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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泥地质条件下模袋砂围堰水闸
施工技术的优化

赖佑贤!陈!健
"广州市水电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 广州!-$#%###

!摘!要"!围堰施工技术是水利建设工程中的关键环节' 由于河道淤泥含水量高$承载力远远不足$存在着普通

砂土围堰沉降大$容易造成淤泥扰动&滑塌$不稳定$难于成型等问题' 作为七种常见围堰施工技术之一的模袋砂

围堰具有机械化施工程度高&模袋砂护岸整体性能良好&抗冲刷能力强&能减少施工沉降等优点而被优先采用' 结

合实际工程条件$优化提出(松木桩Y模袋牛皮砂)式围堰新工艺$成功解决了淤泥质地基中围堰施工沉降大&稳定

性差的问题$为类似工程施工提供了有效参照依据'

!关键词"!围堰施工% 淤泥条件% 模袋砂围堰% 技术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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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闸作为水利工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帮助实

现拦水'提高水位'泄洪'排水等重要功能"在水利工程

中占据重要地位# 在水闸工程建设过程中"容易受到

潮汐'地形'地质条件等因素的影响"要保证水闸施工

的质量"就必须要重视水闸施工技术"尤其是淤泥质等

特殊地质条件下水闸施工技术的优化研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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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针对河道淤泥软土地基下的围堰施工"对当

前施工方案进行比选及优化"并结合实际工程条件"提

出了%松木桩 Y模袋牛皮砂&式围堰新工艺"解决了软

土地基特别是淤泥质地基中围堰施工沉降大'稳定性

差的问题#

%'淤泥地质条件下水闸门施工方法选择

目前常用的围堰施工方法大致上可分为土石围

堰'混凝土围堰'草土围堰'钢板桩围堰'爆破挤淤围

堰'模袋砂围堰及固化土围堰七大类# 各方案性能'造

价及施工难易情况对比如下表所列#

常见围堰施工方法对比分析表

围 堰 类 型 稳定性 防渗性 抗冲刷性能 工程造价 适用范围 施工难易

土石围堰 好 好 强 造价较高 一般 较难

混凝土围堰 好 好 强 造价高 广 难度大

草土围堰 好 一般 一般 低 小 较容易

钢板桩围堰 好 一般 强 高 一般 难度大

爆破挤淤围堰 好 好 一般 高 广 容易

模袋砂围堰 好 好 强 低 广 容易

固化土围堰 一般 好 一般 高 一般 容易

!!模袋施工方法具有以下优点!机械化施工程度高'

速度快'成本低(施工方便"灌砂效果显著(模袋砂护岸

整体性能良好"抗冲刷能力强(模袋采用的土工编织布

属于成熟产品"早已广泛生产"价格居中"采购方便(容

易就地取材"能大量减少块石等建筑材料的运输量#

因此"模袋砂围堰可以优先成为较常用的一种水闸门

施工方法# 只要结合实际工程的具体条件进行必要的

适用性改造和工艺优化"就能有效用于淤泥地质条件

下的水闸门施工#

B''松木桩I模袋牛皮砂(式围堰工艺的提出

).$!工程背景

广州市荔湾区花地河景观西闸工程是一项集景观

蓄水'引清调水'挡潮排涝'通航及保证泄洪安全为一

体的水利工程"工程等级均属于
!

等"其主要建筑物级

别为 ) 级"次要建筑物级别为 / 级"船闸通航等级为
"

级# 主要建筑物包括一座水闸'一座船闸及相应的管

理设施和景观绿化设施#

)."!围堰方案设计

该工程施工期间主要受海水潮涨'潮落影响"该河

段潮水每天有两次涨落"因此在施工时"上下游必须修

筑挡水围堰"围护基坑"确保干地施工#

根据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组织设计规范* , ^0

)#)."##/-"待建水闸建筑物标准为 ) 级建筑物"工程

施工围堰确定为 - 级#

该工程围堰分两期进行"考虑工程的重要性"一期

围堰设计拟按 $# 年一遇年最高洪潮水位 "./&C考虑

安全超高值"围堰顶高程确定为 ).#C(二期围堰工期

比较短"对工程影响不大"围堰设计拟按 - 年一遇的洪

潮标准加安全超高值"高程定为 ".-C# 在南岸高尔夫

球场开挖导流明渠导流"河床全断面一次围堰"剩余导

流明渠处翼墙采用二期小围堰围闭施工#

).)!该工程围堰施工的特殊性

该工程位于两条河涌互通地段" 需面对在珠江三

角洲地区淤泥软土条件下施工的特殊困难# 珠江三角

洲地区的淤泥软土是中国最难处理的软土"含水量高

达 (#S V'#S"一般情况 "值 $ V)] 6̀"

!

值 $aV-a"

呈流塑状# 承载力远远不足"围堰沉降大"容易造成淤

泥扰动'滑塌"难于稳定"不易成型# 因此"在围堰施工

方案设计时选择砂作为筑堰材料"一方面可以减小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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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自重"以减小堰体荷载产生的沉降"同时也起到防渗

作用(另一方面"利用膜袋自身的强度"增加堰体刚度

及整体性"扩大堰体基础的受力面积"减小堰体反压平

台的宽度# 最终"工程一期围堰采用膜袋砂围堰"二期

围堰采用沙包围堰"局部采用松木桩围堰# 并形成了

一套%松木桩Y模袋牛皮砂&式围堰的新工艺#

)./!工程一期'二期围堰典型断面

一期围堰全长 '"C"采用顶宽 /C'底宽 "'C'坡度

$b"'堰顶标高 ).##C'堰底标高 c).##C'围堰高 %.#C

的膜袋砂围堰# 底层铺设土工布"迎水面铺设土工膜并

用块石压脚"背水侧采用沙包压脚# 膜袋采用 "##<TC

"

的腈纶 , `̀ - 土工编织布"纵横向断裂强力不小于

%.-]:TC"撕破强力不小于 #.$%]:"每个膜袋幅宽 %C"

长度按实际长度确定"充填后厚度为 #.- V#.(C"采用

分层立体交错铺至设计高程"围堰迎水坡用黏性土保

护"面层用土工膜覆盖"沙包防护"块石压脚(内坡用沙

袋压脚,见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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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一期围堰典型断面

二期围堰主要采用沙包围堰和松木桩围堰# 沙包

围堰顶宽为 )C"底宽为 $).-C"顶高程为 ".-#C"底高

程为c$.##C"坡度为 $b$.-"围堰高为 ).-C# 底层铺

设土工布"迎水面铺设土工膜并用块石压脚"背水侧采

用沙包压脚# 靠近原景观挡墙和已建南岸翼墙处结合

河床地质情况及施工要求"拟采用松木桩进行围堰施

工"长度为 &C"宽度为 /#BC"厚度为 $'BC# 围堰顶面

标高拟定为 ".-C,见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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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二期围堰典型断面

).-!模袋砂材料选择

为了保证水闸施工围堰的安全可靠"该工程采用

模袋砂围堰"围堰结构主要采用模袋砂填筑"基础采用

吹填牛皮砂"充分利用牛皮砂良好的不透水性和塑性"

在围堰处大范围抛填牛皮砂"增大围堰基础受力"以达

到提高基础承载力的要求"成功解决软土地基堰稳定

性和整体性差的问题#

$'结'论

本文描述了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淤泥质软土地基上

修建水闸'泵站结构"采用围堰施工时"由于淤泥含水

量高"承载力远远不足"存在普通砂土围堰沉降大"容

易造成淤泥扰动'滑塌"难于稳定'成型等问题"结合实

际工程研究提出%松木桩 Y模袋牛皮砂&式围堰新工

艺"优化了现有的围堰施工方法"该工艺适用于水利工

程施工中对围堰断面要求不大"且受远离旧堤等施工

条件限制'难以实施的情况# 为类似工程施工提供了

可以借鉴的重要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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