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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地下室利用的围海

造地的施工方法，实施步骤如下，a.沿海岸线设

置堤坝，所述堤坝与海岸线围成中心垦区；b.所

述中心垦区内由堤坝和纵横交错的围埝分割成

网状区域；c.将网状区域中的块状区域内进行海

水抽排，块状区域形成土地；d.将网状垦区的围

埝进行施工，依托由围埝和辅助道路形成的道路

骨架，所述块状区域低于围埝的高度，形成网格

状的高路低地供地模式；e将块状区域建设开发

成地下空间区域。本施工方法无需使用吹填土或

土方回填，大大节约了成本，保护生态环境，同时

将海水抽排后，建设地下空间区域，可以缓解城

市土地资源匮乏的矛盾，有利于实现城市的可持

续发展，是一种新型的围海造地的开发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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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地下室利用的围海造地的施工方法，其特征是：实施步骤如下，

a.沿海岸线设置堤坝，所述堤坝与海岸线围成中心垦区；

b.所述中心垦区内设置有纵横交错的围埝，围埝和堤坝将中心垦区分割成网状区域；

c.将网状区域中的块状区域内进行海水抽排，块状区域形成土地；

d.将网状垦区的围埝进行施工，依托由围埝和辅助道路形成的道路骨架，所述块状区

域低于围埝的高度，形成网格状的高路低地供地模式；

e.将块状区域建设开发成地下空间区域。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地下室利用的围海造地的施工方法，其特征是：所述

堤坝和围埝内均设置若干排桩柱。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基于地下室利用的围海造地的施工方法，其特征是：

每个块状区域上建造独立的建筑物，块状区域底部为独立地下室空间。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基于地下室利用的围海造地的施工方法，其特征是：

相邻块状区域预留通道，每个块状区域上建造独立的建筑物，块状区域底部的地下空间通

过预留通道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基于地下室利用的围海造地的施工方法，其特征是：

相邻多个块状区域的地下空间均打通相连，每个块状区域上建造独立的建筑物，相邻多个

块状区域的地下空间形成一个整体的复合型地下空间，组成一个建筑群，相邻的建筑群的

复合型地下空间之间通过预留通道相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基于地下室利用的围海造地的施工方法，其特征是：

所述围埝包围形成的块状区域内规划绿地和建筑区域，绿地周围打设水泥土搅拌桩包围形

成重力墙，重力墙上端为混凝土浇筑形成的围挡墙，构成绿地的区域由重力墙包围形成作

业坑，临近建筑区域的重力墙厚度由大直径的水泥土搅拌桩形成外侧重力墙，靠近围埝区

域的重力墙厚度由小直径水泥土搅拌桩形成内侧重力墙，小直径水泥土搅拌桩的直径为

300-500mm，大直径水泥土搅拌桩的直径为800-1200mm，所述作业坑中填入有疏浚淤泥、无

害建筑垃圾和沙土，并且埋入砂井，所述作业坑内的填充材料上方铺设密封布，砂井与上端

的抽排系统进行连接，通过真空预压抽排所述作业坑中物料的水分。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基于地下室利用的围海造地的施工方法，其特征是：当所

述建筑区域的地下室为两层以上时在所述外重力墙外侧打设管桩进行支护。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基于地下室利用的围海造地的施工方法，其特征是：在规

划为建筑用地的建设区域内部均打设管桩，所述管桩的侧壁上设置环形透水区，管桩带有

内部通孔，环形透水区域覆盖钢丝网；在所述建设区域铺设抽排水管，建设区域土体上表面

铺设密封布，抽排水管与深入管桩的内部通孔的软管连接，所述管桩上端采用堵头密封，所

述软管穿过堵头进入内部通孔，所述抽排水管上端穿过密封布与真空设备连接，通过真空

设备进行真空预压抽排水；当抽真空完毕后，撤除密封布、抽排管道和软管，向管桩内吊装

钢筋笼并灌注混凝土构成工程桩。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基于地下室利用的围海造地的施工方法，其特征是：所述

管桩采用钢筋混凝土制成，管桩的管壁内设置绑扎成环状钢筋笼。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一种基于地下室利用的围海造地的施工方法，其特征是：打

设区域处于地下室设计为支承柱和边墙所在区域的所述管桩上部预留出一截，预留部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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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适配地下室的设计高度，建设地下室空间时所述管桩插入钢筋笼并灌注混凝土后即修

饰为地下室支承柱，构成为地下室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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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地下室利用的围海造地的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围海造地的施工方法，特别涉及一种基于地下室利用的围海造地

的施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传统的围垦造地模式主要需要有矿渣和土石方回填，由于土石方回填需开山取

石，破坏自然生态环境；自然促淤法由于促淤时间长，短时间内难以满足围海造地的快速需

求，吹填+真空预压排水固结法，解决了矿渣回填需要大量的矿渣资源问题，但是需要从外

海吹泥，破坏海洋生态环境，形成的吹填土，后期沉降大、时间长，给建筑物的基础工程带来

不利影响。

发明内容

[0003] 鉴于背景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基于地下室利

用的围海造地的施工方法。该施工方法无需吹填，不仅大大降低了成本，同时建设地下空间

区域，可以缓解城市土地资源匮乏的矛盾，有利于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是一种新型的围

海造地的开发新模式。

[0004] 本发明是采取如下技术方案来完成的一种基于地下室利用的围海造地的施工方

法，其特征是：实施步骤如下，

a.沿海岸线设置堤坝，所述堤坝与海岸线围成中心垦区；

b.所述中心垦区内设置有纵横交错的围埝，围埝和堤坝将中心垦区分割成网状区域；

c.将网状区域中的块状区域内进行海水抽排，块状区域形成土地；

d.将网状垦区的围埝进行施工，依托由围埝和辅助道路形成的道路骨架，所述块状区

域低于围埝的高度，形成网格状的高路低地供地模式；

e.将块状区域建设开发成地下空间区域；

本发明中，将网状区域中的块状区域进行海水抽排，块状区域形成土地,在块状区域上

建造建筑物，底部作为地下空间区域，无需吹填土方，大大降低了成本，同时建设地下空间

区域，可以缓解城市土地资源匮乏的矛盾，有利于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是一种新型的围

海造地的开发新模式。

附图说明

[0005] 本发明有如下附图：

图1为本发明中一种基于地下室利用的围海造地的施工方法的网状区域的结构示意

图；

图2为图1中的一种基于地下室利用的围海造地的施工方法的网状区域的第一种地下

室空间模式；

图3为图1中的一种基于地下室利用的围海造地的施工方法的网状区域的第二种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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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空间模式；

图4为图1中的一种基于地下室利用的围海造地的施工方法的网状区域的第三种地下

室空间模式；

图5为图1中的一种基于地下室利用的围海造地的施工方法的网状区域的第四种地下

室空间模式；

图6为图1中的一种基于地下室利用的围海造地的施工方法的网状区域的第五种地下

室空间模式；

图7为管桩的结构剖视示意图，管桩内孔中插入有软管；

图8为管桩的结构剖视示意图，管桩内孔中插入有钢筋笼、灌注有混凝土。

具体实施方式

[0006] 附图表示了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及其实施例，下面再结合附图进一步描述其实施例

的各有关细节及其工作原理。

[0007] 参照图1所示，本发明提供一种基于地下室利用的围海造地的施工方法，实施步骤

如下，

a.沿海岸线设置堤坝1，所述堤坝1内均设置若干排桩柱,所述堤坝1与海岸线围成中心

垦区；

b.  所述中心垦区内设置有纵横交错的围埝2，围埝2和堤坝将中心垦区分割成网状区

域，围埝2内均设置若干排桩柱；

c.将网状区域中的块状区域3内进行海水抽排，块状区域形成土地；

d.将网状垦区的围埝2进行施工，依托由围埝2和辅助道路形成的道路骨架，所述块状

区域3低于围埝2的高度，形成网格状的高路低地供地模式；

e.将块状区域建设开发成地下空间区域；

参照图2、图3、图4和图5所示，所述每个块状区域上建造独立的建筑物6，块状区域底部

为地下室空间，地下室空间可设计为四种开发模式，块状区域上建造独立的建筑物6，第一

种地下室空间模式是将块状区域底部的地下室空间4作为独立的地下室，相邻块状区域不

相通，地下室独立使用；第二种地下室空间模式是在相邻块状区域预留通道5，每个块状区

域上建造独立的建筑物6，块状区域底部的地下空间4通过预留通道5连通；第三种地下室空

间模式是相邻多个块状区域的地下空间4均打通相连，每个块状区域上建造独立的建筑物

6，相邻多个块状区域的地下空间4形成一个整体的复合型地下空间，组成一个建筑群，第四

种地下室空间模式是相邻的建筑群的复合型地下空间之间通过预留通道相连接，不同区域

的建筑群通过连续的地下空间4连接。连续的地下空间4可以位于城市道路的下面，结合城

市市政、交通设施综合布置。

[0008] 参照图1、图6所示，为了进一步多样化、功能化利用土地，有效利用建筑废料和疏

浚淤泥，所述围埝2包围形成的块状区域3内规划绿地和建筑区域，绿地周围打设水泥土搅

拌桩7包围形成重力墙，重力墙上端为混凝土浇筑形成的围挡墙8，构成绿地的区域由重力

墙包围形成作业坑9，临近建筑区域的重力墙厚度由大直径的水泥土搅拌桩7形成外侧重力

墙，靠近围埝2区域的重力墙厚度由小直径水泥土搅拌桩7形成内侧重力墙，小直径水泥土

搅拌桩的直径为300-500mm，大直径水泥土搅拌桩的直径为800-1200mm，在本实施例中，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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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直径为450mm的小直径水泥土搅拌桩，选择直径为1000mm的大直径水泥土搅拌桩，所述作

业坑9中填入有疏浚淤泥、无害建筑垃圾和沙土，其中疏浚淤泥可以为绿植提供养分，并且

埋入砂井，所述作业坑9内的填充材料上方铺设密封布，砂井与上端的抽排系统进行连接，

通过真空预压抽排所述作业坑中物料的水分。当所述建筑区域的地下室为两层以上时在所

述外重力墙外侧打设管桩10进行支护。

[0009] 参照图7、图8所示，为了进一步强化地下室和基础的构造，同时又能够在节约成本

的前提下进行排水，在规划为建筑用地的建设区域内部均打设管桩10，所述管桩10的侧壁

上设置环形透水区11，管桩10在环形透水区11具有连接上下的短柱，管桩10带有内部通孔

12，环形透水区11域覆盖钢丝网13，钢丝网外侧覆盖滤布14；在所述建设区域铺设抽排水

管，建设区域土体上表面铺设密封布，抽排水管与深入管桩10的内部通孔12的软管15连接，

所述管桩上端采用堵头18密封，所述软管15穿过堵头18进入内部通孔12，所述抽排水管上

端穿过密封布与真空设备连接，通过真空设备进行真空预压抽排水；当抽真空完毕后，撤除

密封布、抽排管道和软管15，向管桩10内吊装钢筋笼16并灌注混凝土构成工程桩。所述管桩

10采用钢筋混凝土制成，管桩10的管壁内设置绑扎成环状钢筋笼17。打设区域处于地下室

设计为支承柱和边墙所在区域的所述管桩10上部预留出一截，预留部分的高度适配地下室

的设计高度，建设地下室空间时所述管桩10插入钢筋笼16并灌注混凝土后即修饰为地下室

支承柱，构成为地下室的一部分。

[0010] 在本发明中，将网状区域中的块状区域3进行海水抽排，块状区域3形成土地,在块

状区域3上建造建筑物，底部作为地下空间区域，无需吹填土方，大大降低了成本，同时建设

地下空间区域，可以缓解城市土地资源匮乏的矛盾，建设地下室不仅避免或减少了开挖、支

护，而且是充分利用标高进行地下室空间利用的最好方法，  有利于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

展，是一种新型的围海造地的开发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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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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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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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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