定。

5.2.29.3 当沉箱需要横纵移动转换时，需先拟定横移和纵移的气

囊摆放及枕木支垫布置，在转换时，枕木应按拟定的位置支垫。纵横

移转换时气囊与枕木典型布置如图 5.2.2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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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29 纵横移转换时气囊与枕木典型布置图

5.2.30 支垫枕木抗压承载力应按式（5.2.30）核算。

/ cf G A kf  （5.2.30）

式中： A——木材总的局部受压面积 (mm2)；

k——折减系数，取 0.85；

cf ——木材横纹承压强度设计值，根据木材类型确定。

5.2.31 气囊应按《船用气囊技术条件》（JT/T302）的规定设计选用，

宜采用直径 1.0m的气囊。当沉箱平面尺寸较小时，宜使用较小直径

的气囊。常用气囊结构如图 5.2.31所示。

Le

L

D

图 5.2.31 气囊结构示意图

1—囊头；2—囊体；3—囊嘴；D—气囊直径；Le—囊体长度；L—总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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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2 气囊布置应根据沉箱的底板形状、气囊操作便利要求确定，可

采用如图 5.2.32所示的单排布置、双排布置或交错布置。工作状态下

气囊之间的净距不宜小于 500mm。

a） b） c）

图 5.2.32 气囊布置示意图

a）单排布置；b）双排布置；c）交错布置

5.2.33 气囊单排布置时，气囊 少条数应按式（5.2.33-1）~（5.2.33-3）

计算。

n=Max{INT（G/F+1）,4} （5.2.33-1）

PBLF 0 （5.2.33-2）

2/)( HDπB  （5.2.33-3）

式中：n——气囊 少条数；

G——沉箱及箱内残余水重量、施工附加荷载等总和（kN）；

F——单条气囊的承载力（kN）；

B——气囊有效工作宽度（m），如图 5.2.33所示，

0L——单条气囊的有效工作长度（m）；

P——气囊内工作压力（kPa），根据气囊规格型号确定，不

应超过额定压力的 0.8倍；

D——气囊直径（m），应根据气囊规格型号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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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气囊工作高度（m），根据气囊规格型号确定。

B

H

图 5.2.33 气囊有效工作宽度示意图

5.2.34 顶升作业时气囊顶升高度宜大于活动底模高度 30mm~50mm，

气囊工作高度宜取 300mm~500mm。

5.2.35 气囊保存应满足下列要求。

5.2.35.1 气囊长时间不用时，洗净晾干，内充、外涂滑石粉，放

置在室内干燥、阴凉、通风处。

5.2.35.2 气囊应伸开平放，不堆放，不在气囊上堆压重物。

5.2.35.3 气囊存放地应远离热源，不与酸、碱、油脂和有机溶剂

接触。

5.2.36气囊包装运输应按下列要求进行。

5.2.36.1 折叠后需采用塑料编织袋捆扎包装。

5.2.36.2 短途运输时，自然状态需采取吊运、抬运，充气状态需

滚运，严禁在地面拖移。

5.2.36.3 长途运输时，气囊需支垫固定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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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7 气囊在每批沉箱出运前应作无载充气试验，充气压力取该气囊

工作压力的 1.25倍，保压时间不少于 1h。

5.2.38 沉箱顶升应满足下列规定。

5.2.38.1 沉箱顶升前应保证混凝土强度达到设计要求。

5.2.38.2 沉箱顶升前应清理沉箱内部及周围杂物，并排除沉箱内

积水。

5.2.38.3 气囊充气宜按计算工作气压的 80%、100%分级进行，

并根据实际顶升高度进行微调，沉箱四个角的顶升高差控制在 50mm

以内。

5.2.39 溜尾系统应满足在应急情况下能将沉箱从半潜驳上反拉回出

运码头后方的要求。

5.2.40 沉箱上驳前，应根据半潜驳性能、沉箱规格尺寸型号及出运码

头搭接端受力要求等，计算好每条气囊上驳时的潮位控制表，确保出

运码头搭接端受力不超设计规定值。

5.2.41 沉箱上驳过程应在涨潮时进行，且必须选择合适的潮位，确保

上驳完成后半潜驳能够有足够的潮位起浮并离驳。

5.2.42 沉箱上驳潮位的选择应满足从搭接水位至 高潮位或平出运

码头潮位的涨潮历时能够保证完成沉箱上驳整个施工过程。沉箱上驳

潮位时间关系图如图 5.2.42所示：

5.2.42.1 沉箱支垫就位后需根据施工经验预留一定离驳作业时

间，半潜驳离驳作业宜在涨潮过程中潮位为 高水位之前完成，离驳

需在落潮过程中水位为 低离驳水位之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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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2.2 在沿海及潮汐作用明显的河口地区，宜选取持续时间为

不少于 2h、年保证率不小于 60%的潮位作为离驳水位；搭接水位需

满足搭接水位时刻至离驳水位时刻的历时间距不得少于 4个小时、年

保证率不小于 60%的要求。

图 5.2.42 沉箱上驳潮位-时间关系示意图

t1——涨潮过程中潮位为搭接水位的时刻；t2——涨潮过程中潮位最早为离驳水

位的时刻；t3——涨潮过程中潮位为最高水位的时刻；t4——落潮过程中潮位最

晚为离驳水位的时刻

注：图中阴影为预警区，t4时刻的水位与 t2时刻的水位相同。

5.2.43 半潜驳搭接端与码头前沿的缝宽应控制在 100mm以内，并在

其上铺设过渡钢板。

5.2.44 半潜驳搭驳完成后应及时将半潜驳上的牵引系统连接至沉箱

插销上，同时要保持岸上后溜系统的连接，在整个上驳过程中不得拆

除后溜，且后溜在上驳过程中保持半松弛状态。沉箱上驳如图 5.2.4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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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44 沉箱上驳示意图

5.3 总平面设计

5.3.1 预制场总体布置应根据沉箱出运船机设备选型及生产强度要

求、生产出运工艺、沉箱数量及尺寸等进行设计。

5.3.2 预制场生产区总平面布置宜按预制区、存储区、出运通道、出

运码头、水上接高区及相应生产配套设施区等功能区进行布置，并应

考虑总体工艺流程顺畅，减少二次搬运和交叉作业。

5.3.3 根据自然条件、水陆域条件和生产工艺等特点，预制场生产区

布置可采用平行式或垂直式的布置形式，预制场布置见图 5.3.3-1、图

5.3.3-2，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5.3.3.1 平行式布置的预制区与码头后方出运通道轴线平行或重

合。生产线轴线与出运通道轴线存在夹角时，夹角应满足沉箱运输转

向的要求。

5.3.3.2 垂直式布置的预制区与码头后方出运通道轴线垂直。

5.3.3.3 场地纵深较大时，宜采用平行式布置，减少沉箱纵横移

次数。场地纵深不足时，宜采用垂直式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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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3-1 平行式预制场布置示意图

图 5.3.3-2 垂直式预制场布置示意图

5.3.4 预制场生产区各功能区的高程应与生产区内外的运输道路、排

水系统、周围场地高程等相协调，场地设计高程的确定应符合下列规

定。

5.3.4.1 场地高程应满足在设定的防护标准水位时预制区的陆域

不被淹没，并应根据场地功能、设备设施要求、排水方式、水文气象

条件、土方量、生产强度、出运工艺等因素进行综合考虑确定。

5.3.4.2 场地高程不宜低于设计高水位以上 0.5m，并满足场地自

流排水的要求。当难以满足上述要求或涉及较大土石方工程量时，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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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后，可采取设置泵站等防汛排涝措施，降低场地高程。对于临时

预制场，经论证后出运通道和出运码头高程可取重现期为 10~20年的

设计水位和波浪要素进行设计。

5.3.4.3 陆域地面坡度应根据地形条件、工艺要求、排水要求等，

结合高程设计确定。地面总体排水坡度不宜小于 2‰，坡度小于 2‰

时宜采用特殊排水措施。

5.3.5 预制区应根据预制构件特征、预制产量、预制工期、预制工艺

和起重设备参数等进行设计，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5.3.5.1 预制区至预制场生活办公区和预制场外民用建构筑物的

距离均不得小于起重设备作业、坠落和倒塌的影响半径。

5.3.5.2 相邻生产线之间的安全距离应满足人员通行、材料运输

和设备运行的要求。

5.3.5.3 相邻预制构件的间距应根据模板安装拆除、设备施工、

预制构件转运等操作空间要求综合确定。

5.3.6 存储区应根据预制产量、预制工期、出运工艺等进行设计，并

应符合下列规定。

5.3.6.1 存储区宜单独布置，并与生产线、出运通道合理衔接。

特殊情况时，存储区可与生产线、出运通道合并布置。

5.3.6.2 存储区内相邻预制构件的间距应满足转运的要求。

5.3.6.3 沉箱可在水上存放，水上存放场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码

头结构施工规范》（JTS 215）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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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7 出运通道应根据预制区、存储区、出运码头的位置、高差和预

制构件特征、出运工艺等因素进行合理布置，衔接平顺，并应符合下

列规定。

5.3.7.1 出运通道的宽度应满足牵引、地锚、材料搬运等相关设

备设施的使用要求。

5.3.7.2 出运通道的坡度应与运输设备相适应，并应满足临时停

放的需要。

5.3.7.3 出运通道需转角或拐弯时，转角角度和拐弯半径应满足

运输设备的作业要求。

5.3.8 预制场出运码头设计应搜集、分析生产运输需求、水域陆域条

件、自然条件、外部配套条件、出运船型和已有建构筑物等相关基础

资料，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5.3.8.1 设计船型应综合考虑预制沉箱构件特征点、运输要求和

未来发展空间等因素，通过分析论证确定。设计船型的具体尺度宜采

用实船资料，尺度分析宜包括船舶总长、型宽、型深、各种特征载重

状态吃水、搭接装置尺度等。

5.3.8.2 设计水位分析应包括设计高水位、设计低水位、极端高

水位、极端低水位和乘潮水位。乘潮水位包括搭接水位、离驳水位和

其他作业水位，应根据具体需要论证确定，必要时尚应统计分析不同

季节、不同月份的乘潮水位和乘潮历时。设计水位的确定应符合现行

行业标准《港口与航道水文规范》（JTS 145）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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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8.3 出运码头设计应明确码头允许作业条件和可作业天数。

确定码头作业条件时，应考虑下列主要因素：

（1）自然条件，包括潮位、风况、波浪、水流的大小及其分布

特征。

（2）船舶性能。

（3）出运工艺、出运对象和船舶安全出运作业的要求。

（4）出运码头的掩护条件。

（5）码头结构型式、防冲防撞设施的情况。

（6）系缆设施、抛锚和辅助船舶配置情况。

5.3.9 出运码头的布置应根据自然条件、水深、地形、地质、预制构

件特征、出运工艺等要求和船机设备特点进行设计，满足船舶靠离泊、

系泊和出运作业要求，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5.3.9.1 码头宜采用顺岸式布置，当顺岸水深无法满足出运要求

时，可采用突堤式布置。与船舶对接的搭接平台应采用连片平台，平

台两端可根据需要单独设置系缆墩或岸上地锚。

5.3.9.2 码头前沿线应选择在地形不宜过陡、地质条件良好、水

流平顺、满足出运要求的位置，并应与水域、接岸建筑物的布置相协

调。码头前沿线的轴线方位宜与出运通道垂直。

5.3.9.3 码头长度应考虑靠离泊、系泊、移船、出运作业等因素

综合确定，相邻布置泊位时，船舶间距尚应满足消防安全间距的要求。

单个一字形布置的出运码头长度可采用出运船舶宽度加两端富裕长

度确定，可按式（5.3.9）计算：



33

dbL 2 （5.3.9）

式中： L——为码头长度（m）；

b——为出运船舶宽度（m）；

d——为富裕长度（m），结合船舶系泊、移船、运输设备调

头、移位等要求综合取值。

5.3.9.4 出运码头宽度应根据沉箱上驳的工艺要求、结构受力和

整体稳定性要求等综合确定。出运船舶需搭接时，搭接承台长度和宽

度应符合搭接要求，并应满足船舶调节压载水和浮动时的变位要求。

5.3.9.5 码头面高程应满足便于作业、结构安全和码头周边衔接

等要求，并应根据当地水文条件、船型、出运工艺、出运通道高程、

防洪防潮等要求确定。

5.3.9.6 场内采用气囊运输、吊运上驳时，出运码头面高程可按

现行行业标准《海港总体设计规范》（JTS 165）的有关规定确定。

5.3.9.7 移运上驳码头面高程应满足沉箱上驳期间的码头面不被

淹没，便于作业、结构安全和码头周边衔接等要求，并应根据当地水

文条件、船型、压载水调节、出运工艺、出运通道高程、防洪防潮等

要求确定。

5.3.10 移运上驳码头面高程应满足上驳和离驳的要求，并按下列规定

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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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10-1 不座底半潜驳上驳搭接示意图

5.3.10.1 出运船舶采用不座底半潜驳时（如图 5.3.10-1），上驳

要求的码头面高程可按下式计算：

轮胎式门吊和台车、气囊出运

E1= HD+dy （5.3.10-1）

轨道式台车出运

E1= HD+dy+h2 -h1 （5.3.10-2）

式中： E1——码头面高程（m）；

HD——搭接水位；

dy——搭接时压载干舷高度（m），dy= Dm-Ty；

h1——码头面以上钢轨高度（m），不设钢轨时取 h1=0；

h2——甲板面以上钢轨高度（m），不设钢轨时取 h2=0；

Ty——船舶压载吃水（m），取船舶搭接时压载状态的实际吃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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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10-2 半潜驳离驳示意图

5.3.10.2 出运船舶采用不座底半潜驳时（如图 5.3.10-2所示），

码头面高程应按离驳要求进行复核，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轮胎式门吊和台车、气囊出运

E1≦HL+dz -Δ1 （5.3.10-3）

轨道式台车出运

E1≦HL+dz -Δ1+（h2-h1） （5.2.10-4）

式中：E1——码头面高程（m）；

HL——离驳水位；

dz——离驳时重载干舷高度（m），dz= Dm-Tz；

h1——码头面以上钢轨高度（m），不设钢轨时取 h1=0；

h2——甲板面以上钢轨高度（m），不设钢轨时取 h2=0；

Δ1——半潜驳起浮离驳所需的富裕高度（m），可取 0.2m~0.3m；

Tz——船舶重载吃水（m），取船舶离驳时重载状态的实际吃

水。

注：采用配置搭接头的座底半潜驳时，对应的Δ2=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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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0.3 出运船舶采用座底半潜驳时（如图 5.3.10-3、图 5.3.10-4

所示），上驳要求的码头面高程可按式（5.3.10-1）和式（5.3.10-2）

计算。当座底半潜驳船舶性能、水文条件等难以满足出运要求或涉及

较大土石方工程量时，经论证后，可采取有效防汛排涝措施，降低码

头面高程。配置搭接头的座底半潜驳（如图 5.3.10-2）尚应按式

（5.3.10-3）和式（5.3.10-4）复核离驳要求。

图 5.3.10-3 座底半潜驳（无搭接头）上驳搭接示意图

图 5.3.10-4 座底半潜驳（有搭接头）上驳搭接示意图

5.3.11 码头水域应包括码头前沿停泊水域、港池和进港航道。水域平

面布置及尺度应综合考虑自然条件、船舶性能、系缆、绞缆、抛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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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轮辅助等因素，满足船舶移船、靠离泊和通航的安全和便利需要，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5.3.11.1 码头前沿停泊水域设计底高程应保证半潜驳满足搭接、

上驳、离驳（如图 5.3.10-1~图 5.3.10-4所示）的安全作业的要求，必

要时尚需满足起重船、材料运输船等其它设计船型的要求，可按式

（5.3.11-1）、（5.3.11-2）计算：

不座底半潜驳 E2=E1-Dm-Δ2 （5.3.11-1）

座底半潜驳 E2=E1-Dm （5.3.11-2）

式中：

E2——码头前沿水域设计底高程（m）；

Dm——半潜驳型深（m）；

Δ2——富裕深度（m），取 0.5m~1.0m。

5.3.11.2 港池及进港航道设计水深可按式（5.3.11-3）计算：

D= Tz+Δ3 （5.3.11-3）

式中：D——港池及进港航道设计水深(m)；

Tz——船舶重载吃水（m），取船舶离驳时重载状态的实际吃

水。在方案阶段，当无法测算实际重载吃水时，可取船舶满载吃水进

行估算；

Δ 3——富裕深度（m），取船舶吃水的 10%且不宜小于

0.5m~1.0m.

5.3.11.3 码头水域的平面尺度可按现行行业标准《海港总体设计

规范》（JTS 165）的有关规定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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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2 水上接高区应根据预制工艺的要求设置，应符合以下规定。

5.3.12.1 水上接高区宜选在掩护条件好、地基条件好、水流影响

小、水深适当、靠岸或靠码头等便于施工的水域。

5.3.12.2 水上接高区平面布置应满足沉箱水上运输、存放和起浮

的要求。当采用半潜驳运输时，水域应满足半潜驳下潜、沉箱出坞的

要求。

5.3.12.3 水上接高宜采取座底式接高，座底式接高应进行底座基

础和起浮工艺设计，且应进行抗浮验算。

5.3.12.4 底座基础顶高程应满足沉箱稳定性、接高、浮运的要求，

应根据沉箱尺寸、重量、压载和水文条件进行设计。

5.3.12.5 底座基础应验算沉箱稳定性和地基、基床承载力。地基

承载力不足时应进行地基处理。采用块石基础时，基础顶面应平整，

高差不大于±50mm；基础应设有减压排水系统，保证沉箱不粘底；

沉箱座底接高前应对基础进行清淤处理。

5.3.13 生产配套设施可由混凝土搅拌站、钢筋加工场、模板堆放区、

给排水设施、电气设施、消防设施、安全设施和现场办公设施等组成，

应结合生产规模、工艺要求等进行布置，满足安全、便利、经济的要

求，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5.3.13.1 功能相近的区域和建筑物宜集中组合布置。

5.3.13.2 建筑物应满足消防安全间距的要求。

5.3.13.3 堆存有粉尘和异味物品的仓库或堆场，宜布置在年 大

风频率的下风侧或 小风频率的上风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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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3.4 预制场内应设置专门的建筑垃圾、建筑废料堆放点。

5.3.14 气囊出运沉箱预制场平面布置应除应满足第 5.3.1~5.3.12条有

关规定外，尚应满足下列要求。

5.3.14.1 预制生产区平面布置应考虑沉箱预制数量及工期要求、

起重机作业范围、气囊横纵移牵引地锚、出运通道等因素。

5.3.14.2 出运码头布置应考虑出运通道中心线位置、驳船靠泊等

因素，预制台座宜布置在纵向出运通道一侧或两侧。沉箱预制完成后，

横移到纵向出运通道上存放及养护，台座周转预制下一个沉箱。

5.3.14.3 塔吊可采用固定式塔吊或行走式塔吊，宜布置在门吊轨

道外侧。

5.3.14.4 混凝土运输车通道宜布置在塔吊外侧，钢筋半成品堆放

区及钢筋堆放加工区宜布置在通道外侧。

5.3.14.5 塔吊作业半径宜覆盖台座区与钢筋加工堆放区，使塔吊

能直接从钢筋堆放区吊钢筋至台座区绑扎点，无需二次转运。

5.4 预制区

5.4.1 预制区应根据沉箱平面尺寸、生产进度要求、混凝土浇筑工艺

及起重设备选型等因素设计预制工艺、平面布置、地基基础、活动底

模结构及牵引系统等内容。

5.4.2 预制生产线宜采用垂直于码头前沿线布置，其轴线宜与出运通

道轴线平行或重合；生产线轴线与出运通道轴线存在夹角时，夹角不

宜过大。出运码头纵深受限时可采用平行于出运码头岸线布置，并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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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设转向装置。典型的生产线布置方式如图 5.4.2-1和图 5.4.2-2所示。

出运通道纵深较深时，宜采用纵向布置。

图 5.4.2-1 生产线纵向式典型布置示意图

图 5.4.2-2 生产线横向式布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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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 预制生产线的长度应根据沉箱平面尺寸、分批预制数量、沉箱

间距等按式（5.4.3）确定。

321)1( llldnnlL  （5.4.3）

式中： L——单条预制生产线长度（m）；

l——沉箱沿生产线方向的长度（m）；

d——相邻沉箱间距（m），取值应考虑模板装拆、上下爬梯

的操作空间，不宜小于 2m；

n——单条生产线需布置沉箱的数量；

1l 、 2l ——生产线两端预留长度（m）；采用门机时，不宜小

于门机支腿跨度的 1.5倍，采用移动塔吊时，不宜小于 3m；

3l ——模板装拆及堆存、钢筋等材料摆放位置的长度（m）。

5.4.4 采用门式起重机时，预制生产线宽度应按式（5.4.4）确定。

 yBW （5.4.4）

式中：W——预制生产线宽度（m）；

yB ——门式起重机外轮廓尺度（m）；

——安全富裕宽度（m），可取 3m。

5.4.5 采用分层预制工艺且使用塔式起重机时，预制生产线的宽度应

根据沉箱宽度及装拆模板作业宽度确定，按式（5.4.5）确定。

 21w wwW （5.4.5）

式中：W——预制生产线宽度（m）；

w——生产线宽度方向的沉箱平面尺寸（m）；

1w ——装拆模板作业宽度（m）；

2w ——塔吊轨距（m）；

——安全富裕宽度（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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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6 除满足第 5.4.1~5.4.5条有关规定外，预制场布置还应满足下列

要求。

5.4.6.1 预制生产线之间的安全距离应根据生产线的运行设备综

合确定。

5.4.6.2 预制生产线的底模数量应根据预制工艺、施工进度和分

批数量确定。

5.4.6.3 预制生产线内需预留台车行走通道，预留通道的尺寸应

满足台车的高度、宽度要求，有条件可同时考虑台车在通道故障的维

修操作空间。

5.4.6.4 门式起重机钢轨顶高程宜与生产线面层高程一致，跨越

横移轨道槽采用应方便拆装活动式结构。

5.4.6.5 预制生产线之间的净距应根据起重设备作业外空间等因

素确定，不宜小于 2m。

5.4.6.6 预制生产线宜根据预制场总体布置设置排水沟，排水沟

尺寸应根据场地排水量进行设计。

5.4.6.7 预制生产线内应设置混凝土养护供水线路，主管道宜暗

埋铺设。

5.4.6.8 预制生产线供电可采用地下电缆，并根据门式起重机或

移动塔式起重机的使用要求在外侧设置沿线电缆沟槽。

5.4.7 预制区地基加固应满足下列要求。

5.4.7.1 地基承载力验算应按现行《水运工程地基设计规范》（JTS

147）的有关规定执行，地基承载力不足时应进行加固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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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7.2 地基处理方案应根据工程实际条件、周边环境等因素进

行综合分析，初步选出可供考虑的地基处理方案；对初步选出的方案，

从预期效果、施工条件、处理费用和对环境的影响等方面进行技术经

济分析，确定合理的地基处理方案。

5.4.7.3 地基处理方法应考虑土质条件及加载方式、建筑物类型

及适应变形能力、施工条件、材料来源、地下水条件和处理费用等因

素应多方案比较选定，必要时可联合应用多种地基处理方法。水运工

程沉箱预制场常用的地基处理方法可按《水运工程地基设计规范》

（JTS 147）表 8.1.2选用。

5.4.7.4 加固后的预制区不均匀沉降一般不大于 50mm，堆存区、

道路区、纵横移区不均匀沉降一般不大于 100mm。

5.4.7.5 预制区宜采用混凝土面层，混凝土强度和厚度可根据支

垫受力 不利时混凝土的局部抗压和抗剪承载力要求确定。混凝土强

度宜取 C20~C30，面层厚度宜取 150mm~300mm。

5.4.7.6 预制区的门式起重机轨道宜设置矩形或倒 T型钢筋混凝

土轨道梁，轨道梁结构设计宜按 不利轮压状态下的荷载组合计算确

定。轨道梁内侧应设置场区排水沟，并与场外排水通道连接。

5.4.8 施工道路铺面结构可采用简易硬化、混凝土铺面、联锁块铺面、

混凝土预制板等不同型式，应根据使用荷载等级、地基条件、预制场

性质、施工条件等因素考虑，通过技术经济比选确定。铺面结构设计

应符合以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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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8.1 铺面结构组合设计应使各个结构层的力学特性及其组成

材料性质满足相应功能要求。

5.4.8.2 铺面结构应设置完善的防、排水体系。

5.4.8.3 季节性冰冻地区的铺面结构总厚度不应小于其 小防冻

厚度。

5.4.8.4 垫层厚度不宜小于 150mm。垫层宜采用碎石、砂砾等粒

料类材料。防冻垫层采用的粒料 大粒径不应超53mm，小于0.075mm

的细粒含量不宜大于 5%。排水垫层的粒料级配应同时满足渗水和反

滤的要求。

5.4.8.5 联锁块铺面宜设置基层或垫层排水系统。铺面面层厚度

计算可参考《港口道路与堆场设计规范》（JTS 168）附录 C进行确

定。对于地基条件较差、使用期沉降较大的工程宜选用能适应地基变

形的铺面结构。

5.5 存储区

5.5.1 存储区的大小应根据沉箱平面尺寸、分批预制数量、生产进度

要求等因素进行设计，当无条件设置时，沉箱可在预制区和出运通道

上存储。

5.5.1.1 存储区宜布置成条形，并平行设置在生产线的一侧或两

侧。

5.5.1.2 存储区的长度、宽度、相邻沉箱间距可参照第 5.4.3~5.4.5

条有关规定， 小净间距应满足气囊转运操作等出运工序要求所需的

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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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 沉箱存储区内沉箱支垫可采用混凝土结构或钢结构支座，支座

上宜设置木方或橡胶板等柔性垫板；支垫的间距、高度应满足气囊穿

设的空间要求。

5.5.3 沉箱存储区邻近岸边时，应验算岸坡稳定性，必要时对岸坡防

护进行设计。

5.5.4 采用水上存储时，水上存放场应符合下列规定。

5.5.4.1 漂浮存放时，水域应具有良好的掩护和系泊条件，波高

不宜大于 0.5m，成批存放时，沉箱间应采取避碰措施。

5.5.4.2 坐底存放时，存放场宜选择在邻近预制场或安放现场，

受风浪、冲刷和淤积等影响较小，且水深满足要求的水域。存放场地

的地势宜平坦，并应有足够的贮存面积和承载力，必要时应作适当处

理。

5.5.5 存储区承载力应满足沉箱堆存要求，地基设计应进行地基承载

力验算、沉降计算，必要时进行地基稳定验算。地基承载力验算、沉

降计算与稳定验算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水运工程地基设计规范》

(JTS147-1)的有关规定，地基承载力不足时应进行加固处理。

5.5.6 沉箱存储区铺面结构选型应综合考虑装卸工艺、铺面等级、荷

载等级、地基条件以及施工条件等因素，通过技术经济比较确定。

5.5.6.1 铺面结构可选用简易铺面、水泥混凝土铺面或连锁块铺

面，对于地基条件较差、使用期沉降较大的工程宜选用能适应地基变

形的铺面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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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6.2 铺面结构荷载取值应符合《港口道路与堆场设计规范》

（JTS 168）中第 3.4节有关要求。

5.5.6.3 铺面结构自上而下可由面层、基层、底基层及垫层组成，

典型断面图如图 5.5.6所示:

a） b）

图 5.5.6 沉箱存储区铺面结构典型断面

a）水泥混凝土铺面示意图 b）连锁块铺面示意图

5.5.7 存储区铺面结构和垫层设计可参考第 5.4.8条的相关规定执行。

5.6 出运通道

5.6.1 出运通道布置应根据生产线、存储区、出运码头的相对位置及

高差、沉箱平面尺寸、地质条件、水文条件等因素进行布置，衔接应

平顺合理。

5.6.1.1 出运通道面层可采用混凝土或水泥稳定土等结构型式。

5.6.1.2 出运通道应设置排水坡度，坡度可在 0.3%~0.5%之间，

对于无法自然排水的通道应设置排水井及排水明沟。

5.6.1.3 出运通道与出运码头衔接处应保持高程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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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2 出运通道设计应考虑气囊出运、沉箱的临时存放、临时支垫等

作业工序要求，进行生产线连接段、斜坡段、连接出运码头上驳过渡

段的平面布置和结构设计，并满足下列要求。

5.6.2.1 出运通道的坡度设置应与卷扬机后溜牵引能力相适应。

5.6.2.2 出运通道的布置宽度应满足沉箱的牵引与转向、临时支

垫以及气囊的更换与充气等作业要求。

5.6.2.3 出运通道应设置牵引及转向地锚、溜尾及转向卷扬机等

配套设施。

5.6.2.4 生产线连接段应根据生产线及斜坡段位置、气囊设置等

因素进行设计。

5.6.2.5 出运通道斜坡段长度按式（5.6.2-1）确定：

sin/hl  （5.6.2-1）

式中： l ——斜坡段长度（m）；

h ——预制生产线与出运码头顶面高差（m）；

 ——斜坡段的在水平面的夹角（°）。

5.6.2.6 出运通道上驳过渡段应为水平段并与出运码头面高程一

致，其长度宜为沉箱移动方向边长的 1.05~1.2倍。

5.6.2.7 出运通道宽度应根据沉箱平面尺寸、气囊外露长度及气

囊转运通道宽度按式（5.6.2-2）确定：

11 22 lbbB  （5.6.2-2）

式中：B——出运通道宽度（m）；

b——垂直出运通道轴线方向的 大沉箱宽度（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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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 ——气囊转运通道宽度（m），机械转运气囊时不宜小于 3.5m；

场地受限时可单边设置；

1l ——气囊外露长度（m），取值宜小于 1m。

5.6.2.8 出运通道坡度应根据出运码头与生产线面层高差、出运

作业允许 大坡度等因素确定。

5.6.2.9 出运通道坡度不宜大于 3%。当受场地条件限制不能满足

要求时，经论证后坡度可适当放大，并采取减慢出运速度、增大溜尾

拉力等措施增强沉箱的稳定性。

5.6.3 出运通道地基承载力应满足沉箱出运要求，设计荷载根据上部

流动机械荷载确定，地基设计应进行地基承载力验算、沉降计算，必

要时进行地基稳定验算。地基承载力验算、沉降计算与稳定验算应符

合现行行业标准《水运工程地基设计规范》 (JTS 147-1)的有关规定，

地基承载力不足时应进行加固处理。

5.6.4 出运通道的铺面结构设计除应满足《港口道路与堆场设计规范》

（JTS 168）要求外，尚应符合下列要求。

5.6.4.1 当面层采用混凝土结构时可按本规程第 5.4.7条的有关

规定执行。

5.6.4.2 出运通道生产线连接段的地基与铺面结构宜与预制区一

致。

5.7 出运码头

5.7.1 出运码头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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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1.1 出运码头结构型式应根据使用条件、使用环境、自然条

件等因素经技术经济比较后确定，宜采用直立式结构。

5.7.1.2 出运码头结构设计应参照现行行业标准《码头结构设计

规范》（JTS 167）执行。

5.7.1.3 码头混凝土构件宜按照临时工程可不进行耐久性设计，

有特殊要求使用期较长时，应按永久码头要求进行耐久性设计。

5.7.1.4 出运码头结构安全等级可取三级，对失效后果严重的码

头安全等级可适当提高。

5.7.1.5 按临时工程设计的出运码头结构设计可不考虑地震效

应。

5.7.2 码头结构设计应分别考虑沉箱在上驳前、上驳过程和完全上驳

时的荷载工况，其荷载作用条件应满足下列要求。

5.7.2.1 码头设计荷载应包含气囊荷载、出运通道区域外堆载、

半潜驳作用于码头搭接承台时的竖向荷载、系缆力和其他荷载。

5.7.2.2 坐底式工艺出运沉箱，港池坐底结构应按船舶压水和装

载沉箱的 大荷载计算，并考虑适当安全系数。

5.7.3 设计工况、作用组合、承载力验算等应参照《码头结构设计规

范》（JTS 167）设计。

5.7.4 作用于码头搭接承台的竖向荷载应考虑沉箱出运过程中水位变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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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5 码头设计应按上驳前、上驳过程和完全上驳等不同工况，考虑

按以下组合对码头结构进行验算。

5.7.5.1 对于上驳前工况，应考虑结构自重、填料产生的土压力、

气囊荷载等，取 不利组合，对接岸结构进行验算。

5.7.5.2 对于上驳过程工况，应考虑结构自重、填料产生的土压

力、气囊荷载、船舶系缆力等，取 不利组合，对接岸结构及码头进

行验算。

5.7.5.3 对于完全上驳工况，应考虑船舶及压载水自重荷载、沉

箱荷载、船舶系缆力等，取 不利组合，对码头搭接结构及船舶座底

结构进行验算。

5.7.6 码头搭接承台设计应满足下列要求。

5.7.6.1 搭接承台尺度应根据船舶搭接头的尺寸确定。采用气囊

出运时，码头顶面高程应与船舶甲板顶面一致。

5.7.6.2 半潜驳搭接承台应按沿码头方向线荷载考虑，荷载计算

应根据船舶座底和非座底不同工况，按不同状态的 大荷载考虑。

5.7.6.3 搭接承台在前沿宜设置钢轨搭接。

5.7.6.4 搭接承台正面宜设置橡胶支垫。

5.7.7 码头系靠船设施应满足下列要求。

5.7.7.1 系缆设施宜设置在码头两端或出运通道两侧，且不应影

响沉箱出运.

5.7.7.2 系缆设施基础可采用桩基础或混凝土锚块基础。

5.7.7.3 靠船设施可选用轮胎护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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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8 码头后方与出运通道的接岸结构应平顺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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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轨道式台车出运沉箱预制场

6.1 一般规定

6.1.1 轨道式台车出运沉箱预制场应根据预制场地的自然条件、沉箱

的规格与数量、台车驮运沉箱行驶的牵引与上驳方式等因素确定。

6.1.2 台车可分为有顶升系统与无顶升系统两类，沉箱从预制台座转

换到台车的顶升工艺应满足施工安全和沉箱受力要求。

6.1.3 台车顶升系统可分为液压顶升和充水胶囊顶升，顶升部位的沉

箱混凝土应满足局部抗压要求。

6.1.4 台车行走可分为卷扬机牵引、步履式液压顶推、电动机直接驱

动三种方式，预制场平面布置应满足台车行驶的牵引要求。

6.1.5 沉箱下水方式可分为半潜驳和沿滑道溜放两类，轨道布置应结

合沉箱预制台座和下水方式确定。

6.1.6 台车牵引和沉箱下水方式应满足使用要求，保证施工质量、生

产安全、环保、经济合理和兼顾先进性。

6.1.7 轨道式台车采用卷扬机牵引应设溜尾卷扬机控制行走速度，步

履式液压顶推、电动机直接驱动宜设置备用反向牵引卷扬机，以便于

出现异常时可将沉箱拉回待驳区。

6.1.8 沉箱采用半潜驳出运时，半潜驳甲板上轨道布设位置、轨道的

间距和数量应满足沉箱和半潜驳的结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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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9 沉箱采用滑道溜放出运时，应采用三角台车沿斜坡道行驶，计

算不同下水深度时沉箱下滑力的减少幅度，必要时应考虑沉箱下滑的

助滑措施。

6.1.10沉箱预制台座的结构应符合沉箱预制、顶升以及台车行驶进入

台座驮运沉箱要求。

6.1.11轨道梁结构和地基承载力应满足轨道式台车轮压、沉箱自重等

作用荷载下的安全要求。

6.2 工艺设计

6.2.1 轨道式台车出运沉箱预制场设计应考虑轨道式台车基本参数、

运行牵引方式、沉箱预制工艺、不同功能区之间的衔接、沉箱出运上

驳等工艺要求，并应满足安全便捷、经济合理要求。

6.2.2 沉箱从预制台座转换到轨道式台车的方式应根据台车运行、沉

箱预制存储、待驳上驳等因素确定，可采用专用顶升系统或台车自带

顶升系统的方式。

6.2.3 沉箱预制工艺设计除应满足第5.2.5~ 5.2.12条的有关规定外，

尚应考台车行走轨道、轨道梁和顶升沉箱的顶升槽等工艺技术要求。

6.2.3.1 预制台座内的轨道槽及轨道布置应符合轨道式台车、沉

箱底板混凝土局部受压要求。

6.2.3.2 顶升槽宜对称布置，轨道槽和顶升槽的盖板应方便装拆，

盖板与槽壁间应有良好的止浆密封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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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 轨道式台车行走区应按轨道梁结构型式进行设计，纵横移交叉

处的钢轨应采用拆装便捷的活动式结构，潮差较大的地区总体平面布

置应采用轨道槽的结构形式。

6.2.5 轨道式台车设计应考虑台车列数、每列长度、台车单元尺寸、

轨道间距、顶升方式、牵引方式等基本参数。选择基本参数应根据沉

箱尺寸及重量、配套出运沉箱的半潜驳技术性能，综合考虑技术先进、

安全可靠、经济合理等因素，并应考虑下列情况。

6.2.5.1 每列台车的长度应按沉箱的长度和宽度确定。

6.2.5.2 每组台车的列数应根据沉箱重量、配合出运的半潜驳的

甲板结构确定，宜均匀受力布设。

6.2.5.3 每列台车宜分为若干标准台车单元。

6.2.5.4 每个台车单元宜由双列轮子组成，有顶升系统的台车每

个台车单元应布设液压千斤顶。

6.2.5.5 台车高度应根据沉箱重量、配合出运沉箱的半潜驳下潜

富余深度确定，台车高度宜取 0.6m，台车车轮半径 r可按式（6.2.5）

计算：

r=umg/f (6.2.5)

式中：r——轮子半径，通常取 250mm；

u——滚动摩擦系数，可取 0.02；

m——沉箱质量分配到单个轮子的数值；

g——重力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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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轮子与轨道摩擦力。

6.2.5.6 台车宽度应满足自身稳定、半潜驳甲板结构要求，采用

双列轮子时轨距可取 0.8m，台车宽度可取 1.2m~1.4m。

6.2.6 轨道式台车牵引可考虑卷扬机牵引、液压顶推、电动机驱动等

方式。

6.2.7 台车在轨道上稳定运行的静阻力 Fj由摩擦阻力 Fm、坡道阻力

Fp和风阻力 Fw组成，可按式（6.2.7-1）进行计算。

wpmj FFFF  （6.2.7-1）

6.2.7.1 摩擦阻力 Fm按式（6.2.7-2）计算。


D

d
GGF




f2
)( 21m （6.2.7-2）

式中：G1——台车承载能力 Fp；

G2——台车自重；

f——滚动摩擦系数（取 0.5mm）；

μ——车轮轴承摩擦系数（取 0.08）；

d——与轴承相配合处车轮的直径；

D——车轮踏面直径（取 500mm）；

β——附加摩擦阻力系数（取 1.5）。

6.2.7.2 坡道阻力 Fp按式（6.2.7-3）计算。

sin)( 21 GGFP  （6.2.7-3）

式中：G1——台车承载能力 Fp；

G2——台车自重；

—坡度角，坡度 i很小时（i≤0.003），计算中可用轨道的坡

度 i代替 sin ，Fp=（G1+G2）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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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7.3 风阻力 Fw按式（6.2.7-4）计算：

Fw=CPlA （6.2.7-4）

式中：C——风力系数；

Pl——正常工作状态下的计算风压（7级风，取 250N/m2）；

A——垂直于风向的实体受风面积。

6.2.8 采用卷扬机牵引时，应按照预制区、沉箱纵横移通道进行牵引

系统的卷扬机、地牛、牵引钢丝绳走向布置。

6.2.8.1 牵引力 Fq按式（6.2.8）计算。

Fq=KqFj （6.2.8）

式中：Kq为牵引启动荷载系数，可取 1.2。

6.2.8.2 卷扬机牵引系统需根据总牵引力情况，进行分解、设计

计算牵引卷扬机、制动卷扬机、牵引钢丝绳、制动钢丝绳、连接卡环、

地牛、转向滑轮等部分。

6.2.8.3 沉箱沿斜坡滑道下水工艺，根据沉箱下滑力配置足够的

制动（溜尾）卷扬机。

6.2.9 采用液压顶推台车可用于沉箱预制场内及上驳船的水平运移，

系统由可移运液压站、液压油缸、夹轨器和高压油管组成，应满足下

列要求。

6.2.9.1 液压顶推力 Fd按式（6.2.9）计算。

Fd=KtFj （6.2.9）

式中：Kt——顶推启动荷载系数，可取 1.2。

6.2.9.2 液压顶推的油缸、夹轨器和液压系统应按需要的顶推力

进行设计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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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9.3 可移运液压站由柴油机、液压油泵、油箱、液压油散热

系统和操作控制室组成，具备在外力牵引或自带动力驱动移动的行走

系统。

6.2.9.4 液压油缸一端与夹轨器水平铰接另一端与台车连接。

6.2.9.5 夹轨器由夹具体、楔齿条弹簧等组成，在油缸作用下沿

轨道水平单向移动。

6.2.10 电动机驱动台车可用于沉箱预制场内及上驳的水平运移。每列

台车可由多个台车单元组成，台车单元可分主动台车和被动台车，主

动台车应配电动机牵引系统，被动台车可由主动台车牵引。电动机驱

动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6.2.10.1 电动机的静功率按式（6.2.10-1）计算。

Pj=Fjv0/(1000ηm) （6.2.10-1）

式中 Fj——台车运行静阻力（N）；

v0j——运行速度（1.34m/min）；

η——机构传动效率（取 0.90）；

m——电动机个数。

6.2.10.2 电动机的实际所需功率按式（6.2.10-2）计算。

Ps=KdPj （6.2.10-2）

式中：Kd——考虑到电动机启动时惯性影响的功率增大系数，可取

1.1。

6.2.10.3 主动台车各单元通过 PLC控制系统同步，自动控制和

调整台车同步行驶。

6.2.10.4 电动机可采用变频调整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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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1 轨道结构设计应结合台车布置、行走的牵引方式进行轨道布置

及受力分析，并符合下列要求。

6.2.11.1 预制场沉箱纵横移布置的轨道应满足沉箱结构尺寸及

受力要求，半潜驳上的轨道与陆地纵移轨道的高程和轴线位置必须保

持一致。

6.2.11.2 陆地与半潜驳之间连接段的轨道连接构造应方便操作，

支垫间距及受力要求应符合要求。

6.2.11.3 步履式液压顶推的轨道应采用固定措施，防止轨道在顶

推过程中发生变形、滑动等现象。

6.2.11.4 轨道钢轨应满足轮压要求，轨道垫板宜连续支垫。

6.2.11.5 受力分析可按弹性地基梁进行计算。

6.2.12 出运通道布置应减少交叉作业、安全便捷、综合利用，基础和

地基应满足台车行驶要求。

6.2.13 沉箱存储区可按项目需要布设，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6.2.13.1 存储区台车行驶线路应按出运通道要求设置。

6.2.13.2 存储区应按台车行驶路线和沉箱结构设置支垫。

6.2.14 码头后方宜考虑设置沉箱待驳区。

6.2.15 出运码头前沿线宜垂直于出运通道，且码头中心线与沉箱待驳

区同一轴线。

6.2.16 轨道式台车出运的工艺操作应满足下列要求。

6.2.16.1 大批量构件出运前应进行工艺性验证、轨道式台车空载

模拟，并组织重载典型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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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6.2 出运码头前沿应设置导向装置，使半潜驳能够快速进行

船位调整对接，确保出运码头和船驳连接段的短钢轨顺直。

6.2.16.3 沉箱上驳前应确认潮水水位是否符合船舶重载座底的

受力要求。

6.3 总平面设计

6.3.1 预制场总平面设计应除应满足第 5.3.1条~5.3.3条有关规定外，

应根据沉箱出运船机设备选型、施工工期、生产强度、沉箱预制工艺、

沉箱数量及尺寸、拟建场地大小等进行设计，轨道式台车出运沉箱预

制场典型总平面布置见图 6.3.1。

图 6.3.1 轨道式台车出运沉箱预制场典型总平面布置图

6.3.2 预制场生产区各功能区的总体布置应满足第 5.3.4条有关要求。

轨道式台车行走区应结合沉箱墙体结构和出运船舶甲板结构进行布

置，并结合具体的顶升、行走、支垫位置对沉箱和船舶进行受力验算。

6.3.3 沉箱预制区平面布置应满足第 5.3.5条相关要求。

6.3.4 沉箱存储区平面布置应满足第 5.3.6条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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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5 出运通道应满足第 5.3.7条有关要求，保证与生产线、出运码头

之间衔接平顺，其设计坡度不大于轨道式台车的使用要求。

6.3.6 出运码头的布置型式、码头长度、码头宽度、码头前沿水深、

码头水域等应满足第 5.3.9~5.3.11相关要求，并应根据预制场整体布

置、船舶作业要求等因素确定，按移运沉箱上驳设计的出运码头前沿

应采用船舶座底式结构。

6.3.7 当需要水上接高时，应满足第 5.3.12条有关要求。

6.3.8 生产辅助设施布置应满足第 5.3.13条有关要求。

6.4 预制区

6.4.1 预制区应根据沉箱平面尺寸、生产进度要求、沉箱预制工艺及

起重设备选型等因素进行设计，应满足第 5.4.1~5.4.5条的有关要求，

轨道式台车出运沉箱预制区典型断面示意图如图 6.4.1所示。

图 6.4.1 轨道式台车出运沉箱预制区典型断面示意图

6.4.2 预制区地基加固除应满足第 5.4.7条有关规定外，尚应满足下列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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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1 预制区的起重机轨道宜设置矩形或倒 T型钢筋混凝土轨

道梁，轨道梁结构设计宜按 不利轮压状态下的弹性地基梁计算确

定。轨道梁内侧应设置场区排水沟，并与场外排水通道连接。

6.4.2.2 轨道式台车行走区地基承载力应满足台车 大重载行走

能力，可按现行《水运工程地基设计规范》（JTS 147）的有关规定

验算；地基承载力不足时应进行加固处理，宜采用承载力高的弹性地

基梁结构或桩基轨道梁结构。

6.4.2.3 预制区的不均匀沉降限值应满足沉箱顶升及移动时的轨

道式台车千斤顶行程调节范围，局部不宜超过 30mm。

6.4.3 施工道路铺面结构应满足 5.4.8条有关要求。

6.5 存储区

6.5.1 存储区平面布置应满足第 5.5.1条有关规定，轨道式台车出运沉

箱存储区的典型断面如图 6.4.1所示，应根据台车是否自带顶升系统

考虑存储区的顶升要求。

6.5.2 存储区沉箱支垫、岸坡稳定验算、水上存储应满足第 5.5.2~5.5.4

条有关规定。

6.5.3 存储区的存储台座、轨道梁受力设计应满足第 6.4.2条有关规

定。

6.5.4 铺面结构选型及设计应满足第 5.5.6、5.5.7条有关规定。

6.6 出运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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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1 出运通道设计应满足轨道式台车行走、沉箱的临时存放、临时

支垫等作业要求，除应满足第 5.6.1条有关规定外，尚应满足下列要

求。

6.6.1.1 出运通道的坡度设置应与轨道式台车行走能力相适应。

6.6.1.2 出运通道台车轨道与出运码头衔接处应保持高程一致，

通道高程可与轨道高程一致或略低。

6.6.1.3 出运通道的宽度应按式（6.6.1）计算确定。

 wW （6.6.1）

式中：W——出运通道宽度。

w——出运通道宽度方向的沉箱平面尺寸（m）。

——安全富裕宽度（m），可取 2m。

6.6.1.4 轨道式台车出运通道不宜设置坡度，当设置坡度时应与

其行走能力相适应。

6.6.1.5 轨道式台车出运通道宜设置反向牵引卷扬机、地锚。

6.6.1.6 出运通道地面不得设置任何影响沉箱移动的障碍物。

6.6.2 出运通道轨道梁设计应满足第 6.4.2条有关要求，兼做临时存储

沉箱时应按存储区结构要求设计。

6.6.3 出运通道铺面结构应满足第 5.6.4条有关要求。

6.7 出运码头

6.7.1 出运码头设计应符合第 5.7.1条有关规定。

6.7.2 荷载作用条件应符合第 5.7.2条的有关要求，同时要考虑轮台车

轨道荷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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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3 设计工况及作用与作用效应组合参照第 5.7.3~5.7.5条有关规定

执行。

6.7.4 出运码头前沿应设置导向装置，使半潜驳能够快速进行船位调

整对接，确保出运码头和船驳连接段的短钢轨顺直。

6.7.5 搭接承台设计除满足第 5.7.6条要求外，采用轨道式台车工艺

时，码头轨道设计高程应与船舶甲板顶面轨道的顶面一致；对于桩基

结构码头，码头部分对应轨道位置应布置桩基。其结构示意如图 6.7.5

所示。

a) b）

图 6.7.5 出运码头搭接承台与半潜驳搭接头搭接示意图

a) 不坐底搭接 b）坐底搭接

6.7.6 系靠船设施应满足第 5.7.7条有关规定。

6.7.7 码头上的台车轨道高程应与船舶甲板轨道一致，平面允许偏差

不超过 1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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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轮胎式门吊水平运输沉箱预制场

7.1 一般规定

7.1.1 轮胎式门吊水平运输沉箱的预制场平面可因地制宜布置，宜结

合沉箱预制模板装拆设备及轮胎式门吊出运通道规划进行场地设计，

预制区距出运码头距离宜控制在 1km内。

7.1.2 轮胎式门吊型号应根据出运沉箱的重量、外形尺寸及高度等技

术参数来设计和确定，并预留安全系数。

7.1.3 轮胎式门吊出运沉箱所配套的吊具及吊架平面吊点位置应与轮

胎式门吊吊点平面位置一致，其刚度及挠度应满足吊运沉箱时设计受

力要求。

7.1.4 轮胎式门吊出运通道宜选择直线布置，少设拐弯段。

7.1.5 轮胎式门吊出运的沉箱可适用于重量和外形尺寸均较小的沉

箱，中、大型沉箱不宜选用，沉箱出运工艺的选择可参照第 4.2.1、

4.2.2条有关规定。

7.1.6 沉箱存储区宜选择在出运通道、码头前沿或专设的存储区域，

沉箱存放时应综合考虑轮胎式门吊行驶通道宽度，存储区地基应满足

沉箱存放及轮胎式门吊行驶的地基承载力要求。

7.1.7 码头前沿水域水深应满足出运船舶吃水要求。

7.1.8 预制生产区宜布置于轮胎式门吊行驶通道两侧，相邻沉箱之间

间距应满足轮胎式门吊行驶及模板安装所需空间尺寸要求。

7.2 工艺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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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 轮胎式门吊出运沉箱工艺流程设计应考虑沉箱预制、沉箱场内

水平运输、沉箱上驳之间的衔接和流水作业要求。

7.2.2 轮胎式门吊水平运输沉箱工艺应考虑轮胎式门吊调试、吊具及

吊架安装、沉箱起吊、轮胎式门吊行走方式等因素。典型工艺流程如

图 7.2.2所示。

水平运输前准备

检查出运通道 轮胎式门吊整机调试

轮胎式门吊移动就位

吊具及吊架就位安装 钢丝绳检查活动插销安装

沉箱提升到位

吊运沉箱行驶行驶过程中观察物体状态

直线行驶 0°和90°转弯或差速转弯

到达指定位置

下放沉箱

将高速档位换到低速档位

图 7.2.2 轮胎式门吊出运沉箱典型工艺流程图

7.2.3 轮胎式门吊水平运输沉箱上驳工艺选择应考虑沉箱运输船舶、

出运码头特点等因素，可采用起重船吊运上驳或轮胎式门吊直接吊运

上驳。

7.2.3.1 采用起重船装驳时，应考虑船舶组就位轮胎式门吊水平

运输沉箱至码头前沿、吊具吊架就位安装、起吊沉箱、沉箱下放就位、

驳船压水动态平衡、沉箱装满驳船后船组解缆起航等工序之间的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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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典型工艺流程如图 7.2.3-1所示。

上驳前准备

沉箱吊孔及舱内给水检查

起重船靠驳就位

吊具吊架就位安装

深舱驳分区铺设枕木 深舱驳靠驳就位 排放舱内积水

吊运沉箱至指定位置下放

活动插销安装 检查钢丝绳

沉箱起吊就位

吊至指定位置下放就位

沉箱加固

驳船压水动态平衡

图 7.2.3-1 起重船吊运沉箱上驳典型工艺流程图

7.2.3.2 采用轮胎式门吊直接上驳时，出运通道坡度不宜大于

2%，应考虑半潜驳船组就位、铺垫枕木、轮胎式门吊候潮水平吊运

沉箱上驳、到达指定位置、下放沉箱、加固枕木、半潜驳装满沉箱后

解缆起航等工序之间的衔接，施工工艺流程如图 7.2.3-2所示。

上驳前准备

轮胎式门吊吊运沉箱上驳

半潜驳指定位置铺设枕木

核实上驳潮位时间段

驶入半潜驳指定位置

下放沉箱

轮胎式门吊驶出半潜驳

半潜驳船组就位

半潜驳座底接驳码头

图 7.2.3-2 轮胎式门吊出运沉箱上驳典型工艺流程图



67

7.2.3.3 轮胎式门吊水平吊运沉箱直接上驳时，半潜驳必须坐底

且轮胎式门吊外形尺寸应不大于坞室宽度，应预留富裕量。

7.2.4 轮胎式门吊应由专业厂家整机设计及建造，整机可由箱型主梁、

吊点横移系统、起升系统、液压系统、电气控制系统、走台、爬梯等

构件组成，典型立面图如图 7.2.4所示，主要构件受力及平衡稳定应

由厂家根据拟出运 大沉箱重量及尺寸进行计算。

图 7.2.4 轮胎式门机典型立面图

7.2.5 轮胎式门吊额定起重量应不小于拟出运 大沉箱的重量和吊架

重量之和，安全系数不应小于 1.25。

7.2.6 轮胎式门吊轮廓尺寸设计应综合考虑出运 大沉箱外形尺寸及

富裕宽度等因素，跨度按式（7.2.6-1）和内净空高度按式（7.2.6-2）

确定：

 2B （7.2.6-1）

21  hH （7.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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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B——轮胎式门吊轴距之间宽度（m）；

H——轮胎式门吊净空高度（m）；

——垂直门吊行驶通道方向的沉箱 大平面尺寸（m）；

——沉箱侧面距离轮胎式门吊每侧轴的中轴线处宽度（m），

不宜小于 1.5m；

1 ——沉箱起吊后离地高度（m），不宜小于 0.3m；

2 ——沉箱起吊后顶部距离轮胎式门吊顶梁底部的高度（m），

不宜小于 0.5m。

7.2.7 轮胎式门吊使用过程中应严格按照厂家提供的使用说明书执

行，严控载物时提升速度、空载或重载行驶速度，并设专人监控胎压。

7.2.8 轮胎式门吊载重行驶 大纵坡不应大于 2%。

7.2.9 轮胎式门吊重载行驶时接地比压可取为 10bar，轮胎式门吊行驶

通道及转向区的地基承载力应大于其接地比压。

7.2.10 轮胎式门吊行走系统可由驱动轮组和转向机构组成，转向可通

过转向油缸的升缩实现驱动轮组相对主结构的转向实现，转向角度为

0°和 90°，0°和 90°转换时宜在空载状态下进行。

7.2.11 轮胎式门吊工作状态 大风压应小于 6级，非工作状态 大风

压应小于 10级。

7.2.12 轮胎式门吊整机制造完成后应进行静载试验和动载试验，静载

试验载荷为 1.25P（P为额定起重量），动载试验载荷为 1.1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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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3 轮胎式门吊行驶时，门机外侧障碍物与钢支腿大车轨道的安全

距离不应小于 6m，门机上方障碍物与门机顶部构件距离不应小于

2m。

7.2.14 吊具应根据起重重量、轮胎式门吊吊运系统及沉箱吊点的设置

进行平面设计，吊具、吊臂及插销等的抗拉、抗剪及抗弯强度可通过

计算单次起吊 大重量确定。

7.2.15 吊具可由轮胎式门吊吊运系统与其匹配的吊架组成，轮胎式门

吊吊钩、匹配的吊架、沉箱三者之间宜采用活动插销连接。

7.2.16 轮胎式门吊起吊沉箱后，四点应处于平衡状态，单点受力应按

式（7.2.16-1～7.2.16-4）计算。

kGFF  21 （7.2.16-1）

2211 lFlF  （7.2.16-2）

2/13 FF  （7.2.16-3）

2/24 FF  （7.2.16-4）

式中：k——动力荷载系数，可取为 1.3。

G——沉箱自重， VG  ， 为混凝土容重，取 2.5，V为沉箱

混凝土体积。

1F、 2F——分别为前后沿沉箱受力。

3F、 4F——分别为前后沿单根吊臂受力。

7.2.17 沉箱起吊插销的抗剪强度应按式（7.2.17）计算。

 
 


 


 2

3'

max
2/2

10

d

F前 （7.2.17）

式中：τmax——外力产生的 大剪切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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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τ]——许用切应力；

d——圆钢直径（mm）；

'
前F ——前侧销子抗拉受力，考虑 不利时的 3点受力，

3

4' 前

前

F
F  。

7.2.18 沉箱起吊运输时插销抗弯强度可按式（7.2.18）计算。

  
W

M
max （7.2.18）

式中： max ——外力产生的 大弯应力值（N/mm2）；

W——弯曲截面系数，
32

3d
W


 ；

M ——插销所受的弯矩，
4

' lF
M 前 ；

 ——许用抗弯应力。

7.2.19 吊板抗拉强度可按式（7.2.19）计算：

 CC A

F
 

2

'

max
前 （7.2.19）

式中： maxC ——外力产生的 大拉应力（N/mm2）；

 C ——许用拉应力；

A——吊板 不利截面的断面面积；

'
前F ——前侧销子受力。

7.2.20 吊孔处受到的平均挤压应力可按式（7.2.20）计算。

 bsbs td

F
 



2

'
前 （7.2.20）

7.2.21 吊具及吊架应进行整体受拉稳定性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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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2 沉箱上驳工艺设计应满足下列要求。

7.2.22.1 沉箱上驳宜采用起重船吊运上驳工艺。经过专题论证且

条件成熟时，可采用轮胎式门吊直接吊运沉箱上驳。

7.2.22.2 采用起重船装驳工艺，起重船吊重覆盖范围按式

（7.2.22-1～7.2.22-2）计算：

coslh  （7.2.22-1）

213 hhhh  （7.2.22-2）

式中： l——起重船扒杆长度（m）；

——起重船扒杆抬升角度；

h——起重船扒杆投影水平长度（m）；

1h——起重船吊机中心至码头前沿距离（m）；

2h——放置的沉箱至码头前沿安全距离，不应小于 5m；

3h ——起重船吊重覆盖水平距离（m），该值需根据吊运的沉

箱重量对应起重船的起重机荷载曲线图对应的水平距离。

7.2.22.3 采用轮胎式门吊直接吊运沉箱上驳时，轮胎式门吊 大

外形跨度应小于半潜驳净宽，且每侧富裕宽度宜大于 1m。半潜驳必

须坐底，出运通道坡度不宜大于 2%，半潜驳靠海侧应做好挡板及防

滑措施。

7.2.22.4 港池及码头前沿水深应满足起重船及深舱驳船组或半

潜驳船组的水深要求，并考虑 0.5m～1m的富裕水深。

7.2.23 采用起重船吊运沉箱上驳工艺时，沉箱吊运应满足《码头结构

施工规范》（JTS 215）第 7.4节有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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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3.1 沉箱上驳前，应先由轮胎式门吊将沉箱运至出运码头指

定位置，等待装驳。

7.2.23.2 起重船组进入出运码头港池海域前，应先确认现场水

深，满足要求后再将起重船组驶入港池，抛好尾锚及根据系缆桩位置

系好前缆。

7.2.23.3 沉箱起吊前，应先检查钢丝绳是否完好及起重设备的性

能，满足要求后开始安装起重吊具及吊架，采用插销将吊架与沉箱连

接。

7.2.23.4 起吊前，应先将起重船扒杆提升，保证吊具和沉箱吊点

之间连接的钢丝绳处于垂直状态，并再次检查沉箱吊点处钢丝绳是否

已经卡死，并做好防滑脱措施，避免脱落。起重船吊运沉箱上驳示意

图如图 7.2.23所示：

图 7.2.23 起重船吊运沉箱上驳示意图

7.2.23.5 起重船将沉箱吊入深舱驳指定位置安放，沉箱与深舱驳

之间宜采用枕木支垫隔离，并安放稳定。

7.2.24 采用轮胎式门吊直接吊运沉箱上驳工艺操作应满足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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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4.1 沉箱上驳前，半潜驳应在拖轮协助下靠泊出运码头，按

指定位置下潜及坐底，并搭接出运码头搭接平台，系紧缆绳。

7.2.24.2 半潜驳靠好驳后，位于海侧一端应设置好挡板及防滑措

施。

7.2.24.3 轮胎式门吊将待出运的沉箱起吊运至半潜驳指定位置

下放装驳，沉箱与半潜驳甲板之间采用枕木支垫隔离，并将钢丝绳与

枕木连成一体。轮胎式门吊直接吊运沉箱上驳示意图如图 7.2.24所

示。

图 7.2.24 轮胎式门吊直接吊运沉箱上驳示意图

7.2.24.4 半潜驳装满沉箱后，应乘潮起浮并离开出运码头。

7.3 总平面设计

7.3.1 轮胎式门吊水平运输预制场总平面设计除应满足第

5.3.1~5.3.12条有关规定外，总平面布置尚应综合考虑沉箱类型、预

制方式、出运工艺等因素，宜按沉箱出运通道纵向布置，以减少轮胎

式门吊转弯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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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 轮胎式门吊行驶转弯区交叉通道宜设置为 90°转角，转弯区宽

度宜与出运通道宽度一致。当轮胎式门吊采用差速转弯时，通道尺度

应满足其 小转弯半径要求。

7.4 预制区

7.4.1 预制区应根据门式吊机、移动式塔吊或履带式吊机覆盖范围、

沉箱平面尺寸、生产进度要求、混凝土浇筑工艺及出运设备选型等因

素进行设计。

7.4.2 预制区宜采用垂直或平行于码头前沿线布置，其轴线宜与出运

通道轴线平行或重合。

7.4.3 预制区布置沉箱预制顺序时，宜从出运端部往尾部开始预制，

使预制与出运形成流水作业生产线，其平面布置、生产线之间安全距

离和排水沟设置等应满足第 5.4.1~5.4.6条有关规定，并满足下列要

求。

7.4.3.1 预制区根据生产需要采用履带式吊机装拆模板时，履带

式吊机通道宜与轮胎式门吊通道供用，节省场地。

7.4.3.2 预制区场地顶面应平整，吊机钢轨宜设置暗轨，钢轨顶

面宜与邻近场地顶面持平，轨道槽与排水沟间设置排水沟或埋设过水

管道。

7.4.4 预制区应根据吊机的使用要求在外侧或中间设置沿线电缆沟

槽。

7.4.5 预制区地基加固应满足第 5.4.7条有关规定。

7.5 存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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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1 沉箱存储区应因地制宜布置，宜布置在预制区附近，不宜布置

于出运码头前沿。存储区与预制区间连接段应平稳过渡，满足轮胎式

门吊载重行走要求。

7.5.2 存储区宜布置成矩形，场地大小应根据沉箱 大存储数量经计

算后确定。

7.5.3 沉箱在场地内的存储，应综合考虑存储区地基承载力、沉箱规

格型号、 大存储数量、轮胎式门吊规格型号等因素，采取单层存储

方式。存储区面积应符合下式规定，存储区面积按式（7.5.3）计算。

 AS 1m
n

1.1s
 (7.5.3)

式中: S——存储区面积；

s——拟存储沉箱占地面积；

n——单层存储时，n=1；方块双层存储时（沉箱仅单层），n=2；

m——存储线条数；

A——轮胎式门吊行走路线面积（单条行走线），根据行走路线

长度和轮胎式门吊行走区宽度计算；行走路线长度等于存储线长度。

7.5.4 存储线中心间距、轮胎式门吊行走中心间距均宜与轮胎式门吊

宽度（行走方向）相同。

7.5.5 轮胎式门吊行走通道宽度计算可参照第 7.2.6条执行。

7.5.6 存储区地基承载力验算、沉降计算、稳定性验算应符合第 5.5.5

条有关规定及符合轮胎式门吊使用说明书要求。地基处理应根据地质

条件、施工条件、沉箱存储区和轮胎式门吊行走区使用要求等因素进

行验算，选择合适的地基处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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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7 沉箱存储区和轮胎式门吊行走区宜采用相同地基处理方式。

7.5.8 存储区铺面结构除应满足第 5.5.6、5.5.7条有关规定外，尚应符

合以下规定。

7.5.8.1 沉箱存储区和轮胎式门吊行走区铺面结构计算，应按不

同荷载计算。沉箱存储区采用沉箱提供的重力荷载，轮胎式门吊行走

区采用流动机械荷载。

7.5.8.2 轮胎式门吊行走区素混凝土铺面面层可采用拉毛、拉槽、

压槽或刻槽等方式构筑表面构造，构造深度不宜小于 0.7mm。

7.6 出运通道

7.6.1 出运通道布置出应满足第 5.6.1条有关规定外，尚应满足下列要

求。

7.6.1.1 轮胎式门吊出运通道宽度应与其 大外型轮廓宽度相匹

配，每侧通道的宽度 B按式（7.6.1-1、7.6.1-2）计算：

 221 bbB （7.6.1-1）

21 2 BBB  （7.6.1-2）

式中：B——轮胎式门吊行走区宽度（m）；

1b ——轮胎式门吊单侧轮胎宽度（垂直行走方向）（m），不

宜小于 3.5m；

2b ——沉箱模板安装所需宽度（m），不宜小于 1.5m；

——安全富裕宽度（m），不宜小于 1m；

1B ——出运通道整体跨度（m）；

2B ——轮胎式门吊净跨距（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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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1.2 出运通道地面坡度不应大于 2％。

7.6.1.3 出运通道与存储区连接宜平顺过渡，过渡段宽度不宜小

于出运通道的宽度，底面坡度不应大于 2％。

7.6.1.4 采用轮胎式门吊吊运沉箱直接上驳工艺时，出运通道顶

面高程应由预制场顶面高程按不大于 2%放坡至出运码头前沿的高程

确定。

7.6.1.5 采用起重船吊运沉箱装驳时，出运通道高程宜与预制场

高程一致。

7.6.2 出运通道的地基承载力验算、地基处理方式、铺面结构的设计

与选型应符合第 7.5.6~7.5.8条的有关规定，出运通道宜采用素混凝土

铺面。

7.7 出运码头

7.7.1 出运码头设计除应符合第 5.7.1条有关规定外，尚应符合下列规

定。

7.7.1.1 轮胎式门吊出运码头采用突堤式布置，突堤间距应满足

船舶靠泊作业要求，并满足门吊支腿间距要求。

7.7.1.2 轮胎式门吊出运码头突堤长度应满足船舶靠泊要求，并

满足门吊吊装沉箱装船的要求。

7.7.1.3 轮胎式门吊出运码头通道宽度应满足门吊安全行驶要

求，并有一定富余，并应设置护轮槛。

7.7.2 荷载作用条件应符合第 5.7.2条的有关要求，同时要考虑轮胎式

门吊的轮压荷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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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3 设计工况及作用与作用效应组合参照第 5.7.3~5.7.5条有关规定

执行。

7.7.4 搭接承台设计应满足第 5.7.6条的有关规定。

7.7.5 系靠船设施应满足第 5.7.7条有关要求。系缆设施采用在码头两

侧陆域设置地锚时，应不影响门吊通行。

7.8 下水滑道

7.8.1 当采用下水滑道出运时，下水滑道设计可参照第4.2.4 条有关

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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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轮胎式台车水平运输沉箱预制场

8.1 一般规定

8.1.1 轮胎式台车可适用于中小型沉箱的水平运输。

8.1.2 预制场设计应满足下列要求。

8.1.2.1 根据沉箱重量与底板外形尺寸，应与其他工艺进行技术

经济比选，确定轮胎式台车合理设计方案。

8.1.2.2 方案经济分析应进行租赁或新造轮胎式台车方案的对

比，确定 优方案。

8.1.2.3 预制场总平面、地基与预制台座的设计应考虑轮胎式台

车的外形尺寸、 大轮压、地面坡度要求、 大顶升行程和车列数量

与间距等参数的技术要求。

8.1.3 预制场的布置、预制台座设计应与轮胎式台车出运工艺相匹配。

8.1.4 轮胎式台车行走区域的地面宜采用混凝土面层，地面平整度不

得大于 30mm，地面坡度不宜大于 1.5％，场地地基承载力应满足轮

胎式台车作业要求。

8.2 工艺设计

8.2.1 工艺流程设计应分析各工序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并制定安全管

理措施，考虑各种设备可能存在交叉作业的影响和确定合适的设备操

作空间，保证沉箱出运各道工序衔接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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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 工艺流程应考虑施工准备、沉箱顶升、沉箱横移、台车纵横切

换与沉箱纵移至出运码头等工序的合理衔接，其典型流程见图 8.2.2。

沉箱陆上水平运输准备

轮胎式台车进入沉箱正下方

台车液压千斤顶同步顶升沉箱

沉箱与台座脱离

沉箱横移

沉箱运输至出运码头

沉箱落下存放

退车

检查台车机况 检查运输路面

沉箱支垫就位

沉箱纵移
纵横移切换

图 8.2.2 轮胎式台车水平运输沉箱典型工艺流程图

8.2.3 沉箱上驳工艺流程可采用起重船吊运上驳或半潜驳坐底轮胎式

台车出运上驳，当沉箱重量不大于 1000t时，宜采用起重船吊运上驳；

当沉箱重量大于 1000t时，宜采用半潜驳坐底轮胎式台车出运上驳，

其流程见图 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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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箱上驳准备

半潜驳坐底

轮胎式台车移运沉箱上驳

沉箱支垫就位

沉箱落驳存放

退车上岸

半潜驳就位 轮胎式台车就位

台车千斤顶同步顶升沉箱台车千斤顶同步顶升沉箱

台车千斤顶同步顶升沉箱半潜驳甲板面清理

图 8.2.3 半潜驳座底轮胎式台车出运上驳典型工艺流程

8.2.4 轮胎式台车可新造或租用，当采用租用方案时，应充分论证已

有设备的性能是否满足工艺要求。

8.2.5 轮胎式台车选型和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8.2.5.1 轮胎式台车应具有整体顶升、纵横切换与驱动行走功能。

轮胎式台车可采用多单元车组合成列方案。若干单元车组成一列，车

列平面布置可采用两列或多列布置，典型平面布置如图 8.2.5-1所示：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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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2.5-1 轮胎式台车典型平面布置图

（a）两车列典型平面布置图（b）三车列典型平面布置图

8.2.5.2 轮胎式台车的单元车组通过千斤顶与顶升平台连接，顶

升平台下应设置可收放钢支腿，如图 8.2.5-2所示：

图 8.2.5-2 轮胎式台车典型断面图

8.2.5.3 单元车组顶升控制应分组分区独立控制，在平面上应形

成三区同步顶升的布置，如图 8.2.5-3所示：

图 8.2.5-3 单元车组分组分区示意图

8.2.5.4 单元车高度应考虑结构强度、千斤顶顶升能力、底胎膜

与支垫造价等，不宜大于 1.2m。

8.2.5.5 单元车间距应根据单元车外形尺寸、自身旋转切换作业

空间与钢支腿占用空间确定；车列净间距应不小于 2m。

8.2.6 全部单元车上的千斤顶总起重量宜按式（8.2.6）计算。单个千

斤顶起重量取值应满足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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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6.1 单个千斤顶起重量取值在沉箱底板的承载能力之内。

8.2.6.2 当沉箱的重心与整车的起重中心不重合时，考虑重心偏

移导致千斤顶荷载分布不均的影响。

8.2.6.3 千斤顶设计荷载考虑顶升平台的自重：

 1 2 1NT G G   (8.2.6)

式中：N——千斤顶总数量；

T——单个千斤顶设计荷载（kN）；

1 ——荷载分项系数，其 1.3；

2 ——构件偏心荷载增大系数，按实际计算确定；

G——沉箱自重（kN）；

G1——千斤顶上的顶升平台自重（kN）。

8.2.7 液压系统设计宜满足下列要求：

8.2.7.1 液压泵站的额定压力宜预留 25%的富余。

8.2.7.2 液压管路连接宜采用快速接头。

8.2.8 行走系统设计宜满足下列要求：

8.2.8.1 驱动电机功率需考虑风阻力、行走阻力、地面坡度与行

走速度的因素，设计重载行走速度宜取 2.5m/min~5m/min。

8.2.8.2 单元车车轮数量需根据单元车设计工作荷载与设计轮压

进行计算确定，单元车配置轮胎数量不小于 4个，至少 2个主动轮。

8.2.8.3 车轮宜选用实心橡胶轮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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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8.4 单元车车架结构需按国家《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

有关规定进行强度与刚度验算。

8.2.9 轮胎式台车的纵横移方向切换功能可采用架设可收放钢支腿使

单元车脱离地面，单元车可通过液压传动装置旋转 90度的方法实现。

8.2.10 根据出运工艺要求，轮胎式台车的可配置差速转弯功能，差速

功能可采用设置前进方向两侧单元车组速度差来实现，转弯半径不宜

小于 30m。

8.2.11 轮胎式台车设计应满足安全、环保要求，宜设置液压系统与电

气系统过载过热的预警装置。

8.2.12 沉箱寄存应采用多点支垫方式，如图 8.2.12所示，支垫应符合

下列要求。

8.2.12.1支垫部位沉箱底板强度应满足承载要求。

8.2.12.2支垫高度不应小于轮胎式台车顶升行程为零时的台车高

度且不应大于台车顶升行程为 大值时的台车高度。

8.2.12.3支垫应设置在轮胎式台车行车通道范围外且应避开顶升

平台上的过渡钢板，支垫与轮胎式台车的安全距离应不小于 0.3m。

8.2.12.4支垫结构可采用钢桁架方案，支垫与沉箱底板接触部位

应设置柔性过渡支垫，可在支垫接触部位设置橡胶或木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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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2.12 沉箱支垫断面示意图

8.2.13 沉箱出运纵横切换时，台车下放的支腿应架设在已规划的基础

上，纵横切换区地基承载力应按《水运工程地基设计规范》（JTS 147）

进行验算，地基承载力不足时应加固处理，钢支腿支设地面下宜设独

立基础。

8.2.14 当采用半潜驳坐底轮胎式台车出运上驳工艺时，还应满足下列

要求。

8.2.14.1退车方式采用正向退车方式，总平面布置采用生产线与

出运码头前沿线平行的布置方式。

8.2.14.2半潜驳坐底基床宜铺设碎石过渡，基床面平整、基床承

载力满足上驳要求。

8.2.14.3半潜驳甲板承载力应同时满足轮胎式台车作业与沉箱存

放两种工况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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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5 陆上移运沉箱时，出运沉箱工况应满足轮胎式台车性能要求，

不应在雷雨天气、风力大于 6级的天气等工况下使用；轮胎式台车行

走地面应清理干净。

8.2.16 轮胎式台车出运沉箱直接上驳前，应检查出运码头面与驳船甲

板面衔接是否齐平、潮位是否满足上驳要求、半潜驳坐底情况等。

8.3 总平面设计

8.3.1 轮胎式台车出运沉箱预制场平面布置除满足第 5.3.1~5.3.4条的

有关要求外，尚应符合以下规定。

8.3.1.1 台车通道、存储区及码头区尺度应满足轮胎式台车移车、

退车的要求。

8.3.1.2 当需要设置拐弯区时，其拐弯半径应根据轮胎式台车的

设计要求确定，不宜小于 30m。

8.4 预制区

8.4.1 预制区应根据沉箱平面尺寸、生产进度要求、混凝土浇筑工艺

及起重设备选型等因素进行设计，预制区布置除应满足 5.4.1条的有

关规定外,尚应符合以下规定。

8.4.1.1 预制区可采用垂直或平行于码头前沿线布置。根据现场

实际情况确定预制区布置方案，预制场纵深受限时可采用平行于出运

码头前沿线的横向式布置。典型的生产线布置方式如图 8.4.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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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图 8.4.1 预制区典型布置示意图

a)纵向式布置示意图 b）横向式布置示意图

8.4.1.2 预制区地基承载力与沉降应满足沉箱预制、轮胎式台车

顶升、行走作业要求。

8.4.2 预制台座设计应满足下列要求。

8.4.2.1 预制台座平面布置应考虑预留模板安装空间和人员操作

通道。

8.4.2.2 预制台座应预留轮胎式台车车列进入沉箱底部作业的空

间，如图 8.4.2所示。预留通道间距应与台车车列间距一致，通道宽

度应按式（8.4.2-1）计算确定：

= 2t dB b   （8.4.2-1）

式中: tB——预制台座预留车列通道 大宽度（m）；

db ——台车车列 大宽度（m）；

∆——预留安全宽度（m），可取 0.3m~0.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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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图 8.4.2 预制台座典型断面示意图

1——台车车列； 2——台车车列行车通道；3——通道上简支过渡钢板 4——预制台座实

体结构；5——沉箱

8.4.2.3 预制台座高度应按式（8.4.2-2）确定：

min min 0.9t ch H h h   （8.4.2-2）

式中: tH ——预制台座高度（m）；

minh ——轮胎式台车顶升梁顶面至地面的 小高度（m），即当

千斤顶行程为 0时，轮胎式台车顶升梁顶面至地面的 小高度；

ch ——千斤顶 大行程（m）。

8.4.3 当预制生产线上需设置轨道时，轨道顶应与地面齐平，台车跨

越时应在轨道两侧回填砂并在轨道上铺设钢板进行过渡。

8.5 存储区

8.5.1 储存场地大小应根据生产强度、施工计划确定。存储区宜布置

于生产线一侧，位于预制区与出运通道两者之间。典型的存储区和生

产线、出运通道布置关系如图 8.4.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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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2 当沉箱储存多排布置时，两排之间和生产线与存储区之间应设

置轮胎式台车行车通道，行车通道上应设置纵横切换区，如图 8.4.1

所示。

8.5.3 当存储区地基承载力不能满足要求时，应对地基进行加固处理，

处理方法宜根据不同土质选择经济合理的处理方案，可采用换填块

石、强夯或水泥搅拌桩等地基加固方法。

8.5.4 储存区行车通道、存放点与纵横切换区的地基承载力应满足轮

胎式台车重载行走、沉箱支垫存放与纵横移切换作业要求。当存储区

离岸坡较近时，应验算岸坡稳定性。存储区路面宜采用混凝土路面，

路面结构可按第 5.6.4条有关规定设计。

8.5.5 储存场地长度与宽度应根据沉箱存放数量、沉箱尺寸、沉箱间

小净距、台车通道宽度与台车通道数量计算确定，沉箱间净距不应

小于 3m。

8.5.6 当需改变台车作业方向时，可在储存区一端设置轮胎式台车空

载行走拐弯区，如图 8.4.1所示。

8.6 出运通道

8.6.1 出运通道宜布置于储存场地一侧，其纵轴线可平行于储存场地

或垂直于储存场地，出运通道应设退车区。根据退车方向的不同，退

车区布置可分为侧向退车布置和正向退车布置，如图 8.6.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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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图 8.6.1 出运通道退车区布置示意图

a) 侧向退车区布置示意图 b) 正向退车区布置示意图

8.6.2 出运通道路路面结构宜采用混凝土路面，其结构设计应按第

5.6.4条有关规定执行。出运通道地基处理应按 8.5.3条规定执行。

8.6.3 出运通道兼作储存场地时，应按双通道设置，如图 8.6.3所示。

图 8.6.3 双通道设置示意图

8.6.4 出运通道路面宽度宜在轮胎式台车行走宽度上加宽 2m。

8.6.5 运通道路面坡度应根据轮胎式台车的设计要求确定，其坡度宜

不大于 1.5%。

8.6.6 出运通道与出运码头的衔接应平顺。

8.7 出运码头

8.7.1 出运码头设计除应满足第 5.7.1条有关规定外，尚应符合下列规

定。

8.7.1.1 轮胎式台车出运码头应验算整体稳定和构件承载力。

8.7.1.2 轮胎式台车出运码头应控制沉降满足轮胎式台车通行要

求。

8.7.1.3 采用坐底方式出运构件，坐底结构应采用承载力高的弹

性地基梁结构和桩基轨道梁结构，应控制沉降满足出运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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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2 码头结构设计荷载作用条件除应满足第 5.7.2~5.7.5条有关规定

外，设计荷载尚应轮胎式台车滚动荷载的要求。

8.7.3 搭接承台除满足第 5.7.6条外，搭接承台尺度应保证搭接后船舶

甲板高程与码头面高程的偏差满足轮胎式台车通行要求。

8.7.4 系靠船设施参照第 5.7.7条有关规定执行。

8.8 下水滑道

8.8.1 当采用下水滑道出运时，下水滑道设计可参照第 4.2.4条有关规

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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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干坞法沉箱预制场

9.1 一般规定

9.1.1 干坞法可适用于大型沉箱或特定环境条件下的沉箱工程项目。

9.1.2 干坞法场地的选择应考虑干坞平面布置、沉箱浮运航道、项目

工期、施工的经济性等因素。

9.1.3 放坡开挖式干坞宜设置下坞通道，直立式干坞应配置垂直运输

设施。

9.1.4 干坞坞顶四周宜设置排水沟，且雨水应排向江（海）方向；干

坞底面宜设置排水沟及集水井，并配置抽水设施。

9.1.5 干坞地基及基础应满足沉箱的荷载要求，干坞地基按《水运工

程地基设计规范》（JTS 147）的有关规定执行，地基承载力不足时

应进行加固处理。

9.1.6 干坞法沉箱出运宜按批次预制、出运及安装。

9.1.7 沉箱需运至干坞外水上接高时，可参照 5.3.12条执行。

9.2 工艺设计

9.2.1 干坞法出运沉箱预制场设计应考虑干坞设计与制造或改造、沉

箱预制区、坞门设计、出运通道、干坞灌水、沉箱起浮工艺、坞门启

闭、沉箱浮运出坞、沉箱拖运、坞门关闭、干坞排水等工艺要求，并

满足安全便捷、经济合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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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 干坞法出运沉箱预制场工艺设计应考虑不同功能区的布置、干

坞灌排水要求等因素，其典型工艺总流程可参见图 9.2.2，宜满足下

列要求。

9.2.2.1 办公区及生活区、钢筋加工区、混凝土搅拌区与材料堆

放不得设置在干坞内。

9.2.2.2 直立式干坞设计宽度应满足沉箱预制及出运安全距离的

要求。

9.2.2.3 干坞排水时需控制干坞内水位下降速率，不宜大于

1.5m/d，并应加强干坞周边的沉降位移观测，若有异常应停止排水，

检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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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调查收集资料

钢筋加工区

模板寄存区

混凝土供应

确定沉箱预制及出运工艺

项目环境条件

沉箱数量、尺寸及重量

项目的工期要求

干坞建造或改造

沉箱预制区布置

干坞通道布置

垂直运输选择

供电、供水布置

沉箱预制及出坞设施布置

干坞注水

沉箱起浮

沉箱出坞

关闭坞门或重新施工围堰

干坞抽水

干坞清理

下
一

批
沉

箱
预
制

和
出

运

图 9.2.2 干坞法出运沉箱工艺流程

9.2.3 沉箱的浮运、安装除应满足《码头结构施工规范》（JTS 215）

第 7.5节有关要求外，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9.2.3.1 干坞灌水时，应对沉箱进行压载，压载抗浮系数应不小

于 1.05，沉箱起浮后的定倾高度应大于 0.2m。

9.2.3.2 沉箱浮运出坞时，应核查浮运航道水深，富裕深度值不

宜少于 0.5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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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3.3 沉箱出坞作业宜选择在平潮期，出坞水域流速小于

0.3m/s、风速小于 6级。

9.2.4 卷扬机设备宜布置在坞顶，起浮前对沉箱进行系留，使沉箱起

浮后处于可控状态。

9.2.5 沉箱浮运出坞典型布置如图 9.2.5所示。

图 9.2.5 沉箱浮运出坞典型布置图

9.2.6 牵引系统可由地锚、卷扬机、牵引钢丝绳、插销、卸扣、滑轮

组、导览器等组成，并满足下列要求。

9.2.6.1 地锚位置和间距应根据预制生产区布置方式、沉箱尺寸

及底模位置确定。

9.2.6.2 牵引系统应按每件沉箱设置 2台同步牵引卷扬机和 2台

同步溜尾卷扬机，卷扬机规格应根据受力计算结果确定，宜采用

8t~18t卷扬机。

9.2.6.3 控制同一个沉箱的多台卷扬机性能参数应一致、同步牵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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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7 牵引钢丝绳宜采用纤维芯钢丝绳，钢丝绳规格应根据受力计算

结果确定。

9.2.8 卷扬机钢丝绳直径宜采用 25mm~32mm，与沉箱相连的主牵引

钢丝绳直径宜采用 45mm~100mm。牵引钢丝绳安全系数宜取 4~5，

遛尾钢丝绳安全系数宜取 3~4。

9.2.9 沉箱出坞绞车的配置宜按计算牵引力的 1.5倍进行配置，并配

置沉箱的溜尾绞车，控制沉箱出坞速度在 0.1m/s以下。

9.2.10 当沉箱沿水平方向移动时牵引力应大于沉箱在水里的阻力；牵

引力的合力按下列公式（9.2.10-1）、（9.2.10-2）计算：

F=AγwV2/2gꞏK (9.2.10-1)

A=D(T+δ) （9.2.10-2）

式中 F——牵引力的合力标准值（kN）；

A——沉箱受水流阻力的面积（m2) ；

γw ——水的重度（kN/m3) ；

V——沉箱对水流的相对速度（m/s)；

K——挡水形状系数，矩形取 1.0 ，流线型取 0.75；

D——沉箱宽度（m)；

T——沉箱吃水（m)；

δ——箱前涌水高度（m），可取 0.6 倍航程中可能出现的波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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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1 牵引地锚、溜尾地锚及卷扬机基础设计应考虑浮运钢丝绳的长

度和角度的影响。受拉钢丝绳与出运方向的 大角度不宜大于 30°。

9.2.12 重力式地锚结构应进行地锚耳板抗拉强度和抗剪强度验算。

9.2.13 沉箱起浮时，沉箱内的压载水应均衡同步抽除，密切监控沉箱

姿态，发生倾斜时，立即停止作业，平衡压载水，调整沉箱姿态后方

可继续减载起浮。

9.2.14 坞门开启前，应检查坞门周围区域的回淤情况。回淤厚度超过

0.5m时，应进行清淤。

9.2.15 当开启后的坞门寄放于坞口附近时，应采取合理的系泊措施，

避免影响沉箱的出坞作业。

9.2.16 干坞为围堰式结构时，拆除围堰过程中围堰内水位与外水位差

应小于 0.5m。

9.2.17 宜选择高平潮的时间段、坞口横向流速小于 0.5m/s进行沉箱

出坞。沉箱出坞时，宜在坞口外特征位置设置水流流速观测点。

9.2.18 干坞注水、排水设备宜选用离心泵，并设置水泵房。水泵的总

流量配置按式（9.2.18）确定。

Q=
t

k
V

(9.2.18)

式中：Q——水泵总流量（m3/h）；

V——干坞在平均潮位时的容积（m3）；

k——保障系数，可取 1.15；

t——干坞计划排水时间(h)，可取 72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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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9 有条件设立搅拌站的，综合考虑经济性优先设立搅拌站自供混

凝土。

9.2.20 干坞坞顶宜布设系留锚点，以供沉箱起浮及出坞使用。

9.3 总平面设计

9.3.1 平面布置可按生活区、生产区及水上出运区考虑，三个区域应

有序连接。

9.3.2 生产区的布置应综合考虑项目的工期、施工的便利性以及施工

的经济性。

9.3.3 干坞生产线布置应综合考虑运输通道、钢筋堆放与加工、模板

堆放、垂直运输、沉箱出运顺序等因素。

9.3.4 干坞的底高程设计水深应满足沉箱浮运的要求，其底高程可按

下式确定。

H=-(T -h+△T) (9.3.4)

式中：H——干坞底高程，理论基准面高程系统（m）；

T——沉箱出坞状态的吃水（m）；

h——出坞水位，对于出运频率高的，可采用理论 低潮面作

为出坞水位，对于进出频率不高的，可选取乘潮累积频率 50%~80%，

历时不小于 2-3小时的乘潮水位作为出坞水位；

△T——富裕深度（m），宜取 0.5m~1.0m。

9.3.5 干坞前水域应有良好的波浪掩护条件，并应避免出运沉箱受较

大的横向风、流的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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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6 坞口前应有足够的水域，其长度不宜小于出运沉箱长度的 2倍，

宽度不小于出运沉箱长度的 1.5倍，且应满足拖轮回旋调头的要求。

9.3.7 干坞顶面高程宜不小于该区域 20年一遇 高潮位高程。

9.3.8 沉箱浮运航道的水深应满足沉箱浮运的要求，其底高程可按下

式确定。

H1=-( T1-h1+△T1) (9.3.8)

式中：H1——浮运航道底高程，理论基准面高程系统（m）；

T1——沉箱浮运状态的吃水（m）；

h1——浮运水位，对于出运频率高的，可采用理论 低潮面作

为浮运水位，对于进出频率不高的，可选取乘潮累积频率 50%~80%，

历时不小于 2-3小时的乘潮水位作为出坞水位（m）；

△T1——富裕深度（m），宜取 1.0m~1.5m。

9.3.9 浮运航道的布置应以减少对通航航道的干扰、降低对环境的影

响以及考虑沉箱出运的便利性和经济性为原则。

9.4 预制区

9.4.1 干坞预制区的结构形式的选择应根据坞址的自然条件、使用要

求、工期、使用要求、出运工艺等通过技术经济论证综合考虑确定。

9.4.2 干坞预制区设计荷载及其组合应考虑使用时期设计高水位、设

计低水位及 不利水位时的建筑物自重、土压力、水压力、地面使用

荷载、沉箱出运荷载及其他荷载等可能发生的 不利组合，并根据《干

船坞水工结构设计规范》和其他国家有关规范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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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3 预制区应根据干坞平面尺寸、沉箱平面尺寸、生产进度要求、

混凝土浇筑工艺及起重设备选型等因素进行设计。预制区除满足第

5.4.1条有关规定外，尚应符合下列要求。

9.4.3.1 预制区可采用平行或垂直于坞门及出运航道方式布置。

典型的生产线布置方式如图 9.4.3所示：

砂石料堆场

干

坞

门

钢筋加工场

干坞

图 9.4.3 生产线典型布置示意图

9.4.3.2 预制区的台座数量应根据干坞平面尺寸、预制工艺、施

工进度和分批数量确定。

9.4.3.3 在干坞底作业的起重设备宜选用汽车式起重机或履带式

起重机等移动式起重设备，并在蓄水期间将起重设备移出干坞区。

9.4.4 预制台座设计应满足下列要求。

9.4.4.1 预制台座应根据沉箱平面尺寸、重量、地基承载力等进

行设计，台座底模可采用混凝土结构，其结构强度和变形应满足沉箱

混凝土浇筑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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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4.2 台座及基础承载力应按现行《水运工程地基设计规范》

（JTS 147）的有关规定执行，地基承载力不足时应进行加固处理。

9.4.4.3 预制台座平面尺寸应满足式(9.4.4-1）、（9.4.4-2）：

max 2B b b  （9.4.4-1）

max 2L l b  （9.4.4-2）

式中: B——预制台座宽度（m）；

maxb ——沉箱 大宽度（m）；

L——预制台座长度（m）；

maxl ——沉箱 大长度（m）；

b ——预留模板安装与人员作业空间的宽度（m）。

9.4.5 预制区地基承载力验算应按现行《水运工程地基设计规范》

（JTS 147）的有关规定执行，地基承载力不足时应进行加固处理。

9.4.6 深浅坞建设期间，应对边坡稳定性进行验算，不符合要求时应

进行加固处理。

9.4.7 干坞的尺度及高程应根据设计采用的出运船舶、沉箱尺寸、出

运工艺和坞址的水文条件等确定。

9.4.8 船坞灌水时应保证沉箱起浮平稳，不得触碰边墩。

9.4.9 坞底应设置排除坞内的生产废水、雨水的排水明沟，坞底应设

排水坡，坡度可取 0.5~1%。

9.4.10 灌排水系统可参考《干船坞坞门及灌水排水系统设计规范》进

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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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11 干坞排水应满足下列要求：

9.4.11.1 水泵房靠深坞侧设置水泵取水口，取水口设于坞底集水

槽中，对于离心泵其泵体应固定在集水槽底的专用泵座上，且泵体淹

没于集水槽水中。

9.4.11.2 对于离心泵其取水口应低于坞底不小于 0.2m，取水管口

宜朝下，管口边沿距集水槽底和周边墙体不小于管口直径 1倍的距

离。

9.4.11.3 水泵房靠坞外设水泵管路出水口，出水口 低点高于坞

外水域 高潮位水面不小 0.5m。

9.4.12 干坞灌水应满足下列要求。

9.4.12.1水泵房靠坞外布置进水口，进水口应低于坞外水域 低

潮位水面不小于 2.0m。

9.4.12.2坞内侧设置管路出水口，出水口下方即坞底地面应采用

混凝土硬化处理，防止地面被水冲刷损坏。

9.4.13 水泵布置与选型应满足下列要求。

9.4.13.1水泵形式选择应根据地理位置特点可选用离心泵或潜水

泵进行合理布置设计。根据《泵站设计规范》（GB/T50265-9）的要

求，通常在泵站扬程大于 25m时宜选用离心泵。

9.4.13.2水泵型号选择应根据坞内排水总量、泵水高度、排水时

间、排水流量、管道路径和长度进行计算校核，确定水泵型号和数量。

水泵数量不的小于 2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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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13.3干坞总体排水时间根据施工要求考虑，一般可考虑 2天

或 3天。工期要求的排水流量按式（9.4.13）计算：

Q = V /t （9.4.13）

式中： Q——排水流量（m³/h）；

V——干坞总容水量（m³）；

t——排水时间（h）。

9.4.14 水管应根据进水流量、水泵进出口大小与水泵匹配连接，水泵

管路出水口处应设置防浪阀，干坞灌水管路的进水口应设置进水阀。

阀门选择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蝶阀或插板闸门或闸阀。

9.4.15 供电容量应满足泵站可能出现的 大用电负荷。

9.5 出坞通道

9.5.1 出坞通道设计应根据坞门位置、坞外航道、生产线的相对位置、

干坞顶面环境条件等因素进行布置，衔接应平顺合理。

9.5.2 出坞通道的布置宽度应满足沉箱的牵引与转向、牵引系统的转

换等作业要求。

9.5.3 出坞通道应设置牵引及转向地锚、溜尾及转向卷扬机等。

9.5.4 出坞通道地面高程应结合干坞底高程和坞外浮运航道底高程确

定。

9.5.5 出坞通道宽度可按下式确定。

B=b+2b1 （9.5.5）

式中：B——出运通道宽度（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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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垂直出运通道轴线方向的 大沉箱宽度（m）；

b 1——富裕量，可取 3.5m。

9.5.6 浮运航道开挖的边坡应参照《疏浚与吹填工程施工规范》(JTS

207)和《疏浚与吹填工程设计规范》(JTS 181)执行。

9.5.7 坞口水域应有良好的波浪掩护条件，并避免沉箱出坞受较大的

横向风、流影响。

9.6 坞门

9.6.1 坞门可采用围堰、沉箱、浮箱式或卧倒式。多次开门时，宜采

用沉箱、浮箱式或卧倒式；次数少时，宜采用围堰。

9.6.2 采用浮箱式或卧倒式坞门设计应满足下列要求。

9.6.2.1 坞门设计应遵循结构安全、性能可靠、经济合理、操作

简单、维修方便的原则。

9.6.2.2 坞门选型应根据当地的水文、气象资料、泥沙淤积情况、

使用要求、制造和维修等条件综合考虑，干坞坞门宜采用浮箱式或卧

倒式，坞门的结构设计可参考《干船坞坞门及灌排水系统设计规范》

（JTJ 253）。

9.6.2.3 坞门的设计应考虑坞门自重及浮力、静水压力、波浪力、

上甲板的通行荷载、卧倒式坞门的下卧时的撞击力等。

9.6.2.4 坞门起浮宜采用水泵或气压排除压载水的方式。

9.6.2.5 浮箱式坞门的轻载吃水应使坞门在要求的启闭水位浮起

时，底部与门槛底面应有足够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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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2.6 排水水泵的规格，压载水舱排水口和进水口的空径应根

据起浮、下沉所要求的时间和水舱容量确定，所需的孔口面积还应考

虑拦污栅的影响。

9.6.2.7 浮箱式坞门在使用时期必须保证在 高水位时的总重量

大于总浮力，其差值宜取 4~8%W（W为浮箱式坞门轻载吃水时的总

重量）。

9.6.2.8 坞外水位高于坞内水位 3~5厘米时，卧倒式坞门能卧倒，

在较低水位时，坞门能关闭。

9.6.2.9 坞门门体上应设止水、承压装置，各部位的止水、承压

装置应具有连续性和水密性。

9.6.2.10止水与承压装置可由承压木和止水橡胶组成。

9.6.3 采用围堰作为坞门时，其设计除应《水利水电工程围堰设计规

范》（SL 645）有关规定外，尚应满足下列要求。

9.6.3.1 围堰设计应遵循安全可靠、经济合理、结构简单、施工

方便、就地取材、易于拆除、利于环保的原则。

9.6.3.2 围堰结构型式应根据当地的水文、气象、地形、地质资

料、泥沙淤积情况、使用要求、堰基和堰身防渗要求、施工进度要求

等条件综合考虑。

9.6.3.3 围堰结构应满足稳定、防渗和抗冲要求。

9.6.3.4 堰基处理应满足强度、渗流、沉降变形等控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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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4 采用沉箱作为坞门时，其设计应满足《码头结构设计规范》(JTS

167)有关规定外，尚应符合下列要求。

9.6.4.1 沉箱坞门的结构型式宜采用倒梯形，顶面宽度大于底面

宽度，沉箱的形状和尺寸必须与坞口形状完全吻合。

9.6.4.2 沉箱坞门的设计应考虑沉箱自重及浮力、静水压力、波

浪力、沉箱内压载水荷载、沉箱顶部的通行荷载等。

9.6.4.3 沉箱坞门起浮宜采用水泵或气压排除压载水的方式。

9.6.4.4 沉箱坞门外侧墙体和底板应设止水、承压装置。各部位

的止水、承压装置应具有连续性和水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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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预制场生产配套设施

10.1 一般规定

10.1.1 采用自拌混凝土时，应设置混凝土搅拌站、钢筋加工场、砂

石等骨料储存场、水泥和粉煤灰等储存罐。

10.1.2 搅拌站应根据生产规模，原材料供应情况，设置相应的骨料

堆场、掺合料及外加剂堆放库房等。

10.1.3 对有噪音、尘埃的工序或区域，要采取消音、吸尘、绿化等

措施，以减少对环境的污染。

10.1.4 库房、作业场所、现场办公区等附属设施之间应留有一定的

防火安全距离，防火安全距离符合《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安全技术

规范》（GB 50720）的有关规定。

10.1.5 搅拌站、粉罐等基础需要进行必要的稳定性复核，并安装防

风缆及避雷设施。

10.1.6 施工现场的办公、生活区与作业区应分开设置，并保持安全

距离；办公、生活区的选址应当符合安全性要求。

10.1.7 当搅拌站的料场设置于岸边时，应进行岸坡稳定性专项设计。

10.2 给排水

10.2.1 预制场应设置给水、排水设施，其能力应满足预制场生产、

生活、环境保护等用水需求及雨、污水等排放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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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2 预制场应有可靠的水源，宜采用市政自来水。采用海水、江

水、地下水等自备水源时，应作相应的调查论证。

10.2.3 预制场设计用水量包括生产用水、生活用水、环境保护用水、

未预见用水以及消防用水。

10.2.4 各项用水量标准和水压应满足使用要求。

10.2.5 生活用水的水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生活饮用水未申报标

准》（GB 5749）的有关规定；消防、环保用水的水质应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杂用水水质》（GB/T 18920）的

相关规定；混凝土搅拌及养护等生产用水水质应符合现行标准《混凝

土用水标准》（JGJ 63）的相关规定。

10.2.6 预制场生产用水量 Q1主要包括施工用水量（g1）及施工机

械用水量（g2）。

10.2.6.1 施工用水量按式（10.2.6-1）计算：

36008
g 2

1

11
11 

  K

tT

NQ
K （10.2.6-1）

式中：g1——施工用水量 （l/s）；

K1——未能预计的施工用水系数（1.05~1.15）

Q1——年（季）度工程量（以实物计量单位表示）；

N1——施工用水定额；

T1——年（季）有效作业天数（d）；

t——每天工作班数（班）；

K2——用水不均衡系数（取 1.25~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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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6.2 施工机械用水量按式（10.2.6-2）计算：

36008
g 3

2212 
  K

NQK （10.2.6-2）

式中：g1——机械用水量 （l/s）；

K1——未能预计的施工机械用水系数（1.05~1.15）

Q2——同一种机械台数（台）；

N2——施工机械台班用水定额；

T1——年（季）有效作业天数（d）；

K3——施工机械用水不均衡系数（施工机械取 2.00；动力设备

取 1.05~1.10）。

10.2.7 生活用水量 Q2主要包括施工现场生活用水量（g3）及生活

区用水量（g4）。

10.2.7.1 施工现场生活用水量按式（10.2.7-1）计算：

36008
g 431
3 

t

KNP
（10.2.7-1）

式中：g3——工现场生活用水量 （l/s）；

P1——施工现场高峰昼夜人数 （人）；

N3——施工现场生活用水定额（可为 20~60l/人▪班）；

K4——施工现场生活用水不均衡系数（取 1.35~1.50）

t——每天工作班数（班）。

10.2.7.2 生活区用水量按式（10.2.7-2）计算：

360024
542

4 


KNP
g （10.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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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g4——生活区用水量 （l/s）；

P2——生活区用人数 （人）；

N4——生活区昼夜用水定额，宜为 100~120l；

K5——生活区用水不均衡系数（取 2.0~2.5）。

10.2.8 环保用水量（Q3）主要为浇洒道路和绿地用水。浇洒道路用

水可根据浇洒面积按 2.0L/(m2·d)~3.0L/(m2·d)计算，浇洒绿地用水

可根据浇洒面积按 1. 0 L/(m2·d)~3.0L/(m2·d)计算。

10.2.9 未预见水量（Q4），考虑项目的未预见水量及管路漏水损失

等因素，总用水量尚比上述三项之和计算增加 10~20%。

10.2.10 总用水量（Q5）为上述四项用水量的总和，不含消防用水量。

10.2.11 消防用水量（Q6）消防水量主要根据货种、建筑规模及功能

确定，室内外消防流量及火灾持续时间，具体根据《消防给水及消火

栓系统技术规范》（GB 50974）计算。

10.2.12 当消防给水与生活、生产给水合用时，合用给水的设计流量

应为消防给水设计流量与生活、生产 大小时流量之和，其中生活

大小时流量计算时，淋浴用水量按 15%计，浇洒及洗刷等火灾时能停

用的用水量可不计。

10.2.13 若采用自备水源或市政给水管网的水量或水源不能满足预制

场用水需求时，宜建调节水池和泵房，调节水池容积应该供水曲线及

用水曲线确定，泵房水泵及台数应该根据用水变化情况、水压、消防

要求和调节容量等因素综合考虑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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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4 给水管网应按照 高日 高时用水量及设计水压进行设计，

当采用消防用水合用给水系统时，应对消防时的流量和水压要求进行

校核。

10.2.15 给水管网可根据用水保证率要求，布置成环管网或枝状管网，

并设置分段或分区检修阀门。

10.2.16 给水管道布置应避开地面易产生不均匀沉降的区域、建构筑

物及生产设备基础。当不能避免时，应采取相应技术保护措施，并按

国家现行有关标准执行。

10.2.17 预制场排水系统应采用雨污分流制的排水体系。

10.2.18 生活污水量按照生活给水量的 85%~95%计算；排水系统的小

时变化系数与其相应的生活给水系统小时变化系数相同，取值为

1.0~3.0。

10.2.19 生产污废水量计算及小时变化系数选取应根据生产工艺确

定。

10.2.20 雨水设计流量计算、排水管渠的水力计算以及选材，应符合

现行国家标准《室外设计规范》（GB 50014）的相关规定进行确定。

10.2.21 排水管、排水渠的布置和高程应根据预制场的平面布置、地

形高程、排水流向，按管线短、埋深小、尽可能自流排出的原则确定，

当排水管道不能以重力流排入市政排水管道或者收纳水体时，应设置

排水提升设施。

10.2.22 当排水直接排入水体时，排水水质应符合当地排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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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23 排水管渠出水口的位置和形式，应该排水水量、收纳水体的

潮流方向、波浪状况、雨季主导风向、护岸结构形式等因素综合分析

确定，顶高程不宜低于雨季平均高潮位，若淹没出流应考虑其对雨水

排放的影响，并考虑防倒灌措施。

10.2.24 砂石料堆场及搅拌站场地，宜采用有盖明沟排水，便于维护

疏通；采用暗管排水时，雨水口及检查井应设置沉砂室，室高宜取

0.30~0.50m。

10.2.25 预制场内排水沟的坡度应根据现场地形进行设置，排水坡度

宜大于 1‰。

10.2.26 靠近山地、丘陵的场地应考虑防洪措施。

10.3 供电

10.3.1 预制场供电容量计算方式预制场供电包括动力用电和照明用

电。在计算用电量时，须考虑下列情况。

10.3.1.1 所用机械动力设备、电气工具和照明用电的数量。

10.3.1.2 施工高峰阶段同时使用的机械动力设备 高数量。

10.3.1.3 各种机械动力设备在工作中需用的情况。

10.3.2 总用电量可按式（10.3.2）计算。

)
cos

(10.1~05.1 443322
1

1   PKPKPK
P

KP


（10.3.2）

式中：P——总用电量功率 （kVA）；

P1——电动机械额定功率（kW）；

P2——电焊机额定容量（k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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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室内照明容量（kW）；

P4——室外照明容量（kW）；

cos∅——电动机的平均功率因数（在施工现场取 0.75~0.78，

其他情况取 0.65~0.75）;

K1~K4——选取系数，见表 10.3.2。

表 10.3.2 K系数选取参考表

用电名称 数量

选取系数

K 数值

电动机

3~10 台

11~30 台

30 台以上

K1

0.7

0.6

0.5

0.5加工车间动力设备 /

电焊机

3~10 台

10 台以上

K2

0.6

0.5

室内照明 / K3 0.8

室外照明 / K4 1.0

10.3.3 预制场用电管理应符合《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

（JGJ 46）的有关规定。

10.3.4 所有的工作均应由不带电设备执行，并应有紧急断电或紧急

锁止的程序。为电动工具提供电源的临时配电装置，必须采用 RCDs、

ELCBs或双绝缘的保护措施，操作 50V或以上的带电设备必须采取

保护措施。

10.3.5 预制场电力系统的相关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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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5.1 预制场电力系统应采用三级配电、TN-S接零保护以及

二级漏电保护系统。

10.3.5.2 通过总漏电保护器的工作零线与保护零线之间不得再

做电气连接。

10.3.5.3 PE线应单独敷设，重复接地线必须与 PE线相连接，严

禁与 N线相连接。

10.3.5.4 施工现场的临时用电电力系统严禁利用大地做相线或

零线。

10.3.5.5 有裸露电线或插排接电的设备必须安装接地线，在潮湿

或导电位置使用电器不必接地。

10.3.6 变（配）电所的设置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20kV及以下变电

所设计规范》（GB 50053）、《低压配电设计规范》（GB 50054）

和《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JGJ 46）的有关规定。

10.3.7 配电系统应设置配电柜或总配电箱、分配电箱、开关箱，实

行三级配电，配电系统宜三相负荷平衡，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0.3.7.1 总配电箱以下可设若干分配电箱，分配电箱以下可设若

干开关箱。

10.3.7.2 总配电箱应设在靠近电源的区域，分配电箱应设在用电

设备或负荷相对集中的区域，分配电箱与开关箱的距离不宜超过

30m。开关箱与其控制的固定式用电设备不宜超过 5m。

10.3.7.3 每台用电设备必须有各自专用的开关箱，严禁用同一个

开关箱直接控制 2台及 2台以上用电设备（含插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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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7.4 动力配电箱与照明配电箱宜分别设置。当合并设置为同

一配电箱时，动力和照明应分路配电，动力开关箱和照明开关箱必须

分设。

10.3.7.5 配电箱、开关箱应装设在干燥、通风及常温场所，不得

装设在有严重损伤作用的瓦斯、烟气、潮气及其他有害介质中，不得

装设在易受外来固体物撞击、强烈振动、液体浸溅及热源烘烤场所。

10.3.7.6 配电箱、开关箱周围应有足够 2人同时工作的空间和通

道，不得堆放任何妨碍操作、维修的物品，不得有灌木、杂草。

10.3.7.7 配电箱、开关箱内的电器（含插座）应先安装在金属或

阻燃绝缘电器安装板上，然后方可整体紧固在配电箱、开关箱箱体内。

金属电器安装板与金属箱体应作电气连接，配电箱、开关箱内的电器

应按其规定位置紧固在电器安装板上，不得歪斜和松动。

10.3.7.8 配电箱的电器安装板上必须分设N线端子板和 PE线端

子板。N线端子板必须与金属器安装板绝缘，PE线端子板必须与金

属电器安装板做电气连接，进出线中的 N线必须通过 N线端子板连

接，PE线必须通过 PE线端子板连接。

10.3.7.9 配电箱、开关箱内的连接线必须采用铜芯绝缘导线。导

线分支接头不得采用螺栓压接，应采用焊接并做绝缘包扎，不得有外

露带电部分。

10.3.7.10 配电箱、开关箱的金属箱体、金属电器安装板以及电

器正常不带电的金属底座、外壳等需通过 PE线端子板与 PE线做电

气连接，金属箱门与金属箱体需采用编制软铜线做电气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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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7.11 配电箱、开关箱的进、出线口配置固定线卡，进出线

需加绝缘护套并成束卡固在箱体上，不得与箱体直接接触。

10.3.7.12 移动式配电箱、开关箱的进、出线需采用橡皮护套绝

缘电缆，不得有接头。配电箱、开关箱外形结构需能防雨、防尘。

10.3.7.13 总配电箱的电器应具备电源隔离、正常接通与分断电

路以及短路、过载、漏电保护功能。

10.3.7.14 当主、支回路设置漏电保护器时，总配电箱还应装设

总隔离开关、分路隔离开关以及总断路器、分路断路器或总熔断器、

分路熔断器。

10.3.7.15 当漏电保护器是同时具备短路、过载、漏电保护功能

的漏电断路器时，可不设断路器或熔断器。

10.3.7.16 隔离开关应设置于电源进线端，应采用分断时具有可

见分断点、并能同时断开电源所有极的隔离电器。如采用分断时具有

可见分断点的断路器，可不另设隔离开关。

10.3.7.17 总配电箱应装设电压表、总电流表、电度表及其他需

要的仪表。

10.3.7.18 开关箱漏电保护器的额定漏电动作电流不应大于

30mA，额定漏电动作时间不应大于 0.1s。

10.3.7.19 使用于潮湿或有腐蚀介质场所的漏电保护器应采用防

溅型产品，其额定漏电动作电流不应大于 15mA，额定漏电动作时间

不应大于 0.1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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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7.20 配电箱、开关箱的电源进线严禁采用插头和插座做活

动连接。

10.3.8 电缆的路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0.3.8.1 应避免电缆遭受机械性外力、过热、腐蚀等危害。

10.3.8.2 满足安全要求条件下，应保证电缆路径 短。

10.3.8.3 应便于敷设、维护。

10.3.8.4 宜避开将要挖掘施工的地方。

10.3.9 电缆敷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10.3.9.1 电缆在任何敷设方式及其全部路径条件的上下左右改

变部位，均应满足电缆允许弯曲半径要求。

10.3.9.2 电缆敷设时，电缆排列的配置和敷设方式的选择，电缆

与其他管线的间距及电缆在构筑物中的敷设，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电力工程电缆设计规范》（GB 50217）的有关规定。

10.3.9.3 电缆线路应采用埋地或架空敷设，严禁沿地面明设。

10.3.9.4 电缆直接埋地敷设的深度不应小于 0.7m，埋地电缆在

穿越建筑物、构筑物、道路、易受机械损伤、介质腐蚀场所及引出地

面，应加设防护套管，防护套管内径不应小于电缆外径的 1.5倍。

10.3.9.5 在拐弯、接头、终端和进出建筑物等地段，应装设明显

的方位标志,直线段上适当增设标桩，桩需露出地面 150mm。

10.3.10 应急用电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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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0.1 预制厂用电配置时，应根据生产使用功能、相关用电

安全规范、辅助产品、设备等应急安全规定综合评估，配置相应的应

急用电方案。

10.3.10.2 预制场应急用电配置应结合生产对供电可靠性的要求

及中断供电对人身安全、经济损失上造成的影响确定。

10.3.10.3 应急用电的设置应符合《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GB

50052）的相关规定。

10.4 消防

10.4.1 消防设计应贯彻“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的方针，设置相应

的消防设施，采用先进的防火技术，防止和减少火灾危害。

10.4.2 预制场的平面布置、生产工艺、建筑物、构筑物、供电照明、

暖通空调、控制通信等设计应满足防火要求。

10.4.3 火灾危险性应结合生产工艺、堆场和库房存储物品的火灾危

险性，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等有关

规定进行确定。

10.4.4 混凝土搅拌站、钢筋加工场、砂石骨料堆场（棚式结构）、

临时材料堆放场、水泥、粉煤灰储罐、掺合料及外加剂库房、模板堆

放区、预制场、变电所、现场办公室、门卫等的火灾危险等级根据建

构筑物特性宜定为丙~戊类，变电所应根据其工艺形式具体确定。

10.4.5 预制场应根据生产工艺需要求，明确划分用火作业、材料堆

存区、作业区、生活区、办公区等区域，布置消防车道。分区及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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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筑物应满足防火间距要求，防火间距宜取为 10m，并应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等有关规定。

10.4.6 消防给水水源可为市政给水、消防水池、天然水源，并宜采

用市政给水；雨水清水池、中水清水池可作为备用消防水源。消防用

水与生活、生产用水合用的水池（罐），应有确保消防用水的措施。

10.4.7 预制场消防设计应根据火灾危险性，确定灭火介质及相关参

数，合理配置消防设施。

10.4.8 消防用水量应根据预制场各建构筑物、堆场的功能规模，并

根据《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 50974）、《自动喷水

灭火器系统设计规范》（GB 50084）等有关规定进行计算确定。

10.4.9 消防总用水量，应按同一时间内的火灾次数和一起火灾灭火

用水量确定。

10.4.10 消防给水管道及消防设备设施设计，应根据预制场平面布

置、建筑设计及《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 50974）、

《室外给水设计规范》（GB 50013）及《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

（GB 50140）等有关规定进行布置。

10.4.11 在易燃易爆危险品存放及使用场所、动火作业场所、可燃材

料存放、加工及使用场所、发电机房、变配电房、设备用房、办公用

房、宿舍等临时用房、以及其他具有火灾危险的场所配备灭火器，灭

火器类型应与可能发生的火灾类型相匹配，以干粉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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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12 氧气瓶不得沾染油脂，乙炔发生器必须有防止回火的安全装

置，氧气与乙炔发生器要隔离存放，并配备相应的灭火设施。

10.4.13 预制灭火器配置设计可按以下要求配置。

10.4.13.1 确定预制场内各区域危险等级。

10.4.13.2 对生产区各区域、生活区各区域的火灾种类进行分类，

确定火灾种类。

10.4.13.3 各单元的需配灭火级别按式（10.4.13-1）计算：

U

S
KQ  （10.4.13-1）

式中：

Q——计算单元的 小需配灭火级别（A或 B）；

S——计算单元的保护面积（㎡）；

U——A类或 B 类火灾场所单位灭火级别 大保护面积（㎡/A

或㎡/B）；

K——修正系数，取 K=0.9；

10.4.13.4 单元中每个灭火器设置点的 小量按式（10.4.13-2）

计算：

N

Q
Q e （10.4.13-2）

式中：Qe——计算单元中每个灭火器设置点的 小需配灭火级别（A

或 B）；

N——计算单元中的灭火器设置点数（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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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13.5 各设置点灭火器的类型、规格与数量根据灭火器材当

量进行配置。

10.4.13.6 厂区内道路必须满足消防车道的净宽度和净高度均不

小于 4m的要求。

10.5 安全设施

10.5.1 施工现场的布置应符合防火、防爆、防雷电等规定和文明施

工的要求。

10.5.2 施工通道应根据施工机械类型、运输机械类型、载重等进行

专门设计、并设置相应的交通标志牌。

10.5.3 现场道路应平整、坚实、保持畅通，危险地点挂设安全警示

标志。

10.5.4 凡可能漏电伤人或易受雷击的电器及建筑物均设置接地或避

雷装置。

10.5.5 移运构件时两侧 20m范围内须设工作警戒线，警戒线内无关

人员不准入内，不准进行高空起重作业。

10.6 环境保护

10.6.1 预制场的平面布置及生产工艺设计应考虑环境保护要求，优

先采用无污染和低能耗的生产工艺流程及设备。

10.6.2 预制场的生活污水、生产废水和清洁雨水应采用分流制排水

体系。水质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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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62）的生活污水、生产废水应优先考虑纳入市政污水处理系统。

无市政接收系统时，宜自建污水处理设施。

10.6.3 露天散料堆场周边应设置排水沟，收集初期雨污水，经过沉

淀等初步处理后方可排入雨水系统。

10.6.4 水泥等散装材料在运输、装卸、堆存作业时产生的粉尘，应

根据气象条件、粉尘性质级作业条件采用适宜的防尘、除尘措施，粉

尘的排放浓度应符合国家及地方排放标准。

10.6.5 预制场宜设置道路清扫和冲洗设施。

10.6.6 生产工艺设计及设备选型，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工业企业

噪声控制设计标准》（GBJ 87）的有关规定，平面布置应考虑生产区

噪声对周边集中居住区等环境敏感区的影响，并考虑相应的控制措

施。

10.6.7 预制场应设置垃圾桶（箱），分类收集固体废弃物；属于危

险废物的，应按照国家相关规定进行处置。

10.7 混凝土搅拌站

10.7.1 搅拌站宜采用封闭式拌合楼设备，减少粉尘、噪音对环境造

成的影响。

10.7.2 混凝土搅拌站的选址和平面布置，应考虑常风向的影响，砂

石、水泥等粉尘源宜设在常风向的下风向。

10.7.3 砂、石等原材料堆放场，宜与搅拌站、上料码头相近，以减

少场内二次倒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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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4 搅拌站区域宜界线分明，并设置围挡封闭措施与其它区域隔

离，搅拌站周边宜进行硬化处理，周边道路应畅通。

10.7.5 排水系统除雨水外，尚需设置筛洗石料、冲洗搅拌机和冲洗

混凝土运输设备等污水的收集、沉淀和排放设施。

10.7.6 砂、石骨料堆场应满足下列要求。

10.7.6.1 骨料堆场应做地坪硬化处理，料仓周边及不同骨料之间

应设置挡墙，混凝土挡墙的厚度不小于 0.3m，浆砌块石挡墙的厚度

不小于 0.6m。

10.7.6.2 骨料仓已检合格区容量应根据单次 大混凝土浇筑方

量确定。

10.7.6.3 骨料堆场应设置防雨遮阳棚，料仓地面高程应高于周

边，满足防潮要求。

10.7.7 水泥、粉煤灰、减水剂等原材料宜采用密封储存罐等形式存

储，以减少粉尘等对环境的污染。

10.8 钢筋加工场

10.8.1 钢筋加工场建造前应对地基、结构等进行设计、处理，并做

好防风、防雷、排水等安全措施。

10.8.2 钢筋加工场宜采用围网等封闭。

10.8.3 钢筋加工场应明确划分原材料堆放场地、钢筋加工场地和半

成品堆放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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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4 钢筋加工场地面应做混凝土硬化处理，其总体规模宜满足表

10.8.4要求。

表 10.8.4 加工场地规模及面积

规模 加工总量（t） 加工场地面积（m
2
）

大 ＞10000 ≥3500

中 6000~10000 ≥2000

小 3000~6000 ≥1500

10.8.5 钢筋加工场应设置防雨遮阳棚，其高度满足机械设备操作要

求。

10.8.6 钢筋原材料堆放应设置固定的支垫墩台，支垫墩台应根据钢

筋型号布置，墩台中心间距宜取 2.5m，高度不宜小于 0.2m。

10.8.7 钢筋加工场内的电缆宜采用埋地布设。

10.8.8 钢筋加工场周边道路应畅通，满足成品、半成品的转运装卸

需求。

10.9 现场办公设施

10.9.1 沉箱预制场应设置现场办公设施，以满足日常办公管理的需

要。

10.9.2 现场办公区域宜设置相应的绿化、封闭围墙等。

10.9.3 现场办公区用地面积应根据现场实际条件进行布置，不宜小

于 3~4m2/人。

10.9.4 现场办公用房可选用活动板房、集装箱、砖混结构等。板房

应采用阻燃等级为 V-0的阻燃性材料搭设，高度不宜超过两层，其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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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等级应满足国家有关规范要求，且不小于 10级风，在台风季节做

好相应的加固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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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词用语说明

0.0.1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的用词

用语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

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

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

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允许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

采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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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1、《建筑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GB 50068）

2、《水运工程地基设计规范》（JTS 147）

3、《码头结构施工规范》（JTS 215）

4、《纵向倾斜船台及滑道设计规范》（GT/B 8502）

5、《码头结构设计规范》（JTS 167）

6、《船用气囊技术条件》（JT/T302）

7、《港口与航道水文规范》（JTS 145）

8、《海港总体设计规范》(JTS 165）

9、《港口道路与堆场设计规范》（JTS 168）

10、《疏浚与吹填工程施工规范》(JTS 207)

11、《干船坞坞门及灌排水系统设计规范》（JTJ 253‐87）

12、《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安全技术规范》（GB 50720）

13、《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杂用水水质》（GB/T 18920）

14、《混凝土用水标准》（JGJ 63）

15、《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JGJ 46）

16、《20kV 及以下变电所设计规范》（GB 50053）

17、《低压配电设计规范》（GB 50054）

18、《电力工程电缆设计规范》（GB 50217）

19、《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GB 50052）

20、《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128

21、《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 50974）

22、《室外给水设计规范》（GB 50013）

23、《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GB 50140）

24、《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 31962）

25、《工业企业噪声控制设计标准》（GBJ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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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说明

本规程主编单位、参加单位、

主要起草人、总校人员和管理组人员名单

主编单位：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参加单位：中交四航局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中交四航局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中交四航局第五工程有限公司

中交四航局港湾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

总校人员名单：

管理组人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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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随着现代港口建设向深水型大吨位码头发展，重力式码头结构

的构件越来越大。现阶段不同形式预制和出运沉箱的工艺均结合现场

实际情况进行选用，但各地方、各工程在沉箱预制场设计时有着较大

的差异，预制场设计目前暂无较为统一的标准。

1.0.2 沉箱预制构件多为箱型或筒型结构，一般具有底面平整，重心

较低的特点。其他具有类似特性的构件可参照执行，如箱涵、圆筒、

方块、沉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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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临时预制场一般针对某个具体项目的沉箱预制任务，其服务对

象明确、使用周期相对较短。永久预制场一般需满足预制场服务区域、

未来一定阶段时期市场需求，预制场建设规模应预留发展空间，其使

用周期长。临时预制场和永久预制场主要特点如表 3.0.1所示。

表 3.0.1 临时预制场和永久预制场的特点

项 目 临时预制场 永久预制场

预制场平

面布置

沉箱尺寸、数量已确定，平面布置设计

目标明确，满足特定项目要求。

经论证，出运通道和出运码头高程可取

重现期为 10~20 年的设计水位和波浪要

素进行设计。

平面布置设计需评估预制场服务区域码头结构

的发展趋势，预留后续发展空间。出运通道和

出运码头高程设计的水位和波浪要素可参照现

行行业标准《港口与航道水文规范》（JTS145）

的有关规定。

预制和出

运工艺

预制和出运工艺的选择具有特定性，在

满足安全、环保要求的条件下，一般优

先选择建设速度快，投入少的工艺。

沉箱出运一般采用投资少、见效快的工

艺，如气囊出运等。

生产线布置、运输设备选型等设计留有一定富

余，需要时可更换或增加。

沉箱出运、下水工艺与可能潜在沉箱尺寸和重

量相适应；轨道出运、出运通道等结构设计需

按永久项目配置。

结构设计

主要考虑预制场地门机轨道、出运通道、

码头等结构设计满足特定沉箱尺寸和重

量要求，结构安全等级可取三级。

预制场地门机轨道、出运通道、码头等结构设

计应统筹考虑不同类型沉箱尺寸和重量要求。

结构安全等级按永久结构选取。

出运码头

前沿靠泊

水域

主要考虑满足已定沉箱尺寸和重量的出

运要求。

与不同类型沉箱尺寸和重量相适应，考虑适当

富裕。

周边环境
在预制期内主要考虑噪音对周围环境的

影响符合有关环保要求。

需考虑周边环境可能的变化对预制场的干扰，

例如预制场周边发展是否会影响预制场生产等

问题。

配套设施

如预制周期短、可利用周围资源，配套

设施可相对简单或不需配齐，如可用商

品混凝土等。

要求配套设施相对齐全，且留有一定的富余。

3.0.2 为确保沉箱出运通道与预制生产线和出运码头平顺衔接，变坡

段应平顺过渡。

3.0.3 根据国家现行标准《建筑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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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68），建筑安全等级为三级或结构使用年限为 5年时，结构重要

性系数不应小于0.9；建筑安全等级为二级或结构使用年限为50年时，

结构重要性系数不应小于 1.0；建筑建筑安全等级为一级或结构使用

年限为 100年时，结构重要性系数不应小于 1.1。

3.0.6 地基承载力应大于由结构自重和施工荷载所产生的基床 大应

力的 1.5倍。

3.0.8 出运码头被水淹期间，水平运输和上驳作业应停止，电气设备

应架高或移位。对于可能被淹的出运通道，应采用混凝土铺面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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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预制场选址与出运工艺选择

4.1 选址

4.1.1.1 选址时的注意事项如下。

（1）选址时应调查土地使用现状和性质、调查是否符合国家或

者地方有关规定等。对于永久性预制场，应明确是否符合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

（2）选址时应调查水域利用现状。沿海预制场应说明项目使用

海域是否符合海域海洋功能区划及与相邻功能区协调情况等；内河预

制场应说明项目使用水域是否符合水利、城市等规划情况。

（3）调查拟选场址内外已有建筑物和设施情况。

4.1.4.2 对前沿水域以外的交通水域提出基本要求。沉箱运输与

水上交通相互之间可能存在不利影响，选址时需全面考虑。

4.2 出运工艺选择

4.2.2 本条解释了沉箱类型分类、出运频次高低等的划分标准。

（1）沉箱类型分类：小型为重量在 1000t以内、中型为重量在

1000t-5000t之间，大型为重量在 5000t-10000t之间、超大型为重量在

10000t以上。（2）沉箱出运频次高低：小型沉箱 1个月内出运 14件

及以上、中大型沉箱 1个月内出运 7件及以上为高，其他情况为低。

（3）工艺选择时，需考虑地基条件、使用周期、出运频次、沉

箱数量、沉箱尺寸和重量、建设成本、使用成本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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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气囊出运沉箱预制场

5.1 一般规定

5.1.2 为确保沉箱出运通道与预制生产线和出运码头平顺衔接，变坡

段应平顺过渡。

5.2 工艺设计

5.2.1 预制场设计首先应确定沉箱预制所采取的工艺，再根据工艺要

求、工期要求、场地地形等因素确定沉箱生产区及存储区的平面布置，

同时确定上驳所采用的半潜驳、预制所需的起重设备、沉箱支垫及气

囊顶升布置， 后再根据确定的总平面布置设计配套系统，其总体设

计流程可参见图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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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收集资料

浮船坞选型

出运工艺设计

沉箱预制区布置

沉箱重量、场地承载力、浮船
坞甲板结构

出运通道布置

出运码头设计

沉箱重量及外形尺寸

沉箱浮游稳定吃水深度

施工水域水文气象条件

上下作业平台人梯

气囊规格设计及布置、沉箱支
垫布置

模板尺寸及安装作业空间

模板临时堆放及保养场地

供电、给排水系统 材料运输通道

钢筋加工区、混凝土搅拌区

确定沉箱预制方案

预制场总平面设计

确定沉箱平面布置

出运码头地质水文资料

半潜驳搭接承台设计

码头面标高设计

沉箱结构尺寸

通道安全富裕宽度

通道整体长度设计

坡度设计

浮船坞规格尺寸

荷载作用及组合

搭泊及离泊水位设计

办公区及生
活区

混凝土搅拌
区

电力系统钢筋加工场 给排水系统 消防系统 出运系统

预制区设计 存储区设计
出运通道

设计
配套设计 出运码头设计

出运地锚布置

充气管道布置

起重设备及轨道梁设计

气囊出运系统布置

图 5-1 沉箱预制场设计典型总体流程图

5.2.3 通过气囊运输沉箱的典型工艺流程如图 5-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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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准备

沉箱顶升 挂设牵引系统穿设气囊

移运前准备

是否横移

横向牵引

纵横移转换

纵向牵引

纵移到位

支垫或上驳

是 否

图 5-2 气囊运输沉箱典型工艺流程图

5.2.7 当生产线长度较长，需布置多台起重机时，应考虑起重机的施

工工效及能耗等因素，每台起重机作业区域长度不宜大于 150m。

5.2.18 根据实际操作经验，牵引钢丝绳安全系数宜取 4~5，遛尾钢丝

绳安全系数宜取 3~4。卷扬机钢丝绳直径可采用 25mm~32mm，与沉

箱相连的主牵引钢丝绳直径可采用 45mm~100mm。

5.2.20 沉箱出运上驳时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应分析计算沉箱上驳时

的反拉力以及增加牵引系统故障的应急措施。当沉箱沿斜坡方向下行

时，若沉箱下滑力大于沉箱与气囊的滚动摩擦力，则应设置溜尾力，

不得自然滑行。上述公式根据《机械设计手册》中运动副中摩擦力的

计算公式进行计算。

5.2.23 牵引系统设置时，卷筒与钢丝绳出绳方向宜垂直布置，且钢丝

绳出绳角度不宜大于 3°；受拉钢丝绳与出运方向的 大角度不宜大

于 30°。

5.2.24 考虑地锚为临时结构，故选取折减系数 k。

5.2.26 该计算模式不考虑主动土压力及侧面摩擦力，也不考虑锚块的



139

自重作用等条件，仅适用于地锚范围内土为单一土层，同属水上或水

下。

5.2.27 在地锚稳定性验算中，锚块高度 H取值与锚块埋深值相同。

5.2.30 施工中支垫枕木常选用松木，具体规定参照《木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05）执行。

5.2.32 气囊放置就位时，充气嘴应突出沉箱边缘 200mm～300mm左

右，但不宜过长；严禁接长管或爬入沉箱底部充气。当沉箱较宽而选

用的气囊较短时，可采单排错位布置。

5.2.33 气囊单排布置时的原则如下。

（1）根据沉箱出运方向选择气囊长度，确定气囊工作高度，由

此计算承载面积，并按气囊的允许压力计算出气囊所需的 短总长

度，工作总长度按 短总长度的 1.2倍以上确定，以防出运过程中，

气囊破裂或气囊受力不均时气囊超负荷运行， 后确定气囊根数及摆

放位置。

（2）当计算气囊 少条数小于 4条时，应选取直径较小的气囊，

保证气囊不少于 4条。

（3）当采用双排布置或者交错布置时，气囊 少条数参照执行。

5.2.34 出运作业时前端气囊的工作高度宜略大于后端气囊的工作高

度。气囊工作高度分顶升高度与出运高度，顶升高度宜高于底模或支

垫枕木高度 30mm～50mm，工作高度应根据实际地质情况及构件特

性选定。高度过大，则气囊受力有效受力面积减小，气囊气压增大；

高度过小，摩擦力增大，牵引力也会相应增大，同时气囊容易扭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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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滑动摩擦，工作高度以 300mm～500mm为宜。

5.2.37 气囊充气注意要点如下。

（1）气囊应在规定的工作压力使用范围内，严禁超压使用。

（2）旧气囊使用前，应先进行试压，检查是否漏气、破损，如

第一层帘布层破损、有洞疤、有划痕等应降级使用。气囊发现老化的，

可视老化程度慎用或禁用。

（3）气囊充气头的压力表一旦发现失灵或损坏应立即更换。

（4）气囊头上的压紧螺母、堵头、管件、球阀、压力表等，发

现松动应立即紧固。

（5）气囊填入时，应和对面的受压气囊保持距离，避免滚动气

囊压上待用气囊。

5.2.42 上驳作业宜在搭接水位和 高水位之间完成，上驳作业完成后

至 晚离驳水位出现时间应足够完成离驳作业且应预留驳船航行至

深水区的时间。图中，t1到 t3的时间宜不少于 4h，当 t3对应的 高水

位高于出运码头高程时，应为 t1到潮位为出运码头高程对应时刻的时

间宜不少于 4h。沉箱上驳和半潜驳离驳必须在 t1到 t3时间段内完成。

5.3 总平面设计

5.3.1 沉箱预制的生产强度主要根据项目的总体进度计划来确定，根

据生产强度来确定预制区、堆放区的大小等参数。

5.3.4.1 防洪需考虑以下因素。

（1）场地设计时应先确定场地的防洪防潮标准。

（2）考虑预制区的设备和养护影响问题，规定预制区不能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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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存储区、出运通道、生产配套设施和出运码头在分析淹没

后果后，可考虑适度淹没。

5.3.4.2 波浪和潮位重现期按以下情况考虑。

对于特定具体项目的临时预制场，场地高程可参照《海堤工程设

计规范》有关规定进行计算，其波浪和潮位重现期可取 10~20年。

经调研，广东沿海一带 50年和 10年重现期防潮标准的水位差值

约 0.9米、波高差值约 1米，初步测算场地高程在两种不同重现期条

件下，差值在 1.0-1.5米。

5.3.9.4 搭接长度可参照《海港总体设计规范》(JTS 165）7.9.1.5

要求，不应小于 1m。

5.3.10.1 HD+dy即为船舶甲板面高程。

5.3.11 水域尺度设计与船舶性能和作业方式相关，本条仅给出概括性

的规定，具体计算时必须结合船舶性能资料和作业方式来考虑。

5.3.11.2 采用大型半潜驳船出运小型重件时，船舶的满载吃水可

能比实际重载吃水大得多，采用后者计算较为符合实际，在水域需疏

浚时较为节省造价，因此没有限制要采用满载吃水计算。

5.4 预制区

5.4.6.1 预制生产线之间的安全距离需根据起重设备的结构形

式、安全相关规定及是否设置运输通道等因素确定。当两条生产线之

间不设运输通道时一般不小于 2m，设置运输通道时一般不小于 6m。

5.4.6.6 排水沟尺寸通常采用截面 300mm×300mm，坡度取

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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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存储区

5.5.1 设置存储区可提高生产线及出运船机利用率，应根据工期、场

地面积、船机计划和转运牵引方式等确定。

5.5.5 气囊出运对场地的要求不高，主要考虑地面平整无尖锐物，在

地基加固时主要考虑地基能够满足沉箱支垫要求。

5.6 出运通道

5.6.2.5 出运通道的总长度为生产线连接段、斜坡段以及上驳过

渡长度之和。当斜坡段存在变坡情况时，应根据式（5.6.2-1）分别计

算各坡段长度，取和作为斜坡段总长度。

5.6.3 为满足出运通道沉箱临时存放要求，因支垫面积较小，还需验

算出运通道沉箱支垫区域地基与基础的承载力，必要时应进行加强。

5.7 出运码头

5.7.2 沉箱出运过程中水位变化，荷载工况应考虑相应的水位。

5.7.7 受出运码头结构尺寸限制，系缆设施可根据实际需要设置。

5.7.8 为不影响沉箱出运，应控制码头与后方的差异沉降，必要时应

对地基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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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轨道式台车出运沉箱预制场

6.2 工艺设计

6.2.1 台车轨道工艺参数应结合拟选用的半潜驳甲板结构和沉箱重量

进行确定，沉箱预制台座应根据台车轨道、顶升沉箱方式及沉箱预制

模板工艺等因素确定，沉箱从预制区出运到出运通道应考虑台车转向

轨道连接和作业空间，沉箱出运上驳时半潜驳靠泊水域的座底梁结构

应根据当地 低潮位和沉箱上驳与待驳工况确定。轨道式台车出运沉

箱典型工艺流程可参见图 6-1。

施工准备

半潜驳底座区检查 千斤顶就位、顶升沉箱

半潜驳对接就位

半潜驳系缆

半潜驳座底

半潜驳上沉箱支垫就位

台车驶入就位

顶升千斤顶卸荷

沉箱坐落台车

台车启动行驶到预定位置

顶升沉箱、支垫

顶升千斤顶卸荷

沉箱落驳

启动台车驶回出运码头

6.2.4 轨道槽临海侧须设置挡水结构。

6.6 出运通道

6.6.1.5 轨道式台车出运沉箱上驳过程中，为应对设备故障等异

常情况，宜在出运通道适当位置设置反向牵引卷扬机、地锚，具备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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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式台车反拉回出运码头的能力。卷扬机基础和地锚结构型式可参

照本规程第 5.2节中的相关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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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轮胎式门吊水平运输沉箱预制场

7.1 一般规定

7.1.1 轮胎式门吊出运的沉箱吨位及尺寸均较小，沉箱模板可采用移

动式门吊或履带式吊机进行装拆，若采用履带式吊机进行装拆，预制

场场地布局可结合履带式吊机及轮胎式门吊行驶通道进行规划布局。

7.1.4 轮胎式门吊行驶可实现直角转弯和差速转弯，转弯过多易对轮

胎造成损坏，故宜少设拐弯段。

7.1.5 目前已采用轮胎式门吊出运的沉箱 大为 400t。

7.2 工艺设计

7.2.3.3 每侧距离半潜驳坞墙的预留富裕量不宜小于 500mm。

7.2.7 轮胎式门吊性能的主要参数：载物时提升速度为 1m/min；空载

行驶速度为 1～15m/min，重载行驶速度为 1～10m/min；轮压为 10～

11Mpa，由专人采用胎压测定仪进行跟踪监测。

7.2.10 驱动轮组套数根据轮胎式门吊型号确定，每套驱动轮组由 2个

工业轮胎、2套钢圈、1套轮组架、1套驱动车桥、1套轮组开式传动

齿轮和 1套行走减速电机组成。轮胎式门吊可实现 0°行走和 90°行

走功能，转弯做 0°和 90°转换时，要保证是空车，若是重载，必须

在转向前将支撑油缸支撑起轮胎，避免损伤轮胎。

7.2.12 静载试验主要检验起重机及其各部件的结构承载力，静载试验

的载荷应逐渐地加上去，起升到离地面 100～200mm高处，悬空时间

不得少于 10min。动载试验主要检验起重机各机构和制动器的功能，

动载试验应对每种动作在其整个运动范围内作反复启动和制动，并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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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工作循环，试验至少应延续 1h。

7.2.14 沉箱吊孔竖向位置一般设置在从沉箱顶往下 3m以上位置，且

吊孔的加强筋和预埋件锚筋应埋设至倒数第二层混凝土上，吊孔位置

应避开施工缝位置；吊孔水平位置一般应和吊具平面布置保持一致，

距离沉箱边缘 2m以上。

7.2.15 吊具及吊架均采用 Q235钢材定制，吊具吊点和沉箱吊点需与

门机吊点平面分布统一，即限定在门机两条主梁框架尺寸内。

7.5 存储区

7.5.1 存储区布置应根据现场地形、周边环境从工期、造价等方面综

合考虑。存储区布置生产线附近，可减少沉箱从生产线运输至存储区

的时间，加快施工进度。沉箱存储区布置于出运码头前沿线，在沉箱

采用多层存储方式时，将显著提高对出运码头承载力的要求，增加造

价。

7.5.2 轮胎式门吊在场地内通常采用纵横移方式行走。其行走方式决

定了将存储区布置成矩形，对场地的利用率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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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轮胎式台车水平运输沉箱预制场

8.1 一般规定

8.1.1 根据已有项目应用经验，对多单元车组合式轮胎式台车出运沉

箱进行分析，其安全系数（整车起重量/沉箱重量）可按 1.3~1.4考虑。

8.3 总平面设计

8.3.1 由于本章所用轮胎式台车为固定的“山”字形台车结构，大型

沉箱搬运至存储区或码头区暂时存放时，需要沿沉箱周边和中间布设

钢垫梁（见图 8.2.5-1、8.2.5-2），钢垫梁可能会妨碍台车退车，因此

增加此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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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干坞法沉箱预制场

9.1 一般规定

9.1.1 选用干坞法预制沉箱的项目，一般其沉箱特别巨大、不适宜上

驳运输，或项目附近有合适的现成干坞、或有合适的场地改造成干坞。

9.1.6 干坞法沉箱出运需先向干坞注水，后开启坞门或破除坞口，然

后才浮运沉箱出坞。干坞注水等工序耗费的时间和费用都较大，因此

为了减少干坞注水的次数，沉箱宜采用在干坞里按批次进行预制、出

运。

9.2 工艺设计

9.2.3.1 由于沉箱按批次预制及出运，坞内同时存在多个沉箱，

坞内注水过程中，为了能使沉箱处于可控状态，宜对沉箱进行注水压

载，使其坐于台座上，需出运时再排除沉箱的压载水使其起浮。

9.3 总平面设计

9.3.4 若沉箱需在场外水域进行接高的，干坞底高程可按浮运航道底

高程进行设计。

9.6 坞门

9.6.2.2 卧倒式坞门按其操作方式可分为气孔式和机械操作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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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预制场生产配套设施

10.2 给排水

10.2.3 若其中某项用水采用独立水源时，应单独计算其用水量。

10.2.9 建设规模大则取小值；建设规模小则取大值。

10.3 供电

10.3.3 临时用电组织设计及变更时必须履行“编制、审核、批准”程

序；变更用电组织设计时，应补充有关图纸资料；临时用电工程必须

经编制、审核、批准部门和使用单位共同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10.3.6 对变配电室室内进行规定。当引用标准冲突时，规定从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