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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旨在提供一种节约成本、施工方便、

且有效保证工程桩的稳定和安全的在深厚软土

基坑坑底进行工程桩施工的方法。本发明方法包

括以下步骤：a.基坑支护施工；b.开挖基坑至基

坑底板底标高，在基坑的底板底标高继续向下再

挖掘一个深度，随即在再次开挖的深度内铺设一

层素土层并压实，此时，素土层的上表面与基坑

底板底标高相平齐；c.再在素土层上进行工程桩

施工。本发明应用于在基坑内进行工程桩施工的

技术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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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在深厚软土基坑坑底进行工程桩施工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

a.基坑支护施工；

b.开挖基坑至基坑底板底标高，在基坑的底板底标高继续向下再挖掘一个深度，随即

在再次开挖的深度内铺设一层素土层并压实，此时，素土层的上表面与基坑底板底标高相

平齐；

c.再在素土层上进行工程桩施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在深厚软土基坑坑底进行工程桩施工的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步骤b的具体步骤如下：

b1.在支护包围的基坑场地内外之间规划出一条临时出土车道供车辆通行；

b2.从基坑坑内的周边土方开始，以临时车道设置位置为环绕点，从基坑内的边缘向基

坑中心区域采用马鞍式间隔开挖至坑底底板底标高；

b3.每次开挖到坑底底板底标高时，从基坑底板底标高开挖土方至底板以下一个深度

并随时回填素土至底板底标高；

b4.按照步骤b2和步骤b3对基坑坑内未开挖的土方从基坑内的边缘向基坑中心区域进

行马鞍式间隔开挖并随时回填素土至底板底标高；

b5.当整个基坑内按照步骤b4完成素土回填后，利用挖掘机对基坑内回填的素土进行

压实，并保持素土层的上表面与基坑底板底标高相平齐。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在深厚软土基坑坑底进行工程桩施工的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步骤b3中，从基坑底板底标高开挖土方至底板以下一个深度，该深度为1.5～2.5m。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在深厚软土基坑坑底进行工程桩施工的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步骤b1中，对临时出土车道采用块石和石渣进行填筑。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在深厚软土基坑坑底进行工程桩施工的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步骤b5之后还包括以下步骤：

分别在基坑底和基坑顶设置排水沟和集水井，基坑底的排水沟聚集向基坑底的集水

井，在基坑底的集水井内安装有抽水泵，抽水泵的出水管接至基坑顶的集水井，基坑顶的排

水沟通至市政排水管道。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在深厚软土基坑坑底进行工程桩施工的方法，其特征在

于：临时出土车道的宽度设置为5～10m，块石和石渣填筑的厚度为1.5～2.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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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在深厚软土基坑坑底进行工程桩施工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应用于在基坑内进行工程桩施工的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在深厚软土基

坑坑底进行工程桩施工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我国沿海地带特别是粤港澳大湾区沿海地带分布有滨海相、三角洲相、内陆相等

软土层。其软土层具有厚度大、粘土颗粒小、孔隙比大、含水量高、压缩性大、灵敏性高等特

点，呈饱和、软‑流塑状态。为了有效利用空间，目前很多建筑物都设置有不同层数的地下

室，很多地下室底板处于深厚软土地层中。如图1所示，其中A为填土层，B为软土层，C为非软

土崁固层，D为支护装置，H为打桩机。现有技术中，建筑物的工程桩均在铺设了一层填土层

的自然地坪上施工，同步或稍微滞后一点施工基坑支护工程，然后进行基坑开挖和地下室

施工。在开挖基坑土方过程中，由于地下室底板处于深厚软‑流塑状态软土地层中，工程桩

缺乏稳定性良好的土层保护，经常会出现如下工程问题：

①桩顶标高处于地下室底板底承台下，施工工程桩会产生空桩及回填空桩而造成

的不必要的费用；

②桩顶往往处于软土中，工程桩在送桩时桩顶由于软土不能形成有效的固定作

用，致使工程桩容易产生偏移，造成桩位不准；

③在坑底内当施工的工程桩数量逐渐增多时，由于软土呈高压缩性容易被不断打

入的工程桩挤压流动，从而挤压到先打入基坑内附近位置的工程桩，先打入的工程桩由于

缺乏良好土层有效的固定容易产生偏移甚至是断桩；

④开挖地下室基坑土方时，由于作业面与基坑底存在高度差而产生压力差，加上

挖机和装土车辆本身的荷载和作业时产生的动荷载，都将作用于开挖形成的基坑底，而基

坑底存在深厚软土在以上荷载作用下更容易产生流动，从而将处于基坑底的工程桩挤偏甚

至是挤断；

⑤若基坑土方开挖后出现工程桩被软土挤偏挤断现象，由于基坑底存在深厚软

土，对工程桩的补救非常困难；

⑥基坑土方开挖后，由于基坑底部存在深厚软土，软土在基坑底部难于对基坑支

护结构形成有效的基坑底部支撑作用，基坑支护结构容易产生滑移、翘脚隆起甚至是坍塌

等事故。

[0003] 由此可见，在深厚软土且设计有地下室的工程，先打桩再开挖地下室基坑土方的

施工方式容易产生很多难以补救的工程质量问题和安全隐患，而且工程造价高。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了一种节约成本、施工

方便、且有效保证工程桩的稳定和安全的在深厚软土基坑坑底进行工程桩施工的方法。

[0005] 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本发明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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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基坑支护施工；

b.开挖基坑至基坑底板底标高，在基坑的底板底标高继续向下再挖掘一个深度，

随即在再次开挖的深度内铺设一层素土层并压实，此时，素土层的上表面与基坑底板底标

高相平齐；

c.再在素土层上进行工程桩施工。

[0006] 上述方案可见，在本发明方法中，做好支护施工后，先开挖基坑至底板底标高，在

开挖一个深度并在该深度内铺设一层素土层并压实，再在素土层上进行工程桩施工作业，

与现有的直接在自然坪地上先施工工程桩再开挖基坑的作业方法相比，本发明方法中，直

接在铺设了素土层的基坑底板底标高进行工程桩施工即可，施工过程中不会产生空桩，无

需回填空桩而造成的不必要的费用，大大降低了成本，且在工程桩施工前开挖基坑，无需估

计避开桩基础的设置位置，大大提高了施工速度；由于在软土层上铺设了一层素土层，且素

土层处于夯实状态，工程桩施工后，桩顶处于素土层中，工程桩在送桩时桩顶由于素土层能

够形成有效的固定作用，保证了工程桩不会产生偏移，进而保证桩位的精确性；在坑底内当

施工的工程桩数量逐渐增多时，即使软土呈高压缩性容易被不断打入的工程桩挤压流动，

但由于素土层的存在，素土层和位于软土层下方的非软土崁固层对工程桩形成上下两端的

固定作用，从而保证不会挤压到先打入基坑内其他位置的工程桩，进一步确保先打入的工

程桩不会产生偏移甚至是断桩；开挖地下室基坑土方时，由于作业面与基坑底存在高度差

而产生压力差，加上挖机和装土车辆本身的荷载和作业时产生的动荷载，都将作用于开挖

形成的基坑底，而基坑底铺设了一层较厚的素土层，即使在素土层下方存在深厚软土，在以

上荷载作用下素土层并不会产生流动，从而保证处于基坑底的工程桩不会发生挤偏甚至是

挤断的现象；由于工程桩被素土层稳定地固定住，不会被软土挤偏挤断，故不会存在对工程

桩进行补救的现象；在基坑土方开挖后，由于素土层的铺设，素土层在基坑底部能够对基坑

支护结构形成有效的底部支撑作用，基坑支护结构能够保持稳定，避免发生滑移、翘脚隆起

甚至是坍塌等事故发生。

[0007] 进一步优化的方案是，所述步骤b的具体步骤如下：

b1.在支护包围的基坑场地内外之间规划出一条临时出土车道供车辆通行；

b2.从基坑坑内的周边土方开始，以临时车道设置位置为环绕点，从基坑内的边缘

向基坑中心区域采用马鞍式间隔开挖至坑底底板底标高；

b3.每次开挖到坑底底板底标高时，从基坑底板底标高开挖土方至底板以下一个

深度并随时回填素土至底板底标高；

b4.按照步骤b2和步骤b3对基坑坑内未开挖的土方从基坑内的边缘向基坑中心区

域进行马鞍式间隔开挖并随时回填素土至底板底标高；

b5.当整个基坑内按照步骤b4完成素土回填后，利用挖掘机对基坑内回填的素土

进行压实，并保持素土层的上表面与基坑底板底标高相平齐。

[0008] 上述方案可见，在具体地对基坑进行开挖和铺设素土层时，由于采用马鞍式间隔

开挖至坑底底板底标高，并且继续下挖一个深度，并随即在挖开的位置回填素土，从而避免

铺开式施工工艺致使下方的软土层发生流动而对支护结构造成失稳的不良影响；强化了基

坑底的支撑和加固作用，加强了存在深厚软土基坑支护体系的稳定和安全性；通过改变了

在自然地坪上先施工工程桩的做法，该方法节约了送桩工程量和费用；避免了工程桩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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坑软土开挖造成的斜桩、断桩等现象，提高了工程质量。

[0009]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b3中，从基坑底板底标高开挖土方至底板以下一个深度，该深

度为1.5～2.5m。由此可见，铺设的素土层深度足够厚，在工程桩施工时能够保证稳定性和

安全性，工程桩施工后能够保证对工程桩的固定效果，且对素土层下方的软土有压制作用，

再配合马鞍式间隔施工的方式，即使临时车辆进出，也能够保证基坑底部的稳定性和可靠

性。

[0010] 再进一步地，所述步骤b1中，对临时出土车道采用块石和石渣进行填筑。由此可

见，通过对临时出土车道采用块石和石渣填筑，即使有大重型车辆在车道上进出，也能保证

临时出土车道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0011] 所述步骤b5之后还包括以下步骤：

更加优选的方案是，分别在基坑底和基坑顶设置排水沟和集水井，基坑底的排水

沟聚集向基坑底的集水井，在基坑底的集水井内安装有抽水泵，抽水泵的出水管接至基坑

顶的集水井，基坑顶的排水沟通至市政排水管道。通过设置排水沟和集水井，能够顺利地将

基坑内的水排出，保证素土层的干爽和稳定性以及可靠性。

[0012] 临时出土车道的宽度设置为5～10m，块石和石渣填筑的厚度为1.5～2.5m。由此可

见，临时出土车道的宽度足够宽阔和安全稳定，能够保证进出的车辆的安全性以及素土层

的稳定性。

附图说明

[0013] 图1是现有技术中的工程桩施工方式的简易示意图；

图2是本发明基坑支护施工的剖面示意图；

图3是基坑内四周土方马鞍式间隔开挖至底板底标高的剖面示意图；

图4是基坑四周土方马鞍式间隔开挖换填素土至底板底以下一个深度标高的剖面

示意图；

图5是在基坑内从四周向中间继续以马鞍式间隔开挖换填素土的剖面示意图；

图6是在基坑内完全形成素土层时的剖面示意图；

图7是打桩机进入基坑内准备打桩的剖面示意图；

图8是马鞍式间隔施工布置俯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4] 本发明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a.基坑支护施工；

b.开挖基坑至基坑底板底标高，在基坑的底板底标高继续向下再挖掘一个深度，

随即在再次开挖的深度内铺设一层素土层并压实，此时，素土层的上表面与基坑底板底标

高相平齐；

c.再在素土层上进行工程桩施工。

[0015] 所述步骤b的具体步骤如下：

b1.在支护包围的基坑场地内外之间规划出一条临时出土车道供车辆通行，对临

时出土车道采用块石和石渣进行填筑，临时出土车道的宽度设置为5～10m，块石和石渣填

说　明　书 3/5 页

5

CN 113279408 A

5



筑的厚度为1.5～2.5m；

b2.从基坑坑内的周边土方开始，以临时车道设置位置为环绕点，从基坑内的边缘

向基坑中心区域采用马鞍式间隔开挖至坑底底板底标高；

b3.每次开挖到坑底底板底标高时，从基坑底板底标高开挖土方至底板以下一个

深度并随时回填素土至底板底标高，该深度为1.5～2.5m；

b4.按照步骤b2和步骤b3对基坑坑内未开挖的土方从基坑内的边缘向基坑中心区

域进行马鞍式间隔开挖并随时回填素土至底板底标高；

b5.当整个基坑内按照步骤b4完成素土回填后，利用挖掘机对基坑内回填的素土

进行压实，并保持素土层的上表面与基坑底板底标高相平齐；

b6.分别在基坑底和基坑顶设置排水沟和集水井，基坑底的排水沟聚集向基坑底

的集水井，在基坑底的集水井内安装有抽水泵，抽水泵的出水管接至基坑顶的集水井，基坑

顶的排水沟通至市政排水管道。

[0016] 下面，以具体的实施图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的说明。

[0017] 在本实施例中，本发明包括以下施工步骤：

（1）基坑支护施工，如图2所示，其中A为填土层，B为软土层，C为非软土崁固层，D为

支护装置，其它附图中的标记意思与上述一致；

（2）基坑坑内周边土方马鞍式间隔开挖至底板底标高，如图3所示；

（3）从底板底标高开挖土方至底板底以下1.5米±（有承台处开挖至承台底以下

1.5米±）并随时回填素土至底板底标高，如图4所示，其中E为回填素土；

（4）按照第（2）和第（3）步骤方法对基坑坑内周边未土方开挖的土方进行马鞍式间

隔开挖并随时回填素土，如图5所示；

（5）按照第（2）至第（4）步骤方法逐步从基坑边向基坑中心区底板底以下1.5米±

（有承台处为承台底以下1.5米±）的土方进行开挖并随时回填素土，如图5所示；

（6）按照第（2）至第（4）步骤方法逐步从基坑中心区向出土车道底板底以下1.5米

±（有承台处为承台底以下1.5米±）的土方进行开挖并随时回填素土，如图5所示；

（7）利用挖掘机对基坑内回填的素土进行压实；

（8）采用块石和石渣填筑进场临时车道（厚2米±，宽6‑8米）并压实，如图6所示，其

中F为素土层，G为临时出土车道；

（9）在基坑底和基坑顶分别设置排水沟和集水井，基坑底集水井安装抽水泵，抽水

泵的出水管接至基坑顶集水井，基坑顶的排水沟通至市政排水管道，如图6所示，其中I为排

水沟；

（10）桩机和材料进场至基坑底，如图7所示，其中H为打桩机；

（11）在基坑内进行桩基础施工。

[0018] 本发明将基坑内划分为多个区域，每个区域的面积约为100平方米，每次施工针对

一个区域进行。采用马鞍式间隔地施工。如图8所示，从基坑内靠近临时出土车道且位于边

缘的位置开始，其中1‑1代表第1次马鞍式间隔开挖换填的区域，1‑2代表第2次马鞍式间隔

开挖换填的区域，2‑1代表第3次马鞍式间隔开挖换填的区域，2‑2代表第4次马鞍式间隔开

挖换填的区域，3‑1代表第5次马鞍式间隔开挖换填的区域，3‑2代表第6次马鞍式间隔开挖

换填的区域，n代表最后的出土车道区域，n‑1至n‑5代表最后的出土车道区域开挖换填的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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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0019] 本发明通过改变在自然地坪上先施工工程桩的做法，节约了送桩工程量和费用；

强化了基坑底的支撑和加固作用，加强了存在深厚软土基坑支护体系的稳定和安全性；避

免了工程桩因基坑软土开挖造成的斜桩、断桩等现象，提高了工程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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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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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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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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