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811443944.0

(22)申请日 2018.11.29

(71)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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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政　鞠其凤　张成波　米家立　

刘巧林　朱强　

(74)专利代理机构 成都虹桥专利事务所(普通

合伙) 51124

代理人 杨长青

(51)Int.Cl.

E01C 3/00(2006.01)

E02D 19/04(2006.01)

E02D 17/18(2006.01)

E02D 5/26(2006.01)

E02B 3/18(2006.01)

 

(54)发明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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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低洼沼泽地区吹填特细

砂路基结构及筑路方法，涉及道路工程领域。本

发明首先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低洼沼泽

地区吹填特细砂路基结构，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低洼沼泽地区吹填特细砂路基结构，包括吹填于

水下粘土地基上的水下特细砂层，以及分别沿道

路方向两侧竖向设置的拦砂桩，拦砂桩之间连接

横梁并挂拦砂网，拦砂桩支挡结构既限制筑路材

料在吹填过程中流失，又限制吹填区域路基土深

层滑动，增大软弱地基的抗滑稳定性和承载能

力。水下特细砂层的上部为水上特细砂，水上特

细砂包括围堰和中间层，水上特细砂的上侧设置

次基层。本发明适合筑路材料匮乏，但有大量特

细砂的地区的道路工程，也可用于近海城市的道

路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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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低洼沼泽地区吹填特细砂路基结构，其特征在于：包括吹填于水下粘土地基(1)上方

的水下特细砂层(2)，水下特细砂层(2)沿道路方向的两侧分别竖向设置拦砂桩(3)，拦砂桩

(3)的底部位于水下粘土地基(1)内，拦砂桩(3)之间通过横梁(4)连接并挂拦砂网(5)；水下

特细砂层(2)的上部为水上特细砂层(6)，水上特细砂层(6)沿道路方向的两侧分别形成向

外倾斜的边坡，水上特细砂层(6)的上侧设置次基层(7)。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低洼沼泽地区吹填特细砂路基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水上特细

砂层(6)包括沿道路方向两侧设置的两道围堰(6-1)，两道围堰(6-1)之间为中间层(6-2)，

中间层(6-2)内为吹填的特细砂，中间层(6-2)和围堰(6-1)之间设置防水结构。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低洼沼泽地区吹填特细砂路基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水上特细

砂层(6)在竖直方向上至少两层，各层均包括沿道路方向分别布置的两道围堰(6-1)，以及

两道围堰(6-1)之间的中间层(6-2)，中间层(6-2)内为吹填的特细砂，中间层(6-2)和围堰

(6-1)之间设置防水结构，并且围堰(6-1)位于边坡处。

4.如权利要求2或3所述的低洼沼泽地区吹填特细砂路基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防水

结构为：沿两道围堰(6-1)的顶部、内侧和对应中间层(6-2)的底部设置的横断面呈“U”字形

的隔水膜。

5.如权利要求1、2或3所述的低洼沼泽地区吹填特细砂路基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次

基层(7)为：水上特细砂层(6)的顶部铺设粒料形成的防水兼持力层(7-1)，以及防水兼持力

层(7-1)上部的碎砖或碎石层(7-2)。

6.如权利要求1、2或3所述的低洼沼泽地区吹填特细砂路基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边

坡的坡度小于45°，边坡上还间隔修建急流槽。

7.如权利要求1、2或3所述的低洼沼泽地区吹填特细砂路基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拦

砂桩(3)为竹材，连接筋(9)横梁(4)也为竹材，横梁(4)之间通过竹条(8)连接，拦砂网(5)设

置于竹条(8)内侧；沿道路方向两侧的拦砂桩(3)之间还间隔设置连接筋(9)，或者拦砂桩

(3)与水下特细砂层(2)或水上特细砂层(6)之间间隔设置连接筋(9)。

8.低洼沼泽地区吹填特细砂筑路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沿道路待修筑区两侧在沼泽内设置拦砂桩(3)，拦砂桩(3)的底部插入水下粘土地

基(1)，拦砂桩(3)之间设置横梁(4)，拦砂桩(3)和横梁(4)内侧安装拦砂网(5)；

S2.向拦砂桩(3)之间的区域吹填特细砂，吹填到水面之上1～2米后，修筑围堰(6-1)及

围堰(6-1)外侧的边坡，再铺装隔水膜，并在围堰(6-1)之间继续吹填特细砂；

S3.在围堰(6-1)之间的特细砂吹填1～2米后，修筑围堰(6-1)及围堰(6-1)外侧的边

坡，再铺装隔水膜，并在围堰(6-1)之间继续吹填特细砂；

S4.重复S3，直至达设计高程；

S5.对吹填特细砂形成的水上特细砂层(6)进行碾压；

S6.在水上特细砂层(6)顶部施工次基层(7)。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低洼沼泽地区吹填特细砂筑路方法，其特征在于：S1步骤中，拦

砂桩(3)和横梁(4)均为竹材，横梁(4)之间还设置竖向设置竹条(8)，竹条(8)内侧安装拦砂

网(5)；沿道路方向两侧的拦砂桩(3)之间还设置连接筋(9)。

10.如权利要求8或9所述的低洼沼泽地区吹填特细砂筑路方法，其特征在于：上述S2和

S3步骤中的边坡的坡度小于45°，边坡上间隔修建急流槽，在施工后期边坡上种植植被；S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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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中，施工次基层(7)包括在水上特细砂层(6)的顶部铺设粒料形成防水兼持力层(7-1)，

以及在防水兼持力层(7-1)的上部铺设碎砖或碎石层(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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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洼沼泽地区吹填特细砂路基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路基工程领域，尤其是一种利用吹填的特细砂在低洼沼泽地区修筑的

路基结构与筑路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位于冲积平原的国家或地区，筑路材料包括岩石和混凝土骨料匮乏，但河道中却

拥有大量的含有一定粘土成分的粉沙和特细砂，其细度模数在0.48～0.62之间，属于特细

砂范畴。另外，这些国家或地区往往适合竹子生长，竹子弹性和韧性很高，顺纹抗拉强度达

170MPa，顺纹抗压强度达80MPa，是一种环保的建筑材料。冲积平原还广泛存在低洼沼泽地

区，属于软弱地基，修建道路不得不经过这些软弱路基，外运筑路材料成本高、耗时长，不经

济。如何充分利用当材料、利用较少的设备、节省工程造价并将当地现有的材料用于筑路工

程值得研究。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首先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低洼沼泽地区吹填特细砂路基结构。

[0004]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即使方案是：低洼沼泽地区吹填特细砂路基结

构，包括吹填于水下粘土地基上方的水下特细砂层，水下特细砂层沿道路方向的两侧分别

竖向设置拦砂桩，拦砂桩的底部位于水下粘土地基内，拦砂桩之间通过横梁连接并挂拦砂

网；水下特细砂层的上部为水上特细砂层，水上特细砂层沿道路方向的两侧分别形成向外

倾斜的边坡，水上特细砂层的上侧设置次基层。

[0005] 进一步的是：所述水上特细砂层包括沿道路方向两侧设置的两道围堰，两道围堰

之间为中间层，中间层内为吹填的特细砂，中间层和围堰之间设置防水结构。

[0006] 具体的，所述水上特细砂层在竖直方向上至少两层，各层均包括沿道路方向分别

布置的两道围堰，以及两道围堰之间的中间层，中间层内为吹填的特细砂，中间层和围堰之

间设置防水结构，并且围堰位于边坡处。

[0007] 具体的：所述防水结构为：沿两道围堰的顶部、内侧和对应中间层的底部设置的横

断面呈“U”字形的隔水膜。

[0008] 具体的：所述次基层为：水上特细砂层的顶部铺设粒料形成的防水兼持力层，以及

防水兼持力层上部的碎砖或碎石层。

[0009] 具体的：为保持边坡的稳定性，所述边坡的坡度小于45°，边坡上还间隔修建急流

槽。

[0010] 具体的：所述拦砂桩为竹材，横梁也为竹材，横梁之间通过竹条连接，拦砂网设置

于竹条内侧；沿道路方向两侧的拦砂桩之间还间隔设置连接筋，或者拦砂桩与水下特细砂

层或水上特细砂层之间间隔设置连接筋。

[0011] 本发明低洼沼泽地区吹填特细砂路基结构的有益效果是：拦砂桩上部限制筑路材

料-特细砂的流失，下部限制道路填筑材料向两侧深层滑动，增大软弱地基的抗滑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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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上特细砂层包括围堰以及围堰之间的中间层，水上特细砂层均为吹填的特细砂，通过拦

砂桩形成的支挡结构，可完成在沼泽软弱地基上道路的修建。水上特细砂层选用当地的特

细砂，拦砂桩和横梁选用竹材，实现就地取材，节省工程成本。水上特细砂层顶部设置防水

兼持力层，不仅避免吹填的特细砂因失水而失去强度，而且使其上部的交通荷载均匀的传

到下部的特细砂路基中。连接筋使拦砂桩能承受的力更大，提高拦砂桩形成的支挡结构的

稳固性。

[0012]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低洼沼泽地区吹填特细砂筑路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3] S1.沿道路待修筑区两侧在沼泽内设置拦砂桩，拦砂桩的底部插入水下粘土地基，

拦砂桩之间设置横梁，拦砂桩和横梁内侧安装拦砂网；

[0014] S2.向拦砂桩之间的区域吹填特细砂，吹填到水面之上1～2米后，修筑围堰及围堰

外侧的边坡，再铺装隔水膜，并在围堰之间继续吹填特细砂；

[0015] S3.在围堰之间的特细砂吹填1～2米后，修筑围堰及围堰外侧的边坡，再铺装隔水

膜，并在围堰之间继续吹填特细砂；

[0016] S4.重复S3，直至达设计高程；

[0017] S5.对吹填特细砂形成的水上特细砂层进行碾压；

[0018] S6.在水上特细砂层顶部施工次基层。

[0019] 具体的：S1步骤中，拦砂桩和横梁均为竹材，横梁之间还设置竖向设置竹条，竹条

内侧安装拦砂网；沿道路方向两侧的拦砂桩之间还设置连接筋。

[0020] 进一步的是：上述S2和S3步骤中的边坡的坡度小于45°，边坡上间隔修建急流槽，

在施工后期边坡上种植植被；S6步骤中，施工次基层包括在水上特细砂层的顶部铺设粒料

形成防水兼持力层，以及在防水兼持力层的上部铺设碎砖或碎石层。

[0021] 本发明低洼沼泽地区吹填特细砂筑路方法的有益效果是：低洼沼泽地区的路基使

用特细砂材料，就地取材，通过拦砂桩的支挡，完成在沼泽软弱地基上道路的修建，筑路方

法需要的工程机械设备少、成本低，合理并充分利用当地的特细砂作为建筑材料，完全满足

穿越低洼沼泽地区软基处理和筑路工程的需要。该筑路方法适合建筑材料特别匮乏但却有

大量特细砂的地区的道路工程，如风电场工程、光伏工程、污水厂工程等道路工程，也可用

于近海城市的道路工程建设。

附图说明

[0022] 图1是本发明低洼沼泽地区吹填特细砂路基结构的横断面示意图。

[0023] 图2是图1中A部分的放大图。

[0024] 图中零部件、部位及编号：水下粘土地基1、水下特细砂层2、拦砂桩3、横梁4、拦砂

网5、水上特细砂层6、围堰6-1、中间层6-2、次基层7、防水兼持力层7-1、碎砖或碎石层7-2、

竹条8、连接筋9。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26] 如图1和图2所示，本发明低洼沼泽地区吹填特细砂路基结构，包括吹填于水下粘

土地基1上方的水下特细砂层2，特细砂直接吹填于水下粘土地基1上形成水下特细砂层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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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下特细砂层2的上部为水上特细砂层6。沿道路方向的两侧分别竖向设置拦砂桩3，拦砂桩

3的底部位于水下粘土地基1内，拦砂桩3的顶部位于水面以上，拦砂桩3之间通过横梁4连

接，形成整体结构，并挂拦砂网5，拦砂网5可为麻纱或塑料薄膜。拦砂桩3形成的支挡结构，

上部限制水上特细砂层6的流失，下部限制道路填筑材料向两侧深层滑动。拦砂桩3和横梁4

可选用竹材，拦砂桩3间隔布置，横梁上还可以连接竹条10，减小间隙，也增加整体性。拦砂

网5最好设置于竹条10的内侧。竹条10的厚度需按设计进行选择，避免竹条10强度不足，导

致变形过大，进而引起拦砂网5破裂而漏水漏砂。

[0027] 拦砂桩3的间距、插入深度、强度需根据受力分析确定，竹条10的厚度、间距也根据

受力分析确定。通过竹条10的受力分析可计算出作用在横梁4上的反力，该反力作用在拦砂

桩3上，由此可计算出水上部分作用在拦砂桩3上每延米上的弯矩图，进而进行计算分析拦

砂桩3的具体设计参数。拦砂桩3和横梁4选用竹材，具体为竹竿，竹竿的选择可根据计算来

确定。例如在图1所示的实施例中，沼泽的水面海拔为3.2米，沼泽水深1.5米，沼泽底部为粘

土，即为水下粘土地基1，拦砂桩3在水面以上高度1.5m，拦砂桩3深入地下3m左右，拦砂桩3

合理的间距在330mm以下。竹条10水平方向厚度10mm左右，每个竹条10宽度40～60mm，并排

摆放。

[0028] 水上特细砂层6沿道路方向的两侧分别形成向外倾斜的边坡，水上特细砂层6的顶

部设置次基层7。吹填砂土失水就会失去强度，故次基层7应具有防水的作用。具体的，次基

层7为：水上特细砂层6的顶部铺设粒料形成的防水兼持力层7-1，以及防水兼持力层7-1的

上部的碎砖或碎石层7-2。防水兼持力层7-1使水上特细砂层6的上部的荷载均匀的传到下

部的特细砂路基中，另外起到封水的作用。防水兼持力层7-1的上部为碎砖或碎石层7-2。例

如，碎砖或碎石层7-2的厚度为0.5米。

[0029] 水上特细砂层6为吹填特细砂得到，水上特细砂层6在竖直方向可为一层或多层。

水上特细砂层6的层数根据路基高度确定，单层的厚度为1～2米。

[0030] 水上特细砂层6为一层时，水上特细砂层6包括沿道路方向两侧设置两道围堰6-1，

两道围堰6-1之间为中间层6-2，中间层6-2内为吹填的特细砂，中间层6-2和围堰6-1之间设

置防水结构。水上特细砂层6在竖直方向上为两层或更多层时，各层均包括沿道路方向布置

的两道围堰6-1，以及两道围堰6-1之间的中间层6-2，中间层6-2内为吹填的特细砂，中间层

6-2和围堰6-1之间设置防水结构，并且上层的围堰6-1位于下层的围堰6-1和下层的中间层

6-2的接缝处。施工时，水上特细砂层6自下而上吹填特细砂进行修筑，直至设计高度。

[0031] 例如图1所示，水上特细砂层6为两层，水下特细砂层2的上部两侧设置第一层的两

道围堰6-1，第一层的围堰6-1之间为第一层的中间层6-2，第一层中间层6-2和第一层围堰

6-1之间设置防水结构。第一层围堰6-1和第一层中间层6-1的上方设置第二层围堰6-1，两

道第二层围堰6-1之间设置第二层中间层6-2，第二层中间层6-2和第二层围堰6-1之间设置

防水结构。

[0032] 防水结构用于吹填特细砂的保水。例如，防水结构为沿围堰6-1的顶部、内侧和对

应中间层6-2的底部设置的呈“U”字形的隔水膜。。隔水膜可选用塑料薄膜。

[0033] 为了确保拦砂桩3支挡结构的稳固，沿道路方向两侧的拦砂桩3之间还间隔设置连

接筋9，或者拦砂桩3与水下特细砂层2或水上特细砂层6之间间隔设置连接筋9。连接筋9主

要受到拉应力，可选用钢筋材质。在设置连接筋9进行横拉的位置可设置双侧的横梁4，并将

说　明　书 3/4 页

6

CN 109355990 A

6



连接筋9绑扎在外侧的横梁4上，使拦砂桩3均匀受力。连接筋9按设计间隔布置，例如每6米

间距设置。水上特细砂层6两侧的坡度小于45°，以保持边坡的稳定性，边坡上还间隔修建急

流槽，边坡上还可种植植被，最好为根系发达看、抗冲刷的植被。

[0034] 本发明还低洼沼泽地区吹填特细砂筑路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5] S1 .沿道路待修筑区两侧在沼泽内设置拦砂桩3，拦砂桩3的底部插入水下粘土地

基1，拦砂桩3之间设置横梁4，拦砂桩3和横梁4内侧安装拦砂网5。拦砂桩3和横梁4可均选择

竹材，即选择竹竿，选定的竹材需注意满足设计要求。拦砂桩3、横梁4和拦砂网5形成支挡结

构，拦砂网5可为麻纱和塑料薄膜，为避免拦砂网5破裂而漏水漏砂，横梁4内侧还可以竖直

设置竹条10。拦砂网5设置于竹条10内侧，如图2所示。

[0036] 沿道路待修筑区两侧的拦砂桩3或横梁4之间还设置连接筋9，平衡拦砂桩3的受

力。或者，拦砂桩3或横梁4与连接筋9的一端相连，连接筋9另一端后期锚固于水下特细砂层

2或水上特细砂层6内，以提高支挡结构的稳固。连接筋9需绑紧并施加一定的预拉力，连接

筋9可选用钢筋、钢绳、尼龙绳或竹材。

[0037] 施工拦砂桩3期间，可搭建简易的可移动式水上打桩平台，先准备施工用竹材，然

后打竹排桩，即施工拦砂桩3，再绑扎横梁4，再绑扎竹条10，再安装拦砂网5，并间隔设置连

接筋9，例如每6米间距设置连接筋9，以上工作10～12名普工就可完成。水上作业需提供落

水急救设施，打桩过程需保证简易浮船的稳定、保障施工人员安全。

[0038] S2.向拦砂桩3之间的区域吹填特细砂，吹填到水面之上1～2米后，修筑围堰6-1及

围堰6-1外侧的边坡，再铺装隔水膜，并在围堰6-1之间继续吹填特细砂。吹填的特细砂在拦

砂桩3之间先形成水下水下特细砂层2，再形成水上特细砂层6。

[0039] S3.在围堰6-1之间的特细砂吹填1～2米后，修筑围堰6-1及围堰6-1外侧的边坡，

再铺装隔水膜，并在围堰6-1之间继续吹填特细砂。

[0040] S4.重复S3，直至达设计高程。水上特细砂层6分层施工，各层宽度自下而上逐层缩

小，特细砂的细度模数在0.48～0.62之间，每层吹填到高度为1～2米。

[0041] 水上特细砂层6两侧的边坡的坡度小于45°，边坡上每间隔一定距离修建急流槽，

防止局部冲刷。在施工后期边坡上种植植被，种植生命力强、传播快的植物，如芦苇等。

[0042] S5.对吹填特细砂形成的水上特细砂层6进行碾压。

[0043] 水力吹填和挖掘机修筑围堰6-1的过程也是逐步对地基软土进行碾压的过程，该

过程伴随地基软土沉降，但施工中所有的沉降均被后续的吹填特细砂填平，使得水下的水

下粘土地基1和吹填特细砂组件融合、压密实，压实后具有强度共同承担上部的荷载。地基

土软土沉降的过程也是靠吹填土和上部机械荷载逐步压实的过程。

[0044] S6.在水上特细砂层顶部施工次基层7。在水上特细砂层6顶部摊铺粒料，形成防水

兼持力层7-1，再在防水兼持力层7-1顶部施工碎砖或碎石层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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