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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加筋反滤衬垫型抛石护岸充砂管袋

CN 212000894 U

(57)摘要
一种加筋反滤衬垫型抛石护岸充砂管袋，
包
括充砂管袋、加筋反滤衬垫、抛石堆积体和固化
砂土，
其特征是所述的充砂管袋设置为管状袋体
结构，
充砂管袋的截面形状设置椭圆形，
所述的
固化砂土设置在充砂管袋的内部，
所述的加筋反
滤衬垫设置在充砂管袋的下部，
所述的抛石堆积
体设置在加筋反滤衬垫的上部、充砂管袋的一
侧；
减少石料资源的消耗，
将有限的石料资源在
抛石护岸结构中充分发挥，
既保留了抛石护岸的
稳定性和长期耐久性，
又最大限度节约的材料消
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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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加筋反滤衬垫型抛石护岸充砂管袋，
包括充砂管袋（1）、加筋反滤衬垫（2）、
抛石
堆积体（3）和固化砂土（5），
其特征是所述的充砂管袋（1）设置为管状袋体结构，
充砂管袋
（1）的截面形状设置椭圆形，
所述的固化砂土（5）设置在充砂管袋（1）的内部，
所述的加筋反
滤衬垫（2）设置在充砂管袋（1）的下部，
所述的抛石堆积体（3）设置在加筋反滤衬垫（2）的上
部、
充砂管袋（1）的一侧。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加筋反滤衬垫型抛石护岸充砂管袋，
其特征是抛石堆积体（3）
与充砂管袋（1）之间设置有侧部保护层（6）。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加筋反滤衬垫型抛石护岸充砂管袋，
其特征是充砂管袋（1）的
上部设置有充砂袖口（4）。
4 .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加筋反滤衬垫型抛石护岸充砂管袋，
其特征是充砂袖口（4）的
直径设置为0 .2m-0 .5m，
充砂袖口（4）的长度设置为0 .3m-0 .5m，
充砂袖口（4）的间距设置为
5m-7m。
5 .根据权利要求3或权利要求4所述的加筋反滤衬垫型抛石护岸充砂管袋，
其特征是充
砂袖口（4）上设置有封口用尼龙绳。
6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加筋反滤衬垫型抛石护岸充砂管袋，
其特征是充砂管袋（1）通
过经向纱线和纬向纱线交叉编织而成，
充砂管袋（1）的袋布抗拉强度不低于80KN/m，
充砂管
袋（1）的缝合强度不低于充砂管袋（1）的袋布抗拉强度的70%。
7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加筋反滤衬垫型抛石护岸充砂管袋，
其特征是充砂管袋（1）的
长度设置为10m-50m，
充砂管袋（1）填充后的高度设置为1m-3m，
充砂管袋（1）的截面周长设
置为5m-20m。
8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加筋反滤衬垫型抛石护岸充砂管袋，
其特征是加筋反滤衬垫
（2）通过双向聚酯经编土工格栅和长丝无纺土工布复合缝制而成，
双向聚酯经编土工格栅
设置为上层，
长丝无纺土工布设置为下层，
双向聚酯经编土工格栅的抗拉强度为不低于200
KN/m，
长丝无纺土工布克重不低于200g/㎡。
9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加筋反滤衬垫型抛石护岸充砂管袋，
其特征是加筋反滤衬垫
（2）通过缝纫线缝合的方式与充砂管袋相连接，
加筋反滤衬垫（2）在抛石迎浪侧的长度设置
为5m-10m，
加筋反滤衬垫（2）在背浪侧的长度设置为充砂管袋截面中线外延0 .5m-1m。

2

CN 212000894 U

说

明

书

1/5 页

一种加筋反滤衬垫型抛石护岸充砂管袋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海港工程、
海岸防护、
河道护岸防护和生态修复工程技术领域，
尤
其涉及一种加筋反滤衬垫型抛石护岸充砂管袋。
背景技术
[0002] 抛石护岸结构广泛应用于海港工程、
海岸防护、
河道护岸防护和生态修复工程，
防
止岸边的水土流失。
随着石料资源的日趋紧张，
抛石护岸结构需要在结构设计和施工中减
少石料用量，
但同时还要发挥石料作为传统护岸结构的稳定性和长期耐久性作用，
需要研
发一种新型的抛石护岸结构，
不仅能够达到传统结构的功能，
还要减少石材的消耗，
同时能
够节约资源，
满足保护环境和节约成本的要求。
发明内容
[0003]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加筋反滤衬垫型抛石护岸充砂管袋，
提供一种节省石材、
方便施工和防护效果好的新型抛石护岸结构。为实现上述目的，
本实用
新型采取的技术方案为：
一种加筋反滤衬垫型抛石护岸充砂管袋，
包括充砂管袋、加筋反滤
衬垫、
抛石堆积体和固化砂土，
所述的充砂管袋设置为管状袋体结构，
充砂管袋的截面形状
设置椭圆形，
所述的固化砂土设置在充砂管袋的内部，
所述的加筋反滤衬垫设置在充砂管
袋的下部，
所述的抛石堆积体设置在加筋反滤衬垫的上部、
充砂管袋的一侧。
[0004] 进一步地，
抛石堆积体与充砂管袋之间设置有侧部保护层，
保护层可采用无纺土
工布。
[0005] 进一步地，
充砂管袋的上部设置有充砂袖口，
方便填充砂土。
[0006] 进一步地，
充砂袖口的直径设置为0 .2m-0 .5m，
充砂袖口的长度设置为0 .3m-0 .5m，
充砂袖口的间距设置为5m-7m。
[0007] 进一步地，
充砂管袋的长度设置为10m-50m，
充砂管袋填充后的高度设置为1m-3m，
充砂管袋的截面周长设置为5m-20m。
[0008] 进一步地，
充砂管袋通过经向纱线和纬向纱线交叉编织而成，
纱线选取聚丙烯牵
伸丝，
充砂管袋的袋布抗拉强度不低于80KN/m，
具有一定的透水效果，
保证泵送的含有泥
水、砂土能够快速脱水，
将需要的颗粒砂土截留到袋体中；
同时袋布具有抗紫外老化、
耐海
水侵蚀和耐生物老化的性能。
[0009] 进一步地，
充砂管袋采用工业缝纫机缝制加工，
缝合强度不低于充砂管袋袋布抗
拉强度的70%，
由于充砂管袋尺寸变化，
加工时采用拼幅缝合加工，
以满足长度和周长的设
计要求。
[0010] 进一步地，
充砂袖口上设置有封口用尼龙绳，
以便充填口人工绑扎封口。
[0011] 进一步地，
加筋反滤衬垫通过缝纫线缝合的方式与充砂管袋相连接，
加筋反滤衬
垫在抛石迎浪侧的长度设置为5m-10m，
加筋反滤衬垫在背浪侧的长度设置为充砂管袋截面
中线外延0 .5m-1m，
保证充砂管袋充填后的压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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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进一步地，
加筋反滤衬垫通过双向聚酯经编土工格栅和长丝无纺土工布复合缝制
而成，
双向聚酯经编土工格栅设置为上层，
发挥加筋材料的作用，
长丝无纺土工布设置为下
层，
发挥反滤作用，
双向聚酯经编土工格栅的的抗拉强度为不低于200 KN/m，
长丝无纺土工
布克重不低于200g/㎡。
[0013] 与现有技术相比 ，
本实用新型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减少石料资源的消耗，
将有限的
石料资源在抛石护岸结构中充分发挥，
既保留了抛石护岸的稳定性和长期耐久性，
又最大
限度节约的材料消耗；
[0014] 原位取材，
充分利用海岸线、河道等需要进行防护处理区域的建筑施工材料，
海
砂、
河沙、
河泥等施工材料可现场获取，
发挥作用，
充分发挥材料优势，
节约施工成本；
[0015] 采用充砂管袋替代一部分抛石，
在整个抛石护岸结构中快速泵送施工，
同时利用
加筋反滤衬垫的加筋、
反滤、
镶嵌、
防护、
兜护等衬底作用，
同时利用加筋反滤衬垫和充砂管
袋的一体化设计，
在抛石区域形成底部和侧部的高效防护功能；
[0016] 结构组合，
相互作用发挥优势，
利用土工合成材料的约束作用，
发挥结构和建材的
整体优势。利用充砂管袋约束充填砂土，
形成袋体约束的固化土。利用加筋反滤衬垫的底部
约束，
形成良好的抛石加筋垫层。利用充砂管袋和加筋反滤衬垫的组合效果，
形成抛石堆积
体的侧向和底部约束，
充分发挥三角区域的结构稳定性优势。
同时，
充砂管袋、加筋反滤衬
垫和抛石体三者综合作用，
约束水流的长期反复冲刷，
限制海浪反复作用对结构稳定性的
持续冲击，
形成良好建筑结构。
附图说明
[0017]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详细描述。
[0018] 附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19] 附图中：
1、充砂管袋，
2、加筋反滤衬垫，
3、抛石堆积体，
4、充砂袖口，
5、
固化砂土，
6、侧部保护层。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为了使本领域技术人员更好地理解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
下面结合附图1及具
体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的说明。
[0021] 如附图1所示，
一种加筋反滤衬垫型抛石护岸充砂管袋，
包括充砂管袋1、加筋反滤
衬垫2、
抛石堆积体3和固化砂土5，
所述的充砂管袋1设置为管状袋体结构，
充砂管袋1的截
面形状设置椭圆形，
所述的固化砂土5设置在充砂管袋1的内部，
所述的加筋反滤衬垫2设置
在充砂管袋1的下部，
所述的抛石堆积体3设置在加筋反滤衬垫2的上部、
充砂管袋1的一侧。
[0022] 进一步地，
抛石堆积体3与充砂管袋1之间设置有侧部保护层6，
保护层6可采用无
纺土工布。
[0023] 进一步地，
充砂管袋1的上部设置有充砂袖口4，
方便填充砂土。
[0024] 进一步地，
充砂袖口4的直径设置为0 .2m-0 .5m，
充砂袖口4的长度设置为0 .3m0 .5m，
充砂袖口4的间距设置为5m-7m。
[0025] 进一步地，
充砂管袋1的长度设置为10m-50m，
充砂管袋1填充后的高度设置为1m3m，
充砂管袋1的截面周长设置为5m-2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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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地，
充砂管袋1通过经向纱线和纬向纱线交叉编织而成，
纱线选取聚丙烯牵
伸丝，
充砂管袋1的袋布抗拉强度不低于80KN/m，
具有一定的透水效果，
保证泵送的含有泥
水、砂土能够快速脱水，
将需要的颗粒砂土截留到袋体中；
同时袋布具有抗紫外老化、
耐海
水侵蚀和耐生物老化的性能。
[0027] 进一步地，
充砂管袋1采用工业缝纫机缝制加工，
缝合强度不低于充砂管袋1袋布
抗拉强度的70%，
由于充砂管袋1尺寸变化，
加工时采用拼幅缝合加工，
以满足长度和周长的
设计要求。
[0028] 进一步地，
充砂袖口4上设置有封口用尼龙绳，
以便充填口人工绑扎封口。
[0029] 进一步地，
加筋反滤衬垫2通过缝纫线缝合的方式与充砂管袋相连接，
加筋反滤衬
垫2在抛石迎浪侧的长度设置为5m-10m，
加筋反滤衬垫2在背浪侧的长度设置为充砂管袋截
面中线外延0 .5m-1m，
保证充砂管袋1充填后的压载效果。
[0030] 进一步地，
加筋反滤衬垫2通过双向聚酯经编土工格栅和长丝无纺土工布复合缝
制而成，
双向聚酯经编土工格栅设置为上层，
发挥加筋材料的作用，
长丝无纺土工布设置为
下层，
发挥反滤作用，
双向聚酯经编土工格栅的的抗拉强度为不低于200 KN/m，
长丝无纺土
工布克重不低于200g/㎡。
[0031] 本实用新型的工作过程如下，
步骤一：
加筋反滤衬垫型抛石护岸充砂管袋加工。
[0032] 1）由于加筋反滤衬垫型抛石护岸充砂管袋施工区域尺寸和形状等不统一，
所以加
筋反滤衬垫型抛石护岸充砂管袋加工要根据现场尺寸设计进行加工生产，
一般充砂管袋1
充填后的整体呈管状袋体，
截面形状呈近似椭圆形，
一般充砂管袋1长度在10-50m之间，
充
填后高度在1-3m之间，
截面周长在5-20m之间，
充砂管袋1上部设置有充砂袖口 ，
直径0 .20 .5m之间，
长度0 .3-0 .5m之间，
设置间距为5-7m，
一般根据施工区域的施工标高、
防护等级、
浪高、
流速等参数确定充砂管袋1的周长和材料强度等技术参数的选择。充砂管袋在迎浪抛
石侧，
根据需要确定是否提前铺设侧部保护层6，
也可以抛石施工时再临时铺设，
侧部保护
层6可采用无纺土工布。
[0033] 2）充砂管袋1袋体的缝制加工采用聚丙烯牵伸纤维机织布料加工，
布料由经、纬向
多股纱线交叉编织，
经、纬向纱线由聚丙烯牵伸丝组成，
该牵伸丝采用聚丙烯作为主材，
配
有抗紫外、抗老化等辅助材料，
在专业设备中混合熔融后，
经过成膜、切膜、牵伸、开网等工
序加工而成，
聚丙烯裂膜丝利用机织设备加工成充砂管袋1所用的袋布，
袋布的布料通过聚
丙烯牵伸丝的纤维形式、
数量和交织工艺实现不同的透气、透水、抗拉强度等功能要求。袋
布的物理化学性能要根据现场具体要求加工。充砂管袋1袋布抗拉强度不低于80KN/m ,具有
一定的透水效果，
保证泵送的含有泥水、
砂土能够快速脱水，
将需要的颗粒砂土截留到袋体
中。
同时要保证充砂管袋1袋布具有抗紫外老化、
耐海水侵蚀、
耐生物老化等耐久性能要综
合考，
充分发挥聚丙烯材质在耐候性能方面的优势。
[0034] 3）充砂管袋1采用工业缝纫机缝制加工，
缝合强度不低于本体抗拉强度的70%，
由
于充砂管袋1的尺寸是根据施工设计需求变化的，
加工时采用拼幅缝合加工，
以满足不同长
度和周长的设计要求。充砂袖口4采用和充砂管袋1同等材质的材料加工，
一般要对充砂袖
口4和充砂管袋1袋体结合部位的缝纫加工采取加强措施，
保障缝合强度，
一般在充砂袖口4
上同时配带封口用尼龙绳，
以便充填口人工绑扎封口。
[0035] 4）加筋反滤衬垫2在充砂管袋1的底部，
在相对应充填袖口4的中线位置，
和充砂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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袋1采用6道以上缝纫线缝合形成整体，
二者长度一致。加筋反滤衬垫2在抛石迎浪侧的长度
一般为5-10m，
在背浪侧超过充砂管袋1截面中线外延0 .5-1m，
保证充砂管袋1充填后的压载
效果。加筋反滤衬垫2是采用一层双向聚酯经编土工格栅和一层长丝无纺土工布复合而成。
二者采用缝纫设备双层缝纫，
双向聚酯经编土工格栅带有一定间距的网孔状结构，
设置在
上层，
发挥加筋材料的作用。长丝无纺土工布在下层，
发挥反滤作用。一般要求双向聚酯经
编土工格栅的的抗拉强度为不低于200KN/m，
长丝无纺土工布一般克重不低于200g/㎡。
[0036] 5）加筋反滤衬垫型抛石护岸充砂管袋加工完后卷装打包，
可将加筋反滤衬垫2折
叠后和充砂管袋1一起成卷打包，
方便现场施工展开和铺设，
可根据重量，
在中部设置钢管
等作为芯管，
方便吊装。包装物采用编织布等有一定抗撕裂强度的包装体，
以保障在运输、
装卸过程中对材料的有效防护。
[0037] 步骤二：
泵送砂土充填充砂管袋。
[0038] 1）场地平整，
根据设计标高和设计施工图纸，
在施工区域平整场地，
需要做一些截
水措施的可根据施工现场需要设置。场地平整后清除现场铺设区域锋利、有棱角的较大块
石、
建筑残留等遗留物，
保证施工时减少对充砂管袋1的施工损伤和破坏。
[0039] 2）加筋反滤衬垫型抛石护岸充砂管袋平展后，
对充砂管袋1进行充填，
充填体采用
泵送方式，
通过移动式绞吸船取砂或者固定式电动泵送料等方式，
通过管道将充填体通过
充填袖口4泵送到充砂管袋1袋体中，
施工时充砂管袋1边泵送，
边排水，
二者同步进行。砂土
截留后逐步将充砂管袋1充满，
达到设计高度停止充填，
移动管道进行下一个袋体的施工，
每个充砂管袋1首尾相接布设，
最终充填后的充砂管袋1连起来形成一个防护体。
[0040] 3）充砂管袋1施工，
也可根据施工进度，
平行施工，
管道分流同步施工。充砂管袋1
在铺设时首尾对接，
施工后两个袋体中的空隙区域可采用人工砂袋填满。施工区域可采用
一组充砂管袋1施工，
也可采用底部两个充砂管袋1，
顶部一个充砂管袋1组合施工，
提高充
填整体高度和结构稳定性。
[0041] 步骤三：
加筋反滤衬垫上抛石块体压载。
[0042] 1）铺设加筋反滤衬垫2，
展开加筋反滤衬垫2，
加筋反滤衬垫2在四周可采用一定的
固定措施，
保证铺设的平整性，
加筋反滤衬垫2的双向聚酯经编土工格栅带有一定的网孔，
能够和抛石体结合，
起到底部整体加筋和兜护功能，
控制抛石堆积体3的整体不均匀沉降。
抛石施工是逐层堆积到达设计的抛石高度，
抛石施工也可在水上施工，
利用挖掘机转载抛
石，
方便施工。
[0043] 2）抛石施工前，
对于充砂管袋1，
在迎浪抛石侧，
可以利用无纺布作为侧部保护层
6，
保护抛石施工时大块石料尖锐棱角对充砂管袋1的损伤破坏。
[0044] 3）加筋反滤衬垫2是和充砂管袋1长度一致的整体，
加筋反滤衬垫2上的抛石施工
可滞后一个充砂管袋1的长度施工，
这样施工效率较高。为防止较大块石施工时对加筋反滤
衬垫2的损伤，
可采用底部碎石垫层抛石，
上部块石施工分层施工的方式。
[0045] 4）抛石堆积体3施工到设计高度时，
可自然形成防冲刷抛石块体，
也可根据美观需
要，
对顶部块石进行平整处理。
[0046] 步骤四：
其他相关后续防护与附属施工。
[0047] 1）每组加筋反滤衬垫2在充砂管袋1施工完毕后，
对充砂管袋1内侧和顶部进行砂
土回填和平整处理，
有利于后续长期持久的对充砂管袋1进行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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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待整体沉降达到设计要求时，
尤其是充砂管袋1袋体中砂土固化后，
可在充砂管
袋1顶部进行临时设施的施工，
比如临时便道、景观道路、永久道路、临岸设施等的建设施
工。
[0049] 与现有技术相比 ，
本实用新型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减少石料资源的消耗，
将有限的
石料资源在抛石护岸结构中充分发挥，
既保留了抛石护岸的稳定性和长期耐久性，
又最大
限度节约的材料消耗；
[0050] 原位取材，
充分利用海岸线、河道等需要进行防护处理区域的建筑施工材料，
海
砂、
河沙、
河泥等施工材料可现场获取，
发挥作用，
充分发挥材料优势，
节约施工成本；
[0051] 采用充砂管袋替代一部分抛石，
在整个抛石护岸结构中快速泵送施工，
同时利用
加筋反滤衬垫的加筋、
反滤、
镶嵌、
防护、
兜护等衬底作用，
同时利用加筋反滤衬垫和充砂管
袋的一体化设计，
在抛石区域形成底部和侧部的高效防护功能；
[0052] 结构组合，
相互作用发挥优势，
利用土工合成材料的约束作用，
发挥结构和建材的
整体优势。利用充砂管袋约束充填砂土，
形成袋体约束的固化土。利用加筋反滤衬垫的底部
约束，
形成良好的抛石加筋垫层。利用充砂管袋和加筋反滤衬垫的组合效果，
形成抛石堆积
体的侧向和底部约束，
充分发挥三角区域的结构稳定性优势。
同时，
充砂管袋、加筋反滤衬
垫和抛石体三者综合作用，
约束水流的长期反复冲刷，
限制海浪反复作用对结构稳定性的
持续冲击，
形成良好建筑结构。
[0053]
利用本实用新型所述的技术方案，
或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
启发下，
设计出类似的技术方案，
而达到上述技术效果的 ，
均是落入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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