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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河沿岸山西路桥等局部岸段
防汛墙渗漏点修复方案

叶!伟
!上海和昶水务工程设计有限公司"上海!F##F$F#

!摘!要"!苏州河属于太湖水系"是上海通往江苏南部的主要水上交通线和上海市区重要航道$ 本文以苏州河局

部岸段防汛墙渗漏点修复工程为例"结合近年来苏州河防汛墙出现险情的相关实例"分析山西路桥等岸段堤防出

险的原因"进而提出运用高聚物注浆技术处理渗漏问题的解决方案$ 实践证明该技术对于解决堤防渗漏问题行之

有效"可为同类工程的方案提供经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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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堤防是防洪挡潮的主要工程设施% 城市地区的堤

防通常分为市区和郊区两部分#市区段堤防习惯称防

汛墙#郊区段堤防习惯称为江堤或驳岸% 苏州河是上

海地区重要的航道#从黄浦江苏州河口至沪苏边界#堤

防总长度为 ""YT3#其中市区段防汛墙长度为 $ET3#

目前按 J# 年一遇的防洪标准设防#郊区段防汛墙长度

为 %$T3#部分岸段按照 J# 年一遇的防洪标准设防#另

有部分岸段仍以河口建闸前 "DYE 年批准的防御 "##

年一遇潮位标准设防
-".

% 为保证城市安定和人民生命

财产安全#一旦出现险情或隐患#应以尽快恢复防汛功

能为第一要务%

'%基本情况

"C"!苏州河防汛墙现状

苏州河市区段两岸的防汛体系由于建设年代不

同&设计标准不一#加固改造后防汛墙现状情况比较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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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 据调查统计#苏州河两岸沿线从北新泾至河口段

防汛墙结构型式共有 "$# 多种
-F.

#按照不同的基础结

构和墙身结构进行划分#常见的有浆砌块石重力式&斜

坡式&高桩承台式&低桩承台式&拉锚板桩式&&型钢筋

混凝土直立式等% 苏州河规划设计水位为 ECYD3#加

安全超高确定其防汛墙的墙顶高程为 JCF#3#二级挡

墙中第一级挡墙墙顶高程为 $CJ# 3%

"CF!F##J/F#"J 年苏州河防汛墙出险情况

据了解#历年来防汛部门频繁组织防汛抢险和除

险加固工作#而苏州河现有防汛墙出现最普遍的就是

渗漏问题
-$.

% 随着苏州河上跨河桥梁建设不断进行#

桥梁与防汛墙连接段未按规范施工#或以往桥堍连接

处因沉降不均&基础薄弱等原因导致了防汛墙的局部

岸段渗透水现象日益明显% F##J/F#"J 年苏州河防

汛墙出险岸段见下表%

$((#)$('# 年苏州河防汛墙出险实例表

出险时间 出 险 位 置 出 现 问 题 及 原 因 分 析

F##JC#F 沪定路段 墙前船只螺旋桨淘刷造成防汛墙坍塌

F##%C#Z

河南路桥东侧

南苏州路段

河南路桥改造工程与苏州河防汛墙加

固改造工程连接处未按防汛标高封闭

F#"FC#$

河南路桥&福

建路桥段

桥堍连接处沉降不均&基础薄弱等原

因导致防汛墙渗水

F#"$C"#

光复西路枣阳

路段

天文大潮顶托&上游太湖洪水下泄和

本地大暴雨共同影响导致防汛墙出现

裂缝

F#"JC#Y

四川路/乍浦

路段

原有防汛墙变形缝未处理好#底板变

形缝处存在渗流隐患

$%局部岸段防汛墙出险及原因分析

FC"!险情位置及情况介绍

F#"J 年 "" 月 FJ 日苏州河市区段高水位监测以及

堤防巡查反馈情况表明#苏州河沿线"含河口段$共有

三处防汛墙渗漏点亟需修复处理#分别为山西路桥东

侧&镇坪路桥东侧和祁连山路桥西侧#具体情况如下!

FC"C"!山西路桥东侧

山西路桥是一座人行桥#结构为变截面钢筋混凝

土叠合双铰钢构造% 巡查发现苏州河北岸山西路桥东

侧段防汛墙高潮位"

"

EC##3$时墙后沿人行桥底脚处

冒水#高潮位时瞬间水头达到 J53以上% 冒水位置如

图 " 所示%

FC"CF!镇坪路桥东侧

镇坪路桥与地铁轨交 Y 号线距离较近#险情发生

在苏州河南岸镇坪路桥东侧#桥台与防汛墙之间有一

道接缝#在高潮位时苏州河水沿接缝处渗出#长度约为

E3#高潮位时瞬间水头高达 E eF53% 险情位置如图 F

所示%

FC"C$!祁连山路桥西侧

险情位置位于祁连山路桥东侧人行桥下#出险岸

段全长约 F#3#距离防汛墙墙脚约 E#53处有 J 个管涌

点% 现场发现管涌位置附近临水面有一根管径约为

"###33的混凝土排水管#据了解祁连山路桥西侧防汛

墙后为烟草公司用地#该排水管现为烟草公司专用%

图 $ 为祁连山路桥西侧桥台附近防汛墙现状%

图 '%山西路桥东侧底脚位置处渗水 "单位!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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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镇坪路桥东侧桥台与防汛墙接缝处渗水

图 C%祁连山路桥西侧桥台附近防汛墙现状

FCF!渗透水原因分析

造成防汛墙出险事件发生的因素有很多#如防汛

墙自身结构的安全性和耐久性不足#或者在正常运行

当中遭受意外破坏等% 根据现场排查分析#导致苏州

河山西路桥等岸段防汛墙渗透水的具体原因有以下几

个方面!

1C与山西路桥东侧桥台连接段的防汛墙为山西

路桥建设时所建#连接处未设置止水带#防汛墙与桥台

之间存在一条通缝,加之墙后地坪低于常水位#墙后回

填土抗渗性差#长久的潮水侵袭使墙后土体从缝隙内

不断流失#逐渐形成一条横向长约 "#3的进出水通道#

造成高潮位时水从人行桥底脚处冒出% 分析表明#不

排除有防汛墙基础板桩存在脱榫和基础板桩后侧回填

土未填密实的可能性%

AC镇坪路桥东侧 E 号桥墩与防汛墙之间未形成

防渗封闭体系#变形缝处未设置止水带% 防汛墙底板

与桥墩的连接面仅 F3#当高潮位时#苏州河水由接缝

处顺着防汛墙底板及桥墩后边线从混凝土地坪接缝中

冒出#冒水路径清晰可见% 经现场查勘分析#地面以下

土体流失是导致墙面渗水的主要原因%

8C祁连山路桥西面临水侧有一管径为 "3的排水

管#由于年久失修#封闭料脱落&缺失#且管道内部还存

在金属套管#情况十分复杂#为该次修复工程实施的难

点% 防汛墙后约 $#3为该管道的连接井#井口顶标高

约为 JC##3#管道井周边道砖地坪出现多处冒沙&沉

陷#现状情况表明排水管道已经存在脱节或断裂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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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认为墙后出现管涌&土体流失的主要原因是排水

管损坏导致墙后土体被掏空从而形成冒水通道%

C%防汛墙修复原则和方法

$C"!修复原则

上海市苏州河防汛墙渗漏处理的基本原则是*以

堵为主#辅以疏导+% 在制定处理措施之前#应认真剖

析渗漏险情发生的原因&部位和危害程度#综合考虑现

状条件等#从实际情况出发制定最利于施工的措施和

方案% 结合实际工程经验#具体做法是!

1C凡是具备条件的首先考虑在迎水面封堵#直接

阻止渗漏源头% 如在迎水面封堵有困难#且渗漏水并

不影响堤防主体结构稳定的#比如穿墙管线接口#也可

以在背水面进行堵漏#以减少或消除漏水%

AC如因渗漏引起基础发生了不均匀沉降#应先进

行基础处理#再进行渗漏封堵%

8C分析产生渗漏的具体原因#分别采取相应的处

理方式%

$CF!修复过程和方法

$CFC"!前期准备工作

工程前期应向有关单位或部门收集现有防汛墙&

桥梁及道路等设施的设计资料#并搜集地下管线分布

资料#并仔细复核#避免因盲目施工造成不必要的

损失%

由于苏州河沿线地下管线分布密集#加之年代久

远#沿岸防汛墙几经改造#已与原设计结构不相吻合#

为了解现状挡墙结构型式以及现状土壤地质情况#有

必要对苏州河险情岸段的陆域进行物探分析% 此外#

对于可能需要多部门配合的需尽早沟通以保证项目在

实施过程中进展顺利%

$CFCF!变形缝修复

据了解#上海市防汛墙一般每隔 "J3设置一条宽

度为 F#33的变形缝#以防止防汛墙在外界因素作用

下产生变形而导致开裂甚至破坏% 变形缝修复方式可

根据原有变形缝结构的设置情况以及现场许可条件确

定% 如果变形缝结构有不均匀沉降现象#应先采用注

浆方式进行地基加固处理#再进行变形缝的修复%

变形缝修复施工需选择在低水位时进行#按防汛

墙断面尺寸修复#施工顺序应先迎水侧后背水侧% 防

汛墙变形缝修复如图 E 所示%

图 *%防汛墙变形缝修复断面 "单位!33$

首先将原变形缝内的嵌缝料清理干净#做到平整&

干净&干燥,然后采用人工方式用铁凿将沥青麻丝"交

互捻$嵌塞进去#临水面及背水面各嵌 $ eE 道#内&外

口保留 F#33空档#并采用单组份聚氨酯密封膏封口,

最后#将变形缝中间的缝隙采用聚氨酯发泡堵漏剂堵

实% 施工完毕后对接缝进行全面检查#如有漏刮&不

平&下垂等及时修补整齐%

$CFC$!高聚物注浆堵漏

高聚物注浆技术现广泛应用于高速公路病害处

治&隧道脱空及渗漏处治&桥头沉降处治&地基加固和

堤坝除险加固等工程领域% 其基本原理是按照一定配

比#向病害处治区内注射双组份高聚物液体材料#材料

迅速发生反应后体积膨胀并形成泡沫状固体#达到快

速填充脱空&加固结构&防渗堵漏&抬升等目的%

$CFC$C"!山西路桥东侧

经现场勘探确定#山西路桥段需注浆修复长度为

"ZCJ3#共布置钻孔 "J 个% 首先#分别在墙后变形缝附

近绿化带各布置 " 个点#布点沿防汛墙 #CJ3#承台板

接缝间距 $#33#孔径 FJ33#深度 FCJ3#共 $ 个点,然

后沿着防汛墙 "CJ3在漏水严重的第 "&F 板块之间均

匀布点#布孔间距 "3#孔径 FJ33#深度 FCJ3#共 "F 个

点% 孔位布置可根据现场施工条件适当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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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C$CF!祁连山路桥西侧

祁连山路桥原设计防汛墙结构型式为拉锚板桩

式#为摸清老结构情况#须对老结构进行开挖探查% 首

先在岸线中段位置垂直于防汛墙背面开挖一条槽沟#

查明老结构基础情况,另外在距离防汛墙 F3左右位

置平行于防汛墙再开一条槽沟#查明老结构的锚杆位

置#沟槽的尺寸宽约 #C%3#深约 "C#3#长度根据现场

确定% 为确保防汛安全#开挖探查前须将引桥墩两侧

空档处采用土袋子堤进行封堵#子堤顶高程不低于

ECF#3#顶宽 #CJ3#子堤内外侧边坡为 "_"%

老结构情况查明后即进行布孔注浆#由于地下排

水管走向不明#可采用以下方式进行!首先低水位时在

迎水侧对排水管外周面及板桩空洞处进行水平向注

浆#同时观察排水管是否存在破坏现象% 如排水管道

未破坏#可在墙后布孔进行竖向注浆#封堵沿线渗漏通

道,若出现漏浆且无法封口的情况#说明排水管出现破

裂#应立即停止注浆并报相关单位立即处理% 施工顺

序为先迎水侧水平向注浆#墙后开挖沟槽探查#最后墙

后布孔竖向注浆% 祁连山南路桥西侧防汛墙注浆孔布

置见图 J%

图 #%祁连山南路桥西侧防汛墙注浆孔布置示意图

$CFCE!集水井导流

镇坪路桥段变形缝修复时为防止地下水位过高#

应采用 *堵与排相结合+的方式#可增设 E##33[

E##33[%##33集水井截漏#如图 Z 所示% 集水井须

紧贴镇坪路桥 E 号桥墩与防汛墙底板布置#截留变形

缝内的渗漏水#并通过布置一根管径为 "J#33&坡度

"

"

"G的'IrR排水管将集水引入附近的雨水井% 集

水井井底标高与防汛墙底板垫层面标高一致#顶面标

高与防汛墙底板顶标高齐平%

图 D%镇坪路桥段集水井布置"单位!33$

$CFCJ!地坪及绿化恢复

防汛墙修复完成后#须将路面及地坪恢复% 另外

山西路桥东侧施工时需拆除东侧一段绿化带#修复完

成后应恢复绿化#还原优美的环境面貌%

*%结论和建议

以苏州河局部岸段防汛墙渗漏维修方案为例#基

于*以堵为主#辅以疏导+原则#通过分析防汛墙出现

渗漏的原因#根据现场情况制定方案#得出导致苏州河

山西路桥等 $ 段防汛墙渗漏的原因主要包括!桥梁建

设时桥台与防汛墙连接处未设置止水带,加上墙后回

填土抗渗性差#河水侵蚀作用下土体不断流失形成透

水缝,挡墙中的排水管破坏导致墙后出现管涌#土体被

掏空并形成冒水通道% 运用高聚物注浆技术处理苏州

河防汛墙渗漏问题#从实践中证明该技术对解决堤防

渗漏问题是有效的#从而为今后应用该技术处理堤防

的渗水问题提供相关借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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