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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抛石与柔性塑料排水板
结合的围海滩涂路基施工方法 ，包括排水板安
装、第一抛石区设置、第二抛石区设置和抽吸引
水，
通过第一抛石区在淤泥层内部水平向淤泥加
压，
第二抛石区在淤泥层顶部垂直向淤泥加压，
加速水通过无纺布吸收层进入排水板，
配合抽吸
装置的真空抽吸，
使地基中的孔隙水通过排水板
经排水管排出，
达到土颗粒间位移密实，
加速地
基的固结与沉降的效果；
通过设置由橡胶制成的
弹性的缓冲板和缓冲条，
使其受压变形，
从而保
护波浪形的基板，
避免排水板排水受阻 ，
提高排
水效率；
通过在抛石坑的上端两侧设置钢板，
并
从中间向两侧进行抛石，
在具有一定强度的地基
上，
进一步加固地基，
实现围海滩涂路基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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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抛石与柔性塑料排水板结合的围海滩涂路基施工方法，
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
骤：
a)排水板安装：
通过插板机将排水板(1)插入淤泥层中，
排水板(1)的插设深度为10m～
15m，
间隔为1m～1 .2m，
使排水板(1)的导管(13)外露在淤泥层表面并与排水管(5)上的安装
的连通头(4)相连接；
b) 第一抛石区设置 ：在两个排水板(1)之间挖设抛石坑并在抛石坑的两侧固定钢板
(2) ，
抛石坑的深度为排水板(1)插设深度的1/3～1/2，
抛石坑的宽度为0 .5m～0 .6m，
在抛石
坑内填入抛石块并用胶轮轻型压路机进行稳压；
c)第二抛石区设置：
隔开排水管(5) ，
在插设有排水板(1)的淤泥层顶部整体放置抛石
块，
第二抛石区(6)的高度至少为排水板(1)插设深度的1/2，
之后进行冲击碾压补强，
采用
静压实能力不小于25KJ的冲击压路机以12～15km/h的速度碾压，
冲击次数不小于20遍；
d)抽吸引水：
排水管(5)的一端与抽吸装置(7)相连接，
利用抽吸装置(7)抽吸，
持续抽
吸2个月～6个月。
2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抛石与柔性塑料排水板结合的围海滩涂路基施工方法，
其
特征在于：
所述第一抛石区(3)和第二抛石区(6)均从中间向两侧进行抛石，
第一抛石区(3)
的抛石块采用石质新鲜坚硬、
无风化的块石，
直径小于排水板(1)的间隔，
不得含有片石和
小块石，
第二抛石区(6)的抛石块采用连续级配的石料，
石料中不得夹有树根、
草皮等杂物，
含泥量小于10％。
3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抛石与柔性塑料排水板结合的围海滩涂路基施工方法，
其
特征在于：
每隔30m设置一个观测面，
每个观测面设置6～8个观测点，
通过预埋沉降管确定
沉降量，
每隔8小时观测一次沉降情况，
计算出每日沉降的平均值，
若沉降速度小于12mm/
天，
则可继续施工，
否则暂停施工。
4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抛石与柔性塑料排水板结合的围海滩涂路基施工方法，
其
特征在于：
所述排水板(1)包括第一外板(11)、第二外板(12)、
导管(13)和主体板，
所述主体
板包括基板(14)、缓冲板(15)和无纺布吸收层(16) ，
所述基板(14)为波浪形，
所述缓冲板
(15)位于基板(14)的前后两侧，
基板(14)的波峰外侧固定在缓冲板(15)上且与缓冲板(15)
之间形成若干个排水通道(17)，
所述基板(14)的波峰内侧与缓冲板(15)之间设有若干个缓
冲条(151) ，
所述无纺布吸收层(16)黏覆在缓冲板(15)前后两侧的外侧，
所述缓冲板(15)上
设有若干个导水孔(152) ，
所述第一外板(11)固定在主体板的左右两端，
所述第二外板(12)
固定在主体板的上下两端，
所述导管(13)固定在顶端的第二外板(12)上且与若干个排水通
道(17)相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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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抛石与柔性塑料排水板结合的围海滩涂路基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路基的技术领域，
特别是一种抛石与柔性塑料排水板结合的围海滩涂
路基施工方法的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我国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
漫长海岸线上出现越来越多的“围填海工程”的建
设，
同时还伴随着近海潮汐区道路的大量规划，
而路基是公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的施工质
量好坏直接影响到整个公路工程的质量。路基又是路面的基础，
它与路面共同承受行车荷
载的作用。要有坚固、
稳定的路基，
就必须解决沿海滩涂区域道路路基因“围海造地”形成的
“上松、
下软”、
地下土体含水量丰富、
地基承载力极差的问题。
[0003] 传统的滩涂淤泥路基处理利用塑料排水板并在塑料排水板上部施行堆载预压，
使
软土地基中空隙水从塑料排水板排到上部铺垫的砂层或水平塑料排水管中，
由其他地方排
出，
加速软基固结。存在以下问题：
其一，
塑料排水板整体强度不高，
在排水过程中易受到土
体挤压，
致使其扭曲弯折，
从而导致塑料排水板的排水路径受阻，
排水效率大大降低；
其二，
堆载预压法的排水速度依托于水里渗透系数名从而导致工期漫长；
其三，
淤泥深层的加固
效果差，
容易形成硬壳层现象。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就是解决现有技术中的问题，
提出一种抛石与柔性塑料排水板结合
的围海滩涂路基施工方法，
能够通过第一抛石区在淤泥层内部水平向淤泥加压，
第二抛石
区在淤泥层顶部垂直向淤泥加压，
加速水通过无纺布吸收层进入排水板，
配合抽吸装置的
真空抽吸，
使地基中的孔隙水通过排水板经排水管排出，
达到土颗粒间位移密实，
加速地基
的固结与沉降的效果；
通过设置由橡胶制成的弹性的缓冲板和缓冲条，
使其受压变形，
从而
保护波浪形的基板，
避免排水板排水受阻，
提高排水效率；
通过在抛石坑的上端两侧设置钢
板，
并从中间向两侧进行抛石，
在具有一定强度的地基上，
进一步加固地基，
实现围海滩涂
路基施工。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
本发明提出了一种抛石与柔性塑料排水板结合的围海滩涂路基
施工方法，
包括如下步骤：
[0006] a)排水板安装：
通过插板机将排水板插入淤泥层中，
排水板的插设深度为10m～
15m，
间隔为1m～1 .2m，
使排水板的导管外露在淤泥层表面并与排水管上的安装的连通头相
连接；
[0007]
b)第一抛石区设置：
在两个排水板之间挖设抛石坑并在抛石坑的两侧固定钢板，
抛石坑的深度为排水板插设深度的1/3～1/2，
抛石坑的宽度为0 .5m～0 .6m，
在抛石坑内填
入抛石块并用胶轮轻型压路机进行稳压；
[0008] c)第二抛石区设置：
隔开排水管，
在插设有排水板的淤泥层顶部整体放置抛石块，
第二抛石区的高度至少为排水板插设深度的1/2，
之后进行冲击碾压补强，
采用静压实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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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小于25KJ的冲击压路机以12～15km/h的速度碾压，
冲击次数不小于20遍；
[0009] d)抽吸引水：
排水管的一端与抽吸装置相连接，
利用抽吸装置抽吸，
持续抽吸 2个
月～6个月。
[0010] 作为优选，
所述第一抛石区和第二抛石区均从中间向两侧进行抛石，
第一抛石区
的抛石块采用石质新鲜坚硬、
无风化的块石，
直径小于排水板的间隔，
不得含有片石和小块
石，
第二抛石区的抛石块采用连续级配的石料，
石料中不得夹有树根、草皮等杂物，
含泥量
小于10％。
[0011] 作为优选，
每隔30m设置一个观测面，
每个观测面设置6～8个观测点，
通过预埋沉
降管确定沉降量，
每隔8小时观测一次沉降情况，
计算出每日沉降的平均值，
若沉降速度小
于12mm/天，
则可继续施工，
否则暂停施工。
[0012] 作为优选，
所述排水板包括第一外板、第二外板、导管和主体板，
所述主体板包括
基板、
缓冲板和无纺布吸收层，
所述基板为波浪形，
所述缓冲板位于基板的前后两侧，
基板
的波峰外侧固定在缓冲板上且与缓冲板之间形成若干个排水通道，
所述基板的波峰内侧与
缓冲板之间设有若干个缓冲条，
所述无纺布吸收层黏覆在缓冲板前后两侧的外侧，
所述缓
冲板上设有若干个导水孔，
所述第一外板固定在主体板的左右两端，
所述第二外板固定在
主体板的上下两端，
所述导管固定在顶端的第二外板上且与若干个排水通道相连通。
[0013]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本发明通过第一抛石区在淤泥层内部水平向淤泥加压，
第二
抛石区在淤泥层顶部垂直向淤泥加压，
加速水通过无纺布吸收层进入排水板，
配合抽吸装
置的真空抽吸，
使地基中的孔隙水通过排水板经排水管排出，
达到土颗粒间位移密实，
加速
地基的固结与沉降的效果；
通过设置由橡胶制成的弹性的缓冲板和缓冲条，
使其受压变形，
从而保护波浪形的基板，
避免排水板排水受阻，
提高排水效率；
通过在抛石坑的上端两侧设
置钢板，
并从中间向两侧进行抛石，
在具有一定强度的地基上，
进一步加固地基，
实现围海
滩涂路基施工。
[0014] 本发明的特征及优点将通过实施例结合附图进行详细说明。
【附图说明】
[0015] 图1是本发明一种抛石与柔性塑料排水板结合的围海滩涂路基施工方法的主视
图；
[0016] 图2是排水板的主视图；
[0017] 图3是图2的A-A向剖视图；
[0018] 图中：
1-排水板、
11-第一外板、
12-第二外板、
13-导管、
14-基板、
15-缓冲板、
151缓冲条、
152-导水孔、
16-无纺布吸收层、
17-排水通道、2-钢板、3-第一抛石区、
4-连通头、
5-排水管、
6-第二抛石区和7-抽吸装置。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参阅图1、
图2和图3，
本发明一种抛石与柔性塑料排水板结合的围海滩涂路基施工
方法，
包括如下步骤：
[0020] a)排水板安装：
通过插板机将排水板1插入淤泥层中，
排水板1的插设深度为 10m
～15m，
间隔为1m～1 .2m，
使排水板1的导管13外露在淤泥层表面并与排水管5上的安装的连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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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头4相连接；
[0021]
b)第一抛石区设置：
在两个排水板1之间挖设抛石坑并在抛石坑的两侧固定钢板
2，
抛石坑的深度为排水板1插设深度的1/3～1/2，
抛石坑的宽度为0 .5m～0 .6m，
在抛石坑内
填入抛石块并用胶轮轻型压路机进行稳压；
[0022] c)第二抛石区设置：
隔开排水管5，
在插设有排水板1的淤泥层顶部整体放置抛石
块，
第二抛石区6的高度至少为排水板1插设深度的1/2，
之后进行冲击碾压补强，
采用静压
实能力不小于25KJ的冲击压路机以12～15km/h的速度碾压，
冲击次数不小于20遍；
[0023] d)抽吸引水：
排水管5的一端与抽吸装置7相连接，
利用抽吸装置7抽吸，
持续抽吸2
个月～6个月。
[0024] 所述第一抛石区3和第二抛石区6均从中间向两侧进行抛石，
第一抛石区3 的抛石
块采用石质新鲜坚硬、
无风化的块石，
直径小于排水板1的间隔，
不得含有片石和小块石，
第
二抛石区6的抛石块采用连续级配的石料，
石料中不得夹有树根、草皮等杂物，
含泥量小于
10％，
每隔30m设置一个观测面，
每个观测面设置6～8个观测点，
通过预埋沉降管确定沉降
量，
每隔8小时观测一次沉降情况，
计算出每日沉降的平均值，
若沉降速度小于12mm/天，
则
可继续施工，
否则暂停施工，
所述排水板1包括第一外板11、第二外板12、导管13和主体板，
所述主体板包括基板14、
缓冲板15和无纺布吸收层16，
所述基板14为波浪形，
所述缓冲板15
位于基板14的前后两侧，
基板14的波峰外侧固定在缓冲板15 上且与缓冲板15之间形成若
干个排水通道17，
所述基板14的波峰内侧与缓冲板15之间设有若干个缓冲条151，
所述无纺
布吸收层16黏覆在缓冲板15前后两侧的外侧，
所述缓冲板15上设有若干个导水孔152，
所述
第一外板11固定在主体板的左右两端，
所述第二外板12固定在主体板的上下两端，
所述导
管13 固定在顶端的第二外板12上且与若干个排水通道17相连通。
[0025] 本发明通过第一抛石区在淤泥层内部水平向淤泥加压，
第二抛石区在淤泥层顶部
垂直向淤泥加压，
加速水通过无纺布吸收层进入排水板，
配合抽吸装置的真空抽吸，
使地基
中的孔隙水通过排水板经排水管排出，
达到土颗粒间位移密实，
加速地基的固结与沉降的
效果；
通过设置由橡胶制成的弹性的缓冲板和缓冲条，
使其受压变形，
从而保护波浪形的基
板，
避免排水板排水受阻 ，
提高排水效率；
通过在抛石坑的上端两侧设置钢板，
并从中间向
两侧进行抛石，
在具有一定强度的地基上，
进一步加固地基，
实现围海滩涂路基施工。
[0026] 上述实施例是对本发明的说明，
不是对本发明的限定，
任何对本发明简单变换后
的方案均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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