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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
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
人家。”在著名词人柳永笔下，杭州繁
华富庶，一直以来都有“人间天堂”的
美誉。今天，杭州市因承办第19届亚
运会再次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城市
基础设施是亚运成功举办的重要保
证，在如火如荼的“迎亚运”城市基础
设施建设中，除了有地铁、城市道路等
交通保障工程外，还有一项重要的“地
下”保障工程──城市污水处理工
程。在众多的城市污水收集处理工程
建设中，有一座特别的污水厂，它就是
中铁一局市政环保公司承建的杭州萧
山钱江（地埋式）污水处理厂四期扩建
工程。

杭州萧山钱江污水处理厂四期扩
建工程是萧山首座地埋式污水处理
厂，是杭州第19届亚运会市政设施保
障项目，也是中央水污染防治储备库
项目，更是中铁一局承建史上最大的
地埋式污水处理厂。项目采用“改良
AAO”处理工艺，日处理污水量达到40
万吨，出水标准达到国家一级A排放标
准。与传统污水处理厂不同的是，萧
山四期项目将污水处理厂的上部空间
开发为生态园林停车场，结合景观设
计，全面降低污水厂对周边环境的影
响，发挥地块的综合价值。作为萧山
区首座最大规模“高颜值”地埋式污水
处理厂工程，项目自开工伊始备受社
会各界高度关注。

创新变革 助力“绿色亚运”

作为杭州第19届亚运会市政设施
保障项目，萧山钱江污水处理厂四期
扩建工程可有效解决亚运会期间的污
水量处理需求，补充亚运滨河景观带
用水需要，完善城市污水处理系统。
在施工建设过程中，项目推广应用“四
新”科技成果进行工程技术难点攻关，
以创新变革助力工程高效建设。

为此，项目采用微型顶管技术，该
项技术的应用使管道铺设比传统的开
挖敷设施工速度更快、精准度更高、造
价更低，安全快捷，且管道具较高的平
直度，提升了污水管道的质量。投用
后，管道淤积现象的发生率也将降低，
可有效延长管道的使用年限；项目部
还采用天宝（Trimble）自动型全站仪
S9+机载监测软件+云监测平台技术，
在进行基坑支护和地下工程施工时，
应用深大基坑监测技术，对支护结构
及周边环境的数据进行采集，实现了
全天实时自动化监测和自动化报警，
有效地保障地埋式污水处理厂深大基
坑施工安全；此外，项目部运用智慧工
地平台+BIM 技术实现了施工可视化
管理，通过对施工进行可视化模拟，建
立了互联协调、智能生产、科学管理的
施工项目信息化生态圈，其中主体结
构多维视图的测绘精确算出了各项耗
材，施工工艺工序的模拟实现了工程
施工可视化智能管理。

此外，项目部还通过运用刚性渗
透结晶型防水材料，提高了混凝土的
密实度、抗渗性、抗蚀性，使混凝土结
构具有主动防水的特性，让防水更可
靠、结构更安全。

项目部还积极探索使用金属带锯
床钢筋切割技术、自动抽水智能配电
箱、无人机巡视等科技手段，为项目缩
短工期、降本增效，快速推进施工进度
起到了积极作用。

“当设计与现场施工实际情况有
冲突时，我们因地制宜，积极沟通优

化，选择最科学最高效的方案，向管理
要效益。”项目负责人杜晓伟说道。

由于项目主体结构工程量大且工
期紧，各工序联系紧密且相互影响。
同时施工场地既有电力、燃气、热力管
道等需要迁改，施工精度要求高，施工
组织难度极大。

考虑到原设计“后浇带法”等强时
间长、浇筑难度大、易渗漏等问题，项
目部将箱体结构施工优化为“跳仓
法”，按照“分块规划、隔块施工、分层
浇筑、整体成型”的原则，将箱体结构
划分为 82 个板块，布置 11 台塔吊，基
坑内布置东西、南北向两条道路，配合
塔吊进行材料倒运，最大限度地加快
施工进度。在箱体浇筑过程中，项目
部积极与生产厂家及设计院对接，将
设计参量进行优化，其中仅防水剂一
项节省费用640万元。

面对主体结构近 16200 吨的脚手
架搭设，项目部优化高大模板支撑体
系，调整盘扣架的规格、型号及间距，
采用“双托梁”盘扣式脚手架，仅此一
项节约盘扣架使用量 6400 吨，节省租
赁费 250 万元。同时首次尝试满堂支
模架与主体结构分离进行专业分包，
充分利用专业分包优势降低分包单
价，此项节省成本1200万元。

精工至臻 攻坚克难做好“史上之最”

作为中铁一局承建史上最大的地
埋式污水处理厂，在市政环保公司主要
领导的亲自谋划下，市政环保公司前后
台高效联动，从现场标准化建设、资源
配备、成本管控、安全文明施工、新技术
应用、工程创优目标等方面进行全面策
划，推动项目建设向快向好发展。

项目部通过科学的施工倒排计
划，以年、季、月、周为周期，将项目总
体目标分解为逐个节点目标，项目领
导班子、工区负责人、技术主管签订目
标运行责任书，立下“军令状”，全面实
施“任务倒逼、时限倒推、责任倒追”机
制。同时项目领导班子成员每天夜间
轮流值班，确保夜间施工正常运转，以
推进项目快速建设。项目先后顺利完
成了 2021 年“3.30 第一块底板”“12.30
主体封顶”和 2022 年“6.30 通水试运
行”等重大节点目标，为实现既定任务
目标打牢了基础。

“安全质量工作是项目最终取得良
好效益的根本保障，我深感责任重大，
如履薄冰。”项目安全总监张亮说道。

项目部狠抓施工质量管控力度，
严格执行日、周、月质量管理报表制
度，坚持日常生产与内业资料同步进
行，建立了可追溯的管理程序。管理
人员紧盯施工现场，在质量管理上明
确事前、事中、事后控制要点，严格执
行“不理清原因不放过、不处理好不放
过、不受到教育不放过”的原则，用铁
腕管理严守安全质量红线。项目部设
立的安全积分超市通过安全积分兑换
日常生活用品，增强了全员参与安全
管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实现了从“要
我安全”到“我要安全”“我会安全”的
转变，营造了从管理层到作业层“讲安
全、会安全、能安全”的良好氛围。

相较于传统的污水处理厂建设，地
埋式污水处理厂施工难度更大、工序更
复杂，对项目施工组织、成本管控等要
求更高。其中，长364米，宽304米，深
14.6米的深大基坑被中铁一局评定为
安全风险等级一级基坑。尤其是施工
场地极度狭窄且三面环绕高压线，加之
多雨、台风、地下水丰沛和基坑杂填土、

细砂土、淤泥的地质条件，让基坑施工
成为项目进展的“拦路虎”。

面对箱体钻孔灌注桩10250根，预
制管桩1469根，三轴搅拌桩25.5万米、
基坑土方量 78.8 万方的艰巨任务，项
目部反复验证，综合研判，最终确定了

“围、拦、冲、降、排”的基坑施工“五字
方针”。

“围”是指在基坑周围打下 1172
根 3.66万米围护灌注桩，再做三轴搅
拌桩使之形成止水帷幕，最终形成基
坑工作面。“拦”是指随基坑土方开挖
和冠梁施工进行腰梁和锚索施工，对
锚索进行注浆、张拉锁定，用“围护桩+
锚索”的支护结构支撑基坑周围土
体。“冲”是指用“水冲法”出土方式进
行挖土，并用大型泥浆泵远距离泵送
土方，克服了传统土方开挖和道路运
输限制以及环境污染问题。“降”是指
在基坑内及周边设置496口深度达17
米的降水井，进行24小时不间断抽水，
其日排水量达到1100立方米。“排”是
指在基坑周边设置 2621 米排水沟，管
井降水及地表水经排水沟汇流到沉淀
池经三级沉淀后排入市政管网。经过
270余个日夜的攻坚后，基坑第一块底
板正式浇筑，项目建设顺利进入主体
结构施工阶段。

项目自开工建设以来始终保持零
事故安全记录，获得了2021年度“萧山
区平安工地”“中国中铁绿色施工科
技 示 范 工 程 ” “ 中 国 中 铁 绿 色 工
地”“中铁一局安全样板工地”等多项
荣誉。

“五型”支部 由点带面启动“红色引擎”

开工伊始，根据市政环保公司党
委要求，提出了打造项目党建标准化
工作示范点的工作目标，项目党支部
牵头与业主、设计、监理联合成立临时
党支部，积极打造学习型、活力型、服
务型、创新型、廉洁型“五型”党支部，
坚持创新开展党建工作。

项目党支部开展党建联建活动，
与南浔项目党支部联合举办主题党日
活动，推动党建工作与项目管理互动
互学，双向提升。开展学习交流活动，
对标学习地方企业在成本、进度和质
量控制等方面的先进做法，组织党员
前往城轨公司苏州地铁项目党支部交
流党建工作先进做法。加强党员业务
联手，共同推动项目建设过程中的设
计变更、技术攻关等重难点问题。

项目党支部还不断创新学习方
式、丰富学习内容，充分运用“三会一

课”、中心组学习、主题党日等载体，先
后组织党史学习教育、思想作风建设
与施工生产热点难点问题大讨论6次，
开展“决战百天 党旗引领 确保节
点”“碧水蓝天党旗红”等党建主题活
动10余次，举办道德讲堂8次。

此外，项目党支部开展“攻坚克难
保节点 强基增效树品牌”劳动竞赛
活动，激发参建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切
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高质量推进项目
建设的实际行动，充分发挥党员干部
示范引领作用，项目党员干部始终以

“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起
来、危急关头豁得出去”标准严格要求
自己，真正实现了党建工作和施工生
产深度互融共进，让党建工作成为助
推项目建设的“红色引擎”。

2021年7月台风“烟花”来袭，项目
党支部与业主单位联合成立防汛抗台
工作领导小组，党员先锋队、青年突击
队共计20余人组建防汛抗台小分队，
向杭州市萧山区科技城管委会主动请
战，24小时轮流值班，及时排查现场情
况。党员侯登嵩、巩鑫等同志主动请
缨，带领党员先锋队、青年突击队进行
防洪排涝，连续两天日夜奋战，顺利完
成基坑防洪，确保基坑施工顺利进行。

2022年9月浙江年度最强台风“梅
花”来袭，项目党员先锋队、青年突击
队和应急队伍一夜未眠，安全转移200
余名劳务人员，有力地保障了项目财
产和职工群众生命安全。

2022 年上半年疫情期间，项目正
处于抢工大干中，劳务工人达 1200 人
左右，防控压力巨大，项目青年团员始
终坚守一线，现场为全体参建人员开
展检测核酸，项目疫情形势始终处于
可控状态。

通过一系列工作举措，项目党支
部有效增强了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
力和创造力，形成了“政治站位高、组
织功能优、队伍能力强、基础工作实、
党建成效好”的工作格局，树立了亚运
工程的良好形象。

一步一景，处处匠心，800 余个日
夜的匠心雕琢，凝结出拥有丰富色彩
和美丽风景的现代园林景观建筑，杭
州萧山钱江污水处理厂即将迎来华丽
蜕变。风劲正是扬帆时，全体参建员
工将继续秉承匠心，牢记使命，践行

“营造绿水青山，建设美丽中国”的愿
景，为铸造一项品牌工程、民生工程、
绿色工程不懈努力，为杭州亚运保驾
护航。
（通讯员 吕清波 张煜学 刘子豪）

创精品工程 守亚运之约
——中铁一局萧山钱江污水处理厂建设纪实

项目组织千人会战大干快上保节点。

开展“碧水蓝天党旗红”党建主题活动。钱塘江畔的萧山钱江污水处理厂项目初具规模。

地下处理间。

第一块底板浇筑现场。

基坑航拍。

顶板砼浇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