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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软土地基上的整体预制

型水闸闸室结构，包括复合地基、水闸闸室底板、

闸门、预制钢壳沉箱、下游消力池、水闸启闭室、

上游消力池和回填压重箱体；本发明软土地基上

的整体预制型水闸闸室结构在软土地基上采用

了整体预制钢壳沉箱作为外模板预制水闸闸室，

将闸室坐落于复合桩基础上，共同形成闸室结

构，闸室上下游的水平力等荷载由闸室结构承担

而达到结构安全稳定、可靠的作用，又能达到高

效、节能、绿色、环保的目的；且本发明具有无围

堰水上施工、施工快、资源浪费少、高效、节能、绿

色环保、经济等特点，适用于软土地基上无法采

用围堰或基坑围护等干施工条件、工期紧等地

方，应用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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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软土地基上的整体预制型水闸闸室结构，其特征在于，包括复合地基、水闸闸室

底板(1)、闸门(2)、预制钢壳沉箱(3)、下游消力池(4)、水闸启闭室(5)、上游消力池(6)和回

填压重箱体(7)；所述复合地基包括扩大头预制桩(15)、水下混凝土(14)和注浆基床(13)；

所述扩大头预制桩(15)的顶部设置有水下混凝土(14)，水下混凝土(14)的顶面设置有注浆

基床(13)；所述注浆基床(13)的顶面设置有预制钢壳沉箱(3)，预制钢壳沉箱(3)内的底部

设置有水闸闸室底板(1)，水闸闸室底板(1)上设置有闸门(2)；所述闸门(2)的两端均设置

有水闸启闭室(5)，每个水闸启闭室(5)的一侧均设置有回填压重箱体(7)；所述预制钢壳沉

箱(3)的上游侧设置有上游消力池(6)，预制钢壳沉箱(3)的下游侧设置有下游消力池(4)。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软土地基上的整体预制型水闸闸室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预

制钢壳沉箱(3)包括钢壳沉箱侧板(17)、钢壳沉箱底板(18)和钢壳沉箱立板(19)；所述钢壳

沉箱底板(18)的横向上设置有四个钢壳沉箱侧板(17)，钢壳沉箱底板(18)的纵向上设置有

两个钢壳沉箱立板(19)。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软土地基上的整体预制型水闸闸室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预

制钢壳沉箱(3)的四周均设置有水下混凝土盖板(10)，水下混凝土盖板(10)位于注浆基床

(13)上。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软土地基上的整体预制型水闸闸室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水

下混凝土(14)的四周均设置有袋装碎石(11)。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软土地基上的整体预制型水闸闸室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扩

大头预制桩(15)的四周均设置有旋喷桩止水帷幕(16)。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软土地基上的整体预制型水闸闸室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预

制钢壳沉箱(3)的两端设置有回填料(12)。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软土地基上的整体预制型水闸闸室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回

填压重箱体(7)内填充有回填料。

8.一种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软土地基上的整体预制型水闸闸室结构的施工方法，其

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根据水闸的现行规范进行闸室稳定计算，确定闸室的长度、宽度和回填压重箱

体(7)宽度；

步骤二：根据现行的地基处理规范进行复合地基承载力、沉降等计算，确定扩大头预制

桩(15)的桩型、桩长和水下混凝土(14)的厚度；

步骤三：根据水闸的现行规范对防渗等计算，确定旋喷桩止水帷幕(16)的长度；

步骤四：根据现行规范对预制钢壳沉箱(3)进行吃水、干舷高度浮游稳定和强度计算，

确定预制钢壳沉箱(3)的底板、侧板、立板板厚；

步骤五：在工厂或现场对预制钢壳沉箱(3)进行预制，包括闸室结构的钢筋绑扎；

步骤六：土方开挖施工形成边坡线后，对扩大头预制桩(15)进行施工；

步骤七：在扩大头预制桩(15)的四周，施工设置有防漏的袋装碎石(11)；

步骤八：当袋装碎石(11)施工完成后，对扩大头预制桩(15)的顶部进行水下混凝土

(14)的施工；

步骤九：在水下混凝土(14)的顶面完成对注浆基床(13)的施工；

步骤十：浮运预制钢壳沉箱(3)安放至复合地基上，浇筑水闸闸室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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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十一：预制钢壳沉箱(3)的四周施工安放水下混凝土盖板(10)后，在水下混凝土

(14)的顶面进行注浆基床(13)的注浆；

步骤十二：在扩大头预制桩(15)的四周施工旋喷桩止水帷幕(16)；

步骤十三：在预制钢壳沉箱(3)的两端施工回填料(12)，回填压重箱体(7)内施工回填

料；

步骤十四：局部拆除水下混凝土盖板(10)和复合基础，在预制钢壳沉箱(3)的上游侧施

工上游消力池(6)，预制钢壳沉箱(3)的下游侧施工下游消力池(4)。

步骤十五：在预制钢壳沉箱(3)的底部施工水闸闸室底板(1)，并对闸门(2)和闸室启闭

室(5)内进行设备安装；

步骤十六：割除闸室空间范围内的钢壳沉箱立板(19)，即可完成水闸闸室结构的施工。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110331701 A

3



一种软土地基上的整体预制型水闸闸室结构及其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软土地基技术领域，特别是一种软土地基上的整体预制型水闸闸室结

构及其施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水闸是指修建在河道、渠道等上利用闸门控制流量和调节水位的低水头水工建筑

物。关闭闸门可以拦洪、挡潮或抬高上游水位，以满足灌溉、发电、航运、水产、环保、工业和

生活用水等需要；开启闸门，可以宣泄洪水、涝水、弃水或废水，也可对下游河道或渠道供

水。其结构一般由闸室、上下游消力池、上下游海漫段、上下游防冲槽组成。

[0003] 随着国家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的提高，人们对自身所居住的环

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是更加向往碧海蓝天，随之在海边建设度假区、建设蓝色港湾等

项目也越来越多，也经常性的要在防波大堤建设具有排洪、挡潮等功能的水闸。按传统建设

水闸的经验，若为软土地基基础，一般采用水上大围堰对水闸进行干施工，或采用水上深基

坑围护进行水闸干施工，采用上述两种施工方法不仅需要创造水闸干施工条件，而且现场

需要大量的模板，作业量大且工期较长，建筑材料浪费也很多。目前，在软土地基上建设水

闸尚未有一种既不需要围堰或围护能直接水上施工水闸，又能达到高效、节能、绿色、环保

的结构。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软土地基上的整体预制型水闸闸

室结构及其施工方法。

[0005] 实现本发明目的的技术解决方案为：

[0006] 一种软土地基上的整体预制型水闸闸室结构，其特征在于，包括复合地基、水闸闸

室底板、闸门、预制钢壳沉箱、下游消力池、水闸启闭室、上游消力池和回填压重箱体；所述

复合地基包括扩大头预制桩、水下混凝土和注浆基床；所述扩大头预制桩的顶部设置有水

下混凝土，水下混凝土的顶面设置有注浆基床；所述注浆基床的顶面设置有预制钢壳沉箱，

预制钢壳沉箱内的底部设置有水闸闸室底板，水闸闸室底板上设置有闸门；所述闸门的两

端均设置有水闸启闭室，每个水闸启闭室的一侧均设置有回填压重箱体；所述预制钢壳沉

箱的上游侧设置有上游消力池，预制钢壳沉箱的下游侧设置有下游消力池。

[0007] 优选地，所述预制钢壳沉箱包括钢壳沉箱侧板、钢壳沉箱底板和钢壳沉箱立板；所

述钢壳沉箱底板的横向上设置有四个钢壳沉箱侧板，钢壳沉箱底板的纵向上设置有两个钢

壳沉箱立板。

[0008] 优选地，所述预制钢壳沉箱的四周均设置有水下混凝土盖板，水下混凝土盖板位

于注浆基床上。

[0009] 优选地，所述水下混凝土的四周均设置有袋装碎石。

[0010] 优选地，所述扩大头预制桩的四周均设置有旋喷桩止水帷幕。

说　明　书 1/4 页

4

CN 110331701 A

4



[0011] 优选地，所述预制钢壳沉箱的两端设置有回填料。

[0012] 优选地，所述回填压重箱体内填充有回填料。

[0013] 一种软土地基上的整体预制型水闸闸室结构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

步骤：

[0014] 步骤一：根据水闸的现行规范进行闸室稳定计算，确定闸室的长度、宽度和回填压

重箱体宽度；

[0015] 步骤二：根据现行的地基处理规范进行复合地基承载力、沉降等计算，确定扩大头

预制桩的桩型、桩长和水下混凝土的厚度；

[0016] 步骤三：根据水闸的现行规范对防渗等计算，确定旋喷桩止水帷幕的长度；

[0017] 步骤四：根据现行规范对预制钢壳沉箱进行吃水、干舷高度浮游稳定和强度计算，

确定预制钢壳沉箱的底板、侧板、立板板厚；

[0018] 步骤五：在工厂或现场对预制钢壳沉箱进行预制，包括闸室结构的钢筋绑扎；

[0019] 步骤六：土方开挖施工形成边坡线后，对扩大头预制桩进行施工；

[0020] 步骤七：在扩大头预制桩的四周，施工设置有防漏的袋装碎石；

[0021] 步骤八：当袋装碎石施工完成后，对扩大头预制桩的顶部进行水下混凝土的施工；

[0022] 步骤九：在水下混凝土的顶面完成对注浆基床的施工；

[0023] 步骤十：浮运预制钢壳沉箱安放至复合地基上，浇筑水闸闸室混凝土；

[0024] 步骤十一：预制钢壳沉箱的四周施工安放水下混凝土盖板后，在水下混凝土的顶

面进行注浆基床的注浆；

[0025] 步骤十二：在扩大头预制桩的四周施工旋喷桩止水帷幕；

[0026] 步骤十三：在预制钢壳沉箱的两端施工回填料，回填压重箱体内施工回填料；

[0027] 步骤十四：局部拆除水下混凝土盖板和复合基础，在预制钢壳沉箱的上游侧施工

上游消力池，预制钢壳沉箱的下游侧施工下游消力池；

[0028] 步骤十五：在预制钢壳沉箱的底部施工水闸闸室底板，并对闸门和闸室启闭室内

进行设备安装；

[0029] 步骤十六：割除闸室空间范围内的钢壳沉箱立板，即可完成水闸闸室结构的施工。

[0030]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其显著优点：

[0031] (1)本发明软土地基上的整体预制型水闸闸室结构在软土地基上采用了整体预制

钢壳沉箱作为外模板预制水闸闸室，将闸室坐落于复合桩基础上，共同形成闸室结构，闸室

上下游的水平力等荷载由闸室结构承担而达到结构安全稳定、可靠的作用，又能达到高效、

节能、绿色、环保的目的。

[0032] (2)本发明软土地基上的整体预制型水闸闸室结构具有无围堰水上施工、施工快、

资源浪费少、高效、节能、绿色环保、经济等特点，适用于软土地基上无法采用围堰或基坑围

护等干施工条件、工期紧等地方，应用前景广阔。

附图说明

[0033]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或现

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发明

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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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34] 图1为本发明软土地基上的整体预制型水闸闸室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0035] 图2为本发明软土地基上的整体预制型水闸闸室结构的俯视图。

[0036] 图3为本发明软土地基上的整体预制型水闸闸室结构的剖视图。

[0037] 图4为本发明中预制钢壳沉箱的结构示意图。

[0038] 图5为本发明中预制钢壳沉箱的剖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9]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40] 实施例1：

[0041] 如图1、图2和图3所示，一种软土地基上的整体预制型水闸闸室结构，包括复合地

基、水闸闸室底板1、闸门2、预制钢壳沉箱3、下游消力池4、水闸启闭室5、上游消力池6和回

填压重箱体7；所述复合地基包括扩大头预制桩15、水下混凝土14和注浆基床13；所述扩大

头预制桩15的顶部设置有水下混凝土14，水下混凝土14的顶面设置有注浆基床13；所述注

浆基床13的顶面设置有预制钢壳沉箱3，预制钢壳沉箱3内的底部设置有水闸闸室底板1，水

闸闸室底板1上设置有闸门2；所述闸门2的两端均设置有水闸启闭室5，每个水闸启闭室5的

一侧均设置有回填压重箱体7；所述预制钢壳沉箱3的上游侧设置有上游消力池6，预制钢壳

沉箱3的下游侧设置有下游消力池4；所述预制钢壳沉箱3的四周均设置有水下混凝土盖板

10，水下混凝土盖板10位于注浆基床13上；所述水下混凝土14的四周均设置有袋装碎石11；

所述扩大头预制桩15的四周均设置有旋喷桩止水帷幕16；所述预制钢壳沉箱3的两端设置

有回填料12；所述回填压重箱体7内填充有回填料。

[0042] 如图4和图5所示，所述预制钢壳沉箱3包括钢壳沉箱侧板17、钢壳沉箱底板18和钢

壳沉箱立板19；所述钢壳沉箱底板18的横向上设置有四个钢壳沉箱侧板17，钢壳沉箱侧板

17与水流方向一致；所示钢壳沉箱底板18的纵向上设置有两个钢壳沉箱立板19，钢壳沉箱

立板19与水流方向垂直。

[0043] 一种软土地基上的整体预制型水闸闸室结构的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4] 步骤一：根据水闸的现行规范进行闸室稳定计算，确定闸室的长度、宽度和回填压

重箱体7宽度；

[0045] 步骤二：根据现行的地基处理规范进行复合地基承载力、沉降等计算，确定扩大头

预制桩15的桩型、桩长和水下混凝土14的厚度；

[0046] 步骤三：根据水闸的现行规范对防渗等计算，确定旋喷桩止水帷幕16的长度；

[0047] 步骤四：根据现行规范对预制钢壳沉箱3进行吃水、干舷高度浮游稳定和强度计

算，确定预制钢壳沉箱3的底板、侧板、立板板厚；

[0048] 步骤五：在工厂或现场对预制钢壳沉箱3进行预制，包括闸室结构的钢筋绑扎；

[0049] 步骤六：土方开挖施工形成边坡线后，对扩大头预制桩15进行施工；

[0050] 步骤七：在扩大头预制桩15的四周，施工设置有防漏的袋装碎石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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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1] 步骤八：当袋装碎石11施工完成后，对扩大头预制桩15的顶部进行水下混凝土14

的施工；

[0052] 步骤九：在水下混凝土14的顶面完成对注浆基床13的施工；

[0053] 步骤十：浮运预制钢壳沉箱3安放至复合地基上，浇筑水闸闸室混凝土；

[0054] 步骤十一：预制钢壳沉箱3的四周施工安放水下混凝土盖板10后，在水下混凝土14

的顶面进行注浆基床13的注浆；

[0055] 步骤十二：在扩大头预制桩15的四周施工旋喷桩止水帷幕16；

[0056] 步骤十三：在预制钢壳沉箱3的两端施工回填料12，回填压重箱体7内施工回填料；

[0057] 步骤十四：局部拆除水下混凝土盖板10和复合基础，在预制钢壳沉箱3的上游侧施

工上游消力池6，预制钢壳沉箱3的下游侧施工下游消力池4；上游设计水位8高于下游设计

水位9；

[0058] 步骤十五：在预制钢壳沉箱3的底部施工水闸闸室底板1，并对闸门2和闸室启闭室

5内进行设备安装；

[0059] 步骤十六：割除闸室空间范围内的钢壳沉箱立板19，即可完成水闸闸室结构的施

工。

[0060] 综上所述，本发明软土地基上的整体预制型水闸闸室结构在软土地基上采用了整

体预制钢壳沉箱作为外模板预制水闸闸室，将闸室坐落于复合桩基础上，共同形成闸室结

构，闸室上下游的水平力等荷载由闸室结构承担而达到结构安全稳定、可靠的作用，又能达

到高效、节能、绿色、环保的目的；本发明软土地基上的整体预制型水闸闸室结构具有无围

堰水上施工、施工快、资源浪费少、高效、节能、绿色环保、经济等特点，适用于软土地基上无

法采用围堰或基坑围护等干施工条件、工期紧等地方，应用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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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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