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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围堰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1）水下戗堤

填筑；2）堰体内侧的洞渣反滤料填筑；3）土石回

填料填筑；4）防渗墙施工；5）帷幕灌浆施工；6）复

合土工膜施工；7）压顶及挡浪墙施工；8）边坡施

工。所述的戗堤内侧面填筑有洞渣反滤料，戗堤

所围筑的堰体内填筑有土石回填料，土石回填料

的中部浇筑有延伸至覆盖层的防渗墙，防渗墙上

方的土石回填料内设有复合土工膜，复合土工膜

上方的土石回填料顶部浇筑有压顶，压顶的迎水

面一侧上设置有挡浪墙。本申请有效提升了围堰

稳固性和围堰的挡水性能，为围堰施工提供更加

安全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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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围堰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水下戗堤（1）填筑：

采用“平堵法”，以“先远后进、先深后浅”的顺序进行逐层抛填；

2）堰体内侧的洞渣反滤料（2）填筑：

采用“进占法”沿戗堤（1）内侧进行洞渣反滤料（2）填筑，填筑完毕之后，采用振动碾进

行强振碾压密实；

3）土石回填料（3）填筑：

分两层进行土石回填料（3）的填筑，下层土石回填料（3）的填筑完成之后，待防渗墙（6）

施工完毕后填筑上层土石回填料（3）至设计高程；

4）防渗墙（6）施工：

采用冲击钻机冲击成孔再连接成槽，分多槽段施工，多个槽段依次开挖完成后，利用冲

击钻机进行接头处理并形成一段槽体后浇筑混凝土，并在浇筑的防渗墙（6）墙体内预埋带

有灌浆孔的钢管；

5）帷幕灌浆施工：

通过防渗墙（6）墙体内预埋的钢管进行帷幕灌浆施工；

6）复合土工膜（7）施工：

复合土工膜（7）幅长边依次自左岸向右岸随防渗墙顶头部混凝土浇筑埋入混凝土，复

合土工膜（7）幅宽方向的采用焊接方式进行连接；

7）压顶（8）及挡浪墙（9）施工：

采用定性模板，对拉加固后利用汽车吊吊混凝土入仓，通过插入式振捣器进行振捣后，

完成压顶（8）及挡浪墙（9）施工；

8）边坡施工：

在堰体迎水边坡上进行碎石垫层（4）铺设，并在碎石垫层（4）上方铺筑干砌石（5）；

在堰体背水面喷射混凝土形成喷砼护坡（10）。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围堰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步骤1）中，水下戗堤

（1）填筑依靠多艘驳船进行，当第一艘驳船抛填完毕之后，下一驳船向前移动一个船位后进

行继续抛填。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围堰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步骤3）中，所述的土

石回填料（3）采用进水口水上部分的土石方开挖料或取水口支线道路的弃方。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围堰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步骤5）中，帷幕灌浆

施工采用循环式灌浆方式，自上而下分段灌注，混凝土与基岩接触的灌浆段先行单独灌浆

并待凝，接触段在岩石中的长度为2m，以下灌浆长度为5m。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围堰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步骤6）中，复合土工

膜（7）左岸与防渗墙接头、右岸与岸坡的接头、接头范围内的中粗砂填筑施工同时进行。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围堰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围堰观测和围堰拆除

施工。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围堰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围堰观测通过围堰填

筑完后在围堰背水面两拐点处各设一个沉降观测点，在背水侧喷砼护坡（10）施工时在围堰

两个拐点位置分别预留50cm×50cm的空间，用于设置沉降观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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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围堰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围堰拆除施工包括以

下步骤：

1）落下进水口拦污栅及工作闸门；

2）以“先背水面、后迎水面”的方式，由堰体顶部开挖至下层土石回填料（3）顶面高程；

3）依靠防渗墙（6）保护进行背水面的下层土石回填料（3）以及覆盖层（11）的开挖；

4）采用钻机，由防渗墙（6）顶部向下垂直钻深孔，完成防渗墙（6）爆破拆除作业；

5）通过反铲斗拆除迎水面水上部分的土石回填料（3）；

6）通过长臂反铲以及挖泥船，全断面清挖堰体水下土石回填料（3）和覆盖层（11）。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围堰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步骤3）中，防渗墙（6）

背水面的土石回填料（3）不完全挖除，留后方量待防渗墙（6）爆破拆除作业完成后进行挖

除。

10.一种基于权利要求1-9任意一项所述的一种围堰施工方法的围堰结构，其特征在

于：所述的戗堤（1）内侧面填筑有洞渣反滤料（2），戗堤（1）所围筑的堰体内填筑有土石回填

料（3），土石回填料（3）的中部浇筑有延伸至覆盖层（11）的防渗墙（6），防渗墙（6）上方的土

石回填料（3）内设有复合土工膜（7），复合土工膜（7）上方的土石回填料（3）顶部浇筑有压顶

（8），压顶（8）的迎水面一侧上设置有挡浪墙（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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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堰施工方法及围堰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围堰施工领域，具体的是一种围堰施工方法及围堰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围堰是指在水利工程建设中，为建造永久性水利设施，修建的临时性围护结构，其

作用是防止水和土进入建筑物的修建位置，以便在围堰内排水，开挖基坑，修筑建筑物；一

般主要用于水工建筑中，除作为正式建筑物的一部分外，围堰一般在用完后拆除，围堰高度

高于施工期内可能出现的最高水位；围堰的作用既可以防水、围水，又可以支撑基坑的坑

壁。

[0003] 对于围堰施工来说，由于水下覆盖层的一般为软泥质软弱覆盖层，导致现有的围

堰稳固性和阻隔性均存在一定的缺陷。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围堰施工方法及围堰结构，能够有效提升

围堰稳固性和围堰的挡水性能，为围堰施工提供更加安全的现场条件。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围堰施工方法，其特征在

于包括以下步骤：

1）水下戗堤填筑：

采用“平堵法”，以“先远后进、先深后浅”的顺序进行逐层抛填；

2）堰体内侧的洞渣反滤料填筑：

采用“进占法”沿戗堤内侧进行洞渣反滤料填筑，填筑完毕之后，采用振动碾进行强振

碾压密实；

3）土石回填料填筑：

分两层进行土石回填料的填筑，下层土石回填料的填筑完成之后，待防渗墙施工完毕

后填筑上层土石回填料至设计高程；

4）防渗墙施工：

采用冲击钻机冲击成孔再连接成槽，分多槽段施工，多个槽段依次开挖完成后，利用冲

击钻机进行接头处理并形成一段槽体后浇筑混凝土，并在浇筑的防渗墙墙体内预埋带有灌

浆孔的钢管；

5）帷幕灌浆施工：

通过防渗墙墙体内预埋的钢管进行帷幕灌浆施工；

6）复合土工膜施工：

复合土工膜幅长边依次自左岸向右岸随防渗墙顶头部混凝土浇筑埋入混凝土，复合土

工膜幅宽方向的采用焊接方式进行连接；

7）压顶及挡浪墙施工：

采用定性模板，对拉加固后利用汽车吊吊混凝土入仓，通过插入式振捣器进行振捣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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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压顶及挡浪墙施工；

8）边坡施工：

在堰体迎水边坡上进行碎石垫层铺设，并在碎石垫层上方铺筑干砌石；

在堰体背水面喷射混凝土形成喷砼护坡。

[0006] 优选的方案中，所述的步骤1）中，水下戗堤填筑依靠多艘驳船进行，当第一艘驳船

抛填完毕之后，下一驳船向前移动一个船位后进行继续抛填。

[0007] 优选的方案中，所述的步骤3）中，所述的土石回填料采用进水口水上部分的土石

方开挖料或取水口支线道路的弃方。

[0008] 优选的方案中，所述的步骤5）中，帷幕灌浆施工采用循环式灌浆方式，自上而下分

段灌注，混凝土与基岩接触的灌浆段先行单独灌浆并待凝，接触段在岩石中的长度为2m，以

下灌浆长度为5m。

[0009] 优选的方案中，所述的步骤6）中，复合土工膜左岸与防渗墙接头、右岸与岸坡的接

头、接头范围内的中粗砂填筑施工同时进行。

[0010] 优选的方案中，还包括围堰观测和围堰拆除施工。

[0011] 优选的方案中，所述的围堰观测通过围堰填筑完后在围堰背水面两拐点处各设一

个沉降观测点，在背水侧喷砼护坡施工时在围堰两个拐点位置分别预留50cm×50cm的空

间，用于设置沉降观测点；

优选的方案中，所述的围堰拆除施工包括以下步骤：

1）落下进水口拦污栅及工作闸门；

2）以“先背水面、后迎水面”的方式，由堰体顶部开挖至下层土石回填料顶面高程；

3）依靠防渗墙保护进行背水面的下层土石回填料以及覆盖层的开挖；

4）采用钻机，由防渗墙顶部向下垂直钻深孔，完成防渗墙爆破拆除作业；

5）通过反铲斗拆除迎水面水上部分的土石回填料；

6）通过长臂反铲以及挖泥船，全断面清挖堰体水下土石回填料和覆盖层。

[0012] 优选的方案中，所述的步骤3）中，防渗墙背水面的土石回填料不完全挖除，留后方

量待防渗墙爆破拆除作业完成后进行挖除。

[0013] 基于上述围堰施工方法的围堰结构，所述的戗堤内侧面填筑有洞渣反滤料，戗堤

所围筑的堰体内填筑有土石回填料，土石回填料的中部浇筑有延伸至覆盖层的防渗墙，防

渗墙上方的土石回填料内设有复合土工膜，复合土工膜上方的土石回填料顶部浇筑有压

顶，压顶的迎水面一侧上设置有挡浪墙。

[0014] 本发明所提供的一种围堰施工方法及围堰结构，通过采用上述结构,具有以下有

益效果：

（1）通过在软质覆盖层上方分层填筑土石回填料，可有效提升围堰稳固性；

（2）通过分层填筑土石回填料，配合防渗墙施工、帷幕施工以及复合土工膜施工，可保

障围堰挡水性能。

附图说明

[0015]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图1为本发明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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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图中：戗堤1，洞渣反滤料2，土石回填料3，碎石垫层4，干砌石5，防渗墙6，复合土工

膜7，压顶8，挡浪墙9，喷砼护坡10，覆盖层11。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实施例1：

如图1中所示，一种围堰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水下戗堤1填筑：

采用“平堵法”，以“先远后进、先深后浅”的顺序进行逐层抛填；

2）堰体内侧的洞渣反滤料2填筑：

采用“进占法”沿戗堤1内侧进行洞渣反滤料2填筑，填筑完毕之后，采用振动碾进行强

振碾压密实；

3）土石回填料3填筑：

分两层进行土石回填料3的填筑，下层土石回填料3的填筑完成之后，待防渗墙6施工完

毕后填筑上层土石回填料3至设计高程；

4）防渗墙6施工：

采用冲击钻机冲击成孔再连接成槽，分多槽段施工，多个槽段依次开挖完成后，利用冲

击钻机进行接头处理并形成一段槽体后浇筑混凝土，并在浇筑的防渗墙6墙体内预埋带有

灌浆孔的钢管；

5）帷幕灌浆施工：

通过防渗墙6墙体内预埋的钢管进行帷幕灌浆施工；

6）复合土工膜7施工：

复合土工膜7幅长边依次自左岸向右岸随防渗墙顶头部混凝土浇筑埋入混凝土，复合

土工膜7幅宽方向的采用焊接方式进行连接；

7）压顶8及挡浪墙9施工：

采用定性模板，对拉加固后利用汽车吊吊混凝土入仓，通过插入式振捣器进行振捣后，

完成压顶8及挡浪墙9施工；

8）边坡施工：

在堰体迎水边坡上进行碎石垫层4铺设，并在碎石垫层4上方铺筑干砌石5；

在堰体背水面喷射混凝土形成喷砼护坡10。

[0018] 优选的方案中，所述的步骤1）中，水下戗堤1填筑依靠多艘驳船进行，当第一艘驳

船抛填完毕之后，下一驳船向前移动一个船位后进行继续抛填。

[0019] 优选的方案中，所述的步骤3）中，所述的土石回填料3采用进水口水上部分的土石

方开挖料或取水口支线道路的弃方。

[0020] 优选的方案中，所述的步骤5）中，帷幕灌浆施工采用循环式灌浆方式，自上而下分

段灌注，混凝土与基岩接触的灌浆段先行单独灌浆并待凝，接触段在岩石中的长度为2m，以

下灌浆长度为5m。

[0021] 优选的方案中，所述的步骤6）中，复合土工膜7左岸与防渗墙接头、右岸与岸坡的

接头、接头范围内的中粗砂填筑施工同时进行。

[0022] 实施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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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施例1的基础上，还包括围堰观测和围堰拆除施工：

所述的围堰观测通过围堰填筑完后在围堰背水面两拐点处各设一个沉降观测点，在背

水侧喷砼护坡10施工时在围堰两个拐点位置分别预留50cm×50cm的空间，用于设置沉降观

测点；

所述的围堰拆除施工包括以下步骤：

1）落下进水口拦污栅及工作闸门；

2）以“先背水面、后迎水面”的方式，由堰体顶部开挖至下层土石回填料3顶面高程；

3）依靠防渗墙6保护进行背水面的下层土石回填料3以及覆盖层11的开挖；

4）采用钻机，由防渗墙6顶部向下垂直钻深孔，完成防渗墙6爆破拆除作业；

5）通过反铲斗拆除迎水面水上部分的土石回填料3；

6）通过长臂反铲以及挖泥船，全断面清挖堰体水下土石回填料3和覆盖层11。

[0023] 优选的方案中，所述的步骤3）中，防渗墙6背水面的土石回填料3不完全挖除，留后

方量待防渗墙6爆破拆除作业完成后进行挖除。

[0024] 实施例3：

基于实施例1所述围堰施工方法的围堰结构，所述的戗堤1内侧面填筑有洞渣反滤料2，

戗堤1所围筑的堰体内填筑有土石回填料3，土石回填料3的中部浇筑有延伸至覆盖层11的

防渗墙6，防渗墙6上方的土石回填料3内设有复合土工膜7，复合土工膜7上方的土石回填料

3顶部浇筑有压顶8，压顶8的迎水面一侧上设置有挡浪墙9。

[0025] 实施例4：

本施工方法应用于千岛湖配水工程施工中，围堰堰顶设计高程▽109m，堰顶宽8m，堰体

设计长度212.186m；围堰迎水面坡度1∶1.8，背水面坡度1∶1.8，围堰堰身主要由原湖泊覆盖

层上用驳船抛填的块石戗堤、洞渣料及土石填筑料组成。防渗结构采用的是▽105高程以上

的300g/0.5mm/300g土工膜，▽105以下至基岩采用80cm厚的混凝土防渗墙，防渗墙底为灌

浆帷幕。堰顶为混凝土道路路面。迎水面护坡为干砌石，背水面护坡为喷射混凝土。

[0026] 按照以下基本流程并配合实施例1所述的具体步骤进行围堰施工：

98m以下抛石戗堤填筑→围堰内则洞渣料填筑→105m以下土石开挖料填筑→混凝土防

渗墙施工→帷幕灌浆施工→105m以上剩余部分土石开挖料填筑至109m→混凝土压顶、挡浪

墙、干砌石护坡施工→基坑抽水→下基坑道路修筑→围堰内侧护坡喷砼施工→围堰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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