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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井点降水快速处理软地

基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井点的设置、真空降

水、重力夯实并震动碾压、重复真空降水及重力

夯实步骤2～3个循环、拆除抽水管、高压喷射水

泥浆、水泥浆养护及铺设地平。本发明适用于我

国南方地区地下水位较高的软地基处理，采用真

空井点降水、重力夯实震动碾压及高压喷射注浆

的综合治理方法，具有适应面广、土方运输工程

量小、不会在地基表面形成“橡皮层”，施工简单、

工期短且成本低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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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井点降水快速处理软地基的方法，该方法适用于我国南方地区地下水位高的软

地基处理，其特征在于，它包括如下步骤：

a）、井点的设置

按设计要求布置井点，在井点的位置钻井或冲井，设置布有网眼的井管，填砂砾，设置

抽水管并连接真空泵，用薄膜封井口；

b）、真空降水

采用负压空气射流技术实施深井降水，通过抽水管将井点内的水抽出，降低地基内的

水位；

c）、重力夯实并震动碾压

用强夯机，将100～300KN的夯锤起吊到15～40米的高度，自由落下，多点反复夯实，最

后震动碾压；

d）、重复真空降水及重力夯实步骤

重复b）真空降水及c）重力夯实步骤，两到三个循环；

e）、井口薄膜启封

打开用薄膜封闭的井口，保持井点的砂砾层与地面的透气性；

f）、拆除抽水管

断开抽水管与真空泵的连接，拆除设置在井管内的抽水管；

g）、高压喷射水泥浆

用高压喷射法在井管内灌注水泥浆，水泥浆通过井管管壁上的网眼挤压至砂砾层，水

泥浆由底部上升直至溢出地面；

h）、水泥浆养护

浇水养护，直至水泥浆凝固；

i）、铺设地平

绑扎地平钢筋，在设有井点的位置将钢筋与井管搭接并焊接，浇筑混凝土地平，直至养

护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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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井点降水快速处理软地基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土建工程地基处理技术领域，尤其是一种井点降水快速处理软地基的

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无论是公路建设、仓库地平以及停车场地，软土地基对其造成的危害均不可小觑，

现有技术对软地基的处理方法很多，例如，真空预压法、换土垫层法、强夯法及土工织物加

固法，存在的问题是，真空预压法工期长，打入土内的排水带会产生积水等后期影响；换土

垫层法由于土方运输工程量大，当就近无法解决回填土时，导致土方运输工程量成倍增加；

强夯法尽管解决了土方运输工程的问题，但由于地下水处置不当，或地下水排出后又反复

浸入，容易在地基表面形成“橡皮层”，尤其在公路施工工程中，“橡皮层”地基易产生蠕动，

难以控制，导致地基失稳；土工织物加固法需在土层中埋设强度较大的土工聚合物、拉筋、

受力杆件等，这种人工复合的土体地基，尽管可以提高地基承载力，减少沉降和增加地基的

稳定性，但土方运输工程量大，施工复杂且成本高。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而提供的一种井点降水快速处理软地基的

方法，该方法适用于我国南方地区地下水位较高的软地基处理，采用井点真空降水、重力夯

实及高压喷射水泥浆浆的综合治理方法，具有适应面广、土方运输工程量小、不会在地基表

面形成“橡皮层”，施工简单且成本低的优点。

[0004] 实现本发明目的的具体技术方案是：

[0005] 一种井点降水快速处理软地基的方法，该方法适用于我国南方地区地下水位较高

的软地基处理，其特点包括如下步骤：

[0006] a）、井点的设置

[0007] 按设计要求布置井点，在井点的位置钻井或冲井，设置布有网眼的井管、填砂砾、

设置抽水管并连接真空泵、用薄膜封井口；

[0008] b）、真空降水

[0009] 采用负压空气射流技术实施深井降水，通过抽水管将井点内的水抽出，降低地基

内的水位；

[0010] c）、重力夯实并震动碾压

[0011] 用强夯机，将100～300KN的夯锤起吊到15～40米的高度，自由落下，多点反复夯

实，最后震动碾压；

[0012] d）、重复真空降水及重力夯实步骤

[0013] 重复b）真空降水及c）重力夯实步骤，两到三个循环；

[0014] e）、井口薄膜启封

[0015] 打开用薄膜封闭的井口，保持井点的砂砾层与地面的透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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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f）、拆除抽水管

[0017] 断开抽水管与真空泵的连接，拆除设置在井管内的抽水管；

[0018] g）、高压喷射水泥浆

[0019] 用高压喷射法在井管内灌注水泥浆，水泥浆通过井管管壁上的网眼挤压至砂砾

层，水泥浆由底部上升直至溢出地面；

[0020] h）、水泥浆养护

[0021] 浇水养护，直至水泥浆凝固；

[0022] i）、铺设地平

[0023] 绑扎地平钢筋，在设有井点的位置将钢筋与井管搭接并焊接，浇筑混凝土地平，直

至养护完成。

[0024] 本发明针对我国南方地区地下水位较高的软地基处理，采用井点真空降水、重力

夯实及高压喷射水泥浆浆的综合治理方法，具有适应面广、土方运输工程量小、不会在地基

表面形成“橡皮层”，施工简单且成本低的优点。

附图说明

[0025] 图1为本发明真空降水井点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2为本发明水泥浆及地平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3为本发明井点设置的平面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实施例

[0028] 本发明适用于我国南方地区地下水位较高的软地基处理，包括如下步骤，下面结

合本发明实施例及附图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如下：

[0029] a）、井点的设置

[0030] 参阅图1、图3，按设计要求的行距4  m、列距4  m布置井点1，在每个井点1位置实施

钻井或高压水冲井，机井直径：200～300  mm，机井深度：6～20  m，在机井内填充砂砾3，厚

度：200～400mm；将管壁上布有网眼的井管2下至机井底部的砂砾3上；沿井管2的周边在机

井内填充砂砾3，直至地面；在井管2内设置抽水管4并连接真空泵5；用薄膜6将井管口及井

口封闭，井点1的设置完毕。

[0031] b）、真空降水

[0032] 参阅图1、图3，采用负压空气射流技术实施深井降水，开启真空泵5，通过抽水管4

将井点1内的水抽出，降低软地基内的水位；

[0033] c）、重力夯实并震动碾压

[0034] 用强夯机，将100～300KN的夯锤起吊到15～40米的高度，自由落下，多点反复夯

实，最后震动碾压；

[0035] d）、重复真空降水及重力夯实步骤

[0036] 参阅图1、图3，重复b）真空降水及c）重力夯实并震动碾压步骤，实施三个循环；

[0037] e）、井口薄膜启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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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参阅图2、图3，打开用薄膜6封闭的井口，保持井点1的砂砾3层与地面的透气性；

[0039] f）、拆除抽水管

[0040] 参阅图2、图3，断开抽水管4与真空泵5的连接，拆除设置在井管内的抽水管4；

[0041] g）、高压喷射水泥浆

[0042] 参阅图2、图3，用高压喷射法在井管2内灌注水泥浆7，水泥浆7通过井管2管壁上的

网眼挤压至砂砾3内，水泥浆7由底部上升直至溢出地面；

[0043] h）、水泥浆养护

[0044] 参阅图2、图3，浇水养护，直至水泥浆7凝固；

[0045] i）、铺设地平

[0046] 参阅图2、图3，绑扎地平钢筋8，在设有井点1的位置将钢筋8与井管2搭接并焊接，

浇筑混凝土地平9，直至养护完成。

[0047] 本发明欲处理软地基的围护由设计确定，并在井点1的设置及真空降水前完成。

[0048] 本发明的高压喷射注浆是把带有喷嘴的注浆管伸到井管2的底部，再从喷嘴中将

水泥浆7喷射出来，水泥浆7通过井管2管壁上的网眼挤压至砂砾3层内，并由砂砾3的底部逐

渐上升直至溢出地面。

[0049] 本发明采用真空降水与重力夯实震动碾压交替施工的方法，重复真空降水及重力

夯实震动碾压步骤三个循环，该交替施工的方法可以减轻软地基的水压力，改善软地基的

压缩特性，提高软地基的压缩模量，以减少地基的沉降。

[0050] 本发明在软地基土质结构改变的基础上，通过在井管2内高压喷射水泥浆浆，水泥

浆7使井管2与砂砾3层在软地基层中形成一个固结的柱体，由于本发明的井点1是按行距4 

m、列距4  m布置的，为此，分布在软地基上的柱体形成了呈矩阵状设置的支撑柱，在铺设混

凝土地平9时，地平钢筋8与井管2搭接并焊接，支撑柱又构成了对混凝土地平9的支撑，提高

了混凝土地平9的强度及稳定性。

[0051] 绑扎地平钢筋7时，在设有井点1的位置将地平钢筋7与井管2搭接并焊接，并在支

撑柱上浇筑混凝土地平9，直至养护完成，软地基处理完毕；地平钢筋7与井管2搭接并设在

支撑柱上的结构可提高地基承载力，减少沉降。

说　明　书 3/3 页

5

CN 106869153 B

5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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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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