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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近海透水软土地基围堰结构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的一种近海透水软土地基

围堰结构，包括：构筑在原状滩地面上的围堰主

体结构；铺设在所述围堰主体结构的迎水侧坡面

上的防渗结构；填筑在所述围堰主体结构的迎水

侧坡面的底部外侧且覆盖在所述防渗结构上的

迎水侧镇脚；铺设在所述防渗结构和迎水侧镇脚

上的外侧护坡结构；开挖在所述围堰主体结构的

内侧坡脚处的反滤减压沟，所述反滤减压沟内设

置有反滤结构；铺设在所述围堰主体结构的内侧

坡面和反滤减压沟上的内侧护坡结构；以及构筑

在所述围堰主体结构的顶面上的围堰顶部道路。

本实用新型尤其适用于近海透水软土地基，适应

变形能力强，整体稳定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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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近海透水软土地基围堰结构，其特征在于，包括：

构筑在原状滩地面上的围堰主体结构；

铺设在所述围堰主体结构的迎水侧坡面上的防渗结构；

填筑在所述围堰主体结构的迎水侧坡面的底部外侧且覆盖在所述防渗结构上的迎水

侧镇脚；

铺设在所述防渗结构和迎水侧镇脚上的外侧护坡结构；

开挖在所述围堰主体结构的内侧坡脚处的反滤减压沟，所述反滤减压沟内设置有反滤

结构；

铺设在所述围堰主体结构的内侧坡面和反滤减压沟上的内侧护坡结构；以及

构筑在所述围堰主体结构的顶面上的围堰顶部道路。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近海透水软土地基围堰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围堰主体结构包

括：

铺设在原状滩地面上的通长充泥管袋层；

构筑在所述通长充泥管袋层上且位于所述通长充泥管袋层的内、外侧的内、外充泥管

袋子堤；以及

填筑在所述通长充泥管袋层上且位于所述内、外充泥管袋子堤之间的吹砂堤芯。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近海透水软土地基围堰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通长充泥管袋层

由一层或多层通长充泥管袋构筑而成，所述通长充泥管袋的袋布为高强度土工布。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近海透水软土地基围堰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防渗结构的顶部

高出设防水位，并在所述围堰主体结构的迎水侧坡脚处保留一定水平长度。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近海透水软土地基围堰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防渗结构为土工

膜或黏土层。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近海透水软土地基围堰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迎水侧镇脚由充

泥管袋或吹填砂构筑而成，所述迎水侧镇脚覆盖在所述防渗结构在迎水侧坡脚处水平延伸

的部分上。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近海透水软土地基围堰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外侧护坡结构为

可在水上铺设的模袋混凝土或混凝土连锁排。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近海透水软土地基围堰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内侧护坡结构由

一层反滤土工布以及一层铺设在所述反滤土工布上的袋装碎石层构成。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近海透水软土地基围堰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反滤结构包括一

铺设在所述反滤减压沟内的反滤土工布以及填充在所述反滤减压沟内且位于所述反滤土

工布上的碎石。

10.如权利要求1至9中任一项所述的近海透水软土地基围堰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围

堰顶部道路包括：

铺设在所述围堰主体结构的顶面上的中部路面；以及

铺设在所述围堰主体结构的顶面上且位于所述中部路面内、外侧的内、外侧路肩。

11.如权利要求10所述的近海透水软土地基围堰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防渗结构的顶

部伸入所述围堰顶部道路的外侧路肩的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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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近海透水软土地基围堰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围堰结构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近海透水软土地基围堰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沿海边滩治理工程中，为了解决内部围区防洪排涝需要，沿岸修建水闸泵站等建

筑物时，事先需构筑施工围堰，由于滩地表层为新近沉积的淤泥及粉砂土，地基强度低且透

水性大。为了满足整体稳定性及渗透稳定性，一般采用双排钢板桩或土堤加防渗墙围堰，但

钢板桩或防渗墙水上施工难度大、周期长、工程费用大。为此，本申请人经过有益的探索和

研究，找到了解决上述问题的方法，下面将要介绍的技术方案便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而提供一种整体稳定

性好、渗透稳定性高、施工难度低、工程费用低的近海透水软土地基围堰结构。

[0004] 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可以采用如下技术方案来实现：

[0005] 一种近海透水软土地基围堰结构，包括：

[0006] 构筑在原状滩地面上的围堰主体结构；

[0007] 铺设在所述围堰主体结构的迎水侧坡面上的防渗结构；

[0008] 填筑在所述围堰主体结构的迎水侧坡面的底部外侧且覆盖在所述防渗结构上的

迎水侧镇脚；

[0009] 铺设在所述防渗结构和迎水侧镇脚上的外侧护坡结构；

[0010] 开挖在所述围堰主体结构的内侧坡脚处的反滤减压沟，所述反滤减压沟内设置有

反滤结构；

[0011] 铺设在所述围堰主体结构的内侧坡面和反滤减压沟上的内侧护坡结构；以及

[0012] 构筑在所述围堰主体结构的顶面上的围堰顶部道路。

[0013] 在本实用新型的一个优选实施例中，所述围堰主体结构包括：

[0014] 铺设在原状滩地面上的通长充泥管袋层；

[0015] 构筑在所述通长充泥管袋层上且位于所述通长充泥管袋层的内、外侧的内、外充

泥管袋子堤；以及

[0016] 填筑在所述通长充泥管袋层上且位于所述内、外充泥管袋子堤之间的吹砂堤芯。

[0017] 在本实用新型的一个优选实施例中，所述通长充泥管袋层由一层或多层通长充泥

管袋构筑而成，所述通长充泥管袋的袋布为高强度土工布。

[0018] 在本实用新型的一个优选实施例中，所述防渗结构的顶部高出设防水位，并在所

述围堰主体结构的迎水侧坡脚处保留一定水平长度。

[0019] 在本实用新型的一个优选实施例中，所述防渗结构为土工膜或黏土层。

[0020] 在本实用新型的一个优选实施例中，所述迎水侧镇脚由充泥管袋或吹填砂构筑而

成，所述迎水侧镇脚覆盖在所述防渗结构在迎水侧坡脚处水平延伸的部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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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在本实用新型的一个优选实施例中，所述外侧护坡结构为可在水上铺设的模袋混

凝土或混凝土连锁排。

[0022] 在本实用新型的一个优选实施例中，所述内侧护坡结构由一层反滤土工布以及一

层铺设在所述反滤土工布上的袋装碎石层构成。

[0023] 在本实用新型的一个优选实施例中，所述反滤结构包括一铺设在所述反滤减压沟

内的反滤土工布以及填充在所述反滤减压沟内且位于所述反滤土工布上的碎石。

[0024] 在本实用新型的一个优选实施例中，所述围堰顶部道路包括：

[0025] 铺设在所述围堰主体结构的顶面上的中部路面；以及

[0026] 铺设在所述围堰主体结构的顶面上且位于所述中部路面内、外侧的内、外侧路肩。

[0027] 在本实用新型的一个优选实施例中，所述防渗结构的顶部伸入所述围堰顶部道路

的外侧路肩的下部。

[0028] 由于采用了如上技术方案，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在于:

[0029] 1.本实用新型充分利用当地建筑材料，投资成本低；

[0030] 2.本实用新型充分按照前堵后疏防渗原则，确保渗透安全；

[0031] 3.本实用新型的围堰主体结构的机械化施工程度高，施工难度低，施工周期短；

[0032] 4.本实用新型尤其适用于近海透水软土地基，适应变形能力强，整体稳定性好。

附图说明

[0033]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

或现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

是本实用新型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

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34]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为了使本实用新型实现的技术手段、创作特征、达成目的与功效易于明白了解，下

面结合具体图示，进一步阐述本实用新型。

[0036] 参见图1，图中给出的是一种近海透水软土地基围堰结构，包括围堰主体结构100、

防渗结构200、迎水侧镇脚300、外侧护坡结构400、反滤减压沟500、内侧护坡结构600以及围

堰顶部道路700。

[0037] 围堰主体结构100构筑在原状滩地面上。具体地，围堰主体结构100包括通长充泥

管袋层110、内、外充泥管袋子堤120a、120b以及吹砂堤芯130。通长充泥管袋层110铺设在原

状滩地面上，其由一层或多层通长充泥管袋构筑而成。在本实施例中，通长充泥管袋的袋布

采用高强度土工布。内、外充泥管袋子堤120a、120b构筑在通长充泥管袋层110上且位于通

长充泥管袋层110的内、外侧。吹砂堤芯130填筑在通长充泥管袋层110上且位于内、外充泥

管袋子堤120a、120b之间。

[0038] 防渗结构200铺设在围堰主体结构100的迎水侧坡面上。防渗结构200的顶部高出

设防水位，并在围堰主体结构100的迎水侧坡脚处保留一定水平长度。在本实施例中，在防

渗结构200为土工膜或透水性差的黏土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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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9] 迎水侧镇脚300填筑在围堰主体结构100的迎水侧坡面的底部外侧且覆盖在防渗

结构200上。在本实施例中，迎水侧镇脚300由充泥管袋或吹填砂构筑而成，迎水侧镇脚300

具体覆盖在防渗结构200在迎水侧坡脚处水平延伸的部分210上。

[0040] 外侧护坡结构400铺设在防渗结构200和迎水侧镇脚300上，外侧护坡结构400为可

在水上铺设的模袋混凝土或混凝土连锁排。

[0041] 反滤减压沟500开挖在围堰主体结构100的内侧坡脚处，反滤减压沟500内设置有

反滤结构510。反滤结构510包括一铺设在反滤减压沟500内的反滤土工布以及填充在反滤

减压沟500内且位于该反滤土工布上的孔隙率较大的碎石等结构。

[0042] 内侧护坡结构600铺设在围堰主体结构100的内侧坡面和反滤减压沟500上。内侧

护坡结构600由一层反滤土工布以及一层铺设在该反滤土工布上的袋装碎石层构成。

[0043] 围堰顶部道路700构筑在围堰主体结构100的顶面上。在本实施例中，围堰顶部道

路700包括中部路面710以及内、外侧路肩720a、720b，中部路面710铺设在围堰主体结构100

的顶面上，内、外侧路肩720a、720b铺设在围堰主体结构100的顶面上且位于中部路面710的

内、外侧。其中，防渗结构200的顶部伸入围堰顶部道路700的外侧路肩720b的下部，以保证

防渗结构的稳定性。

[0044] 本实用新型的近海透水软土地基围堰结构的施工过程如下：

[0045] 1、首先在原状滩地面上铺设通长充泥管袋层110，并在通长充泥管袋层110上构筑

内、外充泥管袋子堤120a、120b，再在内、外充泥管袋子堤120a、120b之间吹填堤芯砂130，形

成围堰主体结构100；

[0046] 2、在围堰主体结构100的迎水侧坡面上铺设防渗结构200，并在围堰主体结构100

的迎水侧坡面的底部外侧填筑迎水侧镇脚300，再铺设外侧护坡结构400；

[0047] 3、抽干围堰主体结构100内的积水，开挖反滤减压沟500，填筑反滤减压沟500内的

反滤结构510，并在围堰主体结构100的内侧坡面和反滤减压沟500上铺设内侧护坡结构

600；

[0048] 4、在围堰主体结构100的顶面上构筑中部路面710和内、外侧路肩720a、720b。

[0049]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实用新型的基本原理和主要特征和本实用新型的优点。本行

业的技术人员应该了解，本实用新型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上述实施例和说明书中描述

的只是说明本实用新型的原理，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本实用新型还

会有各种变化和改进，这些变化和改进都落入要求保护的本实用新型范围内。本实用新型

要求保护范围由所附的权利要求书及其等效物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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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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