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路基排水工程施工要点

在路基排水施工中，我们需要了解路基设施的基本类型、基本构造要求以及边沟、截水

沟、排水沟、暗沟、渗井等主要路基排水工程的施工技术要点，今天就针对这些问题，一一

来和大家一起学习解惑。

一.地表排水设施施工

(一). 边沟施工技术

1 边沟的断面类型

2 边沟的施工技术要点

边沟的施工技术要点包括以下几项

(1)挖方地段和填土高度小于边沟深度的填方地段均应设置边沟；路堤靠山一侧坡脚应

设置不渗水的边沟。

(2)为了防止边沟水流漫溢或冲刷，边沟应分段设置出水口，一般地区梯形边沟的每段

长度不宜超过 500m，多雨地区不宜超过 300 m；三角形边沟的每段长度不宜超过 200 m。

(3)平曲线处边沟施工时，沟底纵坡应与曲线前后沟底纵坡平顺衔接，不允许曲线内内

侧有积水或外溢现象发生。曲线外侧边沟应适当加深，其增加值等于超高值。

(4)认真做好边沟加固工作

(5)边沟与填方毗邻处应设跌水或急流槽，将水流直接引到填方坡脚之外，以免冲刷边

坡，影响路基稳定。

(6)当边沟水流向桥涵进水口时，为避免边沟受流水冲刷，施工时应考虑进行如下处理

(7)当边沟水流至回头弯处时，流水一般已充满边沟断面，流速也较大，此时应顺着边

沟方向沿山坡开挖排水沟，将水流引至路基范围以外的自然沟，或用急流槽引下山坡，以免

增加对回头弯边沟的冲刷。

(8)在暴雨较多的地区，若挖方路基的纵坡陡长，下端接有小半径曲线或平缓的纵坡路

段，为避免水流漫溢、冲刷或软化路基，危及路面，则可在变坡点附近或进入弯道前设置横

向排水沟，必要时增设涵洞将边沟水排至路基范围以外。

3.边沟的施工质量标准



(二)截水沟施工技术

1.截水沟的断面类型



2.截水沟的施工技术要点

截水沟的施工技术要点：

(1)在无弃土堆的情况下，截水沟的边缘离开挖方路基坡顶的距离视土质而定，以不影

响边坡稳定为原则。

(2)山坡上路堤的截水沟应离开路堤坡脚至少 2m，并将挖截水沟的土填在路堤与截水沟

之间，修筑倾向截水沟的坡度为 2%的护坡道或土台，使路堤内侧的地面水流入截水沟排出。

(3)当截水沟的长度超过 500m 时，应选择适当地点设置出水口，将水引至山坡侧的自然沟中

或桥涵进水口。截水沟必须有牢靠的出水口，必要时需设置排水沟、跌水或急流槽。截水沟

的出水口必须与其他排水设施平顺衔接。

(4)为防止水流下渗和冲刷，截水沟应进行严密的防渗和加固处理。在地质不良地段和

土质松软、透水性较大或裂缝较多的岩石路段，对沟底纵坡较大的土质截水沟及其出水口均

应采取加固措施，防止渗漏和冲刷沟底及沟壁。

(三) 排水沟施工技术

1.排水沟的断面尺寸和类型

排水沟的横断面大小视汇集和排泄的水量，经水文计算而定，通常都大于边沟横断面。

排水沟的横断面形式应根据地质情况选定，土质地段多为梯形，石质地段多为矩形。底宽与

深度不宜小于 0.5 m，土质排水沟的边坡坡度为 1∶1～1∶1.5。

2.排水沟的施工技术要点排水沟的整体施工要点如下

(1)排水沟的线形要求平顺，尽可能采用直线形，转弯处宜做成弧线，其半径不宜小于 1

0 m。排水沟的长度应根据实际需要而定，通常不宜超过 500 m。

(2)当排水沟沿线路布设时，应离路基尽可能远一些，距路基坡脚不宜小于 3 m。

(四) 跌水与急流槽施工技术

跌水与急流槽是路基地面排水沟渠的特殊形式，设置于排水的高差较大而距离较短或坡

度较陡的地段。当水流通过坡度大于 10%、水头高差大于 1 m 的陡坡地段或特殊陡坎地段时，

需设置跌水或急流槽。





跌水与急流槽的施工技术要点如下：

(1)由于纵坡陡、水流速度快、冲刷力大，因此要求跌水与急流槽的结构必须稳固耐久，

通常应采用浆砌块石或混凝土预制块砌筑，并采取相应的防护加固措施。跌水的台阶高度可

根据地形、地质等条件确定。多级台阶的各级高度可以不同，一般不应大于 0.6m，通常是 0.

3～0.4m，其与长度之比应与原地面的坡度相适应。

(2)急流槽的纵坡坡度不宜超过 1∶1.5，同时应与天然地面坡度相配合。当急流槽较长

时，可用几个纵坡，一般是上段较陡，向下逐渐放缓。

(3)当急流槽很长时，应分段砌筑，每段不宜超过 10m，接头处用防水材料填塞密实。

(4)急流槽的砌筑应使自然水流与涵洞进、出口之间形成一个过渡段，基础应嵌入地面

以下，基底要求砌筑抗滑平台并设置端护墙。路堤急流槽的修筑，应能为水流入排水沟提供

一个顺畅通道，路缘石开口及流水进入路边坡急流槽的过渡段应连接圆顺。

(5)在高路堤道路纵坡不大的地段，急流槽进水口在路肩上可做成簸箕形，导引水流流

入急流槽。在纵坡较大的地段，应在路肩上增设拦水带，拦截上游来水，并使其进入急流槽。

(6)植长草困难的土质高路堤，为防止雨水漫流，冲刷边坡，可在路肩外缘设拦水带，

将路面和路肩上的雨水分段集中，通过路堤边坡上的急流槽排至路基范围以外。

(7)拦水路缘石是为了避免高路堤边坡被路面水冲毁而设置于路肩上的一种构造物。拦

水路缘石将水流拦截至挖方边沟或在适当地点设急流槽引离路基。与高路堤急流槽连接处应

设喇叭口。拦水路缘石必须按设计安置就位，并且应稳固，设拦水路缘石路段的路肩宜适当

加固。

蒸发池施工技术

跌水与急流槽是路基地面排水沟渠的特殊形式，设置于排水的高差较大而距离较短或坡

度较陡的地段。当水流通过坡度大于 10%、水头高差大于 1 m 的陡坡地段或特殊陡坎地段时，

需设置跌水或急流槽。

蒸发池的施工要点如下：



(1)蒸发池边缘离路基边沟的距离应以保证路基稳定和安全为原则，并不应小于 5m，湿

陷性黄土地区不得小于湿陷半径。池中水位应低于排水沟的沟底。

(2)蒸发池池底宜设 0.5%的横坡，入口处应与排水沟平顺连接。

(3)蒸发池四周应进行围护。

(4)蒸发池应根据具体情况采取适当的防护加固措施，蒸发池的设置不应使附近地面盐

渍化、沼泽化或对周围环境产生不利的影响。

二、地下排水设施施工

2.1 暗沟施工技术

1.暗沟的设置与构造



暗沟又称为盲沟，是设在地面以下用以引导水流的沟渠，无渗水和汇水的作用。当路基

范围内遇有个别泉眼泉水外涌、路线不能避开的情况时，为将泉水引出路基，需要修建暗沟。

2.暗沟的施工工艺流程



3.暗沟的施工技术要点

暗沟的施工技术要点如下

(1)施工前，应根据现场情况检查暗沟的设计布置、出水口是否合理。放样定线时须注

意出水口的高程、沟底纵坡。圆管管顶以上的覆土厚度应不小于 0.7 m。

(2)开挖位置确定后，用石灰撒出开挖线。开挖时应从下游往上游进行，在土质地基上

采用机械开挖时，基底应预留 20cm 左右的厚度采用人工挖土清底、清壁，以确保基底不被

扰动。基底开挖完成后，应尽快进行基槽整修、清理等工作，并检查基底高程和断面尺寸。

(3)排水构筑物砌筑时，钢筋混凝土圆管管道的安装工序为平基—管子就位—稳管—管

座—抹带；盖板沟施工时应先沿槽底浇筑混凝土或砌筑浆砌片石（或预制块）基础，再砌沟

壁，完成后，沟壁内侧、砌筑式沟底用砂浆抹面。

(4)泉眼处应根据泉眼的分布范围确定汇水井的形状和尺寸，可采用圆形或方形汇水井。砌

筑井基础、井壁、井口，井内壁抹面，并清理井底的泥土等杂物后盖上盖板，盖板必须严密

稳定。

(5)暗沟安装完成后，应进行沟内、管内污物的清理，有闭水试验要求的管段应在回填

前进行闭水试验，试验测定的渗漏量应符合相关标准。试验合格后及时回填。回填材料以沙

砾类或碎石类为宜，回填时应注意控制回填土的密实度。

(6)为防止泥土或砂粒从盖板之间的缝隙落入泉眼或堵塞沟道，可在盖板表面铺碎（卵）

石一层，上填沙砾，或用土工布直接覆盖盖板进行保护。

2.2 渗井施工技术

1.渗井的设置与构造



2.渗井的施工工艺流程

3.渗井的施工技术要点

渗井的施工技术要点如下

(1)渗井的尺寸一般为 50～60 cm，井深应保证将地面水或浅层地下水引入透水层。

(2)施工前，应根据现场情况核查原设计是否合理，并进行现场清理。放样时，采用经

纬仪或全站仪引测控制桩，打上中心桩，测出地面高程，用石灰线撒出开挖线。

(3)开挖时应根据土质、水文条件、开挖深度等因素确定井壁支护措施和临时排水措施，

一般采用人工开挖。渗井开挖应随挖随支撑，及时回填，确保施工安全顺利。开挖至预定深

度后，应检查井底是否位于透水层内及透水层内的渗井高度是否符合设计要求。开挖应以连

续的方式进行，以防止井壁坍塌。挖好后，应尽快验收井底高程、井身宽度、井底及井壁地

质状况和清污程度等。

(4)渗井验收合格后，应尽早填筑筛分冲洗过的填充料。井内填充材料按层次在下层透

水范围内填碎石或卵石，上层不透水层范围内填砂或砾石。填充料应采用筛洗过的不同粒径

的材料，并应层次分明，不得粗细料混杂填充。

(5)渗井离路堤坡脚不应小于 10 m，渗井顶部四周（进口部分除外）应用黏土筑堤维护。



(6)井壁和填充料之间应设反滤层。填充时反滤层既可采用土工布，也可采用集料。采

用土工布做反滤层时，顶部用土工布完全封盖碎石层表面并缝合接头。当排出地表水时，在

渗井顶部四周用混凝土或黏土筑成围堰围护，井顶用混凝土盖板盖严，以防渗井淤塞。进口

部分应安装镀锌铁丝网或铁条格栅，以防止杂物进入。井盖下的井圈既可改为浆砌片石或预

制砖砌筑，也可采用混凝土现浇。当排出地下水时，在渗井顶部反滤层上面砌筑一层 20cm

厚的砂浆片石封闭层，或夯填不小于 30 cm 厚的黏土层，下设双层反铺草皮。

2.3 渗沟施工技术

1.渗沟的设置与构造

当路线所经地段遇有潜水、层间水，路堑顶部出现地下水，或地下水位较高，影响路基

或路堑边坡稳定时，需修建渗沟将水排出。渗沟的作用就是在地面以下汇集流向路基的地下

水，并通过沟底通道将地下水排至路基范围之外。渗沟是用得较多的一种构造物，同时又是

隐蔽工程，因此要精心施工。

1）填石渗沟



填石渗沟的埋置深度应满足渗水材料的顶部（封闭层以下）不得低于原有地下水位的要

求。当排除层间水时，渗沟底部应埋于最下面的不透水层上。在冰冻地区，渗沟埋深不得小

于当地最小冻结深度。

填石渗沟只宜用于渗流不长的地段，且纵坡不能小于 1%，宜采用 5%。出水口底面高程

应高出沟外最高水位 0.2 m。

2）管式渗沟



管式渗沟的泄水管可用陶瓷、混凝土、石棉、水泥或塑料等材料制成，管壁应设置泄水

孔，交错布置，间距不宜大于 20 cm。渗沟的高度应使填料的顶面高于原地下水位。沟底垫

枕一般采用干砌片石，如沟底深入到不透水层时宜采用浆砌片石、混凝土或土工合成的防水

材料。

3）洞式渗沟



洞式渗沟适用于地下水流量较大的地段，洞壁宜采用浆砌片石砌筑，洞顶应用盖板覆盖，

盖板之间应留有空隙，以使地下水流入洞内。洞式渗沟的填料顶面宜高于地下水位，顶部必

须设置封闭层，厚度应大于 500 mm。盖板间应留有 20 mm 的缝隙，在盖板顶上铺以透水的

土工织物。渗沟的迎水面处应设置多层反滤层，每层由 150~250 mm 厚的粒料组成，其级配

组成应满足反滤层的要求和排水要求。

4）边坡渗沟

边坡渗沟主要用于疏干潮湿的土质路堑边坡坡体和引排边坡上局部出露的上层滞水或

泉水边坡坡面应采用干砌片石覆盖，以确保边坡干燥、稳定。边坡渗沟的基底应设置在潮湿

土层以下的干燥地层内，阶梯式泄水坡坡度宜为 2%～4%。基底应铺设防渗层，沟壁应设反

滤层，其余部分用透水性材料填充。边坡渗沟的深度应根据边坡潮湿土层的厚度确定，原则

上应埋入潮湿带以下较稳定的土层内或地下水位线以下，最好将沟底置于坚硬的不透水层

内，且应比滑动面低 0.5m。

5）支撑渗沟支撑渗沟用于较深（2～10 m）滑动面的不稳定边坡，或路堑、路堤坡脚下

部等部位。支撑渗沟是滑坡整治的一种工程技术措施，主要有主干支撑渗沟和支干支撑渗沟

两种。主干支撑渗沟一般顺滑坡方向平行修筑，支干支撑渗沟一般可与滑坡移动方向成 3

0°～45°的交角，并可延伸到滑坡体以外，起拦截地下水的作用。

支撑渗沟的结构形式有条形、枝杈形、拱形等。支撑渗沟的基底宜埋入滑动面以下至少

500mm，排水坡度宜为 2%～4%。当滑动面较缓时，可做成台阶式支撑渗沟，台阶宽度宜大于

2m。渗沟侧壁及顶面宜设反滤层。渗沟的出水口宜设置端墙。端墙内的出水口底部高程应高

出地表排水沟常水位 200mm 以上，寒冷地区宜大于 500mm。承接渗水排水的排水沟应进行加

固。

6）无砂混凝土渗沟



2.渗沟的施工工艺流程

3.渗沟的施工技术要点

渗沟的施工技术要点如下



(1)施工前，应根据现场情况核查原设计是否合理，并进行现场清理。

(2)根据渗沟的大小及现场条件，选择采用人工或机械开挖，开挖方向宜从下游往上游

进行，沟槽的开挖宽度及放坡可根据设计、土质、挖深及水位确定，优先采用直立沟或直立

沟加支撑的方式。开挖过程中应注意检查控制基底高程、断面尺寸，做到不超挖、不扰动槽

底基土。

(3)开挖渗沟时应随挖随支撑并迅速回填，不可暴露太久，以免造成坍塌。

(4)沟槽按设计开挖至预定深度后，应检验基槽的土质类型和地质水文状况，以决定是

否需要加深沟槽或变更设计布置。

(5)渗沟基底应埋入不透水层，渗沟沟壁的一侧应设反滤层汇集水流，另一侧用黏土夯

实或浆砌片石拦截水流。

(6)渗沟顶部应设置封闭层，防止泥沙进入反滤层和防止地面水进入渗沟。

(7)渗沟的出水口处宜设置端墙，端墙下部留出与渗沟排水通道大小一致的排水沟，端

墙排水孔底面距排水沟沟底的高度不宜小于 0.2 m，在寒冷地区不宜小于 0.5 m。端墙出口

的排水沟应进行加固，防止冲刷。

(8)当挖方路基在路床（路基顶面以下）内时，由于地下水的作用，易出现土质软湿、

弹簧、冒浆、强度降低等现象，导致路面破坏。

(9)渗沟沟内常用作排水和渗水的填充料有碎石、卵石和粗砂等，使用前须经筛选和清

洗。基槽验收合格后，渗沟材料的安装可采用下面两种方法。

(10)为了便于检查和维修渗沟，宜每隔 30～50m 或在平面转折和坡度由陡变缓处设置检

查井。

2.4 渗水隧洞施工技术

渗水隧洞又称泄水隧洞，用于截排或引排埋藏较深的地下水，或与立式渗井(渗管)群配

合使用，以排除具有多层含水层的复杂地层中的地下水。

设置渗水隧洞时，必须掌握详细的水文地质资料，查明地下水的层次、分布及流量，以

便准确地定出隧洞的位置。

渗水隧洞的横断面尺寸应根据埋置深度、施工和维修条件确定，结构尺寸应由计算确定。

渗水暗沟和渗水隧洞的纵坡不宜小于 5‰，条件困难时不应小于 2‰。



2.5 仰斜式排水孔施工技术

仰斜式排水孔是采用小直径的排水管在边坡体内排除深层地下水的一种有效方法，它可

以快速疏干地下水，提高岩（土）体的抗剪强度，防止边坡失稳，并减少对岩（土）体的开

挖，加快工程进度和降低造价，因而在国内外山区公路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仰斜式排水孔施工程序如下:

(1).先用钻机在挖方边坡平台上沿水平方向钻入滑坡体的含水层，钻孔的仰斜坡可为 1

0%～20%，然后在孔内推插入 PVC 排水管。

(2)带孔的 PVC 排水管的圆孔直径为 10 mm，纵向间距为 75 mm，沿管周分三排均布排列，

一排在管顶，其他两排在管的两侧，顶排圆孔与侧排圆孔交错排列。

(3)在靠近出水口 1～2m 的长度内应设置不带槽孔的 PVC 排水管，并在进出水口 600 mm

长度范围内用黏土填塞钻机与排水管之间的空隙，防止因泉水外渗而影响边坡稳定。

(4)钻达含水层后，用带过滤器的保护管保护钻孔。在透水性弱的地基集水时，整个保

护管都要安装过滤器。

2.6 检查井施工技术



一般情况下，渗沟每隔 30 m、渗水涵洞每隔 120 m 及平面弯曲、纵坡变坡点（由陡变缓）

等处，均宜设置检查（疏通）井。兼起渗井作用的检查井的井壁应设置反滤层。检查井的直

径不宜小于 1 m，井内应设检查爬梯，井口应设井盖，当深度大于 20 m 时，应增设护栏等

安全设备。

2.7 反滤层施工技术



在渗沟的迎水面设置粒料反滤层时，粒料反滤层应用颗粒大小均匀的碎、砾石分层填筑。

土工布反滤层采用缝合法施工时，土工布的搭接宽度应大于 100 mm，铺设时应紧贴保护层，

但不宜拉得过紧。土工布破损后应及时修补，修补面积应大于破坏面积的 5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