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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钢板桩根部增设砼圈梁止水的围堰结
构
(57)摘要
一种钢板桩根部增设砼圈梁止水的围堰结
构，
岩层上部的筑岛填筑层插有钢板桩，
所述的
钢板桩底部插至岩层上表面，
钢板桩与钢板桩之
间首尾相接，
通过钢板桩U型部位两侧锁扣相互
紧扣，
形成矩形围栏结构；
所述的围栏结构内部
为开挖的基坑；
所述的基坑内浇筑有外沿与钢板
桩内面相接处的砼圈梁，
所述的砼圈梁截面为矩
形框结构。本实用新型通过上述结构，
解决了现
有技术中存在的施工工期长、
施工成本高的技术
问题，
提供了一种支护性能强、
防水效果好、
适用
于坚硬河床地质条件下施工的钢板桩根部增设
砼圈梁止水的围堰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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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钢板桩根部增设砼圈梁止水的围堰结构，
其特征在于：
岩层上部的筑岛填筑层
插有钢板桩(2) ，
所述的钢板桩(2)底部插至岩层上表面，
钢板桩(2)与钢板桩(2)之间首尾
相接，
通过钢板桩U型部位两侧锁扣相互紧扣，
形成矩形围栏结构；
所述的围栏结构内部为
开挖的基坑；
所述的基坑内浇筑有外沿与钢板桩(2)内面相接处的砼圈梁(1) ，
所述的砼圈
梁(1)截面为矩形框结构。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钢板桩根部增设砼圈梁止水的围堰结构，
其特征在于：
所
述的砼圈梁(1)为C20素砼浇筑结构。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钢板桩根部增设砼圈梁止水的围堰结构，
其特征在于：
所
述的砼圈梁(1)的框内，
均匀的分布有素填土、
砂卵石及中风化岩(3)。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钢板桩根部增设砼圈梁止水的围堰结构，
其特征在于：
所
述的钢板桩(2)上安装有围檩(4)。
5 .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钢板桩根部增设砼圈梁止水的围堰结构，
其特征在于：
所
述的围檩(4)为两道，
分别安装在筑岛顶面以下0 .5m及4 .807m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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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钢板桩根部增设砼圈梁止水的围堰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钢板桩根部增设砼圈梁止水的围堰结构，
属于工程施工领
域。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的施工方案钢板桩插入岩层1 .5m，
但实际施工时，
当碰到岩层情况特殊，
硬度
较大时，
钢板桩插入深度无法满足设计深度要求，
需要进行引孔作业，
即为现在岩层上钻孔
后，
再将钢板桩插入。
此种方式耗时长，
导致工期延长，
同时工人劳动强度大，
施工成本高。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以上问题，
本实用新型提出了一种钢板桩根部增设砼圈梁止水的围堰结构，
岩层上部的筑岛填筑层插有钢板桩，
所述的钢板桩底部插至岩层上表面，
钢板桩与钢板桩
之间首尾相接，
通过钢板桩U型部位两侧锁扣相互紧扣，
形成矩形围栏结构；
所述的围栏结
构内部为开挖的基坑；
所述的基坑内浇筑有外沿与钢板桩内面相接处的砼圈梁，
所述的砼
圈梁截面为矩形框结构。本实用新型通过上述结构，
由砼圈梁将钢板桩限位支撑，
使钢板桩
插在外侧填土和内部砼圈梁之间，
不需要插入岩层中，
由此解决了现有技术中存在的施工
工期长、
施工成本高的技术问题。
[0004]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
本实用新型采用的技术方案为：
一种钢板桩根部增设砼圈梁
止水的围堰结构，
其特征在于：
岩层上部的筑岛填筑层插有钢板桩，
所述的钢板桩底部插至
岩层上表面，
钢板桩与钢板桩之间首尾相接，
通过钢板桩U型部位两侧锁扣相互紧扣，
形成
矩形围栏结构；
所述的围栏结构内部为开挖的基坑；
所述的基坑内浇筑有外沿与钢板桩内
面相接处的砼圈梁，
所述的砼圈梁截面为矩形框结构。
[0005] 所述的砼圈梁为C20素砼浇筑结构。
[0006] 所述的砼圈梁的框内，
均匀的分布有素填土、
砂卵石及中风化岩。
[0007] 所述的钢板桩上安装有围檩。
[0008] 所述的围檩为两道，
分别安装在筑岛顶面以下0 .5m及4 .807m处。
[0009]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为：
[0010] 1适用于坚硬河床地质条件下的钢板桩围堰施工。
[0011] 2砼圈梁起到钢板桩内侧配重作用，
钢板桩围堰与砼圈梁相结合的支撑形式安全
可靠，
防止倾覆危险。
[0012] 3砼圈梁起到钢板桩根部止水的效果，
且钢板桩围堰止水效果好，
满足施工需要。
[0013] 4无需引孔作业，
施工速度快，
无需插入坚硬岩层。
[0014] 5模块化施工，
钢板桩及支撑构件可周转使用，
利用率高。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实用新型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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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为应用本实用新型结构进行施工的施工流程示意图。
图3为钢板桩结构示意图。
图4为围檩结构布置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一种钢板桩根部增设砼圈梁止水的围堰结构，
其特征在于：
岩层上部的筑岛填筑
层插有钢板桩2，
所述的钢板桩2底部插至岩层上表面，
钢板桩2与钢板桩2之间首尾相接，
通
过钢板桩U型部位两侧锁扣相互紧扣，
形成矩形围栏结构；
所述的围栏结构内部为开挖的基
坑；
所述的基坑内浇筑有外沿与钢板桩2内面相接处的砼圈梁1，
所述的砼圈梁1截面为矩形
框结构。
[0020] 所述的砼圈梁1为C20素砼浇筑结构。
所述的砼圈梁1的框内 ，
均匀的分布有素填
土、
砂卵石及中风化岩。
[0021] 所述的钢板桩2上安装有围檩4。
所述的围檩4为两道，
分别安装在筑岛顶面以下
0 .5米及4 .807米处，
对应高程为41 .0米及36 .693米。
由此增加钢板桩2的稳定性。
[0022] 本实用新型通过上述结构，
采用钢板桩2与砼圈梁1相结合的形式进行挡水，
同时
砼圈梁1能够为钢板桩2提供支撑力，
防止钢板桩2倾倒的同时无需将钢板桩2打入岩层内。
[0023] 实施例1：
[0024] 一、
施工情况
[0025] 中铁九局六公司承建的龙游县凤翔洲景观云桥工程，
桥梁总长1935 .01m，
桩基共
计190根，
桥台与承台共计57个。其中水中钻孔桩133根，
水中承台20个，
采用筑岛围堰法施
工，
基坑开挖采用钢板桩围堰进行支护，
钢板桩型号为拉森Ⅳ型。当地地质情况为素填土+
卵石层+中风化砂岩，
原方案设计钢板桩插入岩层1 .5m，
但实际施工时钢板桩插入深度无法
满足设计深度要求，
引孔作业亦效果不理想，
故改变施工思路，
采用增加砼圈梁配重止水的
新型钢板桩围堰施工工艺，
有效的解决了钢板桩插打的深度问题，
降低了施工难度，
打破了
既往“钢板桩不插打至基坑底面一定深度，
就保证不了基坑施工安全”的惯性思维。与以往
钢板桩围堰施工工艺相比 ，
增加砼圈梁配重止水的新型钢板桩围堰施工工艺在坚硬河床地
质条件下适用性较好，
具有施工简便、
操作性强，
进度快，
安全性高的特点。
[0026] 二、
工法特点
[0027] 2 .1适用于坚硬河床地质条件下的钢板桩围堰施工。
[0028] 2 .2砼圈梁起到钢板桩内侧配重作用，
钢板桩围堰与砼圈梁相结合的支撑形式安
全可靠，
防止倾覆危险。
[0029] 2 .3砼圈梁起到钢板桩根部止水的效果，
且钢板桩围堰止水效果好，
满足施工需
要。
[0030] 2 .4无需引孔作业，
施工速度快，
无需插入坚硬岩层。
[0031] 2 .5模块化施工，
钢板桩及支撑构件可周转使用，
利用率高。
[0032] 三、
适用范围
[0033] 本工法适用于坚硬河床地质条件下的钢板桩围堰施工，
引孔作业效果不理想，
钢
板桩无法插打至设计深度。
以本工程为例：
因地质坚硬，
钢板桩插入深度不理想，
无法保证
基坑施工安全；
采用引孔工艺，
亦无法钻进设计深度或达到设计深度而钢板桩仍插打困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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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挖钻引孔受卵石层影响，
引孔孔位控制不好，
且施工速度慢、
成本高，
部分钢板桩仍存在
插打困难的情况。
[0034]
相似地质条件均可借鉴本工法进行施工。
[0035] 四、
工艺原理
[0036] 本工程中采用钢板桩围堰与砼圈梁相结合的施工工艺，
改变了过往钢板桩必须插
入基坑底面一定深度，
以保证基坑施工安全、
防倾覆的思想。采用增加钢板桩围堰外扩范围
的方式保证浇筑砼圈梁后的基坑工作面；
钢板桩插打至岩层顶面，
因岩层地质坚硬而无法
继续插入，
此时钢板桩围堰与岩层接合结合不紧密，
并未起到入岩封水的作用。待基坑开挖
至钢板桩围堰底部时，
浇筑砼圈梁，
此时砼圈梁具有钢板桩围堰内侧配重，
防倾覆的作用，
保证了基坑施工安全，
同时也达到了钢板桩底部止水的效果，
弥补了钢板桩围堰与岩层接
合结合不紧密的缺点。
[0037] 五、
施工工艺流程及操作要点
[0038] 5 .1施工工艺流程：
[0039] 如图2所示。
[0040] 5 .2施工要点
[0041] 5 .2 .1施工准备
[0042] 桩基施工完成后平整场地，
保证机械作业空间和材料运输道路畅通，
水中作业则
需筑岛施工。对钢板桩围堰位置进行定位放样，
本工程采用承台边外扩3m为钢板桩围堰位
置。若对钢板桩位置精度要求较高，
可事先安装导向装置，
保证钢板桩围堰线型顺直。
[0043] 本工程采用拉森Ⅳ型钢板桩如图3所示，
截面特性如表1。
[0044] 表1拉森Ⅳ型钢板桩截面特性表
[0045]

[0046]

钢板桩运到工地后，
需进行整理。清除锁口内杂物(如电焊瘤渣、废填充物等) ，
对
缺陷部位加以整修。
[0047] 采用DZ-90型振动锤进行钢板桩插打作业，
在插打前进行设备检查，确保线路畅
通，
功能正常，
夹板咬齿不能有太多磨损。
[0048] 5 .2 .2插打钢板桩
[0049]
钢板桩从围堰一角开始打入第一根钢板桩，
然后逐步沿顺时针或逆时针方向插
打，
在角桩处合拢。在插打过程中，
加强测量工作，
发现倾斜，
及时调整，
保证桩身垂直，
以减
少合拢时角桩拼接量。
围堰四角布设定位桩及拉设轮廓线，
钢板桩沿轮廓线插打，
每完成3
米进行测量校正一次，
确保线型平顺。
[0050] 由于地下岩层走向并不一致，
略有起伏，
导致钢板桩地面露出高度不一致，
因此钢
板桩插打深度，
以振动锤插打2min而钢板桩无明显下沉为合格标准，
保证钢板桩插入岩层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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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在合拢处配置相应规格的异型钢板桩，
异型钢板桩根据现场实测角度和尺寸切割焊
接而成，
以确保整个围堰的密封性。
[0051] 5 .2 .3基坑开挖及围檩支撑安装
[0052]
钢板桩插打施工结束后进行基坑开挖，
本工程基坑开挖采用明挖法施工，
土方开
挖必须配合围檩支撑的安装，
分步进行，
保证基坑施工安全。
[0053] 以本工程GJ01钢板桩围堰为例，
基坑深约9m，
采用两道围檩内撑的结构形式加固
钢板桩围堰。GJ01筑岛地面标高为41 .5m，
河道月平均水位为40 .2m，
钢板桩露出地面1 .7～
2m，
第一道围檩设置在41 .0m处，
待基坑开挖至40m处时进行第一道围檩内撑安装工序。
[0054] 首先在基坑内的钢板桩围堰焊接安装三角板牛腿，
牛腿采用20厚钢板切割成三角
形。
[0055] 围檩采用H型钢(400*400)，
分段吊装至牛腿上，
拼装焊接形成第一道围檩。
[0056]
钢支撑采用ф609*16钢管，
两端带有法兰盘，
长度有1m、2m、3m、3 .9m、5 .2m、6m不
等，
根据围檩尺寸拼接出合适长度的钢支撑，
与活络头配合使用，
达到钢板桩围堰内部支撑
的作用。
活络头有圆管和方管两种。
GJ01钢板桩围堰钢支撑形式为“2m+2m+3 .9m+5 .2m+圆管
活络头”，
每道围檩布置3个钢支撑。因随着基坑开挖，
钢板桩围堰会出现相应变形，
钢支撑
两端会根据需要增加钢板垫块，
弥补支撑长度的不足。
[0057]
钢支撑吊装至基坑围檩前，
在钢支撑两端焊接“挂爪”，
“挂爪”焊接定位时，
需注意
两端位置对称，
防止钢支撑安装不平，
造成返工重焊。钢支撑吊装至围檩指定位置上方时，
人工锤击活络头，
使其探出足够长度，
保证钢支撑与围檩紧密贴合，
确认位置与探出长度合
格后，
落下钢支撑。
[0058]
第一道围檩内撑完成后继续进行基坑开挖，
采用300型挖掘机和PC220-8型长臂挖
掘机相配合进行基坑开挖作业，
挖掘机沿围堰四周转圈开挖，
土方采用自卸汽车运输。待长
臂挖机无法作业时，
采用1台30型小挖机在基坑底挖土，
履带吊配合出土，
开挖过程中注意
不要碰撞围檩支撑。开挖至36 .0m时，
进行第二道围檩支撑安装作业，
作业流程与第一道围
檩作业流程相同。
[0059] 5 .2 .4基坑砼圈梁浇筑
[0060] 砼圈梁截面尺寸为1 .5m*1 .5m，
采用C20素砼。当基坑开挖至35 .0m时，
分四部分开
挖至岩层顶面。每开挖一部分，
立刻进行砼圈梁模板安装、
固定并浇筑C20砼，
削弱因内侧土
体配重减少而对钢板桩的变形影响，
控制钢板桩围堰的整体变形量。
[0061] 5 .2 .5开挖至设计标高
[0062] 砼圈梁浇筑完成后，
进行岩层凿除并开挖至设计标高，
岩层开挖尺寸为承台边外
扩1m。采用300型挖掘机更换镐头的方式进行岩层破碎凿除作业，
PC220-8型长臂挖掘机配
合开挖土石方至基坑外，
开挖过程中需专人指挥，
避免碰撞围檩内撑和钢板桩围堰的情况
出现。
[0063] 因河道月平均水位为40 .2m，
受卵石层含水量较大的影响，
开挖过程中不可避免出
现渗水情况，
采用高扬程水泵抽水并开挖排水沟的方式，
满足基坑施工条件。
[0064] 5 .2 .6承台墩身施工及基坑回填
[0065] 承台墩身施工过程中做好钢板桩围堰的沉降变形测量工作，
每日进行一次，
若沉
降变形量对比偏差较大，
及时进行复测，
判断钢板桩围堰是否处于危险状态，
合理规避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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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
[0066]

由于本工程墩身与钢支撑位置冲突，
待承台施工完成后，
进行基坑回填作业，
拆除
部分钢支撑，
再进行墩身施工。
受卵石层含水量较大及作业空间限制的影响，
基坑回填过程
中土体无法压实且含水量较大，
需静置沉淀一段时间后，
进行拆除钢支撑作业。
[0067] 5 .2 .7围檩内撑拆除及钢板桩拔除
[0068] 围檩内撑拆除作业，
按照由下至上的顺序进行操作。钢支撑整段起吊至基坑外，
起
吊钢支撑过程中注意避免碰撞，
防止高空坠物，
待三道内撑拆除后，
切割H型钢围檩，
分段起
吊至基坑外，
整齐堆放，
便于倒运及周转使用。
[0069] 围堰内撑拆除后即可进行钢板桩拔除作业。
钢板桩拔除时先用振动锤夹住钢板桩
头部振动1min～2min，
使拉森钢板桩周围的土松动，
产生“液化”，
减少土对桩的摩阻力，
然
后慢慢的往上振拔。拔桩时注意振动锤的负荷情况，
发现上拔困难或拔不上来时，
应停止拔
桩，
可先行往下施打少许，
再往上拨，
如此反复可将桩拔出来。拔除后的钢板桩应整齐堆放，
便于倒运及周转使用。
[0070] 本实用新型通过上述结构，
采用钢板桩围堰与砼圈梁相结合的形式，
突破原有的
惯性思维，
避开不利地质条件影响，
保证了工程进度，
得到了业主及县政府等各界好评，
树
立了良好的社会形象，
为工程各项评奖评优打下来良好的基础。通过钢板桩围堰施工工艺
的改进，
省去了钻孔桩引孔工序，
节约成本99 .95万；
因钢板桩插打深度减少，
钢板桩用量减
少237 .89t，
但又因钢板桩围堰尺寸增加，钢板桩用量增加131 .5t，
合计钢板桩用量减少
106 .39t，
共节约钢板桩打、
拔、
安、拆费用7 .02万；
钢板桩插打深度减少及钢板桩围堰尺寸
增加所带来的钢板桩及围檩内撑相关费用增加27 .22万元；
综上，
本工艺改进创造经济效益
79 .7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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