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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吹泥成陆后的河道开挖施工工艺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吹泥成陆后的河道开挖

施工工艺，包括先后进行的地基处理阶段和河道

开挖阶段。所述地基处理阶段包括地基浅层处理

和地基深层处理。所述地基浅层处理采用真空预

压方法并包括依次进行的铺设工作垫层步骤、打

设排水板步骤、排布真空管网步骤、铺设无纺布

和密封膜步骤、安装抽真空装置步骤、真空预压

步骤以及卸载和整平步骤。所述地基深层处理采

用堆载预压方法并包括依次进行的铺设排水砂

垫层步骤、打设排水板步骤、堆载和稳压步骤以

及卸载和检测步骤。本发明的河道开挖施工工

艺，采用真空预压和堆载预压相结合的方法处理

地基，具有工期短、费用低、无噪音、排水效果显

著，地基固结效果好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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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吹泥成陆后的河道开挖施工工艺，包括先后进行的地基处理阶段和河道开挖阶

段；其特征在于，所述地基处理阶段包括地基浅层处理和地基深层处理；

所述地基浅层处理采用真空预压方法并包括依次进行的铺设工作垫层步骤、打设排水

板步骤、排布真空管网步骤、铺设无纺布和密封膜步骤、安装抽真空装置步骤、真空预压步

骤以及卸载和整平步骤；

进行所述铺设工作垫层步骤时，采用150g/㎡的编织土工布作为工作垫层，编织土工布

先在加工场采用包缝或丁缝方式拼接，搭接宽度不小于200mm，再利用围堤和浮桥抬入工作

垫层至施工区，然后人工站在泡沫板上直接在泥面上进行展卷铺设；铺设时应有一定褶皱，

以预留真空预压过程中的沉降；

进行所述打设排水板步骤时，先根据地基处理深度、卷板长度、板头预留长度确定排水

板的下料长度，集中裁板，接着将每根排水板的下端口闭合，再通过吹填区围堰和浮桥运送

至施工区内，然后人工定点插置排水板，插置间距为0.8m，正方形布置，插置深度为5m，露头

50cm；

进行所述排布真空管网步骤时，真空管网由若干根平行布置的主滤管和多根沿排水板

的排列方向平行布置并与主滤管垂直连接的支滤管构成；所述主滤管采用φ50mm的波纹

管，主滤管的布设间距为12m；所述支滤管采用φ40mm的波纹管，支滤管的布设间距与排水

板的排距相同，同一排排水板的上端与对应的一根支滤管绑扎连接；

进行所述铺设无纺布和密封膜步骤时，采用200g/㎡的无纺布，无纺布与支滤管形成水

平排水通道，同时保证密封膜不会因排水板和支滤管的接头破损；无纺布铺设时保持一定

褶皱，以预留真空预压沉降；密封膜采用厚度为0.12～0.16mm的聚乙烯薄膜或聚氯乙烯薄

膜，铺设2层，根据各个真空预压分区的形状在加工厂热合成型；人工铺设密封膜时，密封膜

的四周分单层应压入压膜沟的淤泥面以下不少于0.8m，确保真空预压分区膜下密封；

进行所述安装抽真空装置步骤时，真空泵采用功率为7.5kW的射流泵并与主滤管连接，

真空泵应能形成不小于96kPa的真空压力，维持膜下真空度不小于80kPa；

进行所述真空预压步骤时，要按照以下流程抽真空以逐级增加膜下真空度：试抽→

30kPa真空→50kPa真空→80kPa真空；维持满载80kPa真空的时间不小于60天；

所述地基深层处理采用堆载预压方法并包括依次进行的铺设排水砂垫层步骤、打设排

水板步骤、堆载和稳压步骤以及卸载和检测步骤；

进行所述铺设排水砂垫层步骤时，先清除在浅层地基处理时铺设的密封膜和无纺布以

及在浅层地基处理时排布的管网，再铺设1m厚的排水砂垫层；

进行所述打设排水板步骤时，在陆上采用插板机打设排水板，排水板的插置深度为

30m，并与地基浅层处理时打设的排水板错开插置；

进行所述堆载和稳压步骤时，由自卸汽车将堆载料运输至施工区域内堆放，同时采用

挖掘机及铲车进行堆载料的摊铺施工，摊铺作业分层进行，每层厚度不大于1m，直到堆载至

设计标高；堆载稳压时间必须满足设计要求；

进行所述卸载和检测步骤时，当堆载稳压时间及沉降数值满足工程要求后，开始进行

卸载施工，并整平至设计标高形成最终陆域；卸载施工采用挖掘机和自卸汽车，卸载料通过

自卸汽车运输至指定区域再次堆载预压或者回填密实；

进行所述河道开挖阶段时，先采用挖掘机进行开挖施工，河道的底标高为+0.0m；并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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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河道内挖出的淤泥土填筑河道断面理坡，多余土方采用自卸卡车运至指定弃土区，然后

对河道两侧边坡进行生态护坡施工，生态护坡结构自下至上依次为20cm厚的碎石垫层、一

层无纺土工布、25cm厚的种植土和15cm边长的预制混凝土六边形框格，框格内填铺10cm厚

的种植土。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吹泥成陆后的河道开挖施工工艺，其特征在于，进行所述铺设

工作垫层步骤之前，先在吹填泥面上沿着处理区的周边搭设浮桥；浮桥采用泡沫板和竹胶

板搭设，并绑扎牢固形成整体通道，浮桥的两侧均绑扎竹竿，保证施工人员在浮桥上行走安

全。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吹泥成陆后的河道开挖施工工艺，其特征在于，进行所述排布

管网步骤时，还要埋设监测仪器。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吹泥成陆后的河道开挖施工工艺，其特征在于，进行所述真空

预压步骤时，还要预备备用真空泵。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吹泥成陆后的河道开挖施工工艺，其特征在于，进行所述地基

深层处理的打设的排水板和地基深层处理时打设的排水板均为C型排水板。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吹泥成陆后的河道开挖施工工艺，其特征在于，进行所述堆载

和稳压步骤时，堆载料采用开山石。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吹泥成陆后的河道开挖施工工艺，其特征在于，进行地基浅层

处理时，还要现场观测表层沉降、孔隙水压力、膜下真空度和地下水位；

进行地基深层处理时，还要现场观测表层沉降、孔隙水压力和土体深层分层沉降；

进行地基浅层处理期的表层沉降观测时，每个真空预压分区布置3个面层沉降板；

进行地基深层处理期的表层沉降观测时，以每间隔100m布置一块沉降板并采用水准仪

和水准测尺测量；

进行地基浅层处理期的孔隙水压力观测时，每个真空预压分区布置2个孔隙水压力计；

进行地基深层处理期的孔隙水压力观测时，以每间隔300m设置一个孔隙水压力观测

孔，每个孔隙水压力观测孔内沿深度方向间隔3m布置一个孔隙水压力计；

进行膜下真空度观测时，每个真空预压分区内布置5个膜下真空度观测点；

进行地下水位观测时，每两个真空预压分区布置一个地下水位观测点；

进行土体深层分层沉降观测时，以每间隔300m布置一个分层沉降观测孔，每个分层沉

降观测孔沿深度方向每间隔为2～3m布置一个分层沉降仪。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吹泥成陆后的河道开挖施工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沉降板包

括底板和与底板的中心连接的沉降杆；底板采用厚度为8mm，尺寸为50cm×50cm的钢板，底

板的中心部位安装一个用于连接沉降杆的螺丝接头，沉降杆用φ40mm的镀锌钢管制作，沉

降杆的长度根据吹填标高和设计沉降量加1m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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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吹泥成陆后的河道开挖施工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吹泥成陆后的河道开挖施工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随着城市建设的持续快速发展,土地资源短缺问题日益严重,滩涂开发利

用成为开辟新土地资源的重要途径，对于合理利用滩涂和岸线资源、大力发展滨海商务、会

议展览，培育现代服务业、促进滨海旅游产业和海洋文化产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

其中又以潮汐河口地区以及沿海地区围填海工程较多，它是通过人工修筑堤坝、填埋土石

方等工程措施将天然海域空间改变成陆地，它是当前我国海岸开发利用的主要形式。围海

成陆工程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先在滩涂或岸线上用堤坝圈围成一个区域，再在围区内进行吹

填成陆。但在陆域形成后，为排洪、排涝、输水、航运等单项或综合用途，还要在陆域区内开

挖一些河道。由于用于吹填成陆的泥砂含水量较高，孔隙比大，抗剪强度很低，压缩性高，属

于软土地基，这种土一旦受到扰动，土的强度显著降低，甚至呈流动状态，因此需要对地基

进行处理后才能开挖成河。目前地基处理的方法主要有：

[0003] 1)轻夯多遍处理方法：该方法质量不可控，并且容易破坏土体结构；

[0004] 2)电渗法：该方法所用设备复杂，使用范围小；

[0005] 3)爆破挤淤法：该方法成本较高。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缺陷而提供一种吹泥成陆后的河道开挖施工

工艺，它采用真空预压和堆载预压相结合的方法处理地基，具有工期短、费用低、无噪音、排

水效果显著，地基固结效果好等优点。

[0007] 本发明的目的是这样实现的：一种吹泥成陆后的河道开挖施工工艺，包括先后进

行的地基处理阶段和河道开挖阶段；

[0008] 所述地基处理阶段包括地基浅层处理和地基深层处理；

[0009] 所述地基浅层处理采用真空预压方法并包括依次进行的铺设工作垫层步骤、打设

排水板步骤、排布真空管网步骤、铺设无纺布和密封膜步骤、安装抽真空装置步骤、真空预

压步骤以及卸载和整平步骤；

[0010] 进行所述铺设工作垫层步骤时，采用150g/㎡的编织土工布作为工作垫层，编织土

工布先在加工场采用包缝或丁缝方式拼接，搭接宽度不小于200mm，再利用围堤和浮桥抬入

工作垫层至施工区，然后人工站在泡沫板上直接在泥面上进行展卷铺设；铺设时应有一定

褶皱，以预留真空预压过程中的沉降；

[0011] 进行所述打设排水板步骤时，先根据地基处理深度、卷板长度、板头预留长度确定

排水板的下料长度，集中裁板，接着将每根排水板的下端口闭合，再通过吹填区围堰和浮桥

运送至施工区内，然后人工定点插置排水板，插置间距为0.8m，正方形布置，插置深度为5m，

露头5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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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进行所述排布真空管网步骤时，真空管网由若干根平行布置的主滤管和多根沿排

水板的排列方向平行布置并与主滤管垂直连接的支滤管构成；所述主滤管采用φ50mm的波

纹管，主滤管的布设间距为12m；所述支滤管采用φ40mm的波纹管，支滤管的布设间距与排

水板的排距相同，同一排排水板的上端与对应的一根支滤管绑扎连接；

[0013] 进行所述铺设无纺布和密封膜步骤时，采用200g/㎡的无纺布，无纺布与支滤管形

成水平排水通道，同时保证密封膜不会因排水板和支滤管的接头破损；无纺布铺设时保持

一定褶皱，以预留真空预压沉降；密封膜采用厚度为0.12～0.16mm的聚乙烯薄膜或聚氯乙

烯薄膜，铺设2层，根据各个真空预压分区的形状在加工厂热合成型；人工铺设密封膜时，密

封膜的四周分单层应压入压膜沟的淤泥面以下不少于0.8m，确保真空预压分区膜下密封；

[0014] 进行所述安装抽真空装置步骤时，真空泵采用功率为7.5kW的射流泵并与主滤管

连接，真空泵应能形成不小于96kPa的真空压力，维持膜下真空度不小于80kPa；

[0015] 进行所述真空预压步骤时，要按照以下流程抽真空以逐级增加膜下真空度：试抽

→30kPa真空→50kPa真空→80kPa真空；维持满载80kPa真空的时间不小于60天；

[0016] 所述地基深层处理采用堆载预压方法并包括依次进行的铺设排水砂垫层步骤、打

设排水板步骤、堆载和稳压步骤以及卸载和检测步骤；

[0017] 进行所述铺设排水砂垫层步骤时，先清除密封膜、无纺布和管网，再铺设1m厚的排

水砂垫层；

[0018] 进行所述打设排水板步骤时，在陆上采用插板机打设排水板，排水板的插置深度

为30m，并与地基浅层处理时打设的排水板错开插置；

[0019] 进行所述堆载和稳压步骤时，由自卸汽车将堆载料运输至施工区域内堆放，同时

采用挖掘机及铲车进行堆载料的摊铺施工，摊铺作业分层进行，每层厚度不大于1m，直到堆

载至设计标高；堆载稳压时间必须满足设计要求；

[0020] 进行所述卸载和检测步骤时，当堆载稳压时间及沉降数值满足工程要求后，开始

进行卸载施工，并整平至设计标高形成最终陆域；卸载施工采用挖掘机和自卸汽车，卸载料

通过自卸汽车运输至指定区域再次堆载预压或者回填密实；

[0021] 进行所述河道开挖阶段时，先采用挖掘机进行开挖施工，河道的底标高为+0.0m；

并利用河道内挖出的淤泥土填筑河道断面理坡，多余土方采用自卸卡车运至指定弃土区，

然后对河道两侧边坡进行生态护坡施工，生态护坡结构自下至上依次为20cm厚的碎石垫

层、一层无纺土工布、25cm厚的种植土和15cm边长的预制混凝土六边形框格，框格内填铺

10cm厚的种植土。

[0022] 上述的吹泥成陆后的河道开挖施工工艺，其中，进行所述铺设工作垫层步骤之前，

先在吹填泥面上沿着处理区的周边搭设浮桥；浮桥采用泡沫板和竹胶板搭设，并绑扎牢固

形成整体通道，浮桥的两侧均绑扎竹竿，保证施工人员在浮桥上行走安全。

[0023] 上述的吹泥成陆后的河道开挖施工工艺，其中，进行所述排布管网步骤时，还要埋

设监测仪器。

[0024] 上述的吹泥成陆后的河道开挖施工工艺，其中，进行所述真空预压步骤时，还要预

备备用真空泵。

[0025] 上述的吹泥成陆后的河道开挖施工工艺，其中，进行所述地基深层处理的打设的

排水板和地基深层处理时打设的排水板均为C型排水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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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上述的吹泥成陆后的河道开挖施工工艺，其中，进行所述堆载和稳压步骤时，堆载

料采用开山石。

[0027] 上述的吹泥成陆后的河道开挖施工工艺，其中，进行地基浅层处理时，还要现场观

测表层沉降、孔隙水压力、膜下真空度和地下水位；

[0028] 进行地基深层处理时，还要现场观测表层沉降、孔隙水压力和土体深层分层沉降；

[0029] 进行地基浅层处理期的表层沉降观测时，每个真空预压分区布置3个面层沉降板；

[0030] 进行地基深层处理期的表层沉降观测时，以每间隔100m布置一块沉降板并采用水

准仪和水准测尺测量；

[0031] 进行地基浅层处理期的孔隙水压力观测时，每个真空预压分区布置2个孔隙水压

力计；

[0032] 进行地基深层处理期的孔隙水压力观测时，以每间隔300m设置一个孔隙水压力观

测孔，每个孔隙水压力观测孔内沿深度方向间隔3m布置一个孔隙水压力计；

[0033] 进行膜下真空度观测时，每个真空预压分区内布置5个膜下真空度观测点；

[0034] 进行地下水位观测时，每两个真空预压分区布置一个地下水位观测点；

[0035] 进行土体深层分层沉降观测时，以每间隔300m布置一个分层沉降观测孔，每个分

层沉降观测孔沿深度方向每间隔为2～3m布置一个分层沉降仪；

[0036] 上述的吹泥成陆后的河道开挖施工工艺，其中，所述沉降板包括底板和与底板的

中心连接的沉降杆；底板采用厚度为8mm，尺寸为50cm×50cm的钢板，底板的中心部位安装

一个用于连接沉降杆的螺丝接头，沉降杆用φ40mm的镀锌钢管制作，沉降杆的长度根据吹

填标高和设计沉降量加1m来确定。

[0037] 本发明的吹泥成陆后的河道开挖施工工艺具有如下特点:

[0038] 1.采用真空预压法进行地基的浅层处理，不需要施加实体荷载，具有工期短、费用

低、无噪音、排水效果显著、处理效果容易控制等优点；

[0039] 2.采用堆载预压法进行地基的深层处理，固结效果好，有效提高了软地基的固结

度和稳定性，使地基表面的沉降量达到80cm以上，地基平均固结度超过90％，满足了开挖河

道对地基的物理要求，为河道开挖提供了可靠保证。

附图说明

[0040] 图1是本发明的吹泥成陆后的河道开挖施工工艺的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41] 下面将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42] 本发明的一种吹泥成陆后的河道开挖施工工艺，包括先后进行的地基处理阶段和

河道开挖阶段。

[0043] 地基处理阶段包括先后进行的地基浅层处理和地基深层处理；

[0044] 地基浅层处理的处理深度为5m，采用真空预压方法并包括依次进行的铺设工作垫

层步骤、打设排水板步骤、排布真空管网步骤、铺设无纺布和密封膜步骤、安装抽真空装置

步骤、真空预压步骤以及卸载和整平步骤；

[0045] 先在吹填泥面上沿着处理区的周边搭设浮桥；浮桥采用泡沫板和竹胶板搭设，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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绑扎牢固形成整体通道；浮桥的两侧均绑扎竹竿，保证施工人员在浮桥上行走安全。

[0046] 进行铺设工作垫层步骤时，采用150g/㎡的编织土工布作为工作垫层，编织土工布

先在加工场采用包缝或丁缝方式拼接，搭接宽度不小于200mm，再利用围堤和浮桥抬入工作

垫层至施工区，然后人工站在泡沫板上直接在泥面上进行展卷铺设；铺设时应有一定褶皱，

以预留真空预压过程中的沉降；

[0047] 进行打设排水板步骤时，采用C型排水板；先根据地基处理深度、卷板长度、板头预

留长度确定排水板的下料长度，集中裁板，接着将每根排水板的下端口闭合，即将排水板的

下端预留一小段滤膜，将预留的滤膜翻折后用订书钉固定；再通过吹填区围堰和浮桥运送

至施工区内，然后人工定点插置排水板，插置间距为0.8m，正方形布置，插置深度为5m，露头

50cm；

[0048] 进行排布真空管网步骤时，还要埋设监测仪器；真空管网由若干根平行布置的主

滤管和多根沿排水板的排列方向平行布置并与主滤管垂直连接的支滤管构成；主滤管采用

φ50mm的波纹管，主滤管的布设间距为12m；支滤管采用φ40mm的波纹管，支滤管的布设间

距与排水板的排距相同，同一排排水板的上端与对应的一根支滤管绑扎连接；

[0049] 进行铺设无纺布和密封膜步骤时，采用200g/㎡的无纺布，无纺布铺设时保持一定

褶皱，以预留真空预压沉降；密封膜采用厚度为0.12～0.16mm的聚乙烯薄膜或聚氯乙烯薄

膜，铺设2层，根据各个真空预压分区的形状在加工厂热合成型；人工铺设密封膜时，密封膜

的四周分单层应压入压膜沟的淤泥面以下不少于0.8m，确保真空预压分区膜下密封，使地

基与大气层隔离；

[0050] 进行安装抽真空装置步骤时，真空泵采用功率为7.5kW的射流泵并与主滤管连接，

射流泵应能形成不小于96kPa的真空压力，以维持膜下真空度不小于80kPa；还要预备备用

真空泵，以防止施工过程中真空泵损坏；

[0051] 进行真空预压步骤时，要按照以下流程抽真空以逐级增加膜下真空度：试抽→

30kPa真空→50kPa真空→80kPa真空；维持满载80kPa真空的时间不小于60天；抽真空期间

重复踩密封膜，加强对密封膜面的护理，发现漏气及时修补，抽真空期间应保证压膜沟的密

封效果，出现缺泥时应及时补填淤泥；

[0052] 进行卸载和整平步骤时，安排铲车、挖掘机进行整平。

[0053] 进行地基浅层处理时，还要现场观测表层沉降、孔隙水压力、膜下真空度和地下水

位；

[0054] 进行表层沉降观测时，每个真空预压分区布置3个面层沉降板并采用水准仪和水

准测尺测量；沉降板包括底板和与底板的中心连接的沉降杆；底板采用厚度为8mm，尺寸为

50cm×50cm的钢板，底板的中心部位安装一个用于连接沉降杆的螺丝接头，沉降杆用φ

40mm的镀锌钢管制作，沉降杆的长度根据吹填标高和设计沉降量加1m来确定；

[0055] 进行孔隙水压力观测时，每个真空预压分区布置2个孔隙水压力计；

[0056] 进行膜下真空度观测时，每个真空预压分区内布置5个膜下真空度观测点；

[0057] 进行地下水位观测时，每两个真空预压分区布置一个地下水位观测点。

[0058] 地基深层处理的处理深度为30m，采用堆载预压方法并包括依次进行的铺设排水

砂垫层步骤、打设排水板步骤、堆载和稳压步骤以及卸载和检测步骤；

[0059] 进行铺设排水砂垫层步骤时，先清除密封膜、无纺布和管网，再铺设1m厚的排水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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垫层，排水砂垫层的作用是在软土顶面增加一个排水面，在堆载的过程中，荷载逐渐增加，

促使软土地基排水固结渗出的水能从砂垫层中排走；

[0060] 进行打设排水板步骤时，在陆上采用插板机打设排水板，采用C型排水板；排水板

的插置深度为30m，并与地基浅层处理时打设的排水板错开插置；

[0061] 进行堆载和稳压步骤时，由自卸汽车将堆载料运输至施工区域内堆放，同时采用

挖掘机及铲车进行堆载料的摊铺施工，堆载料采用甲供开山石；堆载料的摊铺作业分层进

行，每层厚度不大于1m；摊铺至+8.0m～+10.0m的标高；堆载稳压时间必须满足设计要求，即

堆载预压加载及恒载期间地基沉降速率不大于15mm/天，加载期位移每昼夜小于5mm；

[0062] 进行卸载和检测步骤时，当堆载稳压时间及沉降数值满足工程要求后，即根据沉

降曲线推算软土平均固结度大于90％并且沉降速率小于1mm/天后，方可开始进行卸载施

工，并整平至+4.0m的标高形成最终陆域；卸载施工采用挖掘机和自卸汽车，卸载料通过自

卸汽车运输至指定区域再次堆载预压或者回填密实；卸载完成后安排挖掘机和推土机等进

行场地平整。

[0063] 进行地基深层处理时，还要现场观测表层沉降、孔隙水压力和土体深层分层沉降；

[0064] 进行表层沉降观测时，以每间隔100m布置一块沉降板并采用水准仪和水准测尺测

量；

[0065] 进行孔隙水压力观测时，以每间隔300m设置一个孔隙水压力观测孔，每个孔隙水

压力观测孔内沿深度方向间隔3m布置一个孔隙水压力计；

[0066] 进行土体深层分层沉降观测时，以每间隔300m布置一个分层沉降观测孔，每个分

层沉降观测孔沿深度方向每间隔为2～3m布置一个分层沉降仪。

[0067] 进行河道开挖阶段时，采用挖掘机进行开挖施工，河道的底标高为+0.0m；并利用

河道内挖出的淤泥土填筑河道断面理坡，多余土方采用自卸卡车运至指定弃土区，然后对

河道两侧边坡进行生态护坡施工，生态护坡结构自下至上依次为20cm厚的碎石垫层、一层

无纺土工布、25cm厚的种植土和15cm边长的预制混凝土六边形框格，六边形框格内填铺

10cm厚的种植土。

[0068] 以上实施例仅供说明本发明之用，而非对本发明的限制，有关技术领域的技术人

员，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的情况下，还可以作出各种变换或变型，因此所有等同的

技术方案也应该属于本发明的范畴，应由各权利要求所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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