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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适用于软土地基的低桩重力式码头及其施

工方法，本发明属于码头领域，它为了解决现有

重力式码头受地基土性质影响，普遍存在较大的

工后沉降以及工期较长的问题。本发明低桩重力

式码头包括多个刚性基桩、钢筋砼结构底板、素

砼墙身和钢筋砼压顶，该低桩重力式码头的结构

基础采用刚性基桩，刚性基桩的底部进入硬质土

层，刚性基桩的上部依次铺设碎石垫层和素砼垫

层，刚性基桩的顶部浇筑有钢筋砼结构底板，在

素砼墙身的顶面设置有钢筋砼压顶，素砼墙身的

墙后由下至上依次设置有抛石回填结构层、倒滤

层、土工布和宕渣层。本发明利用刚性基桩性能，

不仅可有效控制沉降及水平位移，亦对码头整体

稳定起到加固效果，并有效缩短码头施工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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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适用于软土地基的低桩重力式码头，其特征在于该适用于软土地基的低桩重力式码

头包括多个刚性基桩(10)、钢筋砼结构底板(40)、素砼墙身(50)和钢筋砼压顶(60)，该低桩

重力式码头的结构基础采用刚性基桩(10)，刚性基桩(10)的底部插入硬质土层，刚性基桩

(10)的上部依次铺设碎石垫层(20)和素砼垫层(30)，刚性基桩(10)的顶部浇筑有钢筋砼结

构底板(40)，钢筋砼结构底板(40)的上板面设置素砼墙身(50)，在素砼墙身(50)的顶面设

置有钢筋砼压顶(60)，素砼墙身(50)的墙后由下至上依次设置有抛石回填结构层(501)、倒

滤层(503)、土工布(504)和宕渣层(502)。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适用于软土地基的低桩重力式码头，其特征在于所述刚性基

桩(10)为PHC桩或灌注桩。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适用于软土地基的低桩重力式码头，其特征在于刚性基桩

(10)顶部部分进入钢筋砼结构底板(40)，且顶部进入钢筋砼结构底板(40)的深度为10～

50cm。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适用于软土地基的低桩重力式码头，其特征在于所述碎石垫

层(20)的厚度为15～25cm，所述素砼垫层(30)的厚度为8～15cm。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适用于软土地基的低桩重力式码头，其特征在于所述钢筋砼

结构底板(40)前部设置片石护脚(401)。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适用于软土地基的低桩重力式码头，其特征在于所述素砼墙

身(50)临水侧设置20:1～10:1坡度。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适用于软土地基的低桩重力式码头，其特征在于所述素砼墙

身(50)采用衡重式挡墙结构。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适用于软土地基的低桩重力式码头，其特征在于所述钢筋砼

压顶(60)的前沿设置钢筋砼结构护轮坎(601)，护轮坎(601)采用外沿弧形钢板(602)包边。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适用于软土地基的低桩重力式码头，其特征在于素砼墙身

(50)墙前设置有橡胶护舷(505)。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适用于软土地基的低桩重力式码头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该

施工方法按下列步骤实现：

一、场地平整：挖除场地表层耕植土，平整场地；

二、基桩施工：在场地内进行刚性基桩(10)的施工，打桩顺序从岸侧到水侧；

三、基坑开挖：对基坑进行开挖；

四、底板施工：刚性基桩(10)的钢筋与钢筋砼结构底板(40)的钢筋有效连接，然后浇筑

钢筋砼结构底板(40)，刚性基桩(10)与钢筋砼结构底板(40)之间依次铺设碎石垫层(20)和

素砼垫层(30)；

五、墙身砌筑：在钢筋砼结构底板(40)的上板面砌筑素砼墙身(50)，同时在素砼墙身

(50)的墙后分层依次回填抛石回填结构层(501)、倒滤层(503)、土工布(504)和宕渣层

(502)，并进行分层夯实；

六、辅助设施施工：浇筑码头前沿的作业带路面(A)，完成低桩重力式码头的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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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软土地基的低桩重力式码头及其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码头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适用于软土地基的低桩重力式码头及其施工

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重力式码头兼具船舶靠泊及挡土双重功能，具有悠久的使用历史。但该码头结构

对地基承载力有较高要求，沉降位移受地基土性质控制，普遍具有较大的工后沉降。在淤泥

质土、粘土、粉土等软土地基上建设重力式码头，必须经过可靠的地基处理措施。目前普遍

采用的基础土体换填、抛石挤淤等地基方法的处理深度存在较大限制，且处理结果普遍不

理想；爆破挤淤对周边已有构(建)筑物安全性存在极大影响；桩土复合地基亦存在工程投

资大、施工工序多的缺点，最突出的问题在于该结构对沉降的控制结果普遍不理想。因此软

土地基(特别是淤泥质土地基)一般采用高桩码头结构型式，利用桩基础把上部荷载传递到

地基深处的持力层，同时对沉降控制结果良好，但高桩码头没有挡土功能，需另行建造挡土

结构，当淤泥质土等软土较深厚或码头结构必须接近陆域时(例如限制性内河航道周边建

设码头)，高桩码头的优势立即失效，依旧需要选用重力式码头。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现有重力式码头受地基土性质影响，普遍存在较大的工

后沉降以及工期较长的问题，而提供一种适用于软土地基的低桩重力式码头及其施工方

法。

[0004] 本发明适用于软土地基的低桩重力式码头包括多个刚性基桩、钢筋砼结构底板、

素砼墙身和钢筋砼压顶，该低桩重力式码头的结构基础采用刚性基桩，刚性基桩的底部插

入硬质土层，刚性基桩的上部依次铺设碎石垫层和素砼垫层，刚性基桩的顶部浇筑有钢筋

砼结构底板，钢筋砼结构底板的上板面设置素砼墙身，在素砼墙身的顶面设置有钢筋砼压

顶，素砼墙身的墙后由下至上依次设置有抛石回填结构层、倒滤层、土工布和宕渣层。

[0005] 本发明低桩重力式码头中的低桩指的是基桩露出泥面后立即进入上部结构物，即

基桩不存在接触外部环境的情况。

[0006] 进一步地，所述刚性基桩底部进入硬质土层，用于控制沉降。

[0007] 进一步地，所述钢筋砼结构底板顶面与码头设计底面高程一致。

[0008] 进一步地，所述素砼墙身在靠船范围内设置钢筋砼护面，用于保护墙身结构强度。

[0009] 进一步地，所述素砼墙身采用衡重式挡墙结构，用于确保前后压力均衡，保证基桩

利用率，控制沉降。

[0010] 本发明适用于软土地基的低桩重力式码头的施工方法按下列步骤实现：

[0011] 一、场地平整：挖除场地表层耕植土，平整场地；

[0012] 二、基桩施工：在场地内进行刚性基桩的施工，打桩顺序从岸侧到水侧；

[0013] 三、基坑开挖：对基坑进行开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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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四、底板施工：刚性基桩的钢筋与钢筋砼结构底板的钢筋有效连接(焊接或绑扎并

满足规范要求)，然后浇筑钢筋砼结构底板，刚性基桩与钢筋砼结构底板之间依次铺设碎石

垫层和素砼垫层；

[0015] 五、墙身砌筑：在钢筋砼结构底板的上板面砌筑素砼墙身，同时在素砼墙身的墙后

分层依次回填抛石回填结构层、倒滤层、土工布和宕渣层，并进行分层夯实；

[0016] 六、辅助设施施工：浇筑码头前沿的作业带路面，完成低桩重力式码头的施工。

[0017] 本发明适用于软土地基的低桩重力式码头包括以下有益效果：

[0018] 1、本发明结构设计合理，可充分利用刚性基桩性能，不仅可有效控制沉降及水平

位移，亦对码头整体稳定起到加固效果；

[0019] 2、本发明可有效缩短同类型码头施工工期，工期可约为高桩码头的1/2；

[0020] 3、本发明低桩重力式码头与高桩码头相比，具有经济性高、施工便利的特点。

附图说明

[0021] 图1是本发明适用于软土地基的低桩重力式码头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具体实施方式一：本实施方式适用于软土地基的低桩重力式码头包括多个刚性基

桩10、钢筋砼结构底板40、素砼墙身50和钢筋砼压顶60，该低桩重力式码头的结构基础采用

刚性基桩10，刚性基桩10的底部插入硬质土层，刚性基桩10的上部依次铺设碎石垫层20和

素砼垫层30，刚性基桩10的顶部浇筑有钢筋砼结构底板40，钢筋砼结构底板40的上板面设

置素砼墙身50，在素砼墙身50的顶面设置有钢筋砼压顶60，素砼墙身50的墙后由下至上依

次设置有抛石回填结构层501、倒滤层503、土工布504和宕渣层502。

[0023] 本实施方式所述宕渣层502的含泥量范围为0～5％。所述的硬质土层为圆砾、强风

化岩或中风化岩层。刚性基桩穿过碎石垫层和素砼垫层，刚性基桩的顶部浇筑有钢筋砼结

构底板。

[0024] 本实施方式钢筋砼结构底板的下板面与素砼垫层相接触。

[0025] 具体实施方式二：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不同的是所述刚性基桩10为PHC

桩或灌注桩。

[0026] 具体实施方式三：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或二不同的是刚性基桩10顶部部

分进入钢筋砼结构底板40，且顶部进入钢筋砼结构底板40的深度为10～50cm。

[0027] 具体实施方式四：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三之一不同的是所述碎石垫层

20的厚度为15～25cm，所述素砼垫层30的厚度为8～15cm。

[0028] 具体实施方式五：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四之一不同的是所述钢筋砼结

构底板40前部设置片石护脚401。

[0029] 具体实施方式六：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五之一不同的是所述素砼墙身

50临水侧设置20:1～10:1坡度。

[0030] 具体实施方式七：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六之一不同的是所述素砼墙身

50采用衡重式挡墙结构。

[0031] 具体实施方式八：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七之一不同的是在素砼墙身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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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在设计低水位以上设置斜度为1:10的泄水管507。

[0032] 本实施方式中设计低水位是指90％～95％保证率下的水位值，是码头可使用的最

低水位。

[0033] 本实施方式在泄水管507后侧管口设置一层泄水管土工布509，然后设置粗砂碎石

倒滤层508、最外层再设置一层泄水管土工布509。

[0034] 具体实施方式九：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八之一不同的是所述钢筋砼压

顶60的前沿设置钢筋砼结构护轮坎601，护轮坎601采用外沿弧形钢板602包边。

[0035] 具体实施方式十：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八之一不同的是素砼墙身50墙

前设置有(横纵布置的)橡胶护舷505。

[0036] 具体实施方式十一：本实施方式适用于软土地基的低桩重力式码头的施工方法按

下列步骤实施：

[0037] 一、场地平整：挖除场地表层耕植土，平整场地；

[0038] 二、基桩施工：在场地内进行刚性基桩10的施工，打桩顺序从岸侧到水侧；

[0039] 三、基坑开挖：对基坑进行开挖；

[0040] 四、底板施工：刚性基桩10的钢筋与钢筋砼结构底板40的钢筋有效连接(焊接或绑

扎并满足规范要求)，然后浇筑钢筋砼结构底板40，刚性基桩10与钢筋砼结构底板40之间依

次铺设碎石垫层20和素砼垫层30；

[0041] 五、墙身砌筑：在钢筋砼结构底板40的上板面砌筑素砼墙身50，同时在素砼墙身50

的墙后分层依次回填抛石回填结构层501、倒滤层503、土工布504和宕渣层502，并进行分层

夯实；

[0042] 六、辅助设施施工：浇筑码头前沿的作业带路面A，完成低桩重力式码头的施工。

[0043] 实施例：本实施例适用于软土地基的低桩重力式码头的施工方法按下列步骤实

施：

[0044] 一、场地平整：挖除场地表层耕植土，平整场地；

[0045] 二、基桩施工：按照坐标放样，在场地内进行刚性基桩10的施工，打桩顺序从岸侧

到水侧；

[0046] 三、基坑开挖：对基坑进行开挖；

[0047] 四、底板施工：刚性基桩10的钢筋与钢筋砼结构底板40的钢筋有效连接，然后浇筑

钢筋砼结构底板40，刚性基桩10与钢筋砼结构底板40之间依次铺设碎石垫层20和素砼垫层

30；

[0048] 五、墙身砌筑：在钢筋砼结构底板40的上板面砌筑素砼墙身50，同时在素砼墙身50

的墙后分层依次回填抛石回填结构层501、倒滤层503、土工布504和宕渣层502，并进行分层

夯实；

[0049] 六、辅助设施施工：浇筑码头前沿的作业带路面A，安装辅助设施，完成低桩重力式

码头的施工。

[0050] 当基坑开挖时，边坡坡度根据地质情况确定，若挡墙高度较高，且土质较差，增设

宽度为1～2m的马道，用于保证基坑稳定；

[0051] 要求除按设计边坡放坡外，对局部淤泥质土体难以形成设计边坡的部分及距离现

有结构较近部分可采用钢板桩作为临时边坡支护。同时做好基坑的安全维护与排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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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要作好航道水域围堰安全；开挖基坑的土方严禁堆放在开挖线20m范围内，以防施工期

间土体滑坡。

[0052] 本实施例适用于软土地基的低桩重力式码头的结构图如图1所示，图中B代表软土

(包括淤泥)，C代表硬质稳定土层。

[0053] 当砌筑素砼墙身50，一边砌筑墙身，一边分层回填素砼墙身50后方抛石回填结构

层501、宕渣层502，要求密实，素砼墙身50与后方回填物成阶梯同步升高；当砌筑素砼墙身

50至常水位以上20～30cm，后方回填至常水位，放水反压，以平衡墙体，回填可采用小型机

械分层夯实。所述素砼墙身50在靠船范围内设置钢筋砼护面506，用于保护墙身结构强度。

[0054] 辅助设施的安装，包括但不限于铁梯、橡胶护舷、系船柱等辅助设施。

[0055] 虽然在本文中参照了特定的实施方式来描述本发明，但是应该理解的是，这些实

施例仅仅是本发明的原理和应用的示例。因此应该理解的是，可以对示例性的实施例进行

许多修改，并且可以设计出其他的布置，只要不偏离所附权利要求所限定的本发明的精神

和范围。应该理解的是，可以通过不同于原始权利要求所描述的方式来结合不同的从属权

利要求和本文中所述的特征。还可以理解的是，结合单独实施例所描述的特征可以使用在

其他所述实施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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