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120424110.6

(22)申请日 2021.02.26

(73)专利权人 中国水利水电第五工程局有限公

司

地址 610065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一环路

东四段8号

(72)发明人 熊亮　赵云飞　梁涛　孙林智　

唐晖　

(74)专利代理机构 成都禾创知家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51284

代理人 刘军

(51)Int.Cl.

E02B 8/00(2006.01)

E02B 8/06(2006.01)

E02B 7/06(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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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面板堆石坝坝面导

流沟结构，包括在堆石坝面上开挖的沟槽，在该

沟槽的两侧分别铺设有第一彩条布和第二彩条

布，第一彩条布和第二彩条布的长度方向与沟槽

的长度方向平行，第一彩条布和第二彩条布分别

从沟槽两侧的堆石坝面上一直铺设至沟槽内并

在沟槽内重叠设置，第一彩条布和第二彩条布位

于堆石坝面上的部分通过固定重物压住；所述沟

槽的宽度从上游到下游逐渐增加。本实用新型施

工简单，材料投入少，施工成本低，能够有效解决

面板堆石坝体在堆石填筑施工期间度汛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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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面板堆石坝坝面导流沟结构，其特征在于：包括在堆石坝面（2）上开挖的沟槽

（5），在该沟槽（5）的两侧分别铺设有第一彩条布（3）和第二彩条布（6），第一彩条布（3）和第

二彩条布（6）的长度方向与沟槽（5）的长度方向平行，第一彩条布（3）和第二彩条布（6）分别

从沟槽（5）两侧的堆石坝面（2）上一直铺设至沟槽（5）内并在沟槽（5）内重叠设置，第一彩条

布（3）和第二彩条布（6）位于堆石坝面（2）上的部分通过固定重物（4）压住；所述沟槽（5）的

宽度从上游到下游逐渐增加；

还包括有导流板，所述导流板包括水平设置的导流横板（81）、竖向设置的导流竖板

（82）和连接于导流横板（81）与导流竖板（82）之间的支撑件（83），导流竖板（82）的顶端与导

流横板（81）的一端固定连接，支撑件（83）则连接于导流横板（81）与导流竖板（82）的连接

处。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面板堆石坝坝面导流沟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导流横板

（81）和导流竖板（82）采用金属板制成，所述支撑件（83）采用金属件制成。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面板堆石坝坝面导流沟结构，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有封堵

板，所述封堵板包括水平设置的支撑横板（71）、竖向设置的封闭竖板（72）和用于连接支撑

横板（71）与封闭竖板（72）的稳固件（73）及加强件（74）；支撑横板（71）的一端与封闭竖板

（72）的中部固定连接，稳固件（73）连接于支撑横板（71）的上表面和封闭竖板（72）的上部之

间，加强件（74）连接于支撑横板（71）的下表面和封闭竖板（72）的下部之间。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面板堆石坝坝面导流沟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横板

（71）和封闭竖板（72）采用金属板制成，所述稳固件（73）及加强件（74）采用金属件制成。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面板堆石坝坝面导流沟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重物

（4）为块石、沙袋或混凝土块。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面板堆石坝坝面导流沟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沟槽（5）的

横截面为矩形、梯形或弧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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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面板堆石坝坝面导流沟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堆石坝技术领域，具体涉及到一种面板堆石坝坝面导流沟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混凝土面板堆石坝是一种很常用的坝型，坝体由堆石组成，上游面用钢筋混凝土

防渗。堆石坝的主体是用石料填筑，配以防渗体建成的坝，它是土石坝的一种，这种坝的优

点是可充分利用当地天然材料，能适应不同的地质条件，施工方法比较简便，抗震性能好

等。其不足是一般需在坝外设置施工导流和泄洪建筑物。堆石坝坝体由堆石和防渗体组成，

堆石占坝体积的50%以上，经抛填或碾压而成土石坝。堆石坝有悠久的历史。中国公元前256

～前251年修建的四川都江堰水利工程，就是用竹笼装卵石叠成的。约公元200年，印度南部

建成了高韦里河三角洲系统砌石堰工程，用于灌溉。500多年前修建的中国四川高岩头溢流

堆石坝坝高3m，溢流量1000m/s，溢流面是用条石干砌的，至今仍在运用。19世纪中叶美国在

西部的偏远矿区，修建了早期的堆石坝，上游面采用木板防渗。1931年美国建成了高100m的

盐泉堆石坝，防渗体为钢筋混凝土面板。1934年德国修建了世界第一座高13m的阿梅克沥青

混凝土斜墙堆石坝。

[0003] 由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堆石主要采用码砌或自高处向下抛填，再辅以压力

水冲实的方法施工，对石料的块径和强度要求高。抛填的堆石坝，坝的密实度较低，建成后

有较大的沉陷，容易造成防渗体破坏而引起类型坝体漏水。因此，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世

界上修建的堆石坝数量不多，大于100m的高坝更少。20世纪50年代出现了用定向爆破方法

修建堆石坝。中国已建成坝高82.5m的石砭峪坝。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重型振动碾等机

械的出现，坝体堆石可碾压到相当高的密度，使坝的沉陷量大大减小，对石料也只要求一般

的强度，并可将溢洪道、输水洞开挖出的石料用于填筑坝壳。这就使工程具有投资省、施工

速度快和质量好等优点，从而出现了高堆石坝比重增加的趋势，坝的高度现已超过200m。

1980年墨西哥修建的奇科阿森堆石坝，坝高261m。钢筋混凝土面板碾压堆石坝也是60年代

以后发展起来的，世界上最高的钢筋混凝土面板堆石坝是巴西1980年建成的高160m的福

斯－杜阿雷亚坝。中国湖北省的西北口钢筋混凝土面板堆石坝，最大坝高85m。

[0004] 堆石坝坝体填筑施工期一般都较长，大部分要经历雨季，这就存在度汛的问题，一

般设计有导流建筑物，但是有些项目在汛期时导流建筑物还无法形成，或者遇到超标洪水，

造成无法导流或导流能力不足，而使超标的洪水漫坝，这样会造成坝体破坏或使细颗粒被

带走，造成坝体沉降量增大，如果进行处理，成本很高，而且工期也会滞后。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提供一种面板堆石坝坝面导流沟结构，用于解

决面板堆石坝在填筑施工期间安全度汛的问题，该导流沟施工简单，使用方便，材料投入

少。

[0006]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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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一种面板堆石坝坝面导流沟结构，包括在堆石坝面上开挖的沟槽，在该沟槽的两

侧分别铺设有第一彩条布和第二彩条布，第一彩条布和第二彩条布的长度方向与沟槽的长

度方向平行，第一彩条布和第二彩条布分别从沟槽两侧的堆石坝面上一直铺设至沟槽内并

在沟槽内重叠设置，第一彩条布和第二彩条布位于堆石坝面上的部分通过固定重物压住；

所述沟槽的宽度从上游到下游逐渐增加；

[0008] 还包括有导流板，所述导流板包括水平设置的导流横板、竖向设置的导流竖板和

连接于导流横板与导流竖板之间的支撑件，导流竖板的顶端与导流横板的一端固定连接，

支撑件则连接于导流横板与导流竖板的连接处。

[0009] 作为上述方案的进一步技术方案，所述导流横板和导流竖板采用金属板制成，所

述支撑件采用金属件制成。

[0010] 作为上述方案的进一步技术方案，还包括有封堵板，所述封堵板包括水平设置的

支撑横板、竖向设置的封闭竖板和用于连接支撑横板与封闭竖板的稳固件及加强件；支撑

横板的一端与封闭竖板的中部固定连接，稳固件连接于支撑横板的上表面和封闭竖板的上

部之间，加强件连接于支撑横板的下表面和封闭竖板的下部之间。

[0011] 作为上述方案的进一步技术方案，所述支撑横板和封闭竖板采用金属板制成，所

述稳固件及加强件采用金属件制成。

[0012] 作为上述方案的进一步技术方案，所述固定重物为块石、沙袋或混凝土块。

[0013] 作为上述方案的进一步技术方案，所述沟槽的横截面为矩形、梯形或弧形。

[0014] 本实用新型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如下优点和有益效果：施工简单，材料投入少，

施工成本低，能够有效解决面板堆石坝体在堆石填筑施工期间度汛的问题。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横截面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0017] 图3为本实用新型中封堵板横截面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4为本实用新型中导流板横截面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中各标号的释义为：堆石坝体1，堆石坝面2，第一彩条布3，固定重物4，沟槽5，第

二彩条布6，支撑横板71，封闭竖板72，稳固件73，加强件74，导流横板81，导流竖板82，支撑

件83。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

清楚、完整地描述，以便对本实用新型的构思、所解决的技术问题、构成技术方案的技术特

征和带来的技术效果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0021] 显然，对这些实施例的说明是示意性的，并不构成对本实用新型的具体限定，所描

述的实施例仅是本实用新型的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通常在此处附图中描

述和示出的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组件可以以各种不同的配置来布置和设计。因此，以下对

在附图中提供的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的详细描述并非旨在限制要求保护的本实用新型的

范围，而是仅仅表示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例。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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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人员在没有作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实用新型的保

护范围。

[0022] 如图1‑图2所示，本实用新型所述的一种面板堆石坝坝面导流沟结构包括设于堆

石坝体1顶部堆石坝面2内的沟槽5，该沟槽5为长条状凹沟，作为泄洪沟使用。该沟槽5的横

截面可为矩形，梯形，弧形等，无论该沟槽5最终采用何种横截面形状都不会对泄洪效果造

成太大的影响。在该沟槽5的两侧分别铺设有第一彩条布3和第二彩条布6，第一彩条布3和

第二彩条布6的长度方向与沟槽5的长度方向平行，第一彩条布3和第二彩条布6分别从沟槽

5两侧的堆石坝面2上一直铺设至沟槽5内并在沟槽5内重叠设置，第一彩条布3和第二彩条

布6位于堆石坝面2上的部分通过固定重物4压住，防止被洪水冲走。可使用开挖出的块石作

为固定重物4压放在彩条布上，也可使用沙袋、枕石、混凝土块等作为固定重物4。使用开挖

出的块石最为实惠，泄完洪后可将该块石填回沟槽5内，方便快捷，不需要额外的成本。若需

沿沟槽5的长度方向铺设多块彩条布，则位于上游的彩条布末端压盖在位于下游的彩条布

头端上，不正确的压盖方式可能导致彩条布被冲走，从而破坏沟槽5，影响泄洪效果。为了确

保沟槽5不被迅急的洪水冲毁，所述沟槽5从上游到下游逐渐变宽，湍急的水流会从沟槽5入

口处的集中状态逐渐扩展分散，从而逐渐减小对沟槽5内壁的冲击力，确保沟槽5能长时间

抵抗冲击，经久耐用。

[0023] 由于使用上游窄、下游宽的沟槽5结构，沟槽5的入口处将承受较大的冲击力，为避

免沟槽5的入口处将被冲毁，故在该入口处加设有导流板。如图4所示，所述导流板包括水平

设置的导流横板81、竖向设置的导流竖板82和连接于导流横板81与导流竖板82之间的支撑

件83，导流竖板82的顶端与导流横板81的一端固定连接，支撑件83则连接于两者的连接处，

用于加强两者的连接强度。使用时，将导流横板81放置在沟槽5的入口处贴地，导流竖板82

则紧贴入口处的冲刷面，从而避免洪水直接冲刷土体，使沟槽5更耐冲击。

[0024] 在洪水季，通常是在一段时间内反复下大雨，造成往复积水，从而需要往复泄洪。

由于施工人员无法预测暴雨来临的准确时刻，且大多数工程施工周期紧张，赶进度，因此在

雨停后通常都需要立马施工。而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还需要雨水集聚，以便对抽取积水使用，

因此，要确保沟槽5能够反复使用。为此，特地增设了封堵板，如图3所示，所述封堵板包括水

平设置的支撑横板71、竖向设置的封闭竖板72和用于连接支撑横板71与封闭竖板72的稳固

件73及加强件74。支撑横板71的一端与封闭竖板72的中部固定连接，稳固件73连接于支撑

横板71的上表面和封闭竖板72的上部之间，加强件74连接于支撑横板71的下表面和封闭竖

板72的下部之间。稳固件73及加强件74能极大地加强支撑横板71和封闭竖板72之间的连接

强度。使用时，将支撑横板71放置在沟槽5的入口处贴地，封闭竖板72则紧贴入口处的冲刷

面，从而避免洪水进入沟槽5，做到了沟槽5的封堵。需要泄洪时再将封堵板取走，从而保证

了沟槽5的反复使用，还能避免需要的雨水流失，避免了对沟槽5的反复开挖而增加工期。

[0025] 本实用新型的实施过程如下：堆石坝体1在填筑施工期间遇到暴雨，发生超标洪水

时，立即用反铲在堆石坝面2从上游向下游开挖一沟槽5，人工对沟槽5的内面进行整理，使

沟槽5内部平顺。然后将彩条布从上游至下游铺到沟槽5内，先铺设第一彩条布3，再铺设第

二彩条布6，确保沟槽5内第二彩条布6压盖在第一彩条布3的上方。或先铺设第二彩条布6，

再铺设第一彩条布3，确保沟槽5内第一彩条布3压盖在第二彩条布6的上方。彩条布两侧铺

到堆石坝面2上，然后彩条布左右两侧分别用固定重物4压住，固定重物4随机摆放，压住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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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布即可。彩条布一直铺到堆石坝体1的下游面，这样超标的洪水可以从铺好彩条布的沟槽

5内排到堆石坝体1下游，此导流沟可以根据洪水量可以增加几个。暴雨过后，将彩条布依次

回收，先收回位于上方的彩条布，再收回位于下方的彩条布，采用第一彩条布3和第二彩条

布6的方式就是为了方便取出，如果仅设置为一个整体的彩条布，在洪水过后，由于彩条布

上堆积的淤泥，将很难将彩条布取出。然后用反铲将沟槽5两侧削顺，回填堆石料加强碾压

即可继续填筑施工。本实用新型所述的一种面板堆石坝坝面导流沟结构，施工简单，材料投

入少，施工成本低，有效地解决了面板堆石坝度汛的问题，能够有效降低工程成本。

[0026] 在本实用新型的描述中，需要说明的是，术语“内”、“外”、“上”、“下”、“水平”等指

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为基于附图所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或者是该实用新型产品使用时惯

常摆放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仅是为了便于描述本实用新型和简化描述，而不是指示或暗示

所指的装置或元件必须具有特定的方位、以特定的方位构造和操作，因此不能理解为对本

实用新型的限制。此外，术语“第一”、“第二”、“第三”等仅用于区分描述，而不能理解为指示

或暗示相对重要性。除非另有明确的规定和限定，术语“设置”、“相连”、“安装”、“连接”应做

广义理解，例如，可以是固定连接，也可以是可拆卸连接，或一体地连接；可以是机械连接，

也可以是电连接；可以是直接相连，也可以通过中间媒介间接相连，可以是两个元件内部的

连通。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具体情况理解上述术语在本实用新型中的具

体含义。

[0027]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方式而已，并不用于限制本实用新型，对于

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本实用新型可以有各种更改和变化。凡在本实用新型的精神和原

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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