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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桩间围堤堤基砂被施工技术的应用
余!娟!薛!嵩

!湖北长江清淤疏浚工程有限公司"湖北 武汉!%#$$$$#

!摘!要"!本文介绍了桥桩间围堤堤基砂被施工工艺% 在具体施工中"针对每个桥梁分别设计袋体形状和尺寸"

在充袋施工前对袋体进行打桩固定"并在施工过程中及时调整输泥管口方向"保证了砂被原有功能且具有很强的

操作性"同时确保了桥梁桥桩的安全% 此工艺可为类似工程借鉴%

!关键词"!砂被&桥桩&桥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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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概述

长江澄通河段通洲沙西水道长沙河-福山塘段边

滩综合整治工程施工%标位于张家港市乐余镇和南丰

镇#包括新建堤线长 K"KI'和 NI$'临时隔堤% 新建

纵堤需穿过永钢码头的永泰引桥&宏泰引桥和盛泰引

桥#受引桥影响段围堤采用分期实施方案!一期先将围

堤施工到 &J$$'高程"引桥下方$*二期在吹填区完成

后#对围堤影响范围内引桥进行拆除#将围堤施工到

NJ#&'高程%

穿过永泰引桥&宏泰引桥和盛泰引桥的围堤堤段

迎水面全部为三级边坡#堤身分为三期实施#采用钢筋

混凝土栅栏板f干砌块石护坡%

.'工程难点

永钢集团码头的永泰&盛泰&宏泰引桥分别与围堤

&

I fO"I&

&

I f"K$&

&

I f"K$ 断面交叉#与引桥连接

的码头布置在&

I fL$$ P

&

K f"KI 堤段外侧#距离围

堤 K$$'左右% 该工程的施工难点主要有以下三个方

面内容!

)%!)



3J受引桥及码头运营的影响#

&

I f&$$ P

&

K f

"KI 堤段无法在围堤外侧布置吹砂船#致使该堤段的

砂被&堤身填筑&堤身砂&靠背砂用砂的供应难度极大%

@J受引桥及码头运营的影响#对水上施工的安

全&避让及避风等管理要求高#安全保障难度大%

5J工程工期短&任务重#施工强度大#保证工期是

工程的难点之一%

$'砂被施工方案设计

该工程于 K$I# 年 IK 月开始施工#K$I% 年 IK 月完

成全部工程#围堤填筑的施工期为 K$I# 年 IK 月-

K$I% 年 % 月% 本工程全部围堤填筑&围区吹填均采用

吸&运&吹工艺施工
+I,

#共使用了 &$$'

#

吹泥船 O 条#配

套吸砂船和运砂船若干% 新建纵堤穿过永钢集团码头

的永泰&宏泰和盛泰三座引桥#由于引桥为永钢集团最

重要的物流通道#引桥安全关系到永钢的正常生产%

为保证引桥的安全与正常使用#公司提出.永钢码头引

桥影响段围堤施工方案/#K$I% 年 I 月通过了专家咨

询会审查#根据专家意见#公司修改后的引桥段围堤专

项施工方案获得通过#并提出.工程变更建议书/变更

桥桩部位的堤基砂被设计% 工程已于 K$I% 年 IK 月 #$

日完工%

围堤填筑工程施工要求围堤总体平均上升#以控

制围区水流和避免集中冲刷#永泰&宏泰和盛泰三座引

桥部位的围堤同时设计变更及施工#围区龙口合拢前

全部到达 %J&'高程#% 月到达一期设计高程% 根据围

堤充泥管袋棱体断面的调整情况#桥桩间围堤堤基砂

被的横断面长度进行相应的调整#对单个袋体尺寸及

形状进行重新设计% 设计变更后桩间袋体边线与桩基

间隔 I'#通体袋袋体边线与桩基间隔 $J&'#各引桥处

砂被铺设相关参数见表 I%

表 )' 砂 被 袋 体 设 计 参 数

引桥名称 横断面总长度W' 通体袋尺寸W'填缝用小袋体尺寸W'

永泰引桥 OIJ& #J% dLOJ% OJL dNJL

宏泰引桥 N$J" IJ" d%OJO OJ& dNJ%

盛泰引桥 O#J% KJL dNIJ& OJ& dNJ%

,'工程施工

%JI!施工准备

施工准备工作包括技术准备和施工所需的船机设

备&物资准备%

%JK!砂被袋体加工

%JKJI!划线放样

检测合格的编织布经监理工程师同意后#按设计

宽度和长度进行划线放样#并根据放样尺寸进行裁剪#

土工布按铺设位置的设计长度"考虑褶皱系数及搭接

系数$放样&裁剪%

%JKJK!袋体缝制

砂被袋体在垂直于堤轴线方向须整块制作*平行

于堤轴线的袋体长度以利于制作和施工方便为宜% 裁

剪好的单幅#采用 _k"VK 型工业缝纫机'包缝(或'丁

缝(法进行拼缝成袋#袋的缝合处和接头处均需缝三道

"先缝一道#折叠后再缝两道$#保证缝合牢固% 缝线

采用二道锦纶线#强度不得小于 K#$-#针脚间距不大

于 N''#缝制后强度不低于原织物设计强度的 N$e%

每层砂袋一般按 IL PK$'

K

布置一个 5 c#$8'&长 &$8'

充填袖口"深水区袖口长约 K$$8'$#以便泥浆泵输砂

管插入充填并使砂层厚度均匀% 袋的缝制做到叠接到

位#线脚顺直#均匀牢固%

%JKJ#!检验&打包&入库

袋体加工完成经检验合格后打包入库#并填写入

库单#写明规格&型号&所用部位&加工日期#立卷归档#

并备好出库单#供出库用%

%J#!施工放样&测量

%J#JI!施工测量控制网

施工测量控制网作为施工中的放样依据#也作为

位移观测依据% 控制网必须每一个施工阶段复核一

次#控制网采用全站仪&_YU 测设#按工程测量技术规

范要求进行布设%

%J#JK!测量放样

根据设计图纸和现场测放控制网点坐标#计算堤

轴线&边线控制点#测量资料必须由两人用两种方法计

算一致后才能进行放样施工%

)&!)



测量放样趁低潮位进行#用 _YU 定位后#插打钢

桩#钢桩固定好后#再进行复测#用红油漆标记高程位

置% 沿堤轴线每隔 &$ PI$$'布设一控制桩#控制桩上

设小红旗% 控制桩统一编号#绘制在施工平面图上#并

注明相互的距离&角度及高程#以免发生错误%

%J%!砂被袋体施工

砂被采用充泥管袋充灌工艺施工#桥桩部位的充

泥管袋采用人工定位&铺设#吹泥船充填#施工工艺流

程
+KV#,

如图 I 所示%

%J%JI!充泥管袋施工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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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充泥管袋施工工艺流程

%J%JK!充灌试验

充泥管袋在大规模施工前#应在滩地进行试充#当

取得一定经验后#掌握泥浆浓度&布袋尺寸&屏浆压力&

屏浆时间&固结速度和沉降率等参数#再全面施工% 根

据实测#泥浆泵灌袋浓度可以达到 %$e以上%

%J%J#!袋体铺设

砂被充填管袋充填沉放前#先对基层进行处理%

将基层处凸出物及杂物进行清除% 然后把加工好的袋

体用汽车和机动驳船运输运至施工现场#按照施放的

平面控制线在低潮时根据放样进行袋体铺设% 砂被袋

体铺设时#事先按照控制线两边打桩定位#以使袋体固

定在设计位置#不受水流的冲刷影响而产生移动% 人

工将袋体摊铺开#底层展开时机动船协助#要注意平

整#不出现褶皱#确保袋体不偏移%

%J%J%!管袋充填

袋体铺设就位后#做好固定和管口的连接#运砂船

将所用砂运至现场并停靠于吹砂船外侧#等到低潮时

将输砂管引至摊铺好的袋体的充砂袖口中#利用吹砂

船输砂泵取砂充填%

充填过程中及时调整输泥管口的方向#以免被充

袋体受力不均而导致移位% 若袋体一次充填达不到理

想厚度#则采用二次充填#并采用人工扰动以加速土的

固结% 在袋体逐步充满时#控制沙浆浓度和出口压力#

以避免充填造成砂袋破裂%

施工中应经常对砂被成品袋体进行检查#如发现

袋布有损坏要及时修补#以防砂土流失#潮水冲刷进而

撕破袋体% 砂被施工图如图 K 所示%

   

图 .'桥桩间砂被现场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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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桥桩间隔处理

吹泥管袋施工完成后#已铺设砂被袋体与桩之间

有 &$8'的间隔需要处理% 间隔处理前完成桩基减小

负摩阻力的防护工作#再采用 I&$<W'

K

扁丝编织土工

布满铺于袋体与桩基之间#土工布一头与包裹油毛毡

的桩基绑扎固定#另一头需与砂被袋体搭接不少于

K'#最后用砂料填满 &$8'间隔区域%

#'施工质量控制

桥桩间堤基砂被施工质量控制措施如下!

3J充泥管袋大规模施工前#要求先进行试施工#

结合该工程的实际工况对泥浆浓度&管袋尺寸&屏浆压

力&屏浆时间&固结速度等取得一定施工经验后#再全

面展开施工% 对于加工好的充泥管袋应按现场铺设方

便的原则进行折叠#并用大红漆标上袋体的尺寸%

@J在施工前对袋体进行检查#确保袋体无破损%

充填过程中及时调整输泥管口的方向#以免被充袋体

受力不均而导致移位% 在袋体逐步充满时#泥浆浓度

一般控制在 K$e P#$e之间#泥浆泵的出口压力为

$JK P$J#XY6#以避免充填造成管袋破裂%

5J充泥管袋在施工过程中#应经常对棱体进行检

查#如发现袋布有损坏处要及时在上面覆盖一张编织

布#用针缝合#以防土方流失%

8J充泥管袋施工时#要掌握好每天的潮位情况#

根据施工进度情况#合理安排每天的工作#低潮应抢吹

标高较低的袋子#潮水较高时则吹填上层袋子#以加快

施工进度%

1J充泥管袋棱体应及时做好保护工作#及时用土

工布覆盖保护#在土工布铺设后要及时进行抛石垫层

施工#进行压重保护#防止土工布变形移位#砂袋外露#

造成砂流失和充泥管袋棱体的损坏%

&'监测情况

经与永钢集团协商选择武汉某工程质量检测有限

公司作为桥桩变形的第三方监测单位#监测内容包括!

桥墩竖向位移监测&桥墩水平位移监测和堤基孔隙水

压力监测
+%,

#K$I& 年 & 月底监测工作结束% 监测结果

见表 K%

表 .'沉降及水平位移观测结果 "单位!''$

引桥名称
最大沉降

限值

最大

沉降

最小

沉降
沉降差

水平位移

限值

水平

位移

永泰引桥 %$ IJI $J% $JN K$ $

宏泰引桥 K" KJ% IJ" $JL K$ $

盛泰引桥 #K KJ& IJ" $JN K$ $

!!监测结果显示#沉降和水平位移都远远低于限值

要求% 孔隙水压力监测结果表明#围堤填筑过程中#堤

底土体中产生的超孔隙水压力值在施工控制范围内

"最大超孔隙水压力仅达到 &GY6#消散周期 #@ PI&@$#

加载速率满足地基土稳定要求%

-'结'语

在该工程中#桥桩间围堤堤基砂被施工采用与原

设计相同的充泥管袋工艺#但与标准断面的砂被施工

相比#在断面结构设计和施工程序上有所不同#既保证

了砂被原有功能作用不变#同时也在施工工艺上具有

可操作性#从而在保证了桥梁桥桩安全的前提下不影

响砂被的作用% 在整个围堤施工过程中邀请有资质的

第三方每天同步监测桥桩水平&垂直位移变形数据#施

工结束后监测数据表明桥桩的水平位移和垂直位移变

形很小#远未达到设计限值#确保了桥桩的安全#同时

栈桥的正常使用未受到任何影响#说明整个方案是

可行的#也为桥桩间围堤堤基砂被施工取得了宝贵

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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