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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一种易装拆式基坑支护结构及施工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易装拆式基坑支护结构及
施工方法，
包括基坑支护桩和立柱，
其结构特点
在于：
在基坑支护桩的顶端设有冠梁，
在立柱上
设置液压伸缩装置 ，
液压伸缩装置固定在立柱
上，
所述伸缩装置具有横向伸缩臂，
液压伸缩装
置的横向伸缩臂向外伸出顶紧基坑支护桩的顶
端或冠梁，
形成内支撑结构；
液压伸缩装置通过
螺接或焊接方式与立柱固定连接，
构成易装拆式
连接结构；
液压伸缩装置的横向伸缩臂伸缩式与
基坑支护桩的顶端或冠梁活动连接，
形成单级或
多级支撑的活动式基坑支护结构。
本发明具有施
工速度快、
可回收的特点，
达到快速高效、
循环利
用和环保节能的特点。
主要应用在基坑支护工程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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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易装拆式基坑支护结构的施工方法，
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1）场地平整至标高 ，
开挖基坑支护桩（1）孔和立柱桩孔 ，施工基坑支护桩（1）和立柱
（2）；
2）开挖基坑，
使基坑支护桩（1）和立柱（2）的上端露出地面，
在基坑支护桩（1）的顶端设
有冠梁（3）；
在立柱（2）的顶端位置设置一个液压伸缩装置（4），
液压伸缩装置（4）通过螺接
或焊接方式与立柱（2）固定连接，
构成易装拆式连接结构；
3）将液压伸缩装置（4）的横向伸缩臂（4-1）向外伸出顶紧基坑支护桩（2）的顶端或冠梁
（3），
形成第一道内支撑结构；
4）继续往下开挖基坑，
使基坑支护桩（1）的上部和立柱（2）的上部露出地面，
在立柱（2）
的中部位置设置一个液压伸缩装置（4），
液压伸缩装置（4）通过螺接或焊接方式与立柱（2）
固定连接，
构成易装拆式连接结构；
将液压伸缩装置（4）的横向伸缩臂（4-1）向外伸出顶紧
基坑支护桩（2）的中部，
形成第二道内支撑结构；
5）当基坑较深时，
在完成前述步骤4）涉及的支撑或多支撑的活动式基坑支护结构后，
继续开挖基坑，
直至开挖至基坑底，
形成第三道以上的内支撑结构；
即形成多支撑的活动式
基坑支护结构。
2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易装拆式基坑支护结构的施工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多
支撑的活动式基坑支护结构，
包括基坑支护桩（1）和立柱（2），
其特征在于：
在基坑支护桩
（1）的顶端设有冠梁（3），
在立柱（2）上设置液压伸缩装置（4），
液压伸缩装置（4）固定在立柱
（2）上，
所述伸缩装置（4）具有横向伸缩臂（4-1），
液压伸缩装置（4）的横向伸缩臂（4-1）向外
伸出顶紧基坑支护桩（2）的顶端或冠梁（3），
形成内支撑结构；
液压伸缩装置（4）通过螺接或
焊接方式与立柱（2）固定连接，
构成易装拆式连接结构；
液压伸缩装置（4）的横向伸缩臂（41）伸缩式与基坑支护桩（2）的顶端或冠梁（3）活动连接，
形成单级或多级支撑的活动式基坑
支护结构。
3 .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易装拆式基坑支护结构的施工方法，
其特征在于：在立柱
（2）的顶端设置一个液压伸缩装置（4），
所述液压伸缩装置（4）为一个时设置在立柱的顶端；
横向伸缩臂（4-1）以立柱（2）为支撑点向外伸出顶紧基坑支护桩（2）的顶端或冠梁（3），
构成
单支撑的活动式基坑支护结构。
4 .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易装拆式基坑支护结构的施工方法，
其特征在于：在立柱
（2）上设置二个以上液压伸缩装置（4），
其中一个设置在立柱（2）的顶端，
其余设置在立柱
（2）的顶端与底端之间；
位于立柱顶端的横向伸缩臂（4-1）以立柱（2）为支撑点向外伸出顶
紧基坑支护桩（2）的顶端或冠梁（3），
形成第一道支撑结构，
其余横向伸缩臂（4-1）以立柱
（2）为支撑点向外伸出顶紧基坑支护桩（2）顶端与底端之间的位置，
形成第二道及以上支撑
结构，
即构成多支撑的活动式基坑支护结构。
5 .如权利要求3或4所述的一种易装拆式基坑支护结构的施工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
立柱（2）包括柱桩基础（2-1）和钢构柱（2-2）。
6 .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易装拆式基坑支护结构的施工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液压
伸缩装置（4）包括横向伸缩臂（4-1）和液压缸（4-2），
所述横向伸缩臂（4-1）为多级式水平伸
缩臂结构。
7 .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易装拆式基坑支护结构的施工方法，
在多级横向伸缩臂（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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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内部设置暗扣，
使多级横向伸缩臂（4-1）伸长至设定长度后锁定。
8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易装拆式基坑支护结构的施工方法，
其特征在于：
利用液压
伸缩装置（4）的液压缸内部注入液压油，
使多级横向伸缩臂（4-1）通过液压力往两个水平方
向伸出，
顶在冠梁（3）或基坑支护桩（2）的中部、
下部，
通过中空伸缩臂内部的液压力来确保
与冠梁（3）或基坑支护桩（2）的中部、
下部的紧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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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易装拆式基坑支护结构及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易装拆式基坑支护结构及施工方法，
适用于地基基础工程的基坑
支护施工。属于建筑工程施工技术领域。
技术背景
[0002] 目前，
钢筋混凝土内支撑是一种普遍使用的基坑支护方式。但现有技术的基坑支
护结构，
一般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
存在如下方面缺陷：(1)每层钢筋混凝土内支撑施工完
成，
需等待其达到一定强度才能继续开挖基坑，
造成施工期长，
影响工期及工程进度。(2)基
坑回填过程中，
需要采用切割或爆破的方式拆除内支撑结构，
造成额外增加费用和施工时
间。(3)爆破拆除会产生粉尘和建筑垃圾，
影响及污染环境。
[0003] 因此，
本发明需要设计一种新的基坑支护结构，
以解决现有钢筋混凝土结构基坑
支护存在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之一，
是为了解决现有钢筋混凝土基坑支护存在施工期长、额外增
加费用、易污染环境等问题，
提供一种易装拆式基坑支护结构。具有施工速度快、可回收的
特点，
达到快速高效、
循环利用和环保节能的特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之二，
是为了提供一种新型基坑支护结构的施工方法。
[0006] 本发明的目的之一可以通过采取如下技术方案达到：
[0007] 一种易装拆式基坑支护结构，
包括基坑支护桩和立柱，
其结构特点在于：
在基坑支
护桩的顶端设有冠梁，
在立柱上设置液压伸缩装置，
液压伸缩装置固定在立柱上，
所述伸缩
装置具有横向伸缩臂，
液压伸缩装置的横向伸缩臂向外伸出顶紧基坑支护桩的顶端或冠
梁，
形成内支撑结构；
液压伸缩装置通过螺接或焊接方式与立柱固定连接，
构成易装拆式连
接结构；
液压伸缩装置的横向伸缩臂伸缩式与基坑支护桩的顶端或冠梁活动连接，
形成单
级或多级支撑的活动式基坑支护结构。
[0008] 本发明的目的之一还可以通过采取如下技术方案达到：
[0009] 进一步地，
在立柱的顶端设置一个液压伸缩装置，
所述液压伸缩装置为一个时设
置在立柱的顶端；
横向伸缩臂以立柱为支撑点向外伸出顶紧基坑支护桩的顶端或冠梁，
构
成单支撑的活动式基坑支护结构。
[0010] 进一步地，
在立柱上设置二个以上液压伸缩装置，
其中一个设置在立柱的顶端，
其
余设置在立柱的顶端与底端之间；
位于立柱顶端的横向伸缩臂以立柱为支撑点向外伸出顶
紧基坑支护桩的顶端或冠梁，
形成第一道支撑结构，
其余横向伸缩臂以立柱为支撑点向外
伸出顶紧基坑支护桩顶端与底端之间的位置，
形成第二道及以上支撑结构，
即构成多支撑
的活动式基坑支护结构。
[0011] 进一步地，
所述立柱包括柱桩基础和钢构柱。
[0012] 进一步地，
所述液压伸缩装置包括横向伸缩臂和液压缸，
所述横向伸缩臂为多级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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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水平伸缩臂结构。
[0013] 进一步地，
在多级横向伸缩臂内部设置暗扣，
使多级横向伸缩臂伸长至设定长度
后锁定。
[0014] 本发明的目的之二可以通过采取如下技术方案达到：
[0015] 一种易装拆式基坑支护结构的施工方法，
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0016] 1)场地平整至标高，
开挖基坑支护桩孔和立柱桩孔，
施工基坑支护桩和立柱；
[0017] 2)开挖基坑，
使基坑支护桩和立柱的上端露出地面，
在基坑支护桩的顶端设有冠
梁；
在立柱的顶端位置设置一个液压伸缩装置，
液压伸缩装置通过螺接或焊接方式与立柱
固定连接，
构成易装拆式连接结构；
[0018] 3)将液压伸缩装置的横向伸缩臂向外伸出顶紧基坑支护桩的顶端或冠梁，
形成第
一道内支撑结构；
[0019] 4)继续往下开挖基坑，
使基坑支护桩的上部和立柱的上部露出地面，
在立柱的中
部位置设置一个液压伸缩装置，
液压伸缩装置通过螺接或焊接方式与立柱固定连接，
构成
易装拆式连接结构；
将液压伸缩装置的横向伸缩臂向外伸出顶紧基坑支护桩的中部，
形成
第二道内支撑结构；
[0020] 5)当基坑较深时，
在完成前述步骤4)涉及的支撑或多支撑的活动式基坑支护结构
后，
继续开挖基坑，
直至开挖至基坑底，
形成第三道以上的内支撑结构；
即形成多支撑的活
动式基坑支护结构。
[0021] 本发明的目的之二还可以通过采取如下技术方案达到：
[0022] 进一步地，
利用液压伸缩装置的液压缸内部注入液压油，
使多级横向伸缩臂通过
液压力往两个水平方向伸出，
顶在冠梁或基坑支护桩的中部、
下部，
通过中空伸缩臂内部的
液压力来确保与冠梁或基坑支护桩的中部、
下部的紧固性。
[0023] 本发明具有如下突出的有益效果：
[0024] 1、
本发明涉通过在基坑支护桩的顶端设有冠梁在立柱上设置液压伸缩装置，
液压
伸缩装置固定在立柱上，
所述伸缩装置具有横向伸缩臂，
液压伸缩装置的横向伸缩臂向外
伸出顶紧基坑支护桩的顶端或冠梁，
形成内支撑结构；
液压伸缩装置通过螺接或焊接方式
与立柱固定连接，
构成易装拆式连接结构；
液压伸缩装置的横向伸缩臂伸缩式与基坑支护
桩的顶端或冠梁活动连接，
形成单级或多级支撑的活动式基坑支护结构；
因此能够解决现
有钢筋混凝土基坑支护存在施工期长、额外增加费用、易污染环境等问题，
具有施工速度
快、
可回收的特点，
达到快速高效、
循环利用和环保节能的特点。
[0025] 2、
本发明采用可在两个水平相反方向自由伸缩中空伸缩臂的装置，
替代目前普遍
使用的钢筋混凝土内支撑；
利用液压传动原理，
将中空多级伸缩臂通过液压油的注入和抽
离来实现伸出和缩回；
两个方向的伸缩臂顶在支护结构的冠梁及腰梁上进行基坑支护。该
装置可循环使用。实现缩减工期，
减少工程造价，
节能环保的目地。主要应用在基坑支护工
程上。
附图说明
[0026] 图1是本发明具体实施例1中基坑支护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2是本发明具体实施例2中基坑支护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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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是本发明具体实施例1、
2中液压伸缩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图4、
图5是本发明具体实施例1的施工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具体实施例1：
[0031] 参照图1、
图3，
本实施例1涉及的易装拆式基坑支护结构，
包括基坑支护桩1和立柱
2，
在基坑支护桩1的顶端设有冠梁3，
在立柱2上设置液压伸缩装置4，
液压伸缩装置4固定在
立柱2上，
所述伸缩装置4具有横向伸缩臂4-1，
液压伸缩装置4的横向伸缩臂4-1向外伸出顶
紧基坑支护桩2的顶端或冠梁3，
形成内支撑结构；
液压伸缩装置4通过螺接或焊接方式与立
柱2固定连接，
构成易装拆式连接结构；
液压伸缩装置4的横向伸缩臂4-1伸缩式与基坑支护
桩2的顶端或冠梁3活动连接，
形成单级或多级支撑的活动式基坑支护结构。
[0032] 本实施例中：
[0033] 在立柱2的顶端设置一个液压伸缩装置4，
所述液压伸缩装置4为一个时设置在立
柱的顶端；
横向伸缩臂4-1以立柱2为支撑点向外伸出顶紧基坑支护桩2的顶端或冠梁3，
构
成单支撑的活动式基坑支护结构。所述立柱2包括柱桩基础2-1和钢构柱2-2。所述液压伸缩
装置4包括横向伸缩臂4-1和液压缸4-2，
所述横向伸缩臂4-1为多级式水平伸缩臂结构。
[0034] 参照图4、
图5，
本实施例1涉及的易装拆式基坑支护结构的施工方法，
其特征在于
包括如下步骤：
[0035] 1)场地平整至标高，
开挖基坑支护桩1孔和立柱桩孔，
施工基坑支护桩1和立柱2；
[0036] 施工立柱2时，
先做好柱桩基础2-1，
再在柱桩基础的基础上形成钢构柱2-2，
柱桩
基础2-1为钢筋混凝土砼结构。
立柱2的底面标高较基坑支护桩1的标高高；
[0037] 2)开挖基坑，
使基坑支护桩1和立柱2的上端露出地面，
即开挖到第一道支撑标高
的附近，
在基坑支护桩1的顶端设有冠梁3；
在立柱2的顶端位置设置一个液压伸缩装置4，
液
压伸缩装置4通过螺接或焊接方式与立柱2固定连接，
构成易装拆式连接结构；
[0038] 3)将液压伸缩装置4的横向伸缩臂4-1向外伸出顶紧基坑支护桩2的顶端或冠梁3，
形成第一道内支撑结构；
当立柱2的两侧都有基坑支护桩2时，
压伸缩装置4两侧的横向伸缩
臂4-1分别顶紧基坑支护桩2的顶端或冠梁3；
当立柱2的一侧都有基坑支护桩2、另一侧为立
柱时，
压伸缩装置4一侧的横向伸缩臂4-1顶紧基坑支护桩2的顶端或冠梁3、另一侧的横向
伸缩臂4-1与相邻立柱对接；
[0039] 4)继续开挖基坑，
直至开挖至基坑底，
形成具有内支撑结构的活动式基坑支护结
构。
[0040] 本实施例1利用液压传动原理，
采用自动伸缩机械臂装置，
替代目前普遍使用的钢
筋混凝土支撑。将伸缩臂与液压泵连接，启动液压机，
由液压泵向伸缩臂中注入液压油。通
过阀组控制液压油的注入速度。伸缩臂往两个水平方向伸出，
顶在冠梁或腰梁处，
调整比例
调节阀、
降低液压机转速，
使伸缩机械臂达到工程设计的支撑力。伸缩臂内部做暗扣设置，
伸长至一定长度即可锁定。锁死伸缩机械臂后，
由液压泵向油箱输回液压油，
留待下一次扩
张伸缩臂使用。
基坑逐层回填。
通过电动机将伸缩臂拉回复位，
逐步回收伸缩臂。
[0041] 具体实施例2：
[0042] 参照图2、
图3，
本实施例的特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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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施例2涉及的易装拆式基坑支护结构，
在具体实施例结构的基础上，
在立柱2
上设置二个以上液压伸缩装置4，
其中一个设置在立柱2的顶端，
其余设置在立柱2的顶端与
底端之间；
位于立柱顶端的横向伸缩臂4-1以立柱2为支撑点向外伸出顶紧基坑支护桩2的
顶端或冠梁3，
形成第一道支撑结构，
其余横向伸缩臂4-1以立柱2为支撑点向外伸出顶紧基
坑支护桩2顶端与底端之间的位置，
形成第二道及以上支撑结构，
即构成多支撑的活动式基
坑支护结构。
[0044] 本实施例2涉及的易装拆式基坑支护结构的施工方法，
是在具体实施例1施工完步
骤3)后，
按如下步骤施工：
[0045] 4)继续往下开挖基坑(即继续挖到第二层支撑底标高附近) ，
使基坑支护桩1的上
部和立柱2的上部露出地面，
在立柱2的中部位置设置一个液压伸缩装置4，
液压伸缩装置4
通过螺接或焊接方式与立柱2固定连接，
构成易装拆式连接结构；
将液压伸缩装置4的横向
伸缩臂4-1向外伸出顶紧基坑支护桩2的中部，
形成第二道内支撑结构；
[0046] 5)当基坑较深时，
在完成前述步骤4)涉及的支撑或多支撑的活动式基坑支护结构
后，
继续开挖基坑，
直至开挖至基坑底标高处，
形成第三道以上的内支撑结构；
即形成多支
撑的活动式基坑支护结构。
[0047] 实际使用中，
当基础整体施工完成后，
基坑回填，
抽出液压缸内的液压油，
通过真
空作用使得多级横向伸缩臂自动缩回，
拆除伸缩臂，
下次循环使用。
[0048] 本发明可以在伸缩臂末端设置压力检测装置，
实时监控伸缩臂的支撑力，
确保工
程安全。本发明构思新颖，
设计独特，
具有开创性思维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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