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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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22136481.X

(22)申请日 2019.12.03

(73)专利权人 中国电建集团成都勘测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

地址 610072 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浣花北

路1号

(72)发明人 杜震宇　刘跃　张清琼　张娅琴　

谢金元　陈军　杨斌　

(74)专利代理机构 成都虹桥专利事务所(普通

合伙) 51124

代理人 成杰

(51)Int.Cl.

E02D 19/04(2006.01)

E02D 5/38(2006.01)

(ESM)同样的发明创造已同日申请发明专利

 

(54)实用新型名称

可在急流状态下进行深水区掏空修复的结

构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可在急流状态下进行

深水区掏空修复的结构，属于水下掏空修复施工

技术领域。本实用新型包括岸坡和河床，岸坡底

部具有掏空区域，在掏空区域外侧沿着河床长度

方向布置有一排混凝土抗冲桩，相邻混凝土抗冲

桩相互咬合形成连续的群桩结构，混凝土抗冲桩

的桩底深入河床下部新鲜基岩3.0m～5.0m，混凝

土抗冲桩具有预设的套筒作为桩身混凝土模板，

套筒嵌入河床内。掏空区域外侧的连续的混凝土

抗冲桩既可以起到水下围堰的作用，又可以起到

掏空区域水下混凝土不透水模板的作用，还可以

起到后期抗冲防淘作用。本实用新型可适用于深

水区域掏空修复，不需要再修筑土石围堰，能够

满足现实需要，且结构稳定，耐久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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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可在急流状态下进行深水区掏空修复的结构，包括岸坡(1)和河床(2)，岸坡(1)底部

具有掏空区域(3)，其特征在于：在掏空区域(3)外侧沿着河床(2)长度方向布置有一排混凝

土抗冲桩(4)，相邻混凝土抗冲桩(4)相互咬合形成连续的群桩结构，混凝土抗冲桩(4)的桩

底深入河床(2)下部新鲜基岩3.0m～5.0m，混凝土抗冲桩(4)具有预设的套筒(5)作为桩身

混凝土模板，套筒(5)嵌入河床内。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在急流状态下进行深水区掏空修复的结构，其特征在于：混凝

土抗冲桩(4)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套筒(5)为钢套筒。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在急流状态下进行深水区掏空修复的结构，其特征在于：在掏

空区域(3)外侧布置多排混凝土抗冲桩(4)，相邻混凝土抗冲桩(4)之间相互咬合，形成连续

的群桩结构。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在急流状态下进行深水区掏空修复的结构，其特征在于：岸坡

(1)坡面上布设有混凝土灌注孔(6)兼做排气孔。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可在急流状态下进行深水区掏空修复的结构，其特征在于：混凝

土灌注孔(6)兼做排气孔的同时，兼做回填灌浆孔。

6.如权利要求1至5中任意一项所述的可在急流状态下进行深水区掏空修复的结构，其

特征在于：混凝土抗冲桩(4)配设有施工栈桥，施工栈桥从下往上结构依次为：支墩(7)、横

梁(8)、贝雷梁(9)、桥面分配梁(10)、桥面钢板(11)。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可在急流状态下进行深水区掏空修复的结构，其特征在于：支墩

(7)包括横桥向支墩和纵桥向支墩，横桥向支墩和纵桥向支墩间采用槽钢和拉杆进行加固；

横梁(8)采用双拼工字钢焊接铺设，连接贝雷梁(9)的端头加设限位装置；横梁(8)与支墩

(7)间用加强牛腿(12)进行加固。

8.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可在急流状态下进行深水区掏空修复的结构，其特征在于：贝雷

梁(9)采用两组三排单层的桁架组合形式，纵向用贝雷销链接，横向用90型定型支撑片链

接，贝雷梁(9)的贝雷片与横梁(8)间用U型铁件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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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急流状态下进行深水区掏空修复的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可在急流状态下进行深水区掏空修复的结构，属于水下掏空

修复施工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水电站下游泄洪消能区水流紊动严重，常导致泄水建筑物本岸及出口对岸基础发

生掏空冲刷，进而引发边坡失稳破坏，甚至影响建筑物的安全运行。

[0003] 对深度较浅且河道内流速较小的水下掏空区域，目前常规的修复方法是在掏空区

域外侧修筑纵向土石围堰后创造相对静水区，在土石围堰内侧相对静水区利用水下蛙人辅

助立模后浇筑水下混凝土，待水下混凝土达到设计强度后，拆除土石围堰，详见附图1。

[0004] 目前，随着一大批大中型水电站建成运行，大量的大泄量、高水头泄洪建筑物长时

间运行，下游泄洪消能区本岸及出口对岸基础发生掏空破坏情况愈演愈烈，且由于下游泄

洪消能区常与原始河道衔接；并易受尾水出口水流影响，河道流速大，枯期流速时常大于

3m/s；另外现阶段的水下掏刷不断向底部发展，水下掏空深度常大于5m，有些甚至超过10m。

[0005] 针对急流状态下深水区的水下掏空修复问题，常规的水下掏空修复结构及施工方

法存在以下不足：

[0006] ①土石围堰在急流状态下的深水区域难以成型，或即使土石围堰最终形成，相应

的土石围堰工程量及损耗量也将是一个天文数字；

[0007] ②水下蛙人工作安全流速需小于1.5m/s，针对急流状态的水下掏空修复，继续采

用蛙人来辅助安装模板安全风险极高；

[0008] ③随着水下掏空的深度的加大，高直墙的水下混凝土结构的稳定性及耐久性变

差。

[0009] 综上所述，常规的水下掏空修复结构及施工方法已不再能满足现状，无法在急流

状态下进行深水区掏空修复。

实用新型内容

[0010] 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可在急流状态下进行深水区掏空修

复的结构。

[0011]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可在急流状态下进行深水

区掏空修复的结构，包括岸坡和河床，岸坡底部具有掏空区域，在掏空区域外侧沿着河床长

度方向布置有一排混凝土抗冲桩，相邻混凝土抗冲桩相互咬合形成连续的群桩结构，混凝

土抗冲桩的桩底深入河床下部新鲜基岩3.0m～5.0m，混凝土抗冲桩具有预设的套筒作为桩

身混凝土模板，套筒嵌入河床内。混凝土抗冲桩可以采用旋挖钻机旋挖工艺进行施工，或者

采用搓管机挫钻工艺进行施工。

[0012] 进一步的是：混凝土抗冲桩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套筒为钢套筒。

[0013] 进一步的是：在掏空区域外侧布置多排混凝土抗冲桩，相邻混凝土抗冲桩之间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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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咬合，形成连续的群桩结构。

[0014] 进一步的是：岸坡坡面上布设有混凝土灌注孔兼做排气孔。

[0015] 进一步的是：混凝土灌注孔兼做排气孔的同时，兼做回填灌浆孔。

[0016] 进一步的是：混凝土抗冲桩配设有施工栈桥，施工栈桥从下往上结构依次为：支

墩、横梁、贝雷梁、桥面分配梁、桥面钢板。

[0017] 进一步的是：支墩包括横桥向支墩和纵桥向支墩，横桥向支墩和纵桥向支墩间采

用槽钢和拉杆进行加固；横梁采用双拼工字钢焊接铺设，连接贝雷梁的端头加设限位装置；

横梁与支墩间用加强牛腿进行加固。

[0018] 进一步的是：贝雷梁采用两组三排单层的桁架组合形式，纵向用贝雷销链接，横向

用90 型定型支撑片链接，贝雷梁的贝雷片与横梁间用U型铁件连接。

[0019] 施工栈桥可以采用“钓鱼法”施工，从掏空区域的上、下游岸边往中间双向推进。

[0020]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掏空区域外侧的连续的混凝土抗冲桩既可以起到水下

围堰的作用，又可以起到掏空区域水下混凝土不透水模板的作用，还可以起到后期抗冲防

淘作用。因在混凝土抗冲桩群内侧形成了相对静水区，混凝土抗冲桩的兼做模板作用，再通

过混凝土灌注通道浇筑水下混凝土，水下混凝土完全填充于水下掏空边界与混凝土抗冲桩

之间的区域。本实用新型可适用于深水区域掏空修复，不需要再修筑土石围堰，连续的混凝

土抗冲桩结构起到后期抗冲防淘作用，这种可在急流状态下进行深水区掏空修复的结构，

能够满足现实需要，且结构稳定，耐久性好。

附图说明

[0021] 图1是现有技术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2是本实用新型中可在急流状态下进行深水区掏空修复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3是本实用新型中钢筋混凝土抗冲桩布置大样图；

[0024] 图4是本实用新型中钢筋混凝土抗冲桩平面布置图；

[0025] 图5是本实用新型中深水区钢筋混凝土抗冲桩剖面图；

[0026] 图6是本实用新型中施工栈桥立视图；

[0027] 图7是本实用新型中施工栈桥顺河向视图；

[0028] 图8是本实用新型中“钓鱼法”打设钢管桩示意图；

[0029] 图9是本实用新型中贝雷梁安装示意图。

[0030] 图中标记为：岸坡1，河床2，掏空区域3，混凝土抗冲桩4，套筒5，混凝土灌注孔6，支

墩7，横梁8，贝雷梁9，桥面分配梁10，桥面钢板11，加强牛腿12，桩身混凝土13，土石围堰14，

水下混凝土15，混凝土浇筑通道16，蛙人立模板17，混凝土抗冲桩轴线18。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为便于理解和实施本实用新型，选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例结合附图作进一步说

明。

[0032] 如图2至图5所示，本实用新型包括岸坡1和河床2，岸坡1底部具有掏空区域3，在掏

空区域3外侧沿着河床2长度方向布置有一排混凝土抗冲桩4，相邻混凝土抗冲桩4相互咬合

形成连续的群桩结构，混凝土抗冲桩4的桩底深入河床2下部新鲜基岩3.0m～5.0m，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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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冲桩4具有预设的套筒5作为桩身混凝土模板，套筒5嵌入河床内。混凝土抗冲桩4的桩径

通常为0.5m～2.0m，掏空区域3外侧的连续的混凝土抗冲桩4既可以起到水下围堰的作用，

又可以起到掏空区域3水下混凝土15不透水模板的作用，还可以起到后期抗冲防淘作用。因

在混凝土抗冲桩4群内侧形成了相对静水区，混凝土抗冲桩4的兼做模板作用，再通过混凝

土灌注通道16浇筑水下混凝土15，水下混凝土15完全填充于水下掏空边界与混凝土抗冲桩

4之间的区域。为提高抗冲防淘能力，可在掏空区域3外侧布置多排混凝土抗冲桩4，相邻混

凝土抗冲桩4之间相互咬合，形成连续的群桩结构。混凝土抗冲桩4可采用旋挖钻机旋挖工

艺进行施工，或者采用搓管机挫钻工艺进行施工。

[0033] 为方便实用，混凝土抗冲桩4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套筒5为钢套筒。钢套筒可采用

Q235  钢材，钢套筒壁厚15mm～30mm，可由矩形钢板卷曲而成。

[0034] 岸坡1坡面上布设有混凝土灌注孔6兼做排气孔，按一定的间、排距布置，以保证水

下混凝土浇筑密实，尤其适用于横向掏空宽度较大的深坑。

[0035] 混凝土灌注孔6兼做排气孔的同时，还可以兼做回填灌浆孔，在水下混凝土15浇筑

结束后进行回填灌浆，让水下混凝土15与水下掏空区域边界完全结合。

[0036] 需要说明的是因混凝土抗冲桩4施工属于临水临边工程，混凝土抗冲桩4施工需搭

设施工平台。为方便实施，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方式为：混凝土抗冲桩4配设有施工栈桥，

施工栈桥的宽度约为7.5m～10m，兼作抗冲桩施工平台及道路，跨度6m。施工栈桥从下往上

结构依次为：支墩7、横梁8、贝雷梁9、桥面分配梁10、桥面钢板11。施工栈桥结构见图6  和图

7。

[0037] 为使得施工栈桥结构更可靠，支墩7包括横桥向支墩和纵桥向支墩，横桥向支墩和

纵桥向支墩间采用槽钢和拉杆进行加固；横梁8采用双拼工字钢焊接铺设，连接贝雷梁9的

端头加设限位装置，确保整个桥面稳定；横梁8与支墩7间用加强牛腿12进行加固，起限位和

加固作用。本实施例中施工栈桥结构中支墩7高度约12m，采用Φ820mm钢管桩，横桥向间距 

5m，深入基岩2m；横梁8采用双拼I45b工字钢焊接铺设。

[0038] 贝雷梁9采用两组三排单层的桁架组合形式，纵向用贝雷销链接，横向用90型定型

支撑片链接，贝雷梁9的贝雷片与横梁8间用U型铁件连接以防滑动。本实施例中贝雷梁9采

用  321加强型贝雷片。

[0039] 为方便实施，提高施工效率，施工栈桥采用“钓鱼法”施工，从掏空区域3的上、下游

岸边往中间双向推进。支墩7钢管桩采用履带吊吊挂振动锤逐孔向前打设施工，每孔钢管桩

打设完毕铺设上部结构，上部结构采用汽车吊吊装。钓鱼法施工见图8。

[0040] 栈桥施工工艺流程如下：填筑进场施工道路→试桩及标准跨径静载试验→桥台处

理→钢管桩加工→履带吊吊运钢管桩就位→测量定位→震动下沉钢管桩→钢管桩桩间连

接→横梁8  安装焊接→贝雷梁9安装→桥面分配梁10安装→桥面钢板11铺设→附属设施安

装。贝雷梁  9安装示意见图9。

[0041] 混凝土抗冲桩4施工步骤及流程为：人、材、机配备到位→搭设施工平台→机械就

位→测量定位→抗冲桩成孔→渣土清理→套筒5安装→钢筋笼吊放→桩身混凝土浇筑。

[0042] 本实用新型整体可按如下步骤实施：

[0043] A、搭设混凝土抗冲桩4施工平台，施工平台可采用栈桥结构。

[0044] B、在已搭设好的施工栈桥上进行混凝土抗冲桩4施工，包含钻孔、套筒5定位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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桩身钢筋笼安装、桩身混凝土浇筑。

[0045] C、在岸坡1坡面上按一定的间、排距钻孔，孔径Φ100，兼做混凝土灌注孔6、排气孔

和回填灌浆孔。

[0046] D、通过混凝土抗冲桩4内侧预留混凝土灌注通道16及岸坡1坡面上混凝土灌注孔6

浇筑水下混凝土15。

[0047] E、通过岸坡1坡面上回填灌浆孔进行回填灌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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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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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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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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