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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整体嵌固式拱座基础开

挖施工方法，包括步骤：在一个坡面上挖掘至少

两级台阶，首先在坡面上挖掘出第一台阶，再在

第一台阶的下方挖掘出第二台阶，并依次向下继

续挖掘各级台阶，第一台阶的挖掘深度最大且后

续各级台阶的挖掘深度逐级减小。有益效果：设

置多级台阶可解决大斜度进洞、孔口偏心受压的

施工问题，有利于降低周边土体位移，该施工方

法合理可靠，可减少出渣的时间，加快施工进度。

本发明涉及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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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整体嵌固式拱座基础开挖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第一段钻孔，包括钻出若干封底注浆孔和布置在封底注浆孔周围的若干帷幕

注浆孔，封底注浆孔和帷幕注浆孔钻成后分别插入钢管；

步骤二、第一段注浆，对步骤一中钻成的封底注浆孔和帷幕注浆孔进行注浆；

步骤三、第二段钻孔，对步骤二中完成第一段注浆完成后帷幕注浆孔再次进行钻孔；

步骤四、第二段注浆，对步骤三中完成第二段钻孔后的帷幕注浆孔再次进行注浆；

步骤五、整体嵌固基础开挖施工，在一个坡面上挖掘至少两级台阶，首先在坡面上挖掘

出第一台阶，再在第一台阶的下方挖掘出第二台阶，并依次向下继续挖掘各级台阶，第一台

阶的挖掘深度最大且后续各级台阶的挖掘深度逐级减小；

步骤六、装渣运输施工，在步骤五中挖掘成的各级台阶的底部堆填渣料，使各级台阶上

的渣料的顶面连成连续的路面；

步骤七、钢拱架及横撑施工，在步骤五挖掘台阶所形成的孔洞内安装钢拱架和横撑，钢

拱架和横撑的两端分别与步骤五挖掘台阶所形成的孔洞内相对的两个内壁连接；

步骤八、挂网喷砼施工，在步骤五挖掘台阶所形成的孔洞的内壁上挂钢筋网并进行喷

砼施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整体嵌固式拱座基础开挖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

骤一和步骤四中的注浆过程包括三个注浆程序，将每三个相邻的封底注浆孔或帷幕注浆孔

划分为一个注浆孔组，每个注浆孔组内的三个注浆孔依次记为第一注浆孔、第二注浆孔和

第三注浆孔，在第一注浆程序中同时对各个注浆孔组内的第一注浆孔进行注浆，在第二注

浆程序中同时对各个注浆孔组内的第二注浆孔进行注浆，在第三注浆程序中同时对各个注

浆孔组内的第三注浆孔进行注浆。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整体嵌固式拱座基础开挖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

步骤四中使用第一注浆管和第二注浆管同时插入帷幕注浆孔内进行注浆，第一注浆管插入

到帷幕注浆孔的底部，第一注浆管的外壁与帷幕注浆孔的内壁之间设有止浆塞，第二注浆

管插入到止浆塞的上部。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整体嵌固式拱座基础开挖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

骤二和步骤四中的注浆材料为双液浆，双液浆的成分中包括水泥和水玻璃。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整体嵌固式拱座基础开挖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

步骤二和步骤四中的注浆开始前对水泥浆和水玻璃进行泵送混合。

6.根据权利要求1至5任意一项所述的一种整体嵌固式拱座基础开挖施工方法，其特征

在于：在所述步骤五开始前，在步骤五的第一台阶挖掘位置的上方设置管棚，管棚遮盖第一

台阶所在的位置并可阻挡管棚上方物料落入到第一台阶内。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整体嵌固式拱座基础开挖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

骤五中的坡面与水平面的夹角为55°～85°，步骤五中的第一台阶的深度方向与水平面的夹

角为35°～65°。

8.根据权利要求4或5所述的一种整体嵌固式拱座基础开挖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步骤二和步骤四中的注浆过程中，对不含水的地层施工使用的双液浆中的水玻璃含量为

11％～13％，注浆压力为1MPa～1.5MPa。

9.根据权利要求4或5所述的一种整体嵌固式拱座基础开挖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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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步骤二和步骤四中的注浆过程中，对含水的地层施工使用的双液浆中的水玻璃含量为

16％～18％，注浆压力为1.5MPa～2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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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整体嵌固式拱座基础开挖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桥梁，特别涉及一种整体嵌固式拱座基础开挖施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桥梁作为一种常见的跨越江河湖海的结构形式在每条交通路网上经常被采用。桥

梁的基础形式种类越来越多。

[0003] 裂隙破碎带的原地质为节理发育裂隙花岗岩，地质条件差，地下水丰富，河水补给

迅速。一般的拱座施工方法难以适应裂隙破碎带。

[0004] 拱座是在桥梁的拱圈与墩台及拱圈与空腹式拱上建筑的腹孔墩相连接处设置的

现浇混凝土构造物。

[0005] 整体嵌固式拱座基础具有断面大、深度大、斜度大的特点，且拱座基础大部分处于

常水位以下。

[0006] 现有技术中，整体嵌固式拱座基础的施工场地一般没有江河水的影响，可采用全

断面台阶法开挖，且岩石完整性较好，不存在裂隙破碎，场地较为宽敞。现有技术中的整体

嵌固式拱座基础施工方法难以适应裂隙破碎带的水位高差大、导水性极强的施工条件。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整体嵌固式拱座基础开挖施工方法，可适

应适应裂隙破碎带的地质条件。

[0008]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

[0009] 一种整体嵌固式拱座基础开挖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0] 步骤一、第一段钻孔，包括钻出若干封底注浆孔和布置在封底注浆孔周围的若干

帷幕注浆孔，封底注浆孔和帷幕注浆孔钻成后分别插入钢管；

[0011] 步骤二、第一段注浆，对步骤一中钻成的封底注浆孔和帷幕注浆孔进行注浆；

[0012] 步骤三、第二段钻孔，对步骤二中完成第一段注浆完成后帷幕注浆孔再次进行钻

孔；

[0013] 步骤四、第二段注浆，对步骤三中完成第二段钻孔后的帷幕注浆孔再次进行注浆；

[0014] 步骤五、整体嵌固基础开挖施工，在一个坡面上挖掘至少两级台阶，首先在坡面上

挖掘出第一台阶，再在第一台阶的下方挖掘出第二台阶，并依次向下继续挖掘各级台阶，第

一台阶的挖掘深度最大且后续各级台阶的挖掘深度逐级减小；

[0015] 步骤六、装渣运输施工，在步骤五中挖掘成的各级台阶的底部堆填渣料，使各级台

阶上的渣料的顶面连成连续的路面；

[0016] 步骤七、钢拱架及横撑施工，在步骤五挖掘台阶所形成的孔洞内安装钢拱架和横

撑，钢拱架和横撑的两端分别与步骤五挖掘台阶所形成的孔洞内相对的两个内壁连接；

[0017] 步骤八、挂网喷砼施工，在步骤五挖掘台阶所形成的孔洞的内壁上挂钢筋网并进

行喷砼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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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作为改进，步骤一和步骤四中的注浆过程包括三个注浆程序，将每三个相邻的封

底注浆孔或帷幕注浆孔划分为一个注浆孔组，每个注浆孔组内的三个注浆孔依次记为第一

注浆孔、第二注浆孔和第三注浆孔，在第一注浆程序中同时对各个注浆孔组内的第一注浆

孔进行注浆，在第二注浆程序中同时对各个注浆孔组内的第二注浆孔进行注浆，在第三注

浆程序中同时对各个注浆孔组内的第三注浆孔进行注浆。

[0019] 作为改进，在步骤四中使用第一注浆管和第二注浆管同时插入帷幕注浆孔内进行

注浆，第一注浆管插入到帷幕注浆孔的底部，第一注浆管的外壁与帷幕注浆孔的内壁之间

设有止浆塞，第二注浆管插入到止浆塞的上部。

[0020] 作为改进，步骤二和步骤四中的注浆材料为双液浆，双液浆的成分中包括水泥和

水玻璃。

[0021] 作为改进，在步骤二和步骤四中的注浆开始前对水泥浆和水玻璃进行泵送混合。

[0022] 作为改进，在步骤五开始前，在步骤五的第一台阶挖掘位置的上方设置管棚，管棚

遮盖第一台阶所在的位置并可阻挡管棚上方物料落入到第一台阶内。

[0023] 作为改进，步骤五中的坡面与水平面的夹角为55°～85°，步骤五中的第一台阶的

深度方向与水平面的夹角为35°～65°。

[0024] 作为改进，步骤二和步骤四中的注浆过程中，对不含水的地层施工使用的双液浆

中的水玻璃含量为11％～13％，注浆压力为1MPa～1.5MPa。

[0025] 作为改进，步骤二和步骤四中的注浆过程中，对含水的地层施工使用的双液浆中

的水玻璃含量为16％～18％，注浆压力为1.5MPa～2MPa。

[0026] 有益效果：设置多级台阶可解决大斜度进洞、孔口偏心受压的施工问题，有利于降

低周边土体位移，该施工方法合理可靠，可减少出渣的时间，加快施工进度。

附图说明

[0027]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说明：

[0028]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的拱桥结构示意图；

[0029]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的图1的俯视图；

[0030]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的注浆孔分布示意图；

[0031]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的图3的俯视图；

[0032] 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的第一注浆程序的示意图；

[0033] 图6为本发明实施例的第二注浆程序的示意图；

[0034] 图7为本发明实施例的第三注浆程序的示意图；

[0035] 图8为本发明实施例的坡面的剖面示意图；

[0036] 图9为本发明实施例的渣料的布置方式示意图；

[0037] 图10为本发明实施例的止浆塞的布置方式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8] 参照图1至10，一种整体嵌固式拱座基础开挖施工方法，可在坡面1上固定混凝土

拱座基础2，包括以下步骤：

[0039] 步骤一、第一段钻孔，包括钻出若干封底注浆孔3和布置在封底注浆孔3周围的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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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帷幕注浆孔4，封底注浆孔3和帷幕注浆孔4钻成后分别插入钢管，钢管的外壁贴合注浆孔

的内壁，钢管的作用一是保证前期成孔稳定，不塌孔，二是增加基坑侧向刚度，提高基坑稳

定性。

[0040] 步骤二、第一段注浆，对步骤一中钻成的封底注浆孔3和帷幕注浆孔4进行注浆。

[0041] 步骤三、第二段钻孔，对步骤二中完成第一段注浆完成后帷幕注浆孔4再次进行钻

孔。

[0042] 步骤四、第二段注浆，对步骤三中完成第二段钻孔后的帷幕注浆孔4再次进行注

浆。

[0043] 步骤五、整体嵌固基础开挖施工，在一个坡面1上挖掘至少两级台阶，首先在坡面1

上挖掘出第一台阶5，再在第一台阶5的下方挖掘出第二台阶6，并依次向下继续挖掘各级台

阶，第一台阶5的挖掘深度最大且后续各级台阶的挖掘深度逐级减小。本实施例的台阶包括

第一台阶5、第二台阶6、第三台阶7和第四台阶8，可解决大斜度进洞、孔口偏心受压的施工

问题，有利于降低周边土体位移，该施工方法合理可靠，可减少出渣的时间，加快施工进度。

[0044] 步骤六、装渣运输施工，在步骤五中挖掘成的各级台阶的底部堆填渣料9，使各级

台阶上的渣料9的顶面连成连续的路面。

[0045] 步骤七、钢拱架及横撑施工，在步骤五挖掘台阶所形成的孔洞内安装钢拱架和横

撑，钢拱架和横撑的两端分别与步骤五挖掘台阶所形成的孔洞内相对的两个内壁连接。

[0046] 步骤八、挂网喷砼施工，在步骤五挖掘台阶所形成的孔洞的内壁上挂钢筋网并进

行喷砼施工。

[0047] 裂隙破碎带地质条件下斜向整体嵌固式拱座基础开挖施工方法具有操作简单、安

全可靠、止水效果好、占地面积少的显著特点和优势。

[0048] 本实施例的注浆过程采用前进式分段注浆工艺，即由浅入深，由上往下，逐段加

固，逐层推进。

[0049] 帷幕注浆是一种注浆技术，注浆技术是用液压或气压将能凝固的浆液按设计的浓

度通过特设的注浆钻孔，压送到规定的岩土层中，填补岩土体中的裂缝或孔隙，旨在改善注

浆对象的物理力学性质，以满足各类工程的需要。按其功能不同可分为防渗注浆和加固注

浆，防渗注浆是为增强各种基础抗渗能力而被广泛采用的一种方法，它是在具有合理孔距

的钻孔中，注入浆液，使各孔中注浆体相互搭接以形成一道类似帷幕的混凝土防渗墙，以此

截断水流，从而达到防渗堵漏的目的。

[0050] 为了保证注浆效果，步骤一和步骤四中的注浆过程包括三个注浆程序，将每三个

相邻的封底注浆孔3或帷幕注浆孔4划分为一个注浆孔组，每个注浆孔组内的三个注浆孔依

次记为第一注浆孔10、第二注浆孔11和第三注浆孔12，在第一注浆程序中同时对各个注浆

孔组内的第一注浆孔10进行注浆，在第二注浆程序中同时对各个注浆孔组内的第二注浆孔

11进行注浆，在第三注浆程序中同时对各个注浆孔组内的第三注浆孔12进行注浆。在进行

后一注浆程序时，可同时检测前一注浆程序的注浆效果，以实现边注边探，探注结合。

[0051] 为了加强注浆孔的抗渗性能，在步骤四中使用第一注浆管13和第二注浆管14同时

插入帷幕注浆孔4内进行注浆，第一注浆管13插入到帷幕注浆孔4的底部，第一注浆管13的

外壁与帷幕注浆孔4的内壁之间设有止浆塞15，第二注浆管14插入到止浆塞15的上部。以上

分层注浆工艺能具有良好的抗渗性能，有利于加快施工进度，达到安全高效的施工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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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2] 为了加强注浆材料凝固后的结构强度并便于调节注浆材料的凝固时间，步骤二和

步骤四中的注浆材料为双液浆，双液浆的成分中包括水泥和水玻璃。

[0053] 水玻璃即硅酸钠的水溶液，俗称泡花碱，是一种水溶性硅酸盐水溶液，是一种矿黏

合剂。

[0054] 为了使双液浆的成分便于控制，在步骤二和步骤四中的注浆开始前对水泥浆和水

玻璃进行泵送混合。

[0055] 在本实施例的在步骤五开始前，在步骤五的第一台阶5挖掘位置的上方设置管棚，

管棚遮盖第一台阶5所在的位置并可阻挡管棚上方物料落入到第一台阶5内。

[0056] 本实施例的步骤五中的坡面1与水平面16的夹角为55°～85°，本实施例的坡面1与

水平面16的夹角为图8所示的70°。步骤五中的第一台阶5的深度方向与水平面16的夹角为

35°～65°，本实施例的第一台阶5的深度方向与水平面16的夹角为图8所示的50°，且第二台

阶6、第三台阶7和第四台阶8的深度方向都与第一台阶5的深度方向平行。

[0057] 为了证注浆的有效性并控制凝胶时间，步骤二和步骤四中的注浆过程中，对不含

水的地层施工使用的双液浆中的水玻璃含量为11％～13％，本实施例的水玻璃含量优选为

12％，注浆压力为1MPa～1 .5MPa。在对含水的地层施工使用的双液浆中的水玻璃含量为

16％～18％，注浆压力为1.5MPa～2MPa，提高水玻璃含量和注浆压力可缩短凝胶时间，有利

于保证在含水的地层中注浆的有效性。

[0058] 上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实施方式作了详细说明，但是本发明不限于上述实施方

式，在所属技术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所具备的知识范围内，还可以在不脱离本发明宗旨的前

提下作出各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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