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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不规则基坑装配式钢支

撑装置及其施工应用方法，所述的不规则基坑是

指基坑边线呈不规则多边形状；所述钢筋混凝土

框架结构采用钢筋混凝土纵横十字梁和钢筋混

凝土板，形成封闭式刚度较大的支撑结构；所述

不规则基坑通过钢筋混凝土梁板框架结构围封

成矩形规则基坑；所述装配式钢支撑采用H型钢

或钢管；所述钢支撑形成的规则基坑内布置成钢

角撑和钢对撑；所述钢对撑通过H型钢横向联系

杆连接成整体钢支撑结构；所述钢角撑通过H型

钢斜向联系杆连接成整体钢支撑；所述钢支撑竖

向设置钢立柱；所述钢支撑通过钢三角网格件与

支护桩冠梁或围檩连接在一起。本发明实施例的

整个工程工期短，施工场地宽敞，材料运输与堆

放方便，更好地保证了施工效率和安全，同时达

到节约造价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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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不规则基坑装配式钢支撑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用于和采用钢筋混凝土框架

结构处理的不规则区域处理结构，以及设置在不规则区域处理结构内的基坑装配式钢支

撑。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不规则基坑装配式钢支撑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不规

则区域处理结构为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所述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采用钢筋混凝土纵横十

字梁和钢筋混凝土板，形成封闭式刚度较大的支撑结构；所述的钢筋混凝土纵横十字梁包

括钢筋混凝土梁板框架，以及钢筋混凝土梁板框架进行连接固定形成的结构将不规则基坑

则围封成矩形规则基坑。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不规则基坑装配式钢支撑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基坑

装配式钢支撑包括装配式钢对撑结构和装配式钢角撑结构。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不规则基坑装配式钢支撑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配式

钢对撑结构，设置在基坑中间位置，包括钢立柱，与钢立柱连接的装配式钢对撑联系杆，所

述的装配式钢对撑联系杆与装配式钢对撑固定。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不规则基坑装配式钢支撑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装配式

钢对撑联系杆为H型钢或钢管。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不规则基坑装配式钢支撑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装配

式钢角撑结构设置在基坑的四个角落，包括钢立柱，与钢立柱连接固定的装配式钢角撑H型

钢横向联系杆，以及与装配式钢角撑H型钢横向联系杆连接固定的装配式钢角撑；所述的装

配式钢角撑的两端设置有钢三角网格件；所述的钢三角网格件由多个正三角形网格组成；

钢支撑通过钢三角网格件与支护桩冠梁或围檩连接在一起。

7.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不规则基坑装配式钢支撑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钢立

柱为采用4根L140或者L160等边角钢外加钢缀板焊接而成的方形格构柱，底部设置有立柱

桩。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不规则基坑装配式钢支撑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装配

式钢对撑联系杆的下端设置箱型托起箱，通过高强螺栓连接；所述的箱型托起箱的一侧与

钢立柱采用焊接的同时，采用不少于4根高强螺栓连接。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不规则基坑装配式钢支撑装置的应用施工方法且，其特征

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第一步：根据基坑工程的边线进行区段划分，确定每一段支护桩和止水桩的形式，接着

进行支护桩和止水桩的施工；

第二步：待支护桩和止水桩施工完毕，根据基坑不规则区域面积的大小设置钢筋混凝

土框架梁的位置和跨度，并根据后期栈桥堆载的要求设置钢筋混凝土板；

第三步：待钢筋混凝土框架梁位置确定后，施工钢立柱和立柱桩，其中立柱桩采用钻孔

灌注桩，桩长根据荷载确定，钢立柱采用4根L140或者L160等边角钢外加钢缀板焊接而成的

方形格构柱；

第四步：待钢立柱施工完毕，根据设计要求，进行装配式钢支撑施工；首先进行装配式

钢对撑联系杆的施工；钢对撑H型钢横向联系杆下端设置箱型托起箱；箱型托起箱的一侧与

钢立柱采用焊接的同时，采用高强螺栓连接；箱型托起箱上端与H型钢横向联系杆通过焊接

的同时，采用高强螺栓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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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步：待钢对撑H型钢横向联系杆的施工结束，接着进行装配式钢对撑的架设，进行

拼接安装，其中每两根H型钢对撑的拼接通过焊缝连接，同时在H型钢腹板两侧分别设置加

强钢板，通过高强螺栓将加强钢板与H型钢连接；钢对撑下端通过焊接与H型钢横向联系杆

连接的同时，采用高强螺栓连接；

第六步：装配式钢对撑和H型钢横向联系杆施工结束后，进行装配式角撑和装配式钢角

撑H型钢横向联系杆施工；其中施工方法与装配式钢对撑与H型钢横向联系杆的施工方法一

致；

第七步：待装配式钢对撑和装配式钢角撑架设施工完毕后，进行与冠梁或围檩的连接，

其中二者均通过钢三角网格件与冠梁和围檩连接；钢对撑和钢角撑通过焊接和加强钢板的

方式与钢三角网格件连接；钢三角网格件另一端通过预埋钢板与冠梁和围檩连接；

第八步：基坑工程的土方开挖和降水等与传统基坑施工方法一致；后续所有内支撑的

施工方法均与第一层内支撑方法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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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不规则基坑装配式钢支撑装置及其施工应用方法

[0001]

技术领域

[0002] 本发明涉及地下空间开发中场地基坑存在不规则区域的基坑支护工程领域，具体

为一种应用于地下空间开挖不规则基坑支护工程的装配式钢支撑装置及其施工应用方法。

背景技术

[0003] 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市区内可用土地越来越少，施工场地条件亦越来越差。地下

空间的发开，需要在形状复杂，极不规则的场地中进行，因此存在不规则基坑开挖的问题。

不规则基坑受力复杂，内支撑设置困难，特别是装配式钢支撑的应用，受到限制，因为钢支

撑受力要求对撑、平衡和受力水平简单。因此，需要一种在不规则基坑中设置装配式钢支撑

的方法解决上述问题。

[0004] 公开号为  CN101666095A的专利文献公开了一种不规则基坑施工方法，其特征是

内支撑采用围梁支顶在拱形梁的方式，在不规则基坑内部设置拱形梁，拱形梁设置十字梁

加强横向刚度。该发明结构形式简洁，受力路径明确，工程造价低，施工方便，且支护结构变

形小。但仍存在如下缺点：（1）本发明内支撑采全部采用混凝土梁，对于大面积深基坑，混凝

土大面积混凝土内支撑施工速度慢，且养护时间长，致使工程工期太长；（2）基坑内采取大

面积混凝土内支撑，后期拆除困难，同时会造成扬尘污染和大量混凝土废弃物，污染环境。

（3）内支撑无法重复利用，不经济。

[0005] 公开号为CN104790408A的专利文献公开一种不规则基坑施工方法，其特征是基坑

压顶梁采用双拼槽钢，支护桩采取三轴搅拌桩内插型钢方式，基坑外侧设置锚杆，锚杆插入

基坑边缘地基土长度为14~20m，该方法避免了基坑内部设置内支撑。但仍存如下缺点：（1）

本发明采用锚杆挡土的形式，势必使得锚杆超越用地红线，给坑外地基留下不可拔出的障

碍，严重影响后续工程的建设；（2）对于淤泥和淤泥质等软弱土体，采用锚杆支护，因锚杆侧

阻力太小，导致基坑变形过大，影响基坑环境的安全。

发明内容

[0006] 为了解决上述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将不规则基坑进行规则

化处理，使得整个工程工期短，施工场地宽敞，材料运输与堆放方便，更好地保证了施工效

率和安全，同时达到节约造价的目的的一种不规则基坑装配式钢支撑装置及其施工应用方

法。

[0007] 本发明的目的是这样实现的：

一种不规则基坑装配式钢支撑装置，包括用于和采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处理的不规

则区域处理结构，以及设置在不规则区域处理结构内的基坑装配式钢支撑；

所述的不规则区域处理结构为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所述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采用钢

筋混凝土纵横十字梁和钢筋混凝土板2，形成封闭式刚度较大的支撑结构；所述的钢筋混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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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纵横十字梁包括钢筋混凝土梁板框架1，以及钢筋混凝土梁板框架1进行连接固定形成的

结构将不规则基坑则围封成矩形规则基坑；

所述的基坑装配式钢支撑包括装配式钢对撑结构和装配式钢角撑结构；

所述的配式钢对撑结构，设置在基坑中间位置，包括钢立柱8，与钢立柱8连接的装配式

钢对撑联系杆4，所述的装配式钢对撑联系杆4与装配式钢对撑固定；

所述装配式钢对撑联系杆4为H型钢或钢管；

所述的装配式钢角撑结构设置在基坑的四个角落，包括钢立柱，与钢立柱连接固定的

装配式钢角撑H型钢横向联系杆6，以及与装配式钢角撑H型钢横向联系杆6连接固定的装配

式钢角撑5；所述的装配式钢角撑5的两端设置有钢三角网格件7；所述的钢三角网格件7由

多个正三角形网格701组成；钢支撑通过钢三角网格件与支护桩冠梁或围檩连接在一起；

所述的钢立柱8为采用4根L140或者L160等边角钢802外加钢缀板801焊接而成的方形

格构柱，底部设置有立柱桩803；

所述的装配式钢对撑联系杆4的下端设置箱型托起箱401，通过高强螺栓连接；所述的

箱型托起箱401的一侧与钢立柱采用焊接的同时，采用不少于4根高强螺栓连接；

所述的一种不规则基坑装配式钢支撑装置的应用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第一步：根据基坑工程的边线进行区段划分，确定每一段支护桩和止水桩的形式，接着

进行支护桩和止水桩的施工；

第二步：待支护桩和止水桩施工完毕，根据基坑不规则区域面积的大小设置钢筋混凝

土框架梁1的位置和跨度，并根据后期栈桥堆载的要求设置钢筋混凝土板2；

第三步：待钢筋混凝土框架梁位置确定后，施工钢立柱8和立柱桩803，其中立柱桩采用

钻孔灌注桩，桩长根据荷载确定，钢立柱采用4根L140或者L160等边角钢802外加钢缀板801

焊接而成的方形格构柱；

第四步：待钢立柱施工完毕，根据设计要求，进行装配式钢支撑施工；首先进行装配式

钢对撑联系杆4的施工；钢对撑H型钢横向联系杆下端设置箱型托起箱401；箱型托起箱的一

侧与钢立柱采用焊接的同时，采用高强螺栓连接；箱型托起箱上端与H型钢横向联系杆通过

焊接的同时，采用高强螺栓连接；

第五步：待钢对撑H型钢横向联系杆的施工结束，接着进行装配式钢对撑3的架设，进行

拼接安装，其中每两根H型钢对撑的拼接通过焊缝连接，同时在H型钢腹板两侧分别设置加

强钢板301，通过高强螺栓302将加强钢板与H型钢连接；钢对撑下端通过焊接与H型钢横向

联系杆连接的同时，采用高强螺栓连接；

第六步：装配式钢对撑和H型钢横向联系杆施工结束后，进行装配式角撑5和装配式钢

角撑H型钢横向联系杆6施工；其中施工方法与装配式钢对撑与H型钢横向联系杆的施工方

法一致；

第七步：待装配式钢对撑和装配式钢角撑架设施工完毕后，进行与冠梁或围檩的连接，

其中二者均通过钢三角网格件7与冠梁和围檩连接；钢对撑和钢角撑通过焊接和加强钢板

的方式与钢三角网格件连接；钢三角网格件另一端通过预埋钢板与冠梁和围檩连接；

第八步：基坑工程的土方开挖和降水等与传统基坑施工方法一致；后续所有内支撑的

施工方法均与第一层内支撑方法相同。

[0008] 积极有益效果：本发明解决了不规则深基坑采用装配式钢支撑存在的设置困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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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实现了基坑工程建设快速、环保的目的；对于每边不规则的深基坑区域小范围的采取钢

筋混凝土框架结构，不仅能够使得装配式钢支撑设置区域形成规则矩形，而且框架混凝土

区域可当作小型栈桥使用，即可堆放建设器具等；通过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修边后，形成的

规则基坑坑内设置水平向装配式钢支撑结构，不仅节约支撑造价，而且方便塔楼基坑土方

开挖，节约工期；通过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修边后，避免了支护结构拐角处应力集中，或局

部区域变形突出的现象，减小基坑开挖过程支护结构变形，且形成的规则基坑保证了支护

结构变形的均匀性；通过基坑内大面积使用装配式钢支撑，后期可拆除重复使用，达到了节

能环保和绿色施工的要求，可在市区内使用；本发明不仅解决了基坑边线不规则，装配式钢

支撑设置困难的问题，而且提供了一种大面积深基坑施工方法。该方法简单易行，工序转换

衔接简单可靠，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施工人员的流动，有效提高工作效率，具有突出的实质

性特点和显著进步。

附图说明

[0009] 图1为本发明一种不规则基坑装配式钢支撑应用方法平面示意图；

图2为混凝土框架梁断面示意图；

图3为装配式钢支撑连接示意图；

图4为H型钢横向联系杆与装配式钢支撑连接示意图；

图5为钢格构立柱示意图；

图6为钢三角网格件横断面图。

[0010] 图中为：钢筋混凝土框架梁1、钢筋混凝土板2、装配式钢对撑3、装配式钢对撑H型

钢横向联系杆4、装配式钢角撑5、装配式钢角撑H型钢横向联系杆6、钢三角网格件7、钢立柱

8。

具体实施方式

[0011]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说明：

如图1-6所示，一种不规则基坑装配式钢支撑装置，包括用于和采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

构处理的不规则区域处理结构，以及设置在不规则区域处理结构内的基坑装配式钢支撑；

所述的不规则区域处理结构为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所述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采用钢

筋混凝土纵横十字梁和钢筋混凝土板2，形成封闭式刚度较大的支撑结构；所述的钢筋混凝

土纵横十字梁包括钢筋混凝土梁板框架1，以及钢筋混凝土梁板框架1进行连接固定形成的

结构将不规则基坑则围封成矩形规则基坑；

所述的基坑装配式钢支撑包括装配式钢对撑结构和装配式钢角撑结构；

所述的配式钢对撑结构，设置在基坑中间位置，包括钢立柱8，与钢立柱8连接的装配式

钢对撑联系杆4，所述的装配式钢对撑联系杆4与装配式钢对撑固定；

所述装配式钢对撑联系杆4为H型钢或钢管；

所述的装配式钢角撑结构设置在基坑的四个角落，包括钢立柱，与钢立柱连接固定的

装配式钢角撑H型钢横向联系杆6，以及与装配式钢角撑H型钢横向联系杆6连接固定的装配

式钢角撑5；所述的装配式钢角撑5的两端设置有钢三角网格件7；所述的钢三角网格件7由

多个正三角形网格701组成；钢支撑通过钢三角网格件与支护桩冠梁或围檩连接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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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的钢立柱8为采用4根L140或者L160等边角钢802外加钢缀板801焊接而成的方形

格构柱，底部设置有立柱桩803；

所述的装配式钢对撑联系杆4的下端设置箱型托起箱401，通过高强螺栓连接；所述的

箱型托起箱401的一侧与钢立柱采用焊接的同时，采用不少于4根高强螺栓连接。

实施例

[0012] 以某城市G20项目为例，该项目属于大面积深基坑，地下室外边线极不规则，形成

不规则深基坑。为了满足环保和工期的要求，深基坑内支撑不规则区采用钢筋混凝土框架，

处理后采取装配式钢支撑的形式，该基坑的具体施工步骤为：

首先，根据基坑工程的边线进行区段划分，确定每一段支护桩和止水桩的形式，接着进

行支护桩和止水桩的施工。待支护桩和止水桩施工完毕，根据基坑不规则区域面积的大小

设置钢筋混凝土框架梁1的位置和跨度，确保钢筋混凝土框架梁的间距不大于9.0m，并根据

后期栈桥堆载的要求设置钢筋混凝土板2，确保其厚度不小于250mm。待钢筋混凝土框架梁

位置确定后，施工钢立柱8和立柱桩803，其中立柱桩采用钻孔灌注桩，桩径不小于800mm，桩

长根据荷载确定，钢立柱采用4根L140或者L160等边角钢802外加钢缀板801焊接而成的方

形格构柱。

[0013] 待钢立柱施工完毕，根据设计要求，进行装配式钢支撑施工。首先进行装配式钢对

撑H型钢横向联系杆4的施工。钢对撑H型钢横向联系杆下端设置箱型托起箱401。箱型托起

箱采用-400×400×20的3块钢板焊接而成，箱型托起箱的一侧与钢立柱采用焊接的同时，

采用不少于4根Ø28高强螺栓连接。箱型托起箱上端与H型钢横向联系杆通过焊接的同时，采

用不少于2根Ø28高强螺栓连接。

[0014] 待钢对撑H型钢横向联系杆的施工结束，接着进行装配式钢对撑3的架设，钢对撑

采用H350×350型钢，长度采用9m、1m和2m这3种模数，进行拼接安装，其中每两根H型钢对撑

的拼接通过焊缝连接，同时在H型钢腹板两侧分别设置一块-700×300×20的加强钢板301，

通过Ø28的高强螺栓302，将加强钢板与H型钢连接。钢对撑下端通过焊接与H型钢横向联系

杆连接的同时，采用不少于2根Ø28高强螺栓连接。

[0015] 装配式钢对撑和H型钢横向联系杆施工结束后，进行装配式角撑5和H型钢角撑横

向联系杆6施工。其中施工方法与装配式钢对撑与H型钢横向联系杆的施工方法一致。

[0016] 待装配式钢对撑和装配式钢角撑架设施工完毕后，进行与冠梁或围檩的连接，其

中二者均通过钢三角件7与冠梁和围檩连接。钢对撑和钢角撑通过焊接和加强钢板的方式

与钢三角件连接。钢三角件另一端通过预埋钢板与冠梁和围檩连接。

[0017] 基坑工程的土方开挖和降水等与传统基坑施工方法一致；后续所有内支撑的施工

方法均与第一层内支撑方法相同。

[0018] 本发明解决了不规则深基坑采用装配式钢支撑存在的设置困难问题，实现了基坑

工程建设快速、环保的目的；对于每边不规则的深基坑区域小范围的采取钢筋混凝土框架

结构，不仅能够使得装配式钢支撑设置区域形成规则矩形，而且框架混凝土区域可当作小

型栈桥使用，即可堆放建设器具等；通过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修边后，形成的规则基坑坑内

设置水平向装配式钢支撑结构，不仅节约支撑造价，而且方便塔楼基坑土方开挖，节约工

期；通过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修边后，避免了支护结构拐角处应力集中，或局部区域变形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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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现象，减小基坑开挖过程支护结构变形，且形成的规则基坑保证了支护结构变形的均

匀性；通过基坑内大面积使用装配式钢支撑，后期可拆除重复使用，达到了节能环保和绿色

施工的要求，可在市区内使用；本发明不仅解决了基坑边线不规则，装配式钢支撑设置困难

的问题，而且提供了一种大面积深基坑施工方法。该方法简单易行，工序转换衔接简单可

靠，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施工人员的流动，有效提高工作效率，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

著进步。

[0019]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

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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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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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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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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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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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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