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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永久性地下室底板抗浮泄压装置，包括

位于集水井侧端并设置在底板结构层处通过将

地下水排入所述集水井的方式进行泄压的泄压

单元、以及设置在底板垫层处并进入土体且与所

述泄压单元下端连接的滤水单元。本实用新型通

过设置泄压单元和滤水单元的方式，达到检测地

下水压力并根据压力数值及时排水泄压的目的，

具有排水泄压效果好、测压方便的优点，同时该

装置在前期项目施工以及后期投产均可使用，无

需封堵，达到了一次施工即可永久使用的效果，

经济效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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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永久性地下室底板抗浮泄压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位于集水井（a）侧端并设置

在底板结构层（b）处通过将地下水排入所述集水井（a）的方式进行泄压的泄压单元（1）、以

及设置在底板垫层（c）处并进入土体（d）且与所述泄压单元（1）下端连接的滤水单元（2）。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永久性地下室底板抗浮泄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滤水

单元（2）包括穿过所述底板垫层（c）并进入所述土体（d）中的管体（201）、设置于所述管体

（201）管壁上的滤水孔（202）、以及通过填充的方式设置于所述管体（201）内的碎石（203）。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永久性地下室底板抗浮泄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滤水

单元（2）还包括设置于所述管体（201）外并用于过滤泥沙的第一滤网（204）。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永久性地下室底板抗浮泄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泄压

单元（1）包括套接于所述管体（201）内的套接管（101）、设置于所述套接管（101）远离所述管

体（201）的端部并将地下水排入集水井（a）的排水管（102）。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永久性地下室底板抗浮泄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泄压

单元（1）还包括设置于所述套接管（101）与排水管（102）连接处的测压泄压组件（103）。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永久性地下室底板抗浮泄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滤水

单元（2）还包括设置于所述套接管（101）位于所述管体（201）内的端口处的圆板（205）、设置

于所述圆板（205）上并用于滤水的过滤孔（206）。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永久性地下室底板抗浮泄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滤水

单元（2）还包括设置于所述圆板（205）下表面并用于过滤泥沙的第二滤网（207）。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永久性地下室底板抗浮泄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滤水

单元（2）还包括通过套接的方式与所述圆板（205）下端连接的固定管（208），所述第二滤网

（207）位于所述圆板（205）与所述固定管（208）之间。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永久性地下室底板抗浮泄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滤水

单元（2）还包括设置于所述固定管（208）端部内管壁上并通过挤压的方式固定所述第二滤

网（207）的限位环（209）。

10.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永久性地下室底板抗浮泄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泄

压单元（1）还包括设置于所述套接管（101）位于底板结构层（b）处的管壁上的止水板（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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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永久性地下室底板抗浮泄压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地下室底板泄水泄压抗浮施工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永久性地

下室底板抗浮泄压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当前建筑工程地下室底板抗浮做法主要有打地锚杆、设置抗拔桩、增加建筑物自

重等，底板泄压做法主要有在结构施工期间设置临时性泄压孔，传统的泄水孔为一竖向贯

穿地下室底板结构层以及垫层且进入土体中的钢管。根据计算确定泄水孔埋设数量以及各

泄水孔之间的间距。泄水孔工作时，地下水从地下室底板下方的土体中慢慢渗入或流入钢

管，并向上通过钢管的顶端排放到地下室外。当地下室底板施工完成后，不再通过泄水孔来

排放地下水，此时需要封堵钢管，以方便后续装饰层等的施工。

[0003] 如申请号为CN2014204977675的文件公开了地下室底板抗浮泄水装置，地下室底

板包括位于土体上方的垫层以及位于垫层上方的底板结构层，地下室底板抗浮泄水装置包

括泄水管，泄水管依次贯穿底板结构层以及垫层，进入土体中，泄水管下端固定连接一下封

板，位于土体中的泄水管的侧壁开设有若干通孔。

[0004] 该装置虽然能起到一定抗浮泄水作用，但是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受到勘察抗浮水

位取值不确定性、施工质量参差不齐、连续降雨水位急剧上升等因素影响，地下水压力难以

测定，往往在底板受巨大浮力出现开裂或整体上浮后，才得以发现，此时补救难度非常大；

并且该装置仅能在前期施工过程中使用，无法在后期项目投产后继续发挥作用，局限性较

大。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永久性地下室底板抗浮泄压

装置，通过设置泄压单元和滤水单元的方式，达到检测地下水压力并根据压力数值及时排

水泄压的目的，具有排水泄压效果好、测压方便的优点，同时该装置在前期项目施工以及后

期投产均可使用，无需封堵，达到了一次施工即可永久使用的效果，经济效益高。

[0006]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7] 一种永久性地下室底板抗浮泄压装置，包括位于集水井侧端并设置在底板结构层

处通过将地下水排入所述集水井的方式进行泄压的泄压单元、以及设置在底板垫层处并进

入土体且与所述泄压单元下端连接的滤水单元。

[0008]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优选，所述滤水单元包括穿过所述底板垫层并进入所述

土体中的管体、设置于所述管体管壁上的滤水孔、以及通过填充的方式设置于所述管体内

的碎石。

[0009]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优选，所述滤水单元还包括设置于所述管体外并用于过

滤泥沙的第一滤网。

[0010]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优选，所述泄压单元包括套接于所述管体内的套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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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于所述套接管远离所述管体的端部并将地下水排入集水井的排水管。

[0011]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优选，所述泄压单元还包括设置于所述套接管与排水管

连接处的测压泄压组件。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优选，所述泄压测压组件包括球阀和压

力计。

[0012]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优选，所述滤水单元还包括设置于所述套接管位于所述

管体内的端口处的圆板、设置于所述圆板上并用于滤水的过滤孔。

[0013]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优选，所述滤水单元还包括设置于所述圆板下表面并用

于过滤泥沙的第二滤网。

[0014]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优选，所述滤水单元还包括通过套接的方式与所述圆板

下端连接的固定管，所述第二滤网位于所述圆板与所述固定管之间。

[0015]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优选，所述滤水单元还包括设置于所述固定管端部内管

壁上并通过挤压的方式固定所述第二滤网的限位环。

[0016]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优选，所述泄压单元还包括设置于所述套接管位于底板

结构层处的管壁上的止水板。

[0017] 综上所述，本实用新型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18] 本实用新型通过设置泄压单元和滤水单元的方式，达到检测地下水压力并根据压

力数值及时排水泄压的目的，具有排水泄压效果好、测压方便的优点，同时该装置在前期项

目施工以及后期投产均可使用，无需封堵，达到了一次施工即可永久使用的效果，经济效益

高。

[0019] 本实用新型通过多重过滤结构，阻挡地下水将土壤带出，避免土体的骨架结构被

破坏，产生管涌现象。

附图说明

[0020] 附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21] 附图2为本实用新型滤水单元的结构示意图。

[0022] 附图3为本实用新型泄压单元的位置结构示意图。

[0023] 附图4为本实用新型圆板与固定管的连接结构示意图。

[0024] 附图说明：集水井a、底板结构层b、底板垫层c、土体d、泄压单元1、套接管101、排水

管102、测压泄压组件103、止水板104、滤水单元2、管体201、滤水孔202、碎石203、第一滤网

204、圆板205、过滤孔206、第二滤网207、固定管208、限位环209。

具体实施方式

实施例

[0025] 一种永久性地下室底板抗浮泄压装置，如附图1、2、3以及附图4所示，包括位于集

水井a侧端并设置在底板结构层b处通过将地下水排入所述集水井a的方式进行泄压的泄压

单元1、以及设置在底板垫层c处并进入土体d且与所述泄压单元1下端连接的滤水单元2。

[0026]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滤水单元2包括穿过所述底板垫层c并进入所述土体d中的管

体201、设置于所述管体201管壁上的滤水孔202、以及通过填充的方式设置于所述管体201

说　明　书 2/4 页

4

CN 215290296 U

4



内的碎石203。所述滤水单元2还包括设置于所述管体201外并用于过滤泥沙的第一滤网

204。在本实施例中，所述管体201为波纹管，长度为1m，直径为250mm；所述滤水孔的直径为

10mm，相邻两个所述滤水孔的间距为50mm；所述碎石203的粒径大小范围为20‑40mm。

[0027] 在本实施例中，滤水单元2具有三重过滤结构，具体为最外层的所述第一滤网204、

中间层的带有所述滤水孔202的所述管体201、以及最内层的所述碎石203。所述第一滤网

204置于所述管体201的外管壁以及所述管体201的底部开口处，防止所述土体d处的泥沙或

其他固定物因为地下水的压力进入所述管体201内，使所述土体d的骨架结构被破坏；所述

管体201的一个作用是用于支撑所述第一滤网204的形状防止在压力下变形，另一个作用是

管壁上的所述滤水孔202进一步起到了过滤的作用，降低水体中的泥沙含量；所述碎石203

的作用是拦截从所述管体201下端管口通过第一滤网204进入所述管体201内的泥沙等颗粒

物，防止管道被堵塞。

[0028]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泄压单元1包括套接于所述管体201内的套接管101、设置于所

述套接管101远离所述管体201的端部并将地下水排入集水井a的排水管102。所述泄压单元

1还包括设置于所述套接管101与排水管102连接处的测压泄压组件103。所述泄压组件103

包括球阀以及压力计。所述泄压单元1还包括设置于所述套接管101位于底板结构层b处的

管壁上的止水板104。所述止水板104的宽度为50mm，厚度为3mm。

[0029] 在本实施例中，套接管101的竖向管处的内径大小为200mm，横向管处的内径大小

为100mm，因此与所述套接管101的横向管口连接的所述排水管102的内径大小也为100mm，

竖向管的内径比横向管的内径大的原因在于竖向管口水的冲击力较大，水量较大，200mm的

内径便于地下水的进入，横向管部分100mm的内径大小便于测压与排水。此外，所述套接管

101通过与底板结构b处的钢筋焊接固定并且竖向管处四周放置加强钢筋用于加固。所述止

水板104具有切断水渗透路径的作用，当水沿着所述套接管101罐体与地下室底板的缝隙向

上渗透时，达到所述止水板104处即被拦截，无法再往上渗，及时水沿着所述止水板104与地

下室底板混凝土之间的缝隙渗透，由于止水板具有一定的宽度，延长了水的渗透路径，同样

可以起到地下室底板的防水作用。

[0030]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滤水单元2还包括设置于所述套接管101位于所述管体201内

的端口处的圆板205、设置于所述圆板205上并用于滤水的过滤孔206。所述滤水单元2还包

括设置于所述圆板205下表面并用于过滤泥沙的第二滤网207。在本实施例中，所述圆板205

的厚度为3mm，所述过滤孔206的直径大小为10mm。

[0031]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圆板205的第一个作用是用于承压，避免地下水压力过大，所

述碎石203进入所述套接管101内造成堵塞，第二个作用是与所述第二滤网207结合用于进

一步过滤泥沙，阻挡地下水将土壤带出，使所述土体d的骨架结构被破坏，产生管涌现象。

[0032]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滤水单元2还包括通过套接的方式与所述圆板205下端连接的

固定管208，所述第二滤网207位于所述圆板205与所述固定管208之间。所述滤水单元2还包

括设置于所述固定管208端部内管壁上并通过挤压的方式固定所述第二滤网207的限位环

209。

[0033] 在本实施例中，考虑到第二滤网207直接套在所述圆板205的外侧产生的缝隙较

大，泥沙容易被在缝隙处渗透进入的水体带入所述套接管101的管体内，过滤效果不佳，因

此在所述圆板205外套接长度为10mm的所述固定管208，固定管端口内壁上设置有宽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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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mm的凸起的限位环209。所述固定管208的第一个作用是用于加固所述圆板205和套接管

101的连接，减少了所述圆板205和套接管101的连接缝隙，第二个作用是使所述第二滤网

207充分贴合于所述圆板205下表面上且所述第二滤网207的两端固定于所述圆板205的侧

端，减少了所述圆板205和所述第二滤网207的缝隙。所述限位环209的第一个作用是进一步

使所述第二滤网207的弯折处与所述圆板205不产生缝隙，第二个作用是防止所述固定管

208在地下水的压力下沿所述套接管101上移，丧失固定所述第二滤网207的作用。

[0034] 本装置的工作原理为：（1）地下室土方开挖至底板垫层c底后，在距离集水井a侧壁

1‑1.5米处打直径250mm、深1米的管井；施工地下室底板垫层c混凝土，之后割除垫层标高以

上部分的管体201使管体201的高度与所述底板垫层c齐平，管体201井内用粒径20‑40mm碎

石203填实至底板垫层c底；埋设泄压单元2，做临时固定，绑扎安装底板下层钢筋，并将套接

管101与底板钢筋焊接固定，竖向管处四周放置加强钢筋；底板混凝土浇筑完成后，安装球

阀、压力计及排水管102；丰水期水位上升时，通过压力计检测地下水压力，并通过阀门泄

压，集水井a内水通过自吸泵抽排至市政水网。

[0035] 本文中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实用新型精神作举例说明。本实用新型所

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对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做各种各样的修改或补充或采用类似

的方式替代，但并不会偏离本实用新型的精神或者超越所附权利要求书所定义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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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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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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