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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申请涉及一种灌溉坝防淤泥堆积结构，其

包括用于设置于河床上的建基板以及设置于建

基板上的河床拦石坝，所述河床拦石坝上开设有

沿所述河床拦石坝到灌溉坝方向贯穿所述河床

拦石坝的导水孔。本申请具有防止淤泥杂物在灌

溉坝底部堆积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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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灌溉坝防淤泥堆积结构，其特征在于：包括用于设置于河床上的建基板（1）以及

设置于所述建基板（1）上的河床拦石坝（2），所述河床拦石坝（2）上开设有沿所述河床拦石

坝（2）到灌溉坝（5）方向贯穿所述河床拦石坝（2）的导水孔。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灌溉坝防淤泥堆积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河床拦石坝（2）包

括抬升坝体（22）以及导水坝体，所述抬升坝体（22）设置在所述建基板（1）上，所述导水坝体

设置于所述抬升坝体（22）上表面上，所述导水孔设置于所述导水坝体上。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灌溉坝防淤泥堆积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导水坝体包括中部

导水坝体（23）和顶部导水坝体（24），所述中部导水坝体（23）设置于所述抬升坝体（22）上表

面上，所述顶部导水坝体（24）设置于所述中部导水坝体（23）上表面上，所述抬升坝体（22）、

所述中部导水坝体（23）和所述顶部导水坝体（24）沿所述河床拦石坝（2）到灌溉坝（5）方向

的长度逐级减小，所述导水孔包括第一导水孔（241）和第二导水孔（231），所述第一导水孔

（241）设置于所述顶部导水坝体（24）上且沿垂直于所述河床拦石坝（2）到灌溉坝（5）方向均

匀分布有多个，所述第二导水孔（231）设置于所述中部导水坝体（23）上且沿垂直于所述河

床拦石坝（2）到灌溉坝（5）方向均匀分布有多个，所述第二导水孔（231）直径大于所述第一

导水孔（241）直径。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灌溉坝防淤泥堆积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河床拦石坝（2）包

括趾板（21），所述趾板（21）设置在所述建基板（1）上，所述趾板（21）位于所述建基板（1）与

所述抬升坝体（22）之间，所述趾板（21）沿所述河床拦石坝（2）到灌溉坝（5）方向的长度大于

所述抬升坝体（22）沿所述河床拦石坝（2）到灌溉坝（5）方向的长度。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灌溉坝防淤泥堆积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建基板（1）上设置

有多组阻拦桩（4），多组所述阻拦桩（4）沿垂直于所述河床拦石坝（2）到灌溉坝（5）方向均匀

分布，所述阻拦桩（4）包括固定板（41）和多个拦杂柱（42），所述固定板（41）设置于所述建基

板（1）上且位于所述河床拦石坝（2）背对灌溉坝（5）的一侧，多个所述拦杂柱（42）设置于所

述固定板（41）上且沿垂直于所述河床拦石坝（2）到灌溉坝（5）方向间隔分布，所述拦杂柱

（42）的高度大于或等于所述中部导水坝体（23）的高度。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灌溉坝防淤泥堆积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板（41）的底部

设置有多个加固基桩（43），所述加固基桩（43）靠近底端的部分为圆锥形结构，所述加固基

桩（43）的底部插入所述建基板（1）中。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灌溉坝防淤泥堆积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建基板（1）下方设

置有帷幕凝结块（12），所述建基板（1）上表面开设有与所述帷幕凝结块（12）连通的帷幕灌

浆孔（11）。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灌溉坝防淤泥堆积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帷幕凝结块（12）朝

向灌溉坝（5）的一侧和所述帷幕凝结块（12）背向灌溉坝（5）的一侧均设置有防渗墙（13），所

述防渗墙（13）向上穿透所述建基板（1）。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灌溉坝防淤泥堆积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建基板（1）上设置

有防渗层（3），所述河床拦石坝（2）设置于所述防渗层（3）的上表面。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灌溉坝防淤泥堆积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河床拦石坝（2）距

离灌溉坝（5）至少三个灌溉坝（5）的坝身长度，所述建基板（1）距离灌溉坝（5）至少三个灌溉

坝（5）的坝身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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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灌溉坝防淤泥堆积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申请涉及水泥工程技术的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灌溉坝防淤泥堆积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水库淤积是大坝运行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从上游集水区随河流漂流过来的物

质发生堆积,以及库区剥蚀或侵蚀材料的位移,都会导致淤积的发生。洪水的传播会加剧这

一过程，淤积过程在大坝水库中是很复杂的,很多因素都会使它变得更加剧烈。

[0003] 在一般情况下灌溉坝和水库底部的河道侵蚀和淤泥沉积是较为稳定的，但是在遭

遇强降水和突发洪水的情况下，河水中会含有较多的淤泥杂物，甚至会含有一些大型石块。

[0004] 针对上述中的相关技术，发明人认为淤泥杂物如果在坝身底部堆积会使得灌溉坝

的储水和蓄洪能力下降。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为了防止淤泥杂物在灌溉坝底部堆积，本申请提供一种灌溉坝防淤泥堆积结构。

[0006] 本申请提供的一种灌溉坝防淤泥堆积结构采用如下的技术方案：

[0007] 一种灌溉坝防淤泥堆积结构，包括用于设置于河床上的建基板以及设置于所述建

基板上的河床拦石坝，所述河床拦石坝上开设有沿所述河床拦石坝到灌溉坝方向贯穿所述

河床拦石坝的导水孔。

[000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利用河床拦石坝对流向灌溉坝的淤泥杂物进行阻挡，导

水孔使水能够流过河床拦石坝并将大于导水孔的大型杂物阻挡，有效的减小了灌溉坝底部

河床淤积过多淤泥杂物的可能，从而减小了淤泥杂物抬高河床的可能。

[0009] 可选的，所述河床拦石坝包括抬升坝体以及导水坝体，所述抬升坝体设置在所述

建基板上，所述导水坝体设置于所述抬升坝体上表面上，所述导水孔设置于所述导水坝体

上。

[001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抬升坝体增加了河床拦石坝的高度，抬升坝体阻挡较低

的淤泥杂物，导水坝体阻挡较高的淤泥杂物，使得河床拦石坝能够阻挡的范围更大。

[0011] 可选的，所述导水坝体包括中部导水坝体和顶部导水坝体，所述中部导水坝体设

置于所述抬升坝体上表面上，所述顶部导水坝体设置于所述中部导水坝体上表面上，所述

抬升坝体、所述中部导水坝体和所述顶部导水坝体沿所述河床拦石坝到灌溉坝方向的长度

逐级减小，所述导水孔包括第一导水孔和第二导水孔，所述第一导水孔设置于所述顶部导

水坝体上且沿垂直于所述河床拦石坝到灌溉坝方向均匀分布有多个，所述第二导水孔设置

于所述中部导水坝体上且沿垂直于所述河床拦石坝到灌溉坝方向均匀分布有多个，所述第

二导水孔直径大于所述第一导水孔直径。

[001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抬升坝体、中部导水坝体和顶部导水坝体形成阶梯型，阶

梯型河床拦石坝具有堆放淤泥杂物的功能，减少了从第一导水孔和第二导水孔中流过的淤

泥杂物的含量，中部导水坝体的处堆积的淤泥杂物相对顶部导水坝体处堆积的淤泥杂物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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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一些，所以第二导水孔的直径要大些防止堵塞。

[0013] 可选的，所述河床拦石坝包括趾板，所述趾板设置在所述建基板上，所述趾板位于

所述建基板与所述抬升坝体之间，所述趾板沿所述河床拦石坝到灌溉坝方向的长度大于所

述抬升坝体沿所述河床拦石坝到灌溉坝方向的长度。

[0014]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利用趾板将坝体安装在建基板上，使得河床拦石坝更加

稳定。

[0015] 可选的，所述建基板上设置有多组阻拦桩，多组所述阻拦桩沿垂直于所述河床拦

石坝到灌溉坝方向均匀分布，所述阻拦桩包括固定板和多个拦杂柱，所述固定板设置于所

述建基板上且位于所述河床拦石坝背对灌溉坝的一侧，多个所述拦杂柱设置于所述固定板

上且沿垂直于所述河床拦石坝到灌溉坝方向间隔分布，所述拦杂柱的高度大于或等于所述

中部导水坝体的高度。

[001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拦杂柱能够将河水底部的大型树干房屋建筑等大型杂物

进行阻挡，有效的减小了大型杂物对河床拦石坝产生碰撞的可能，增加了河床拦石坝的使

用寿命。

[0017] 可选的，所述固定板的底部设置有多个加固基桩，所述加固基桩靠近底端的部分

为圆锥形结构，所述加固基桩的底部插入所述建基板中。

[001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利用加固基桩对阻拦桩进行固定，结构简单，安装方便。

[0019] 可选的，所述建基板下方设置有帷幕凝结块，所述建基板上表面开设有与所述帷

幕凝结块连通的帷幕灌浆孔。

[002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从帷幕灌浆孔中灌入灌浆浆液，使灌浆浆液灌入岩体或

土层的裂隙、孔隙，从而形成连续的阻水帷幕，施工更加方便；帷幕凝结块具有减小渗流量

和降低渗透压力的效果，能够提升帷幕凝结块所在位置上方的建基板部分的牢固度。

[0021] 可选的，所述帷幕凝结块朝向灌溉坝的一侧和所述帷幕凝结块背向灌溉坝的一侧

均设置有防渗墙，所述防渗墙向上穿透所述建基板。

[002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减小了水压对帷幕凝结块的破坏，增加了帷幕凝结块的

结构稳定性。

[0023] 可选的，所述建基板上设置有防渗层，所述河床拦石坝设置于所述防渗层的上表

面。

[0024]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防渗层具有减小渗透水流对河床拦石坝产生的扬压力的

效果，同时可以防止河水的过速侵蚀导致建基板被破坏。

[0025] 可选的，所述河床拦石坝距离灌溉坝至少三个灌溉坝的坝身长度，所述建基板距

离灌溉坝至少三个灌溉坝的坝身长度。

[002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在河床拦石坝和灌溉坝之间留有足够的空间，使从河床

拦石坝中流过的水流有一个缓冲空间，避免水流对灌溉坝产生较大的冲击，增加了灌溉坝

的使用寿命。

[0027] 综上所述，本申请包括以下至少一种有益技术效果：

[0028] 1.利用河床拦石坝对流向灌溉坝的淤泥杂物进行阻挡，导水孔使水能够流过河床

拦石坝，有效的减小了灌溉坝底部河床淤积过多淤泥杂物的可能，从而防止淤泥杂物抬高

河床，进而影响灌溉坝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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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2.抬升坝体增加了河床拦石坝的高度，使得河床拦石坝能够阻挡的范围更大；

[0030] 3.拦杂柱能够将河水底部的大型树干房屋建筑等大型杂物进行阻挡，有效的减小

了大型杂物对河床拦石坝产生碰撞的可能，增加了河床拦石坝的使用寿命。

附图说明

[0031] 图1是本申请实施例中一种灌溉坝防淤泥堆积结构的剖视图。

[0032] 图2是本申请实施例中河床拦石坝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33] 图3是本申请实施例中阻拦桩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34] 附图标记说明：1、建基板；11、帷幕灌浆孔；12、帷幕凝结块；13、防渗墙；2、河床拦

石坝；21、趾板；22、抬升坝体；23、中部导水坝体；231、第二导水孔；24、顶部导水坝体；241、

第一导水孔；3、防渗层；4、阻拦桩；41、固定板；42、拦杂柱；43、加固基桩；5、灌溉坝。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以下结合附图1‑3对本申请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6] 本申请实施例公开一种灌溉坝防淤泥堆积结构。参照图1，灌溉坝5防淤泥堆积结

构包括建基板1、河床拦石坝2。建基板1浇筑在河床上且建基板1靠近灌溉坝5的一端距离灌

溉坝5至少三个灌溉坝5的坝身长度，坝身长度是灌溉坝5的底部的内壁到外壁的距离，建基

板1是混凝土材料制成的，建基板1上开设有多个向下穿透建基板1的帷幕灌浆孔11，建基板

1下方设有帷幕凝结块12，帷幕凝结块12是通过向帷幕灌浆孔11中灌入混凝土而形成。帷幕

凝结块12朝向灌溉坝5的一侧和背向灌溉坝5的一侧均固定安装有防渗墙13，防渗墙13向上

穿透建基板1，防渗墙13顶端的高度与建基板1上表面的高度相同。

[0037] 参照图1和图2，建基板1上浇筑有防渗层3，河床拦石坝2设置在防渗层3上，河床拦

石坝2包括趾板21、抬升坝体22和导水坝体，趾板21浇筑在防渗层3上且趾板21靠近灌溉坝5

的一端距离灌溉坝5至少三个灌溉坝5的坝身长度，抬升坝体22一体设置在趾板21的上表

面。导水坝体包括中部导水坝体23和顶部导水坝体24，中部导水坝体23一体设置在抬升坝

体22的上表面，顶部导水坝体24一体设置在中部导水坝体23的上表面。趾板21、抬升坝体

22、中部导水坝体23和顶部导水坝体24沿河床拦石坝2到灌溉坝5方向的长度逐级减小，形

成阶梯型。趾板21、抬升坝体22、中部导水坝体23和顶部导水坝体24均为混凝土材质。

[0038] 参照图2，河床拦石坝2上开设有多个导水孔，导水孔包括第一导水孔241和第二导

水孔231，多个第一导水孔241设置在顶部导水坝体24上且沿河床拦石坝2到灌溉坝5方向贯

穿顶部导水坝体24，多个第一导水孔241沿垂直于河床拦石坝2到灌溉坝5方向均匀分布。多

个第二导水孔231设置在中部导水坝体23上且沿河床拦石坝2到灌溉坝5方向贯穿中部导水

坝体23，多个第二导水孔231沿垂直于河床拦石坝2到灌溉坝5方向均匀分布，第二导水孔

231的直径大于第一导水孔241。

[0039] 参照图1和图3，建基板1上设置有多组阻拦桩4，多组阻拦桩4沿垂直于河床拦石坝

2到灌溉坝5方向均匀分布，阻拦桩4包括固定板41和九个拦杂柱42，固定板41安装在防渗层

3上且位于河床拦石坝2背对灌溉坝5的一侧，固定板41长度方向与河床拦石坝2到灌溉坝5

方向垂直，九个拦杂柱42一体设置在固定板41上且沿固定板41长度方向均匀分布，拦杂柱

42的高度与中部导水坝体23的高度相同。固定板41底面上一体设置有三个加固基桩43，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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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加固基桩43沿固定板41的长度方向均匀分布，加固基桩43远离固定板41底面的一端为圆

锥形结构，加固基桩43的底部穿过防渗层3且插入建基板1中。

[0040] 本申请实施例一种灌溉坝防淤泥堆积结构的实施原理为：在遭遇强降水和洪水灾

害时，阻拦桩4能够对大型杂物进行阻挡，例如大型树干、房屋建筑等，通过多组阻拦桩4的

设置能够有效的将大型杂物堆积在一起，防止大型杂物对河床拦石坝2产生冲击。通过河床

拦石坝2阻挡洪水中的淤泥，同时将淤泥堆积到河床拦石坝2的坝身上，从而防止灌溉坝5底

部堆积过多淤泥。小型石头和水流可通过第一导水孔241和第二导水孔231流过河床拦石坝

2，少量的杂物和泥沙不会对灌溉坝5产生过多的影响。

[0041] 以上均为本申请的较佳实施例，并非依此限制本申请的保护范围，故：凡依本申请

的结构、形状、原理所做的等效变化，均应涵盖于本申请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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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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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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