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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卵石地质深基坑桩式连续墙钢锚支护方

法

(57)摘要

本发明砂卵石地质深基坑桩式连续墙钢锚

支护方法。是依据围护桩的插入深度、直径、间距

等对混凝土围护桩进行施工；在混凝土围护桩之

间形成混凝土连续墙，与围护桩形成整体围护结

构；在围护桩顶的冠梁处挂上挂板，在基坑的设

计部位加入锚索固定，形成预应力锚索；将三脚

架锚入围护桩内，进行支护结构侧移监测。本发

明在保证基坑安全可行的前提下，使改进施工方

法达到其他支护方法的效应。而且降低了施工难

度，加快了工程进程，减少了工程成本，继承了混

凝土围护桩体系和地下连续墙体系的优点，避免

了两者的缺点；同时钢支撑和锚杆共同作用，使

施工场地的要求降低，而且钢支撑后期拆除较为

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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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砂卵石地质深基坑桩式连续墙钢锚支护方法，其特征在于：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

现的：

a.根据基坑的地质勘察结果，计算出围护桩的插入深度、围护桩的直径、围护桩间距以

及配筋；

b.对平整过的开挖场地以设计方案进行定点，按照钢筋混凝土围护桩的施工工艺，对

混凝土围护桩(1)进行施工；

c.采用旋喷桩(2)的形式在混凝土围护桩之间形成混凝土连续墙(3)，同时形成止水帷

幕的屏障；

d.对冠梁(4)进行施工，与围护桩形成整体围护结构；

e.在围护结构施工完成后，采用降水方案对基坑进行降水，降水完成后开始逐步开挖

基坑；

f.对基坑开挖到设计要求的深度时，在围护桩顶的冠梁(4)处挂上挂板(6)，设置一道

钢支撑(5)，并对钢支撑(5)施加设计给定的预应力，以确保结构的稳定性；

g.在基坑的设计部位加入锚索固定，钻孔位置在混凝土围护桩(1)间距的中心打入钢

绞线(8)后围护混凝土，在连续墙表面用楔形垫块(9)架设腰梁(10)做支撑，再用锚具拉伸

钢绞线并用夹具(11)和垫片(12)固定，形成预应力锚索(13)；

h.在基坑开挖到设计支撑位置，将三脚架(14)锚入围护桩(1)内，架设钢围檀(7)并将

挂板(6)挂在钢围檀(7)上，同时架设钢支撑(5)，并对钢支撑(5)施加设计给定的预应力，同

时对支护结构进行侧移监测。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砂卵石地质深基坑桩式连续墙钢锚支护方法，其特征在于：

b.对场地进行平整，按设计位置对围护桩进行定位，按照钢筋混凝土围护桩的施工工

艺，对混凝土围护桩(1)进行人工探孔、机械成孔、混凝土灌注施工；

d.对冠梁(4)进行支模，绑扎冠梁的配置钢筋并浇筑混凝土，使其与围护桩形成整体围

护结构；

e.在围护结构施工完成后，根据降水方案对降水井施工，降水到设计基坑坑底一米以

下，开始逐步开挖基坑；

f.对基坑开挖到设计要求的深度时，在围护桩顶的冠梁(4)处挂上挂板(6)，并采用膨

胀螺栓固定，设置一道钢支撑(5)，并对钢支撑施加设计给定的预应力，以确保结构的稳定

性；

g.在基坑的设计部位加入锚索固定，钻孔位置在混凝土围护桩(1)间距的中心打入钢

绞线(8)后围护混凝土，在连续墙表面用楔形垫块(9)架设腰梁(10)做支撑，再用锚具拉伸

钢绞线并用夹具(11)和垫片(12)固定，待浆液强度达到设计值后，进行钢绞线张拉，形成预

应力锚索(13)；

h.在基坑开挖到设计支撑位置，将三脚架(14)采用膨胀螺栓锚入围护桩1内，将钢围檀

(7)架设在三脚架上，并将挂板(6)挂在钢围檀(7)上，同时架设钢支撑(5)，并对钢支撑(5)

施加设计给定的预应力，同时对支护结构进行侧移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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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卵石地质深基坑桩式连续墙钢锚支护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土木工程施工钢锚支护方法，具体涉及砂卵石地质深基坑桩式连

续墙钢锚支护方法,属于地下工程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城市交通对经济、社会民生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地铁作为特殊的交通工

具在很大程度上舒缓了城市的交通压力，为现代城市的快速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由于

地质条件的多变性，所以采用的钢锚支护方式也各有不同，而地铁建设过程中深基坑的开

挖支护成为技术难题。砂卵石地质在我国分布广泛，深基坑支护很常见。如地铁站、人防工

程、高层建筑、地下商场、地下管廊等，由于砂卵石地质深基坑支护没有系统性研究，所以一

般砂卵石地质的深基坑支护都是直接参考其他地区的深基坑支护，或是选定一种深基坑支

护方案后对其进行细部参数的优化，浪费了许多时间和工程成本。

[0003] 目前，砂卵石地质深基坑开挖支护中最常用的四种支护体系分别是：钻孔围护桩+

锚杆支护体系，这种体系在地铁和高层建筑深基坑都中被广泛使用，它施工应用灵活，但是

在超深基坑里桩的变形过大，锚杆施工空间的土体要求比较开阔，不适宜在拥挤环境下施

工；钻孔围护桩+内支撑支护体系有利于控制基坑变形，但是后期的拆除成本较大，施工时

间较长；钻孔围护桩+锚杆+内支撑支护体系虽具有前两者的优点，但是不适用于坑外建构

筑物太过于复杂的基坑；地下连续墙+锚杆+内支撑支护体系的自身刚度比较大，整体性好，

但地下连续墙的接头质量难以控制，容易造成结构的薄弱点。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克服目前砂卵石地质深基坑开挖支护方法的缺陷，公开一种砂卵

石地质深基坑桩式连续墙钢锚支护方法。

[0005] 本发明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

[0006] a.根据基坑的地质勘察结果，计算出围护桩的插入深度、围护桩的直径、围护桩间

距以及配筋；

[0007] b.对平整过的开挖场地以设计方案进行定点，按照钢筋混凝土围护桩的施工工

艺，对混凝土围护桩1进行施工；

[0008] c.采用旋喷桩2的形式在混凝土围护桩之间形成混凝土连续墙3，同时形成止水帷

幕的屏障；

[0009] d.对冠梁4进行施工，与围护桩形成整体围护结构；

[0010] e.在围护结构施工完成后，采用降水方案对基坑进行降水，降水完成后开始逐步

开挖基坑；

[0011] f .对基坑开挖到设计要求的深度时，在围护桩顶的冠梁4处挂上挂板6，设置一道

钢支撑5，并对钢支撑5施加设计给定的预应力，以确保结构的稳定性；

[0012] g .在基坑的设计部位加入锚索固定，钻孔位置在混凝土围护桩1间距的中心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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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绞线8后围护混凝土，在连续墙表面用楔形垫块9架设腰梁10做支撑，再用锚具拉伸钢绞

线并用夹具11和垫片12固定，形成预应力锚索13；

[0013] h.在基坑开挖到设计支撑位置，将三脚架14锚入围护桩1内，架设钢围檀7并将挂

板6挂在钢围檀7上，同时架设钢支撑5，并对钢支撑5施加设计给定的预应力，同时对支护结

构进行侧移监测。

[0014] 根据规范规定经计算后合理选择混凝土围护桩的直径、围护桩的中心距和冠梁的

尺寸，确定采用混凝土的等级和钢筋的型号，围护桩的嵌固深度，确定设计钢支撑和拉锚的

数量及其位置；再根据勘探得到的土层信息，计算出杆件的受力，再计算杆件的内力和位

移；根据计算得到的内力，再计算围护桩的配筋，锚杆的配置和钢支撑的选型；对计算结果

进行验算，确保结构的稳定性，验算结构的最大侧移：Δ≤Δu式中：Δ指结构的最大侧移；

Δu指允许结构的最大侧移，与安全等级有关。

[0015] 本发明对比分析目前各种使用方法的优缺点，在保证基坑安全可行的前提下，合

理利用有限的场地，减少工程成本和风险，满足环境保护的要求，施工技术化繁为简，缩短

工期，使施工方法达到其他支护方法的效应，而且相比于其他支护方法降低了施工难度，加

快了施工进程，减少了工程成本，保留了混凝土围护桩体系和地下连续墙体系的优点，却避

免了两者的缺点；同时钢支撑和锚杆共同作用，施工场地要求降低，钢支撑后期拆除较为方

便。使支护体系在开挖支护的效果、工程成本及施工进程三者之间达到最优化。

附图说明

[0016] 附图1为本发明施工的平面示意图。

[0017] 附图2为本发明施工的纵向剖面示意图。

[0018] 附图3为本发明施工的横向剖面示意图。

[0019] 附图标记说明如下：围护桩  1，旋喷桩  2，连续墙  3，冠梁  4，钢支撑  5，挂板  6，钢

围檀  7，钢绞线  8，楔形垫块  9，腰梁  10，夹具  11，垫片  12，预应力锚索  13，三脚架  14。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详细描述：

[0021] a.根据基坑的地质勘察结果，计算出围护桩的插入深度、围护桩的直径、围护桩距

以及配筋；

[0022] b.对场地进行平整，按设计位置对围护桩进行定位，按照钢筋混凝土围护桩的施

工工艺，对混凝土围护桩1进行人工探孔、机械成孔、混凝土灌注施工；

[0023] c.对旋喷桩2进行施工，施工完成后与混凝土围护桩形成混凝土连续墙3，同时形

成止水帷幕的屏障；

[0024] d.对冠梁4进行支模，绑扎冠梁的配置钢筋并浇筑混凝土，使其与围护桩形成整体

围护结构；

[0025] e.在围护结构施工完成后，根据降水方案对降水井施工，降水到设计基坑坑底一

米以下，开始逐步开挖基坑；

[0026] f .对基坑开挖到设计要求的深度时，在围护桩顶的冠梁4处挂上挂板6，并采用膨

胀螺栓固定，设置一道钢支撑5，并对钢支撑施加设计给定的预应力，以确保结构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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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g .在基坑的设计部位加入锚索固定，钻孔位置在混凝土围护桩1间距的中心打入

钢绞线8后围护混凝土，在连续墙表面用楔形垫块9架设腰梁10做支撑，再用锚具拉伸钢绞

线并用夹具11和垫片12固定，待浆液强度达到设计值后，进行钢绞线张拉，形成预应力锚索

13；

[0028] h.在基坑开挖到设计支撑位置，将三脚架14采用膨胀螺栓锚入围护桩1内，将钢围

檀7架设在三脚架上，并将挂板6挂在钢围檀7上，同时架设钢支撑5，并对钢支撑5施加设计

给定的预应力，同时对支护结构进行侧移监测。

[0029] 侧移监测计算示例：现有一砂卵石地质深基坑，基坑的开挖深度为8m，基坑的地质

条件如下：杂填土，厚度为3m，重度为18kN/m3，粘聚力为3kPa，内摩擦角为15°，粘性土，厚度

为2m，重度为20kN/m3，粘聚力为25kPa，内摩擦角为11°，圆砾石，厚度为20m，重度为25kN/m3，

粘聚力为30kPa，内摩擦角为13°，浮重度为15kN/m3，水下粘聚力为30kPa，水下内摩擦角为

13°，其下的土层都为岩层。

[0030] 选取的混凝土围护桩的直径为0.8m，围护桩的间距为1.6m，采用C30等级混凝土，

嵌固深度为9m，在冠梁处设置一道工字钢支撑，深度为3m处设置一道拉锚，深度为6m处设置

一道工字钢支撑，根据计算简图确定内力和位移，进行结构设计。

[0031] 计算模型的基坑内侧最大侧移为4mm，此基坑的安全等级为一级，允许最大侧移为

0.0025h，对基坑的最大侧移进行验算:Δ＝4mm≤Δu＝0.0025×8000＝20mm故，设计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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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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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2/2 页

7

CN 110485433 A

7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RA
	DRA00006
	DRA00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