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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穿河的明挖区间支撑体系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穿河的明挖区间支

撑体系。运用本实用新型所述的一种穿河的明挖

区间支撑体系，能够快速完成明挖穿河的城市地

下空间的施工，并且采用围护桩、抗拔桩、护壁

桩、混凝土支撑、钢支撑、桩间混凝土墙、钢筋砼

面板、浇筑模板和对应的支撑架等对穿河的明挖

基坑形成有效支撑支护，保证基坑结构的稳定

性，该支撑体系采用多层渐进循环挖开并支撑支

护，施工速度快，支护稳定，适用于具有较大施工

面积和环境敏感性高的地铁线路明挖穿河施工，

效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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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穿河的明挖区间支撑体系，其特征在于，包括：

基坑支撑构件，包括设于基坑周缘的若干个围护桩(1)，基坑自上而下分为二层，上层

设置若干个混凝土支撑(2)和若干个钢支撑(3)，中层设置若干个所述钢支撑(3)，所有所述

混凝土支撑(2)和所有所述钢支撑(3)均连接于所述围护桩(1)，基坑边坡设有桩间混凝土

墙，沿基坑穿河的中线设置若干个抗拔桩(4)；

导流截流支撑构件，包括设于穿河区域的河道上下游的围堰(7)和设于导流渠(8)两侧

的护壁桩(5)，沿所有所述护壁桩(5)内侧设有钢筋砼面板(51)，两侧所述钢筋砼面板(51)

之间设有至少一个钢支撑(3)；

地下结构(6)支撑构件，包括若干个浇筑模板和对应的支撑架。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穿河的明挖区间支撑体系，其特征在于，所有所述围护桩(1)

通过桩顶冠梁(11)连接，位于上层的所有所述混凝土支撑(2)和所有所述钢支撑(3)均连接

于所述冠梁(11)。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穿河的明挖区间支撑体系，其特征在于，沿所有所述围护桩

(1)内侧设有钢围檩，位于下层的所有所述钢支撑(3)均连接于所述钢围檩。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穿河的明挖区间支撑体系，其特征在于，所述钢支撑(3)包括

钢对撑和钢斜撑。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穿河的明挖区间支撑体系，其特征在于，所述钢斜撑连接的所

述钢围檩后板面上设有抗剪蹬。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穿河的明挖区间支撑体系，其特征在于，每个所述围护桩(1)

和每个所述抗拔桩(4)外分别套设有护筒，所述护筒内径比对应的所述围护桩(1)直径大

20-40cm，所述护筒内径比对应的所述抗拔桩(4)直径大20-40cm。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穿河的明挖区间支撑体系，其特征在于，所述围护桩(1)、所述

抗拔桩(4)和所述护壁桩(5)均采用旋挖钻机成孔、灌注混凝土成桩。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穿河的明挖区间支撑体系，其特征在于，所述围堰(7)为钢模

围堰，所述钢模围堰的迎水面设有竹胶板，所述竹胶板外设有防渗膜布。

9.根据权利要求1-8任一项所述的穿河的明挖区间支撑体系，其特征在于，所述地下结

构(6)包括底板、侧墙、中隔墙和顶板。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穿河的明挖区间支撑体系，其特征在于，所述侧墙施作采用

的浇筑模板和对应的支撑架为木胶合板、次楞方木、主楞方木、脚手架，所述中隔墙施作采

用的浇筑模板和对应的支撑架为木胶合板、竖向次楞方木、水平对拉钢管、脚手架，顶板施

作采用的浇筑模板和对应的支撑架为木胶合板、次楞方木、主楞方形钢管、脚手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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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穿河的明挖区间支撑体系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工程施工领域，特别涉及一种穿河的明挖区间支撑体系。

背景技术

[0002] 地铁方便着人们的出行，随着城市的日益特大化、现代化，越来越多的地铁线路被

规划以及施工，而地铁的修建大多位于城区，道路交通繁忙，地下管线错综复杂，特别是部

分地铁线路需要下穿河道，采用明挖的施工方式难度大，需要强有力的支撑体系。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中所存在的现有地铁的修建大多位于城区，

道路交通繁忙，地下管线错综复杂，特别是部分地铁线路需要下穿河道，采用明挖的施工方

式难度大，需要强有力的支撑体系的上述不足，提供一种穿河的明挖区间支撑体系。

[0004] 为了实现上述实用新型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以下技术方案：

[0005] 一种穿河的明挖区间支撑体系，包括：

[0006] 基坑支撑构件，包括设于基坑周缘的若干个围护桩，其中，邻近河道的两侧的所述

围护桩位于河道底部，兼做抗拔桩，基坑自上而下分为二层，上层设置若干个混凝土支撑和

若干个钢支撑，中层设置若干个所述钢支撑，所有所述混凝土支撑和所有所述钢支撑均连

接于所述围护桩，基坑边坡设有桩间混凝土墙，沿基坑穿河的中线设置若干个抗拔桩；

[0007] 导流截流支撑构件，包括设于穿河区域的河道上下游的的围堰和设于导流渠两侧

的护壁桩，沿所有所述护壁桩内侧设有钢筋砼面板，两侧所述钢筋砼面板之间设有至少一

个钢支撑；

[0008] 地下结构支撑构件，包括若干个浇筑模板和对应的支撑架。

[0009] 采用本实用新型所述的一种穿河的明挖区间支撑体系，能够快速完成明挖穿河的

城市地下空间的施工，并且采用围护桩、抗拔桩、护壁桩、混凝土支撑、钢支撑、桩间混凝土

墙、钢筋砼面板、浇筑模板和对应的支撑架等对穿河的明挖基坑形成有效支撑支护，保证基

坑结构的稳定性，该支撑体系采用多层渐进循环挖开并支撑支护，施工速度快，支护稳定，

适用于具有较大施工面积和环境敏感性高的地铁线路明挖穿河施工，效果良好。

[0010] 优选地，所有所述围护桩通过桩顶冠梁连接，位于上层的所有所述混凝土支撑和

所有所述钢支撑均连接于所述冠梁。

[0011] 优选地，所述冠梁上设有挡土墙。

[0012] 优选地，沿所有所述围护桩内侧设有钢围檩，位于下层的所有所述钢支撑均连接

于所述钢围檩。

[0013] 优选地，所述钢围檩与所述围护桩紧密贴合连接，有间隙的地方用喷射混凝土填

塞或者用钢板塞紧。

[0014] 优选地，所述钢支撑包括钢对撑和钢斜撑。

[0015] 优选地，所述钢斜撑连接的所述钢围檩后板面上设有抗剪蹬，所述抗剪蹬插入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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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中，防止所述钢斜撑在受力过程中造成所述钢围檩侧向位移。

[0016] 优选地，所述抗剪蹬呈三角形。

[0017] 优选地，每个所述围护桩和每个所述抗拔桩外分别套设有护筒，所述护筒内径比

对应的所述围护桩直径大20-40cm，所述护筒内径比对应的所述抗拔桩直径大20-40cm。

[0018] 优选地，所述围护桩、所述抗拔桩和所述护壁桩均采用旋挖钻机成孔、灌注混凝土

成桩。

[0019] 优选地，所述围堰为钢模围堰，所述钢模围堰的迎水面设有竹胶板，所述竹胶板外

设有防渗膜布。

[0020] 优选地，在围堰内设置集水方沟，并设置水泵用于抽排水。

[0021] 优选地，所述地下结构包括底板、侧墙、中隔墙和顶板。

[0022] 优选地，所述侧墙施作采用的浇筑模板和对应的支撑架为木胶合板、次楞方木、主

楞方木、脚手架，所述中隔墙施作采用的浇筑模板和对应的支撑架为木胶合板、竖向次楞方

木、水平对拉钢管、脚手架，顶板施作采用的浇筑模板和对应的支撑架为木胶合板、次楞方

木、主楞方形钢管、脚手架。

[0023] 综上所述，由于采用了上述技术方案，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0024] 运用本实用新型所述的一种穿河的明挖区间支撑体系，能够快速完成明挖穿河的

城市地下空间的施工，并且采用围护桩、抗拔桩、护壁桩、混凝土支撑、钢支撑、桩间混凝土

墙、钢筋砼面板、浇筑模板和对应的支撑架等对穿河的明挖基坑形成有效支撑支护，保证基

坑结构的稳定性，该支撑体系采用多层渐进循环挖开并支撑支护，施工速度快，支护稳定，

适用于具有较大施工面积和环境敏感性高的地铁线路明挖穿河施工，效果良好。

附图说明

[0025] 图1为本实用新型所述的一种穿河的明挖区间支撑体系的平面示意图；

[0026] 图2为图1中上层基坑支撑构件的平面结构示意图；

[0027] 图3为下层基坑支撑构件的平面结构示意图；

[0028] 图4为图2中基坑的横断面结构示意图；

[0029] 图5为所述导流渠的横断面结构示意图；

[0030] 图中标记：1-围护桩，11-冠梁，2-混凝土支撑，3-钢支撑，4-抗拔桩，5-护壁桩，51-

钢筋砼面板，6-地下结构，7-围堰，8-导流渠。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下面结合试验例及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的详细描述。但不应将此

理解为本实用新型上述主题的范围仅限于以下的实施例，凡基于本实用新型内容所实现的

技术均属于本实用新型的范围。

[0032] 实施例

[0033] 如图1-5所示，本实用新型所述的一种穿河的明挖区间支撑体系，包括：

[0034] 基坑支撑构件，包括设于基坑周缘的若干个围护桩1，其中，邻近河道的两侧的所

述围护桩1位于河道底部，兼做抗拔桩，基坑自上而下分为二层，上层设置若干个混凝土支

撑2和若干个钢支撑3，中层设置若干个所述钢支撑3，所有所述围护桩1通过桩顶冠梁11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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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所述冠梁11上设有挡土墙，位于上层的所有所述混凝土支撑2和所有所述钢支撑3均连

接于所述冠梁11，沿所有所述围护桩1内侧设有钢围檩，位于下层的所有所述钢支撑3均连

接于所述钢围檩，所述钢围檩与所述围护桩1紧密贴合连接，有间隙的地方用喷射混凝土填

塞或者用钢板塞紧，所述钢支撑3包括钢对撑和钢斜撑，所述钢斜撑连接的所述钢围檩后板

面上设有三角形抗剪蹬，所述抗剪蹬插入土层中，防止所述钢斜撑在受力过程中造成所述

钢围檩侧向位移，基坑边坡设有桩间混凝土墙，沿基坑穿河的中线设置若干个抗拔桩4，每

个所述围护桩1和每个所述抗拔桩4外分别套设有护筒，所述护筒内径比对应的所述围护桩

1直径大20-40cm，所述护筒内径比对应的所述抗拔桩4直径大20-40cm；

[0035] 导流截流支撑构件，包括设于穿河区域的河道上下游的的围堰7和设于导流渠8两

侧的护壁桩5，沿所有所述护壁桩5内侧设有钢筋砼面板51，两侧所述钢筋砼面板51之间设

有至少一个钢支撑3，所述围护桩1、所述抗拔桩4和所述护壁桩5均采用旋挖钻机成孔、灌注

混凝土成桩，所述围堰7为钢模围堰，所述钢模围堰的迎水面设有20-30mm厚的竹胶板，所述

竹胶板外设有防渗膜布，在围堰7内设置集水方沟，并设置水泵用于抽排水；

[0036] 地下结构6支撑构件，包括若干个浇筑模板和对应的支撑架，所述地下结构6包括

底板、侧墙、中隔墙和顶板，所述侧墙施作采用的浇筑模板和对应的支撑架为18-20mm厚木

胶合板、次楞50×100mm方木、主楞100×100mm方木、满堂盘扣对撑脚手架，所述中隔墙施作

采用的浇筑模板和对应的支撑架为18-20mm厚木胶合板、竖向次楞50×100mm方木、水平φ

48-50对拉钢管、满堂盘扣脚手架，顶板施作采用的浇筑模板和对应的支撑架为18-20mm厚

木胶合板、次楞50×100mm方木、主楞3mm厚80×80mm方形钢管、满堂盘扣脚手架。

[0037] 运用本实用新型所述的一种穿河的明挖区间支撑体系，能够快速完成明挖穿河的

城市地下空间的施工，并且采用围护桩1、抗拔桩4、护壁桩5、混凝土支撑2、钢支撑3、桩间混

凝土墙、钢筋砼面板51、浇筑模板和对应的支撑架等对穿河的明挖基坑形成有效支撑支护，

保证基坑结构的稳定性，该支撑体系采用多层渐进循环挖开并支撑支护，施工速度快，支护

稳定，适用于具有较大施工面积和环境敏感性高的地铁线路明挖穿河施工，效果良好。

[0038]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实用新型，凡在本

实用新型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实用新型

的保护范围之内。

说　明　书 3/3 页

5

CN 209941693 U

5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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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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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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