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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型钢压灌水泥土帷幕支

护桩的施工方法。其技术方案要点是该施工方法

包括以下施工步骤：测量放样，旋挖钻机就位，钻

孔,水泥土浆液配制，长螺旋钻机就位，压灌水泥

土桩体施工，插入型钢，冠梁施工和拔除型钢。该

方法能适用于泥炭土等不能与水泥发生反应的

地层；能解决地下水与水泥反应后不能形成有效

的水泥土凝结体的问题；施工成的支护桩达到止

水支护合二为一的效果，内插的型钢可回收利

用，节约环保；压灌成的支护桩不依赖原状土，成

桩质量好且抗渗效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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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型钢压灌水泥土帷幕支护桩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施工步骤：

步骤a、测量放样：根据设计测量放样出支护桩桩位，并做好标记；

步骤b、旋挖钻机就位：钻机就位，钻头对准桩位中心，调整钻机水平和垂直度；

步骤c、钻孔：按照设计直径和设计深度进行钻孔，同时切削相邻止水桩的一部分，使施

工完成后的支护桩能够与止水桩形成咬合；

步骤d、水泥土浆液配制：在拌合站配制水泥土浆液用罐车运至现场或在施工现场用强

制式搅拌机拌制水泥土浆；每1m3体积水泥土浆液配方为：水泥150～450kg，土800～

1200kg，石屑400～800kg，加重剂100～300kg，粉煤灰50～150kg，水泥土浆液容重1400～

2000kg/m3，试块28天抗压强度≥0.8MPa，渗透系数≤1.0×10-6cm/s；

步骤e、长螺旋钻机就位：钻机就位，将钻机的软管一端与地泵相连，另一端与钻机的空

心钻杆相连；

步骤f、压灌水泥土桩体施工：关闭空心钻杆底部阀门并用松紧绳固定，避免钻杆下放

入孔内过程中，泥浆进入钻杆；将钻机的空心钻杆下至孔底，钻杆底部距离孔底0.3～0.5m

时停止下放；将事先搅拌好的水泥土浆液灌入地泵；启动地泵将水泥土浆液通过钻杆压入

孔底，冲开钻杆底部阀门，将水泥土浆液压入孔内，边压灌边提起钻杆，始终保持钻杆埋在

水泥土浆液中的长度不少于2m，直至压灌到设计标高，孔内泥浆通过引流槽流入泥浆池；

步骤g、插入型钢：提前在型钢外侧涂抹脱模油，在水泥土桩初凝前插入型钢，形成水泥

土型钢桩；

步骤h、冠梁施工：在水泥土型钢桩的桩顶做冠梁，将多根桩连成整体；

步骤i、拔除型钢：待基坑回填完成后，用机械将型钢拔出，留下的空洞，用水泥浆或水

泥土浆液灌满。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型钢压灌水泥土帷幕支护桩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型

钢为H型钢。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型钢压灌水泥土帷幕支护桩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型

钢底部加工成尖头。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型钢压灌水泥土帷幕支护桩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型

钢上端高出冠梁顶面0.5～1.0m，并在型钢上打孔。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型钢压灌水泥土帷幕支护桩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步

骤i中，留下的空洞距孔口以下1～2m范围用粘土封住。

6.根据权利要求1~5中任意一项所述的一种型钢压灌水泥土帷幕支护桩的施工方法，

其特征在于：步骤i中，型钢采用专用起拔机拔出回收。

7.根据权利要求1~5中任意一项所述的一种型钢压灌水泥土帷幕支护桩的施工方法，

其特征在于：步骤i中，当地面空间狭窄时，先用千斤顶将型钢拔起一定高度后，再用起重设

备吊起回收。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型钢压灌水泥土帷幕支护桩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将

步骤e替换为以下步骤e1：用吊车吊住灌注导管，将导管的进料口用密封软管与地泵进行连

接；将步骤f替换为以下步骤f1：压灌水泥土桩体施工：导管下至孔底，将事先搅拌好的水泥

土浆液灌入地泵，启动地泵将水泥土浆液通过导管压入孔底，冲开导管底部阀门，将水泥土

浆液压入孔内，边压灌边提起导管，始终保持导管埋在水泥土浆液中的长度不少于2m，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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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灌到设计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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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型钢压灌水泥土帷幕支护桩的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基坑止水帷幕工程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型钢压灌水泥土帷幕支护桩的

施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如图1所示，止水帷幕是指设置在建筑基坑1外围，用于保证基坑1开挖，阻止或减

少基坑侧壁及基坑底地下水流入基坑而采取的连续止水体。止水帷幕常用的结构是由支护

桩2和止水桩3连续间隔布置，一字排开并且相互之间有部分重叠形成咬合部4。支护桩2主

要起到挡土的作用，止水桩3起到阻断基坑外的水层流入基坑的作用。

[0003] 止水桩3是将孔内土体与水泥浆进行搅拌或在土体内高压注入水泥浆而成的水泥

土桩，一般用旋喷桩机、搅拌桩机或长螺旋钻机等机械施工而成。支护桩2一般采用钢筋混

凝土灌注桩,虽然钢筋混凝土灌注桩强度高，受力好，但其投入材料多，成本高，且在施工完

成后长久留存于地下，不环保，对以后建筑的翻新改造形成很大障碍。

[0004] 目前SMW（水泥土搅拌墙）工法以其节能环保质量可靠而在软土地区广泛应用。该

方法主要用三轴搅拌机对土层进行搅拌，同时进行喷浆作业，形成连排的水泥土桩，然后在

水泥土桩中插入H型钢作为支护桩。但该方法主要适用于粘土和粉细砂为主的松软地层，当

遇到泥炭土等不能与水泥发生反应的地层，或地下水与水泥反应后不能形成有效的水泥土

凝结体情况下（例如地层中含有高的HCO3－），该方法就显得力不从心，不能达到设计止水支

护效果。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型钢压灌水泥土帷幕支护桩的施工方法，该方法能适用

于泥炭土等不能与水泥发生反应的地层；能解决地下水与水泥反应后不能形成有效的水泥

土凝结体的问题；施工成的支护桩达到止水支护合二为一的效果，内插的型钢可回收利用，

节约环保；压灌成的支护桩不依赖原状土，成桩质量好且抗渗效果好。

[0006] 本发明的上述技术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一种型钢压灌水泥土帷

幕支护桩的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施工步骤：

[0007] 步骤a、测量放样：根据设计测量放样出支护桩桩位，并做好标记；

[0008] 步骤b、旋挖钻机就位：钻机就位，钻头对准桩位中心，调整钻机水平和垂直度；

[0009] 步骤c、钻孔：按照设计直径和设计深度进行钻孔，同时切削相邻止水桩的一部分，

使施工完成后的支护桩能够与止水桩形成咬合；

[0010] 步骤d、水泥土浆液配制：在拌合站配制水泥土浆液用罐车运至现场或在施工现场

用强制式搅拌机拌制水泥土浆；

[0011] 步骤e、长螺旋钻机就位：钻机就位，将钻机的软管一端与地泵相连，另一端与钻机

的空心钻杆相连；

[0012] 步骤f、压灌水泥土桩体施工：钻机的空心钻杆下至孔底，将事先搅拌好的水泥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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浆液灌入地泵，启动地泵将水泥土浆液通过钻杆压入孔底，冲开钻杆底部阀门，将水泥土浆

液压入孔内，边压灌边提起钻杆，始终保持钻杆埋在水泥土浆液中的长度不少于2m，直至压

灌到设计标高；

[0013] 步骤g、插入型钢：提前在型钢外侧涂抹脱模油，在水泥土桩初凝前插入型钢，形成

水泥土型钢桩；

[0014] 步骤h、冠梁施工：在水泥土型钢桩的桩顶做冠梁，将多根桩连成整体；

[0015] 步骤i、拔除型钢：待基坑回填完成后，用机械将型钢拔出，留下的空洞，用水泥浆

或水泥土浆液灌满。

[001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该方法能适用于泥炭土等不能与水泥发生反应的地层；

能解决地下水与水泥反应后不能形成有效的水泥土凝结体的问题；施工成的支护桩与止水

桩相互咬合共同组成了止水帷幕，达到了止水支护合二为一的效果；内插的型钢可回收利

用，节约环保；压灌成的支护桩不依赖原状土，成桩质量好且抗渗效果好。

[0017] 作为优选地，步骤d中每1m3体积水泥土浆液配方为：水泥150～450kg，土800～

1200kg，石屑400～800kg，加重剂100～300kg，粉煤灰50～150kg，水泥土浆液容重1400～

2000kg/m3，试块28天抗压强度≥0.8MPa，渗透系数≤1.0×10-6cm/s。

[001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能形成密实度高、抗渗性好的水泥土桩，大大提升止水效

果。

[0019] 作为优选地，型钢为H型钢。

[002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H型钢相比其它型钢有更好的横向受力效果，可以减轻型

钢重量，节约材料，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提高施工效率。

[0021] 作为优选地，型钢底部加工成尖头。

[002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型钢能更好更快地沉入桩底，提高了施工效率。

[0023] 作为优选地，型钢上端高出冠梁顶面0.5～1.0m，并在型钢上打孔。

[0024]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待基坑回填完成后，可对型钢高出冠梁的部分进行夹持，

拔出型钢；型钢上的孔方便穿入钢丝绳进行吊装。

[0025] 作为优选地，步骤i中，留下的空洞距孔口以下1～2m范围用粘土封住。

[002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阻止了地面水从桩体空洞中流入桩底污染地下水。

[0027] 作为优选地，步骤i中，型钢采用专用起拔机进行拔起回收。

[002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型钢的拔出回收作业速度快，效率高。

[0029] 作为优选地，步骤i中，当地面空间狭窄，型钢摩擦力不大时用千斤顶将型钢进行

预先起拔，待达到一定高度后，采用起重设备吊起回收。

[003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解决了地面空间狭窄，专用起拔机无法到达施工现场的

问题。

[0031] 作为优选地，将步骤e替换为以下步骤e1：用吊车吊住灌注导管，将导管的进料口

用密封软管与地泵进行连接；将步骤f替换为以下步骤f1：压灌水泥土桩体施工：导管下至

孔底，将事先搅拌好的水泥土浆液灌入地泵，启动地泵将水泥土浆液通过导管压入孔底，冲

开导管底部阀门，将水泥土浆液压入孔内，边压灌边提起导管，始终保持导管埋在水泥土浆

液中的长度不少于2m，直至压灌到设计标高。

[003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吊车比长螺旋钻机停放位置更加灵活，克服了因场地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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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长螺旋钻机无法到达孔口的问题；而且，吊车停放位置距离孔口位置更远，减小了孔口因

受到大型机械压力而坍塌的可能。

[0033] 综上所述，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34] 1、该方法能适用于泥炭土等不能与水泥发生反应的地层，而且能解决地下水与水

泥反应后不能形成有效的水泥土凝结体的问题；

[0035] 2、施工成的支护桩与止水桩相互咬合共同组成了止水帷幕，达到了止水支护合二

为一的效果，水泥土型钢支护桩比钢筋混凝土桩节约大量水泥砂石原材料，型钢的回收利

用，更加节约环保；

[0036] 3、相比SMW方法，该方法不依赖原状土，压灌成的止水桩更均匀密实，提高了止水

帷幕的可靠性；

[0037] 4、由于水泥土浆液的配合比提前经过抗渗试验进行检验，且浆液按照配合比配

制，制成的水泥土桩具有良好的抗渗能力；

[0038] 5、旋挖钻机能够对止水桩进行切削，与其它钻孔方法相比，减小了对止水桩的扰

动和破坏，而且旋挖钻机可将垂直度偏差控制在0.3%以内，提高了基坑底部位置支护桩与

止水桩的咬合效果；

[0039] 6、由于该方法施工的支护桩桩体强度低，在以后的建筑改造施工中，更容易进行

凿除，产生了更好地长期效应。

附图说明

[0040] 图1是止水帷幕结构示意图；

[0041] 图2是型钢压灌水泥土帷幕支护桩施工工艺流程图。

[0042] 图中，1、基坑；2、支护桩；3、止水桩；4、咬合部。

具体实施方式

[0043]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其中相同的零部件用相同的附图标记

表示。需要说明的是，下面描述中使用的词语“前”、“后”、“左”、“右”、“上”和“下”指的是附

图中的方向，词语“底面”和“顶面”、“内”和“外”分别指的是朝向或远离特定部件几何中心

的方向。

[0044] 实施例一：

[0045] 如图2所示，一种型钢压灌水泥土帷幕支护桩的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施工步骤：

[0046] 步骤a、测量放样：在平整场地上测量放线，在放出的桩位处插上木棍或钢筋棍进

行标识；另外在桩位旁作引桩，以便桩位出现偏差时随时复核；引桩为两根与桩位中心形成

一条直线的标识桩，引桩通常的做法是用钢钎或打孔器在地上打一深孔，灌入白石灰粉；

[0047] 步骤b、旋挖钻机就位：操作人员根据放出的桩位控制钻机的移动，确保钻孔轴心

就位不偏，利用旋挖钻机自带装置调平并调整钻杆垂直，将钻具的垂直度偏差控制在0.3%

范围之内；

[0048] 步骤c、钻孔：按照设计直径和设计深度进行钻孔，同时切削相邻止水桩的一部分，

使施工完成后的支护桩能够与止水桩形成咬合；钻进过程中监测下钻深度，避免超钻，终孔

时测量孔的深度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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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9] 步骤d、水泥土浆液配制：在拌合站配制水泥土浆液用罐车运至现场；或在施工现

场用强制式搅拌机拌制水泥浆，强制式搅拌机带有计量器，可准确的计量各种材料的重量；

拌合后的水泥土浆液塌落度为18～22cm；为保证土中粗颗粒不堵管，过20cm*20cm粗孔筛；

冬季施工时还需用热水拌制水泥土浆，或者加入防冻剂或速凝剂等外加剂；为了更加节约

环保，可掺入粉煤灰等工业废料代替水泥；

[0050] 优选地，每1m3体积水泥土浆液配方为：水泥150～450kg，土800～1200kg，石屑400

～800kg，加重剂100～300kg，粉煤灰50～150kg，水泥土浆液容重1400～2000kg/m3，试块28

天抗压强度≥0.8MPa，渗透系数≤1.0×10-6cm/s；

[0051] 步骤e、长螺旋钻机就位：钻机就位，钻头中心对准孔位中心，将钻机上的进料软管

一端与地泵相连，另一端与空心钻杆相连；

[0052] 步骤f、压灌水泥土桩体施工：关闭空心钻杆底部阀门并用松紧绳固定，避免钻杆

下放入孔内过程中，泥浆进入钻杆；将钻机的空心钻杆下放至孔底，钻杆底部距离孔底0.3

～0.5m时停止下放；将事先搅拌好的水泥土浆液灌入地泵，启动地泵，地泵将水泥土浆液通

过空心钻杆压向孔底，水泥土浆液冲开钻杆底部阀门后，进入孔内，边压灌边提起钻杆，始

终保持钻杆埋在水泥土浆液中的长度不小于2m，直至压灌到设计标高；  孔内泥浆通过引流

槽流入泥浆池；

[0053] 步骤g、插入型钢：将型钢底端加工成尖头，以减小插入水泥土桩的阻力；在型钢外

侧涂抹脱模油，方便后期型钢拨出；在水泥土桩初凝前用起重设备将型钢吊起，利用其自重

下沉到水泥土桩中，不能达到设计深度时，使用振拔机将型钢振动插入，形成支护桩；型钢

优选H型钢，也可依据坑深及受力大小选择其他型钢，如工字钢、槽钢、角钢、圆钢等；

[0054] 步骤h、冠梁施工：在水泥土型钢的桩顶做冠梁，将所有桩连成整体；型钢上端高出

冠梁顶面0.5～1.0m，并在漏出冠梁顶面的型钢上打孔，以利以后起拔；如果采用钢筋混凝

土冠梁，钢筋绑扎应避开型钢，冠梁与型钢接触处，在型钢外表面用油毡纸或泡沫包裹隔

离，以便于型钢起拔回收；如果采用预制冠梁，则可在完成其功效后一并拆除回收，重复使

用；

[0055] 步骤i、拔除型钢：待基坑回填完成后，用专用起拔机将型钢起拔回收，对于拔除型

钢后在水泥土桩上留下的空洞，用水泥浆或水泥土浆液灌满，空洞距孔口以下1～2m范围用

粘土封住。

[0056] 实施例二：

[0057] 与实施例一不同之处在于：步骤i中，当地面空间狭窄，专用起拔机无操作空间，用

千斤顶将型钢进行预先起拔，待达到一定高度后，如拔出1m后，用塔吊或吊车将型钢整根拔

起回收。

[0058] 实施例三：

[0059] 与实施例一不同之处在于：将步骤e替换为以下步骤e1：用吊车吊住灌注导管，将

导管的进料口用密封软管与地泵进行连接；将步骤f替换为以下步骤f1：压灌水泥土桩体施

工：灌注导管底部设有阀门，导管下放入孔底过程中，阀门关闭，避免孔内泥浆进入导管；导

管下至孔底，将事先搅拌好的水泥土浆液灌入地泵，启动地泵，地泵将水泥土浆液通过导管

压向孔底，水泥土浆液冲开导管底部阀门，进入孔内；边压灌边提起导管，始终保持导管埋

在水泥土浆液中的长度不少于2m，直至压灌到设计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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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0] 此外，为了进一步提高止水帷幕的可靠性，支护桩施工完成后，随着基坑的开挖，

在基坑内壁分层实施可拆式锚杆，并挂网喷射混凝土。当基础施工完成，且基坑肥槽回填达

到锚杆高度时，逐层拆除锚杆，回收利用。

[0061] 本具体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发明的解释，其并不是对本发明的限制，本领域技术人

员在阅读完本说明书后可以根据需要对本实施例做出没有创造性贡献的修改，但只要在本

发明的权利要求范围内都受到专利法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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