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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承压性潜水含水层深基坑组

合井降水施工方法，本方法相较于现有技术中需

要同时布置疏干井和降压井的施工方式，使用单

井就能够完成传统技术中需要两口井才能达到

的技术效果，实现使用单井完成对包含潜水含水

层、承压潜水层的地层的同时降水，实现了降低

工程成本、改善对地下水的环境友好性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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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承压性潜水含水层深基坑组合井降水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a)确定钻井孔位，在井口处插入护筒至土层中，护筒顶端距离地面0.1～0.3m；护筒外

侧与土层之间通过粘性土或草辫子密封；

(b)安装钻机，使钻机正对护筒，钻进至设计深度，钻进过程中的泥浆比重大于地层坍

塌压力；

(c)逐渐向井内替入低密度泥浆循环调浆，直至井内泥浆比重比钻进过程中的泥浆比

重低0.05～0.1g/cm3，待返出的泥浆内不含泥沙后，起钻；

(d)连续下入井管至井底，设置井管正对潜水含水层、承压含水层的部分均为滤水管，

每段滤水管的上下两端均套设扶正器；

(e)在井管内下入小钻杆至距离井底0.3～0.5m深度，向小钻杆内泵入泥浆循环，使泥

浆从井管与井壁之间的环空返出进行排沙，之后泵入滤料，使滤料进入井管与井壁之间的

环空中；

(f)在小钻杆上端连接空压机，使用空压机从井内抽水洗井，直至能够从井内抽出地层

水，之后提出钻杆，下入活塞至井底，自下而上对井管内进行活塞洗井；

(g)分别下入潜水泵至潜水含水层、承压含水层，在井口连接好潜水泵的排水管线；并

在井口设置抽取井内压力的真空泵，封闭井口；

还包括在深基坑施工完成后对本组合井进行封井，所述封井包括以下步骤：

(1)从井口向井管内回填瓜米石至最上层滤水管上方1～1.5m高度；

(2)下入注浆管至瓜米石上方0.8～1.5m高度，其中注浆管上套设与井管内径相同的压

板，所述压板距离注浆管底端1.5～2.2m；

(3)井口固定注浆管，注入密度水灰比0.4～0.5的水泥浆，侯凝；达到水泥浆初凝时间

后，抽出压板上方的残留水，观察井内水位变化；若2～4小时内水位无明显变化，则进行下

一步；若2～4小时内水位上涨明显，则通过预留在井内的注浆管挤注水泥浆，直至满足初凝

后2～4小时内水位无明显变化；

(4)在井口割去所有外露井管，管口用金属板焊封。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承压性潜水含水层深基坑组合井降水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b)中钻进过程中使用清水自然造浆，通过地面固控设备控制泥浆比重。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承压性潜水含水层深基坑组合井降水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b)中钻进至设计井深后，将钻杆上提0.5m，增大排量进行原地冲钻。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承压性潜水含水层深基坑组合井降水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扶正器的最大外径比步骤(b)中所钻孔径小5cm。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承压性潜水含水层深基坑组合井降水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滤水管的网孔目数为30～50目。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承压性潜水含水层深基坑组合井降水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

正对潜水含水层层段的滤料为砂砾；正对承压含水层层段的滤料分为内层和外层，其中内

层为瓜米石，外层为砂砾。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承压性潜水含水层深基坑组合井降水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

还包括步骤(h)：在井口周围挖设碎石盲沟。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承压性潜水含水层深基坑组合井降水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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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碎石盲沟的内壁铺设片石材料，所述片石材料的粒径100～600mm；所述碎石盲沟内充

填反滤颗粒，所述反滤颗粒的粒径≤50mm，含泥量≤5％，含砂量≤4％。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承压性潜水含水层深基坑组合井降水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

钻机所钻孔径比井管外径大250～35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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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压性潜水含水层深基坑组合井降水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降水井领域，具体涉及承压性潜水含水层深基坑组合井降水施工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降水井是为降低地下水位打的井，打完后放入水泵抽取地下水，降低地下水的水

位，是保证基坑顺利施工的措施之一。现有的深井降水技术，一般会根据基坑开挖深度和含

水层的不同，选用疏干井或者降压井分别设置的降水减压方案，即在潜水含水层采用疏干

井降低潜水，在承压含水层采用降压井降低承压水。一旦遇到工程现场具有承压性的潜水

层，现有技术中只能够在该层影响范围内同时布置疏干井和降压井，以起到疏干潜水及降

低承压水水头压力的作用，但这样势必造成布井过多，导致施工成本极高，同时也对工地周

边地下水环境带来负面影响。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承压性潜水含水层深基坑组合井降水施工方法，以解决现

有技术中在基坑施工时对于具有承压性的潜水层需要布置较多降水井的问题，实现降低施

工成本、保护地下水环境的目的。

[0004] 本发明通过下述技术方案实现：

[0005] 承压性潜水含水层深基坑组合井降水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6] (a)确定钻井孔位，在井口处插入护筒至土层中，护筒顶端距离地面0.1～0.3m；护

筒外侧与土层之间通过粘性土或草辫子密封；

[0007] (b)安装钻机，使钻机正对护筒，钻进至设计深度，钻进过程中的泥浆比重大于地

层坍塌压力；

[0008] (c)逐渐向井内替入低密度泥浆循环调浆，直至井内泥浆比重比钻进过程中的泥

浆比重低0.05～0.1g/cm3，待返出的泥浆内不含泥沙后，起钻；

[0009] (d)连续下入井管至井底，设置井管正对潜水含水层、承压含水层的部分均为滤水

管，每段滤水管的上下两端均套设扶正器；

[0010] (e)在井管内下入小钻杆至距离井底0.3～0.5m深度，向小钻杆内泵入泥浆循环，

使泥浆从井管与井壁之间的环空返出进行排沙，之后泵入滤料，使滤料进入井管与井壁之

间的环空中；

[0011] (f)在小钻杆上端连接空压机，使用空压机从井内抽水洗井，直至能够从井内抽出

地层水，之后提出钻杆，下入活塞至井底，自下而上对井管内进行活塞洗井；

[0012] (g)分别下入潜水泵至潜水含水层、承压含水层，在井口连接好潜水泵的排水管

线；并在井口设置抽取井内压力的真空泵，封闭井口。

[0013] 针对现有技术中在基坑施工时对于具有承压性的潜水层需要布置较多降水井的

问题，本发明提出一种承压性潜水含水层深基坑组合井降水施工方法，本方法首先在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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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设置降水井的位置插入护筒，使得护筒比地面高出0.1～0.3m，护筒外侧与土层之间通

过粘性土或草辫子密封。通过护筒提供标记和定位，同时对井口部位进行保护，防止杂物入

井造成事故。之后安装钻机，使得钻机的钻头端从护筒中进入地层开始钻孔，进过程中确保

泥浆比重大于地层坍塌压力，以确保井壁稳定减少掉块、预防坍塌。钻进至设计深度后，逐

渐向井内替入低密度泥浆循环调浆，直至井内泥浆比重比钻进过程中的泥浆比重低0.05～

0.1g/cm3，同时返出的泥浆内不含泥沙，避免在等待下管的过程中井壁由于静止而产生大

面积的泥饼，影响后续的下管作业，本方案通过降低泥浆中含沙量、含泥量和黏土矿物含量

的方法，从根源上减少泥饼生产的几率，更是能够预防大面积的成片泥饼的生成，以此确保

下管过程中的工程安全，降低工程隐患。起钻后立即开始下井管作业，以降低井内静止时

间。其中，由于本发明是针对于具有承压性的潜水层的降水施工，因此所钻井眼会穿过潜水

含水层、承压含水层，并且由地质学基础可知，潜水含水层肯定会在承压含水层上方，本发

明将井管正对潜水含水层、承压含水层的部分均为滤水管，使得每一段含水层位都能够通

过滤水管进行出水。同时，每段滤水管的上下两端均套设扶正器，以保证滤水管能居中并放

在含水层范围内。其中，从工程上考虑，下井管过程应连续进行，不得中途停止，如因机械故

障等原因造成孔内坍塌或沉淀过厚，应将井管重新拔出，扫孔、清孔后重新下入，严禁将井

管强行插入坍塌孔底。井管下入到位后在井管内下入小钻杆至距离井底0.3～0.5m深度，向

小钻杆内泵入泥浆循环，使泥浆从井管与井壁之间的环空返出进行排沙，此时泥浆携带沉

积在井底的沉砂从井管与孔壁的环空内返出，再次对井筒内部进行清理。之后泵入滤料，使

滤料进入井管与井壁之间的环空中；其中滤料的泵入优选小泵冲缓慢泵入，防止压力激动

过大导致地层被压裂、导致各含水层之间的互窜等情况出现。滤料进入环空后，能够对官网

进行过滤，从而对从滤水管处进入井管内的地层水进行过滤处理，将地层泥沙挡在管外，避

免泥沙从滤水管中进入管内对水泵等设备造成损伤。滤料优选为顶替至滤水管所处部位即

可，本方案中为了降低施工难度与计算量，从而将整个管外环空均充填为滤料。滤料充填完

成后，对于地层水的过滤体系已经构建完成，之后在小钻杆上端连接空压机，使用空压机从

井内抽水洗井，直至能够从井内抽出地层水，这表明整个井筒已经与含水层相连通，之后提

出钻杆，下入活塞至井底，自下而上对井管内进行活塞洗井，对井管内壁进行一次刮洗，除

掉井管内壁附着的杂物。同时利用活塞自下而上的进行运动，再次对滤水管处进行抽吸，再

次确保与含水层之间的稳定连通，确保具有的降水效果。洗井完成后，分别下入潜水泵至潜

水含水层、承压含水层，在井口连接好潜水泵的排水管线；并在井口设置抽取井内压力的真

空泵，封闭井口，即完成了对降水井的施工作业。本发明相较于现有技术中需要同时布置疏

干井和降压井的施工方式，使用单井完成传统技术中需要两口井才能达到的技术效果。在

设置好潜水泵和真空泵后，将井口封闭，使得真空泵抽取井内气体后，井管内部处于负压状

态，诱导地层水从本井处流出进入井管内。再由潜水层将地层水抽走排至地面进行处理。由

于潜水含水层肯定会在承压含水层上方，因此位于承压含水层所处部位的潜水泵能够始终

处于潜水状态，使得其能够保持高效的上水效率，而当水量过大，多个含水层同时出水时，

位于上方潜水含水层部位的潜水泵也能够开始工作，从而加速排水速率，确保使用单井完

成对包含潜水含水层、承压潜水层的地层的降水效果，实现了降低工程成本、改善对地下水

的环境友好性的目的。

[0014] 优选的，步骤(b)中钻进过程中使用清水自然造浆，通过地面固控设备控制泥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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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即是使用清水开钻，钻进过程中随着地层中泥沙、粘性矿物等混入水中，会使得比重快

速上升，此时通过地面固控设备如振动筛、离心机等对泥浆中的泥沙等进行适量的清除，即

能够有效控制泥浆比重在所需范围内，极大的降低施工成本。

[0015] 优选的，步骤(b)中钻进至设计井深后，将钻杆上提0.5m，增大排量进行原地冲钻。

上提0.5m，是为了避免钻头在井底时没有向下的活动余量，一旦上部发生井塌等突发情况，

无法进行反向处理，以此提高钻具在井下时的安全系数。原地大排量冲钻，能够将井底再向

下冲出一段距离的孔眼，为沉砂等预留出余长，避免沉砂过多时导致井管无法下到井底的

情况出现，使得沉砂或井壁的泥饼等在下落沉积后进入冲出的孔眼内，降低沉砂对设计井

深的干扰。

[0016] 优选的，所述扶正器的最大外径比步骤(b)中所钻孔径小5cm。确保扶正器能够顺

利无阻的入井，同时避免扶正器刮落过多的井壁泥饼，为井壁自然生成的泥饼预留出足够

的厚度。

[0017] 优选的，所述滤水管的网孔目数为30～50目。确保对地层细砂具有足够的阻挡隔

离效果。

[0018] 优选的，正对潜水含水层层段的滤料为砂砾；正对承压含水层层段的滤料分为内

层和外层，其中内层为瓜米石，外层为砂砾。即是在潜水含水层所处部位的滤料均为砂砾，

而位于承压含水层层段的滤料分为了瓜米石和砂砾，其中瓜米石在内、靠近井管外侧，砂砾

在外、靠近井壁。通过在位于下部的承压含水层所处位置增加瓜米石，利用其强度高体积小

的性能，极大的提高承压能力，从而满足下部更高的承压需求，确保本发明的长期高效的工

作。

[0019] 进一步的，在深基坑施工完成后对本组合井进行封井，所述封井包括以下步骤：

[0020] (1)从井口向井管内回填瓜米石至最上层滤水管上方1～1.5m高度；

[0021] (2)下入注浆管至瓜米石上方0.8～1.5m高度，其中注浆管上套设与井管内径相同

的压板，所述压板距离注浆管底端1.5～2.2m；

[0022] (3)井口固定注浆管，注入密度水灰比0.4～0.5的水泥浆，侯凝；达到水泥浆初凝

时间后，抽出压板上方的残留水，观察井内水位变化；若2～4小时内水位无明显变化，则进

行下一步；若2～4小时内水位上涨明显，则通过预留在井内的注浆管挤注水泥浆，直至满足

初凝后2～4小时内水位无明显变化；

[0023] (4)在井口割去所有外露井管，管口用金属板焊封。

[0024] 封井工作是在深基坑施工完成后，无需再使用降水井进行降水时再进行，目的是

将降水井彻底封闭。因此首先就是向井管内回填瓜米石，回填至最上层滤水管上方1～1.5m

高度处，使得井管内部含水层部位也都充填有瓜米石，从而模拟地层内部的渗透效果，降低

对含水层内部地层的影响。之后下入注浆管准备注浆，注浆管上套设与井管内径相同的压

板，所述压板距离注浆管底端1.5～2.2m，通过压板对注入的水泥浆进行限位，使得水泥浆

上返至压板处时，井上压力增高，从而便于工作人员获知水泥浆已经注入到位。之后井口固

定注浆管，注入密度水灰比0.4～0.5的水泥浆，侯凝；达到水泥浆初凝时间后，抽出压板上

方的残留水，观察井内水位变化；若2～4小时内水位无明显变化，则井口割去所有外露井

管，管口用金属板焊封；若2～4小时内水位上涨明显，则通过预留在井内的注浆管挤注水泥

浆，重新侯凝直至满足初凝后，再次观察2～4小时内水位情况，直到水位无明显变化，再井

说　明　书 3/5 页

6

CN 107816051 B

6



口割去所有外露井管，管口用金属板焊封，以确保对降水井的彻底封死。

[0025] 进一步的，还包括步骤(h)：在井口周围挖设碎石盲沟。通过碎石盲沟加快表层渗

透率，本方案适用于表层虑水率极低的黏土土质、以及雨季较长的地区，能够解决上述地区

疏干效率低下的问题，确保疏干效率能干满足工程施工进度的需求。

[0026] 优选的，所述碎石盲沟的内壁铺设片石材料，所述片石材料的粒径100～600mm；所

述碎石盲沟内充填反滤颗粒，所述反滤颗粒的粒径≤50mm，含泥量≤5％，含砂量≤4％。本

优选中的碎石盲沟，具有极高的渗透率，同时强度也能够满足工程施工中各种碾压承载要

求，因此相较于传统的碎石盲沟，长期使用也无需更换碎石，具有极高的使用寿命。

[0027] 优选的，钻机所钻孔径比井管外径大250～350mm。确保井管能够顺利的下入至井

内，提高安全系数，减小工程隐患。

[0028]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如下的优点和有益效果：

[0029] 本发明承压性潜水含水层深基坑组合井降水施工方法，相较于现有技术中需要同

时布置疏干井和降压井的施工方式，使用单井就能够完成传统技术中需要两口井才能达到

的技术效果，实现使用单井完成对包含潜水含水层、承压潜水层的地层的同时降水，实现了

降低工程成本、改善对地下水的环境友好性的目的。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为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作

进一步的详细说明，本发明的示意性实施方式及其说明仅用于解释本发明，并不作为对本

发明的限定。

[0031] 实施例1：

[0032] 承压性潜水含水层深基坑组合井降水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a)确定钻井孔

位，在井口处插入护筒至土层中，护筒顶端距离地面0.2m；护筒外侧与土层之间通过粘性土

或草辫子密封；(b)安装钻机，使钻机正对护筒，钻进至设计深度，钻进过程中的泥浆比重大

于地层坍塌压力；(c)逐渐向井内替入低密度泥浆循环调浆，直至井内泥浆比重比钻进过程

中的泥浆比重低0.05g/cm3，待返出的泥浆内不含泥沙后，起钻；(d)连续下入井管至井底，

设置井管正对潜水含水层、承压含水层的部分均为滤水管，每段滤水管的上下两端均套设

扶正器；(e)在井管内下入小钻杆至距离井底0.5m深度，向小钻杆内泵入泥浆循环，使泥浆

从井管与井壁之间的环空返出进行排沙，之后泵入滤料，使滤料进入井管与井壁之间的环

空中；(f)在小钻杆上端连接空压机，使用空压机从井内抽水洗井，直至能够从井内抽出地

层水，之后提出钻杆，下入活塞至井底，自下而上对井管内进行活塞洗井；(g)分别下入潜水

泵至潜水含水层、承压含水层，在井口连接好潜水泵的排水管线；并在井口设置抽取井内压

力的真空泵，封闭井口。

[0033] 实施例2：

[0034] 承压性潜水含水层深基坑组合井降水施工方法，在实施例1的基础上，步骤(b)中

钻进过程中使用清水自然造浆，通过地面固控设备控制泥浆比重。步骤(b)中钻进至设计井

深后，将钻杆上提0.5m，增大排量进行原地冲钻。所述扶正器的最大外径比步骤(b)中所钻

孔径小5cm。所述滤水管的网孔目数为40目。正对潜水含水层层段的滤料为砂砾；正对承压

含水层层段的滤料分为内层和外层，其中内层为瓜米石，外层为砂砾。钻机所钻孔径比井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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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径大300mm。

[0035] 实施例3：

[0036] 承压性潜水含水层深基坑组合井降水施工方法，在实施例1的基础上，还包括步骤

(h)：在井口周围挖设碎石盲沟。所述碎石盲沟的内壁铺设片石材料，所述片石材料的粒径

100～600mm；所述碎石盲沟内充填反滤颗粒，所述反滤颗粒的粒径≤50mm，含泥量≤5％，含

砂量≤4％。

[0037] 实施例4：

[0038] 承压性潜水含水层深基坑组合井降水施工方法，在上述任一实施例的基础上，还

包括在深基坑施工完成后对本组合井进行封井，所述封井包括以下步骤：(1)从井口向井管

内回填瓜米石至最上层滤水管上方1.5m高度；(2)下入注浆管至瓜米石上方1m高度，其中注

浆管上套设与井管内径相同的压板，所述压板距离注浆管底端1.8m；(3)井口固定注浆管，

注入密度水灰比0.5的水泥浆，侯凝；达到水泥浆初凝时间后，抽出压板上方的残留水，观察

井内水位变化；若2～4小时内水位无明显变化，则进行下一步；若2～4小时内水位上涨明

显，则通过预留在井内的注浆管挤注水泥浆，直至满足初凝后2～4小时内水位无明显变化；

(4)在井口割去所有外露井管，管口用金属板焊封。

[0039] 以上所述的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有益效果进行了进一步

详细说明，所应理解的是，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而已，并不用于限定本发明

的保护范围，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做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

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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