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910669401.9

(22)申请日 2019.07.24

(71)申请人 青岛理工大学

地址 266033 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抚顺路

11号

(72)发明人 白晓宇　张明义　王永洪　马加骁　

(74)专利代理机构 青岛高晓专利事务所(普通

合伙) 37104

代理人 于正河

(51)Int.Cl.

E02D 17/04(2006.01)

E02D 5/18(2006.01)

E02D 5/36(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咬合桩与地连墙联合基坑支护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属于基坑支护技术领域，涉及一种咬

合桩与地连墙联合基坑支护方法，咬合桩素桩与

咬合桩硂桩咬合形成咬合桩体；咬合桩与外墙结

构相连形成平整墙面；在地连墙与咬合桩上部分

别浇筑冠梁；第一道支撑为钢筋混凝土支撑，与

冠梁上的预留钢筋相连，根据基坑形状及受力特

点使用钢筋混凝土角撑、钢筋混凝土对撑、钢筋

混凝土斜撑；在地连墙和外墙结构上按设计标高

安装围檩；第二、三道支撑为双拼结构的钢支撑，

钢支撑与围檩相连，将咬合桩与地连墙相结合，

充分利用两者的优点，又能克服两者的缺点，防

水效果好，施工灵活，抗渗能力强，具有广泛的应

用前景和良好的经济效应。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5页  附图5页

CN 110485430 A

2019.11.22

CN
 1
10
48
54
30
 A



1.一种咬合桩与地连墙联合基坑支护方法，其特征在于通过咬合桩与地连墙联合支护

结构实现，具体过程为：

步骤1：进行咬合桩的施工，注意与地连墙相邻的咬合桩为素桩，以便于地连墙与相邻

咬合桩素桩咬合，放线定位后，钻机就位，取土成孔直至设计孔底标高，荤桩应在成孔检查

合格后吊放钢筋笼，后浇筑混凝土拔管成桩。

步骤2：进行地连墙的施工，地连墙的放线定位导墙施工，制备泥浆，成槽后，吊放钢筋

笼浇筑混凝土，形成地连墙；

步骤3：进行地连墙与咬合桩接缝处的施工，地连墙成槽时，靠近咬合桩素桩一侧采用

旋挖钻扩大成槽墙体宽度至少200mm，确保浇筑混凝土时，混凝土能绕流过槽钢背面；采用

旋挖钻钻除部分接缝处咬合桩素桩，使地连墙与相邻咬合桩素桩至少有300mm咬合，对咬合

桩素桩刷壁后，吊放钢筋笼，浇筑混凝土；

步骤4：在咬合桩素桩桩顶与地连墙墙顶进行冠梁施工，先定位放线，再绑扎钢筋，然后

支护模板，浇筑混凝土形成钢筋混凝土冠梁，并预留与钢筋混凝土撑连接的钢筋，地连墙与

咬合桩素桩相连处的冠梁应浇筑成一体；

步骤5：在冠梁施工时，施工第一道钢筋混凝土支撑，施作垫层，钢筋焊接、绑扎、安装，

模板安装及加固，浇筑混凝土，拆模后养护混凝土，待支撑强度达到75％时，继续向下挖土；

步骤6：进行桩墙结合施工，在咬合桩已施工部位采用锚固钢筋挂网喷射混凝土形成网

喷混凝土层，厚度不小于100mm，再在网喷混凝土层上做砂浆找平层，厚度不小于20mm，然后

在找平层上做防水层，最后喷射混凝土层形成侧墙；

步骤7：按设计标高安装围檩，在围檩上安装三角形支架、用两根直径20mm的YG2型胀管

螺栓紧固三角形支架，围檩与侧墙之间的空隙用C30细石混凝土充填；吊装钢围檩紧贴墙

身，再安装YG2胀管螺栓，斜撑处的钢围檩应预埋防滑移件；

步骤8：钢支撑整体拼接吊装采用10t龙门吊安装，钢支撑安装就位后，每榀支撑用两台

100t台液压千斤顶在钢管支撑活动端预加分级施加轴力，并进行锁定，加设楔形块后，拆下

千斤顶完成钢支撑的安装；

步骤9：继续开挖后应先撑后挖，及时架设第三道钢支撑；测量定位，锚固三角形支架，

安装围檩、钢支撑，施加预应力，加设楔形块后，拆下千斤顶完成钢支撑的安装。

2.根据权利要求1咬合桩与地连墙联合基坑支护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咬合桩与地连

墙联合基坑支护结构的主体结构包括地连墙、咬合桩素桩、冠梁、钢筋混凝土支撑、钢支撑、

外墙结构、围檩和咬合桩硂桩；根据不同的工程地质条件、技术要求，选择地连墙或咬合桩

作为主体支护结构，咬合桩素桩与咬合桩硂桩咬合形成咬合桩体；在地连墙与咬合桩接缝

处，与地连墙相邻的咬合桩为咬合桩素桩，两者咬合相连；咬合桩与外墙结构相连，形成平

整墙面；在地连墙与咬合桩上部分别浇筑冠梁；第一道支撑为钢筋混凝土支撑，与冠梁上的

预留钢筋相连，根据基坑形状及受力特点使用钢筋混凝土角撑、钢筋混凝土对撑、钢筋混凝

土斜撑；在地连墙和外墙结构上按设计标高安装围檩；第二、三道支撑为双拼结构的钢支

撑，钢支撑与围檩相连，根据基坑形状及受力特点使用钢支撑角撑、钢支撑对撑、钢支撑斜

撑并采取加固措施。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咬合桩与地连墙联合基坑支护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地下连续

墙的具体尺寸根据具体工程与咬合桩的尺寸确定，地下连续墙幅宽不大于6m，埋深为10m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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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m，厚度为0.5m至1.2m，小于相邻咬合桩素桩直径至少200mm，便于两者咬合紧密；咬合桩

素桩的直径和埋深应根据具体工程确定，直径不小于1000mm，至少用C25超缓凝混凝土浇

筑，与相邻桩桩间咬合不小于300mm；咬合桩硂桩的直径和埋深根据具体工程确定，直径不

小于1000mm，至少用C45水下混凝混凝土浇筑，与相邻桩桩间咬合不小于300mm；冠梁的尺寸

为1200×1000mm、1500×1000mm，至少用C45混凝土浇筑；钢筋混凝土支撑的类型、长度、横

截面积根据基坑尺寸及具体荷载确定为800×1000mm，至少用C45混凝土浇筑。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咬合桩与地连墙联合基坑支护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外墙结构

包括网喷混凝土层、砂浆找平层、施工防水层、侧墙，在咬合桩内侧锚固钢筋上挂网喷射混

凝土形成网喷混凝土层，厚度不小于80mm，网喷混凝土层的外侧为厚度不小于20mm的砂浆

找平层，砂浆找平层外侧施工防水层，在防水层外侧浇筑侧墙，厚度不小于20mm。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咬合桩与地连墙联合基坑支护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围檩采用

组合双拼工字钢，一般采用Q235B钢，围檩架设在三角形支架上，三角形支架采用直径20mm

的YG2型胀管螺栓与地连墙相连，连接长度不小于280mm，在设置斜撑的围檩内侧墙体内预

埋防滑件，用于增强围檩的抗滑移能力，防滑件由钢板和钢筋焊接而成，钢板的厚度不小于

20mm，钢筋为带肋钢筋，直径不小于20mm。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咬合桩与地连墙联合基坑支护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钢支撑的

长度、直径、壁厚应根据基坑尺寸及具体荷载确定，根据基坑形状采用钢支撑角撑、钢支撑

对撑、钢支撑斜撑，钢支撑的紧固构件为将直径20mm的第一圆钢吊钩、第二圆钢吊钩分别与

钢支撑、YG2胀管螺栓间焊接，第一圆钢吊钩、第二圆钢吊钩均由光圆钢筋弯曲成U型，长度

不小于50mm，YG2胀管螺栓埋设在围檩上方800mm处，圆钢吊钩与YG2胀管螺栓之间用直径

20mm的圆钢S型连接件和紧固螺丝连接，钢支撑为斜撑时，在钢支撑与围檩之间焊接剪力

块，剪力块的尺寸与材料符合具体工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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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咬合桩与地连墙联合基坑支护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基坑支护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咬合桩与地连墙联合基坑支护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提高，交通压力越来越大，深基坑工程随之兴起。由于地铁基

坑深度大且周围建筑物多，水文地质条件复杂，对基坑支护的安全要求也越来越高。

[0003] 目前常用的深基坑支护形式有地下连续墙、咬合桩，不仅支护形式存在差异，其优

点缺点也各不相同。地下连续墙是基础工程在地面上采用一种挖槽机械，沿着深开挖工程

的周边轴线，在泥浆护壁条件下开槽，在槽内吊放钢筋笼，然后灌筑水下混凝土筑成一个单

元槽段，逐段进行施工，在地下筑成一道连续的钢筋混凝土墙壁，作为截水、防渗、承重、挡

水结构，地下连续墙施工时速度快、振动小，噪音低，较适合在城市施工。地连墙墙体刚度

大，基坑开挖后可承载能力强，稳定性高。墙体本身防渗性能好，适用于地下水位高，水头压

力大的基坑工程；咬合桩是相邻混凝土排桩间部分圆周咬合，并于咬合桩硂桩内吊入钢筋

笼，形成具有良好防渗作用的整体连续防水、挡土围护结构，咬合桩配筋率较低，降低支护

结构的配筋率。咬合桩柱间不存在施工冷缝夹杂泥土，整体性强，抗渗能力强。咬合桩施工

时灵活，可以依需要转折，更适合施工一些平面多变的基坑支护。

[0004] 在基坑支护工程中，咬合桩与地连墙联合基坑支护结构可以充分利用两者的优

点，又能克服两者的缺点，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和良好的经济效应。因此，设计一种合理、可

靠的咬合桩与地连墙联合基坑支护方法迫在眉睫。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存在的缺点，设计提供一种咬合桩与地连墙联合

基坑支护方法，增强支护结构的稳定性与安全性。

[0006]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通过咬合桩与地连墙联合支护结构实现，具体过程为：

[0007] 步骤1：进行咬合桩的施工，注意与地连墙相邻的咬合桩为素桩，以便于地连墙与

相邻咬合桩素桩咬合，放线定位后，钻机就位，取土成孔直至设计孔底标高，荤桩应在成孔

检查合格后吊放钢筋笼，后浇筑混凝土拔管成桩。

[0008] 步骤2：进行地连墙的施工，地连墙的放线定位导墙施工，制备泥浆，成槽后，吊放

钢筋笼浇筑混凝土，形成地连墙；

[0009] 步骤3：进行地连墙与咬合桩接缝处的施工，地连墙成槽时，靠近咬合桩素桩一侧

采用旋挖钻扩大成槽墙体宽度至少200mm，确保浇筑混凝土时，混凝土能绕流过槽钢背面；

采用旋挖钻钻除部分接缝处咬合桩素桩，使地连墙与相邻咬合桩素桩至少有300mm咬合，对

咬合桩素桩刷壁后，吊放钢筋笼，浇筑混凝土；

[0010] 步骤4：在咬合桩素桩桩顶与地连墙墙顶进行冠梁施工，先定位放线，再绑扎钢筋，

然后支护模板，浇筑混凝土形成钢筋混凝土冠梁，并预留与钢筋混凝土撑连接的钢筋，地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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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与咬合桩素桩相连处的冠梁应浇筑成一体；

[0011] 步骤5：在冠梁施工时，施工第一道钢筋混凝土支撑，施作垫层，钢筋焊接、绑扎、安

装，模板安装及加固，浇筑混凝土，拆模后养护混凝土，待支撑强度达到75％时，继续向下挖

土；

[0012] 步骤6：进行桩墙结合施工，在咬合桩已施工部位采用锚固钢筋挂网喷射混凝土形

成网喷混凝土层，厚度不小于100mm，再在网喷混凝土层上做砂浆找平层，厚度不小于20mm，

然后在找平层上做防水层，最后喷射混凝土层形成侧墙；

[0013] 步骤7：按设计标高安装围檩，在围檩上安装三角形支架、用两根直径20mm的YG2型

胀管螺栓紧固三角形支架，围檩与侧墙之间的空隙用C30细石混凝土充填；吊装钢围檩紧贴

墙身，再安装YG2胀管螺栓，斜撑处的钢围檩应预埋防滑移件；

[0014] 步骤8：钢支撑整体拼接吊装采用10t龙门吊安装，钢支撑安装就位后，每榀支撑用

两台100t台液压千斤顶在钢管支撑活动端预加分级施加轴力，并进行锁定，加设楔形块后，

拆下千斤顶完成钢支撑的安装；

[0015] 步骤9：继续开挖后应先撑后挖，及时架设第三道钢支撑；测量定位，锚固三角形支

架，安装围檩、钢支撑，施加预应力，加设楔形块后，拆下千斤顶完成钢支撑的安装。

[0016] 本发明所述咬合桩与地连墙联合支护结构的主体结构包括地连墙、咬合桩素桩、

冠梁、钢筋混凝土支撑、钢支撑、外墙结构、围檩和咬合桩硂桩；根据不同的工程地质条件、

技术要求，选择地连墙或咬合桩作为主体支护结构，咬合桩素桩与咬合桩硂桩咬合形成咬

合桩体；在地连墙与咬合桩接缝处，与地连墙相邻的咬合桩为咬合桩素桩，两者咬合相连；

咬合桩与外墙结构相连，形成平整墙面；在地连墙与咬合桩上部分别浇筑冠梁；第一道支撑

为钢筋混凝土支撑，与冠梁上的预留钢筋相连，根据基坑形状及受力特点使用钢筋混凝土

角撑、钢筋混凝土对撑、钢筋混凝土斜撑；在地连墙和外墙结构上按设计标高安装围檩；第

二、三道支撑为双拼结构的钢支撑，钢支撑与围檩相连，根据基坑形状及受力特点使用钢支

撑角撑、钢支撑对撑、钢支撑斜撑并采取加固措施。

[0017] 本发明所述地下连续墙的具体尺寸根据具体工程与咬合桩的尺寸确定，一般地下

连续墙幅宽不大于6m，埋深为10m至50m，厚度为0.5m至1.2m，小于相邻咬合桩素桩直径至少

200mm，便于两者咬合紧密；咬合桩素桩的直径和埋深应根据具体工程确定，直径不小于

1000mm，至少用C25超缓凝混凝土浇筑，与相邻桩桩间咬合不小于300mm；咬合桩硂桩的直径

和埋深根据具体工程确定，直径不小于1000mm，至少用C45水下混凝混凝土浇筑，与相邻桩

桩间咬合不小于300mm；冠梁的尺寸为1200×1000mm、1500×1000mm，至少用C45混凝土浇

筑；钢筋混凝土支撑的类型、长度、横截面积根据基坑尺寸及具体荷载确定为800×1000mm，

至少用C45混凝土浇筑。

[0018] 本发明所述外墙结构包括网喷混凝土层、砂浆找平层、施工防水层、侧墙，在咬合

桩内侧锚固钢筋上挂网喷射混凝土形成网喷混凝土层，厚度不小于80mm，网喷混凝土层的

外侧为厚度不小于20mm的砂浆找平层，砂浆找平层外侧施工防水层，在防水层外侧浇筑侧

墙，厚度不小于20mm。

[0019] 本发明所述围檩采用组合双拼工字钢，一般采用Q235B钢，围檩架设在三角形支架

上，三角形支架采用直径20mm的YG2型胀管螺栓与地连墙相连，连接长度不小于280mm，在设

置斜撑的围檩内侧墙体内预埋防滑件，用于增强围檩的抗滑移能力，防滑件由钢板和钢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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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接而成，钢板的厚度不小于20mm，钢筋为带肋钢筋，直径不小于20mm。

[0020] 本发明所述钢支撑的长度、直径、壁厚应根据基坑尺寸及具体荷载确定，根据基坑

形状采用钢支撑角撑、钢支撑对撑、钢支撑斜撑，钢支撑的紧固构件为将直径20mm的第一圆

钢吊钩、第二圆钢吊钩分别与钢支撑、YG2胀管螺栓间焊接，第一圆钢吊钩、第二圆钢吊钩均

由光圆钢筋弯曲成U型，长度不小于50mm，YG2胀管螺栓埋设在围檩上方800mm处，圆钢吊钩

与YG2胀管螺栓之间用直径20mm的圆钢S型连接件和紧固螺丝连接，钢支撑为斜撑时，在钢

支撑与围檩之间焊接剪力块，剪力块的尺寸与材料符合具体工程要求。

[0021]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将咬合桩与地连墙相结合，充分利用两者的优点，又能克

服两者的缺点，防水效果好，施工灵活，抗渗能力强，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和良好的经济效

应。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本发明所述咬合桩与地下连续墙连接平面图。

[0023] 图2为本发明所述咬合桩内侧成墙平面图。

[0024] 图3为本发明所述咬合桩与地下连续墙联合支护结构的内支撑立面图。

[0025] 图4为本发明所述咬合桩与地下连续墙第一道钢筋混凝土支撑平面图。

[0026] 图5为本发明所述咬合桩与地下连续墙第二、三道双拼钢筋支撑平面图。

[0027] 图6为本发明所述双拼钢支撑、围檩和墙体连接立面图。

[0028] 图7为本发明所述双拼钢支撑、围檩和墙体连接平面图。

[0029] 图8为本发明所述双拼钢斜撑、围檩和墙体连接立面图。

[0030] 图9为本发明所述双拼钢斜撑、围檩和墙体连接平面图。

[0031] 图10为本发明所述预埋防滑件详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下面通过具体实例并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详细说明。但不应将此理解为本

发明上述主题的范围仅限于以下的实例，凡基于本发明内容所实现的技术均属于本发明的

范围。

[0033] 实施例1：

[0034] 本实施例所述咬合桩与地连墙联合支护结构的主体结构包括地连墙1、咬合桩素

桩2、冠梁3、钢筋混凝土支撑4、钢支撑5、外墙结构6、围檩7和咬合桩硂桩8；根据不同的工程

地质条件、技术要求，选择地连墙1或咬合桩作为主体支护结构，咬合桩素桩2与咬合桩硂桩

8咬合形成咬合桩体；在地连墙1与咬合桩接缝处，与地连墙1相邻的咬合桩为咬合桩素桩2，

两者咬合相连；咬合桩与外墙结构6相连，形成平整墙面；在地连墙1与咬合桩上部分别浇筑

冠梁3；第一道支撑为钢筋混凝土支撑4，与冠梁3上的预留钢筋相连，根据基坑形状及受力

特点使用钢筋混凝土角撑、钢筋混凝土对撑、钢筋混凝土斜撑；在地连墙1和外墙结构6上按

设计标高安装围檩7；第二、三道支撑为双拼结构的钢支撑5，钢支撑5与围檩7相连，根据基

坑形状及受力特点使用钢支撑角撑、钢支撑对撑、钢支撑斜撑并采取加固措施。

[0035] 本实施例所述地下连续墙1的具体尺寸根据具体工程与咬合桩的尺寸确定，一般

地下连续墙幅宽不大于6m，埋深为10m至50m，厚度为0.5m至1.2m，小于相邻咬合桩素桩2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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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至少200mm，便于两者咬合紧密；咬合桩素桩2的直径和埋深应根据具体工程确定，直径不

小于1000mm，至少用C25超缓凝混凝土浇筑，与相邻桩桩间咬合不小于300mm；咬合桩硂桩8

的直径和埋深根据具体工程确定，直径不小于1000mm，至少用C45水下混凝混凝土浇筑，与

相邻桩桩间咬合不小于300mm；冠梁3的尺寸为1200×1000mm、1500×1000mm，至少用C45混

凝土浇筑；钢筋混凝土支撑4的类型、长度、横截面积根据基坑尺寸及具体荷载确定为800×

1000mm，至少用C45混凝土浇筑。

[0036] 本实施例所述外墙结构6包括网喷混凝土层9、砂浆找平层10、施工防水层11、侧墙

12，在咬合桩内侧锚固钢筋13上挂网喷射混凝土形成网喷混凝土层9，厚度不小于80mm，网

喷混凝土层9的外侧为厚度不小于20mm的砂浆找平层10，砂浆找平层10外侧施工防水层11，

在防水层11外侧浇筑侧墙12，厚度不小于20mm。

[0037] 本实施例所述围檩7采用组合双拼工字钢，一般采用Q235B钢，围檩7架设在三角形

支架23上，三角形支架23采用直径20mm的YG2型胀管螺栓19与地连墙1相连，连接长度不小

于280mm，在设置斜撑的围檩7内侧墙体内预埋防滑件24，用于增强围檩7的抗滑移能力，防

滑件24由钢板29和钢筋30焊接而成，钢板29的厚度不小于20mm，钢筋30为带肋钢筋，直径不

小于20mm。

[0038] 本实施例所述钢支撑5的长度、直径、壁厚应根据基坑尺寸及具体荷载确定，根据

基坑形状采用钢支撑角撑、钢支撑对撑、钢支撑斜撑，钢支撑5的紧固构件为将直径20mm的

第一圆钢吊钩21、第二圆钢吊钩22分别与钢支撑5、YG2胀管螺栓18间焊接，第一圆钢吊钩

21、第二圆钢吊钩22均由光圆钢筋弯曲成U型，长度不小于50mm，YG2胀管螺栓18埋设在围檩

7上方800mm处，圆钢吊钩21、22与YG2胀管螺栓18之间用直径20mm的圆钢S型连接件26、27和

紧固螺丝28连接，钢支撑5为斜撑时，在钢支撑5与围檩7之间焊接剪力块25，剪力块25的尺

寸与材料符合具体工程要求。

[0039] 实施例2：

[0040] 本实施例将实施例1所述支护结构用于某地铁站咬合桩与地下连续墙联合支护

中，所述咬合桩与地连墙联合支护主体结构包括地下连续墙1，墙厚800mm，幅宽6.0m，埋深

26m，用C45水下混凝土浇筑，地连墙1之间采用H型钢连接；咬合桩素桩2，直径1000mm，与邻

桩咬合300mm，埋深26m，用C25超缓凝混凝土浇筑；咬合桩混凝土桩8，直径1000mm，与邻桩咬

合300mm，埋深26m，采用C45水下混凝土浇筑；冠梁3，地连墙1的冠梁3尺寸为1200×1000mm，

咬合桩的冠梁3尺寸为1500×1000mm；混凝土支撑4，混凝土支撑作为第一道支撑，尺寸为

800×1000mm，采用C45混凝土浇筑而成；钢支撑5采用双拼钢支撑，双拼钢支撑采用Φ

609mm、壁厚t＝16mm钢管；围檩7采用双拼I56c组合工字钢，钢材材料均采用Q235B钢。

[0041] 本实施例的具体实施方法为：

[0042] 步骤1：采用Φ1000@700mm套管咬合桩，进行咬合桩的施工时，与地连墙1相邻的咬

合桩为素桩2，放线定位后，钻机就位，取土成孔直至设计孔底标高，如为咬合桩硂桩在成孔

检查合格后吊放钢筋笼，后浇筑混凝土拔管成桩；

[0043] 步骤2：根据设计要求及导墙确定地连墙1位置，成槽机进行开挖作业，本实施例采

用徐工480型液压抓斗成槽机成槽，成槽时采用泥浆护壁，直至深度与相邻咬合桩埋深相

同，再进行槽孔验收；

[0044] 步骤3：进行地连墙1与咬合桩素桩2接缝处的施工，地连墙1成槽时，靠近咬合桩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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桩2一侧采用旋挖钻扩大成槽墙体宽度200mm，确保浇筑混凝土时，混凝土能绕流过槽钢背

面；采用旋挖钻钻除部分接缝处咬合桩素桩2，使地连墙1与相邻咬合桩素桩2咬合300mm，对

咬合桩素桩2刷壁后，吊放钢筋笼，浇筑混凝土；

[0045] 步骤4：在咬合桩2桩顶与地连墙1墙顶进行冠梁3施工，先定位放线，再绑扎钢筋，

然后支护模板，浇筑混凝土形成钢筋混凝土冠梁3，并预留与钢筋混凝土撑4连接的钢筋，地

连墙1与咬合桩素桩2相连处的冠梁3应浇筑成一体；

[0046] 步骤5：在冠梁3施工的时候，施工第一道钢筋混凝土支撑4，施作垫层，钢筋焊接、

绑扎、安装，模板安装及加固，浇筑混凝土，拆模后养护混凝土，待支撑强度达到75％时，继

续向下挖土，基坑转角处采用2000mm×2000mm×300mm的混凝土板撑，其余使用钢筋混凝土

对撑和钢筋混凝土斜撑；

[0047] 步骤6：在咬合桩已施工部位采用锚固钢筋13挂网喷射混凝土形成网喷混凝土层

9，厚度100mm，后在网喷混凝土层9上做砂浆找平层10，厚度20mm，再在找平层10上做防水层

11，最后喷射混凝土层12，厚度100mm形成侧墙6；

[0048] 步骤7：按设计标高安装围檩7，在围檩7上安装三角形支架23、用两根直径20mm的

YG2型胀管螺栓19紧固三角形支架23，围檩7与侧墙12之间的空隙用C30细石混凝土充填；吊

装钢围檩7紧贴墙身，再安装YG2胀管螺栓18，斜撑处的钢围檩7应预埋防滑移件24；

[0049] 步骤8：钢支撑5整体拼接吊装采用10t龙门吊安装，钢支撑5安装就位后，每榀支撑

用2台100t台液压千斤顶在钢管支撑活动端预加分级施加轴力，并进行锁定，加设楔形块25

后，拆下千斤顶完成钢支撑5的安装；在基坑转角处采用双拼I56c型钢角撑，其余采用双拼

钢支撑对撑和双拼钢支撑斜撑。

[0050] 步骤9：继续开挖后应先撑后挖，及时架设第三道钢支撑5，测量定位，锚固三角形

支架23，安装围檩7、钢支撑5，施加预应力，加设楔形块后，拆下千斤顶完成钢支撑的安装。

说　明　书 5/5 页

8

CN 110485430 A

8



图1

图2

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1/5 页

9

CN 110485430 A

9



图4

图5

说　明　书　附　图 2/5 页

10

CN 110485430 A

10



图6

图7

说　明　书　附　图 3/5 页

11

CN 110485430 A

11



图8

图9

说　明　书　附　图 4/5 页

12

CN 110485430 A

12



图10

说　明　书　附　图 5/5 页

13

CN 110485430 A

13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DES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RA
	DRA00009
	DRA00010
	DRA00011
	DRA00012
	DRA00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