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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弹性竖肋格栅坝，包

括：多个弹性的前排竖肋和多个刚性的后排竖

肋，多个前排竖肋沿第一直线排成一行，多个后

排竖肋沿第二直线排成一行，多个前排竖肋和多

个后排竖肋在俯视平面内按品字形结构交错布

置，相邻两个前排竖肋之间、相邻两个后排竖肋、

及相邻的一个前排竖肋和一个后排竖肋之间均

通过连接梁连接。本实用新型结构简单，安装方

便快速，随用随装，成本低；其中，上游的一排竖

肋为弹性竖肋，可大大增大泥石流物质与坝体接

触时间，从而明显减小泥石流冲击力，下游的一

排竖肋为刚性竖肋，可保证坝体稳定；弹性竖肋

采用钻机开孔，刚性竖肋采用人工跳槽开孔，不

用大面积开挖，减小河床扰动，并减少弃土。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3页  附图7页

CN 209339104 U

2019.09.03

CN
 2
09
33
91
04
 U



1.一种弹性竖肋格栅坝，其特征在于，包括：多个弹性的前排竖肋(2)和多个刚性的后

排竖肋(3)，所述多个前排竖肋(2)沿第一直线排成一行，所述多个后排竖肋(3)沿第二直线

排成一行，所述多个前排竖肋(2)和多个后排竖肋(3)在俯视平面内按品字形结构交错布

置，相邻两个所述前排竖肋(2)之间、相邻两个所述后排竖肋(3)、及相邻的一个所述前排竖

肋(2)和一个所述后排竖肋(3)之间均通过连接梁(4)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弹性竖肋格栅坝，其特征在于，相邻两个所述前排竖肋(2)之

间的第一行距、相邻两个所述前排竖肋(2)之间的第二行距、及沿所述第一直线排成一排的

所述多个前排竖肋(2)与沿所述第二直线排成一排的所述多个后排竖肋(3)之间的排距均

满足下式所限定的关系：

b/Dm＝1.5～2

其中，b为第一行距、或第二行距、或排距，Dm为泥石流最大粒径。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弹性竖肋格栅坝，其特征在于，所述前排竖肋(2)和后排竖肋

(3)的位于地面线(5)以上的高度满足：

h＝(1～4)b

其中，h为所述高度，b为第一行距、或第二行距、或排距。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弹性竖肋格栅坝，其特征在于，所述前排竖肋(2)的位于地面

线(5)以下的深度不小于前排竖肋(2)总长度的1/3，所述后排竖肋(3)的位于地面线(5)以

下的深度不小于后排竖肋(3)总长度的1/3，且所述后排竖肋(3)的深度大于所述前排竖肋

(2)的深度。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弹性竖肋格栅坝，其特征在于，在所述前排竖肋(2)和后排竖

肋(3)的迎水侧、及在所述前排竖肋(2)和后排竖肋(3)的背水侧均级配有多束钢管加筋束

(6)，所述前排竖肋(2)和后排竖肋(3)的迎水侧的钢管加筋束(6)按2级配，所述前排竖肋

(2)和后排竖肋(3)的背水侧的钢管加筋束(6)按1级配，所述前排竖肋(2)和后排竖肋(3)的

位于地面线(5)以上的部分均配有竖肋箍筋(7)。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弹性竖肋格栅坝，其特征在于，所述钢管加筋束(6)包括钢管

(9)、和多根与所述钢管(9)焊接的钢筋(10)，所述钢管(9)及所述钢筋(10)通过混凝土保护

层(8)连接成一个整体，所述钢管(9)的内部及外部的周向均设置有多根所述钢筋(10)。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弹性竖肋格栅坝，其特征在于，所述前排竖肋(2)和后排竖肋

(3)的迎水面均为圆弧形。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弹性竖肋格栅坝，其特征在于，所述前排竖肋(2)和后排竖肋

(3)的迎水面设置多排主筋(12)，所述多排主筋(12)通过多个圆弧面箍筋(11)连接。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弹性竖肋格栅坝，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梁(4)包括多根横向

配筋(13)和多根纵向箍筋(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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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竖肋格栅坝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泥石流拦挡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弹性竖肋格栅坝。

背景技术

[0002] 格栅坝主要布设在滑坡、崩塌下游，主坝上游，沟道比降大，沟道中大块石、巨石、

漂石、漂木等集中分布的沟段。其主要作用是拦蓄沟内滑坡、崩塌形成的巨石、漂砾、漂木等

大颗粒物质，控制泥砂冲出量，防止沟床下切，减轻大颗粒物质对下游构筑物或主坝的冲击

和损毁。

[0003] 目前，对于格栅坝的设计多以增加其刚度来加强其安全性能，这样，一方面增加了

投资，另一方面坝体在增加刚度的同时，坝体自身受到的冲击力也就相应的加大。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弹性竖肋格栅坝，以解决现有格栅坝工程多采用钢

筋混凝土浇筑导致施工成本增加、基础开挖后夯填不实造成渗漏破坏、以及受强冲击力破

坏的问题之一。

[0005]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弹性竖肋格栅坝，包括：多个弹性的前排竖肋和多个刚性

的后排竖肋，所述多个前排竖肋沿第一直线排成一行，所述多个后排竖肋沿第二直线排成

一行，所述多个前排竖肋和多个后排竖肋在俯视平面内按品字形结构交错布置，相邻两个

所述前排竖肋之间、相邻两个所述后排竖肋、及相邻的一个所述前排竖肋和一个所述后排

竖肋之间均通过连接梁连接。

[0006] 优选地，相邻两个所述前排竖肋之间的第一行距、相邻两个所述前排竖肋之间的

第二行距、及沿所述第一直线排成一排的所述多个前排竖肋与沿所述第二直线排成一排的

所述多个后排竖肋之间的排距均满足下式所限定的关系：

[0007] b/Dm＝1.5～2

[0008] 其中，b为第一行距、或第二行距、或排距，Dm为泥石流最大粒径。

[0009] 优选地，所述前排竖肋和后排竖肋的位于地面线以上的高度满足：

[0010] h＝(1～4)b

[0011] 其中，h为所述高度，b为第一行距、或第二行距、或排距。

[0012] 优选地，所述前排竖肋的位于地面线以下的深度不小于前排竖肋总长度的1/3，所

述后排竖肋的位于地面线以下的深度不小于后排竖肋总长度的1/3，且所述后排竖肋的深

度大于所述前排竖肋的深度。

[0013] 优选地，在所述前排竖肋和后排竖肋的迎水侧、及在所述前排竖肋和后排竖肋的

背水侧均级配有多束钢管加筋束，所述前排竖肋和后排竖肋的迎水侧的钢管加筋束按2级

配，所述前排竖肋和后排竖肋的背水侧的钢管加筋束按1级配，所述前排竖肋和后排竖肋的

位于地面线以上的部分均配有竖肋箍筋。

[0014] 优选地，所述钢管加筋束包括钢管、和多根与所述钢管焊接的钢筋，所述钢管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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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钢筋通过混凝土保护层连接成一个整体，所述钢管的内部及外部的周向均设置有多根所

述钢筋。

[0015] 优选地，所述前排竖肋和后排竖肋的迎水面均为圆弧形。

[0016] 优选地，所述前排竖肋和后排竖肋的迎水面设置多排主筋，所述多排主筋通过多

个圆弧面箍筋连接。

[0017] 优选地，所述连接梁包括多根横向配筋和多根纵向箍筋。

[0018]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技术优势在于:本实用新型结构简单，安装方便快

速，随用随装，成本低；其中，上游的一排竖肋为弹性竖肋，可大大增大泥石流物质与坝体接

触时间，从而明显减小泥石流冲击力，下游的一排竖肋为刚性竖肋，可保证坝体稳定；弹性

竖肋采用钻机开孔，刚性竖肋采用人工跳槽开孔，不用大面积开挖，减小河床扰动，并减少

弃土。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实用新型涉及的一种弹性竖肋格栅坝设计技术的平面图；

[0020] 图2为本实用新型涉及的一种柔性竖肋格栅坝设计技术的立面图；

[0021] 图3为本实用新型涉及的一种柔性竖肋格栅坝设计技术的横断面图；

[0022] 图4为本实用新型专利涉及的弹性竖肋配筋图；

[0023] 图5为图4的A-A断面图；

[0024] 图6为图4的B-B断面图；

[0025] 图7为钢管加筋横断面图；

[0026] 图8为图7的C-C断面图；

[0027] 图9为弹性竖肋箍筋配筋图；

[0028] 图10为迎水面防冲刷圆弧面配筋图；

[0029] 图11为竖肋与梁节点配筋构造图；

[0030] 图12为连接梁配筋结构图；

[0031] 图13为图12的D-D断面图；

[0032] 图14为连接梁箍筋图。

[0033] 附图标记:1、弹性竖肋格栅坝；2、前排竖肋；3、后排竖肋；4、连接梁；5、地面线；6、

钢管加筋束；7、竖肋箍筋；8、混凝土保护层；9、钢管；10、钢管；11、圆弧面箍筋；12、主筋；13、

横向配筋；14、纵向箍筋。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的说明。

[0035] 如图1、图2和图3所示，本实用新型中的弹性竖肋格栅坝1在格栅坝平面上采用竖

肋群布设，每座格栅坝纵向布置前后2排，竖肋平面布置呈“品”字形，竖肋之间用连接梁连

接，坝基、坝体截面尺寸为2.0mx3.0m，格栅坝的行距、排距、桩长等按以下原则确定：b/Dm＝

1.5～2(式中：b为桩的排距和行距，Dm为泥石流最大粒径)；地面外露部分桩高h为h＝(1～

4)b，且3m≤h≤8m。桩基应埋在基岩以下，其埋置深度不应小于总长度的1/3，且后排竖肋3

深度应大于前排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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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如图4、图5和图6所示，竖肋迎水侧(上游侧)按2级配钢管加筋束6，前后2排均为7

束；竖肋背水侧(下游侧)按1级配钢管加筋束6，共为7束。地面线5以上部分配竖肋箍筋7。

[0037] 如图7和图8所示，钢管加筋束6采用钻机成直径为150mm孔，然后将钢管加筋束6沉

至孔底，再从钢管9底部高压注浆，使得钢管9内外都形成混凝土保护层8；所述钢管加筋束6

采用 的钢管9，内外侧各按钢管圆周平均布设4根 钢筋10，钢筋10和钢管9采用焊

接的方法连接，外侧的钢筋10每隔1m布设1个焊接连接点，内外侧的钢筋10两头均要焊接连

接。

[0038] 如图9和图10所示，地面以上竖肋部分布设箍筋7，箍筋7采用 钢筋，间距

200mm；所述地面以上部分的迎水面为圆弧形，以减少冲击，弧面增设2排主筋12，外层10束，

每束 内测8束，每束 圆弧面箍筋11采用 钢筋，间距400mm；竖肋采用C30混

凝土浇筑，混凝土保护8层厚120mm。

[0039] 如图9和图10所示，前后左右相临竖肋用钢筋混凝土连接梁4连接，横向配筋13方

式为 纵向箍筋14采用采用 钢筋，间距200mm。

[0040] 本实用新型中的弹性竖肋格栅坝的施工步骤如下：(1)在坝址处采用钻机成孔，孔

径150mm；(2)沉钢管加筋束至孔底；(3)自钢管底部高压注浆，使钢管内外都形成混凝土保

护层；(4)进行地面以上部分竖肋箍筋绑扎和连接梁钢筋绑扎；(5)支模现浇混凝土保护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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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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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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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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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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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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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图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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