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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深基坑周边浅埋构筑物

基础加固结构及施工方法，包括抗倾覆板、注浆

钢管、固定钢板，所述抗倾覆板由钢筋骨架和浇

筑于既有基础四周的混凝土组成，注浆钢管沿既

有基础四周梅花形布置并通过固定钢板进行固

定后与抗倾覆板钢筋骨架连接在一起，其施工步

骤为施工准备→注浆孔钻设→压浆→基坑开挖

→钢筋骨架绑扎及固定钢板焊接→混凝土浇筑

及养护，通过在既有基础四周打设注浆钢管注浆

加固地基，随后将注浆钢管通过加固钢板固定于

抗倾覆板主筋上，最后浇筑抗倾覆板混凝土，形

成一个“桩承台”，可有效的解决既有基础处理时

间长、加固效果不明显等问题，保证了扩大既有

基础承载力及其稳定性，同时具有施工速度快、

经济效益好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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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深基坑周边浅埋构筑物基础加固结构，其特征在于：包括沿既有基础(4)外沿向

外依次设置的固定钢板(2)、注浆钢管(1)以及抗倾覆板(3)，所述抗倾覆板(3)包括钢筋骨

架(302)及浇筑于既有基础(4)四周的混凝土，所述固定钢板(2)呈方形设置于既有基础(4)

外部并位于浇筑的混凝土内，所述固定钢板(2)上设有根据注浆钢管(1)布置位置预留孔

洞，所述注浆钢管(1)沿既有基础(4)四周环向布置，布置数量不少于2环，相邻2环注浆钢管

(1)呈梅花形交错布置，同一环注浆钢管(1)尾端穿过固定钢板(2)预留孔洞与固定钢板(2)

焊接固定在一起。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深基坑周边浅埋构筑物基础加固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

钢筋骨架(302)为双层钢筋网，所述钢筋骨架(302)与既有基础(4)采用植筋的方式进行连

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深基坑周边浅埋构筑物基础加固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

注浆钢管(1)前端设有的锥头(101)，尾端设有止浆段(102)，中间部分设有等距间隔设置的

溢浆孔(103)。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深基坑周边浅埋构筑物基础加固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

锥头(101)的度不小于10cm，所述止浆段(102)的长度不小于1.5m，所述溢浆孔(103)的间距

为15cm，所述溢浆孔(103)呈梅花形布置且孔径为10～16mm。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深基坑周边浅埋构筑物基础加固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

固定钢板(2)将注浆钢管(1)连接成一整体，并与钢筋骨架(302)焊接固定牢固，所述固定钢

板(2)包括第一层固定钢板(201)、第二层固定钢板(202)，所述第一层固定钢板(201)、第二

层固定钢板(202)分别位于钢筋骨架(302)的上方及下方。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深基坑周边浅埋构筑物基础加固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

固定钢板(2)由1cm钢板制作而成，所述固定钢板(2)宽度为注浆钢管1直径的3倍。

7.一种上述深基坑周边浅埋构筑物基础加固结构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包含以下步骤：

步骤一：施工准备

组织现场调查，对拟加固既有基础(4)周边管线情况进行全方位摸排，探明地下管线位

置；进行场地平整及人、机、材准备。

步骤二：注浆孔钻设

基础加固范围为3～5倍既有基础(4)宽度，注浆孔沿既有基础(4)四周双排梅花形布

置，孔距1.3m×1.3m，内排注浆孔距既有基础(4)外侧间距不小于1m；注浆孔直径比注浆钢

管(1)直径大5～10mm，孔深按照10m与进入岩层不小于2m双控，注浆钢管(1)顶标高与所加

固的构筑物既有基础(4)顶面标高相同，注浆孔孔位纵横误差不得超过±50mm，垂直度允许

误差不应超过3‰，清孔后沉渣厚度不大于50mm。

步骤三：压浆

注浆钢管(1)注浆采用M30水泥浆液，水灰比一般为0.5～1(按注浆试验进行确定)，并

掺入适量缓凝剂，水泥采用P.O.42.5普通硅酸盐水泥，拌和水采用饮用水；采用压浆泵进行

压浆，压浆结束时用浓浆封孔，控制灌浆压力在0.2～0.5MPa左右。

步骤四：基坑开挖

采用挖掘机对需加固的构筑物既有基础(4)周边土方进行开挖，开挖坡度1:1.5，开挖

深度0.5～1.0m，基坑开挖线(301)附近10cm土体采用人工清底，靠近基础50cm范围内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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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开挖，开挖时需注意加强对注浆钢管1的保护，避免造成注浆钢管1折断、破损。

步骤五：钢筋骨架(302)绑扎及固定钢板(2)焊接

对构筑物既有基础(4)表面凿面轻锤、凿毛，并清理干净既有基础(4)表面的松散颗粒

及浮渣尘土，根据钢筋骨架(1)的位置在既有基础(4)上打设植筋孔；将第一层固定钢板

(201)穿入注浆钢管并焊接固定，开始钢筋骨架(302)绑扎，钢筋骨架(302)绑扎完成后穿入

第二层固定钢板(202)，将并将固定钢板(2)与钢筋骨架(302)接触部位进行双面满焊连接。

步骤六：混凝土浇筑及养护

根据抗倾覆板(3)尺寸进行模板安装并在既有基础(4)于抗倾覆板(3)接触位置涂刷界

面剂进行处理，随后进行抗倾覆板(3)混凝土浇筑；混凝土浇筑后，在常温条件下12h内应覆

盖浇水养护，浇水次数以保持混凝土湿润为宜，养护时间不少于七昼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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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深基坑周边浅埋构筑物基础加固结构及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建筑工程地基基础加固施工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深基坑周边浅埋

构筑物基础加固结构，主要应用于深基坑周边浅埋构筑物基础加固，保证既有浅埋构筑物

安全，同时还涉及深基坑周边浅埋构筑物基础加固结构的施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工程建设场地周边环境越来越复杂，深基坑开挖过程中不可

避免的会对既有地层产生扰动，从而引起基坑变形及基坑周边土体位移，对周边建筑物安

全造成影响，特别是基坑周边重要构建筑物，其对地基稳定性要求极为严苛，如不采取措施

对其进行加固，基坑施工过程中一旦发生基坑变形超过允许范围，极易导致构筑物出现沉

降或倾覆，造成极为恶劣的社会影响及不可挽回的经济损失。

[0003] 对于深基坑周边的构筑物，一般采取迁改或注浆加固来降低施工风险：采用迁改

方式时，需进行层层报批、既有构筑物拆除、新建构筑物施工等程序，流程较长且不可控，工

期延误风险较大；采用注浆加固方式时，只能对构筑物周边土体进行加固，无法对构筑物基

础下方土体进行有效加固，加固效果不明显。因此，为降低深基坑周边构筑物在开挖过程中

的安全风险，研究和掌握切可行的深基坑周边构筑物浅埋基础加固技术尤为重要。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第一个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结构简单、施工方便、对既有浅基础构筑物影

响小，加固效果好的深基坑周边浅埋构筑物基础加固结构。

[0005] 本发明的第一个目的通过以下的技术措施来实现：一种深基坑周边浅埋构筑物基

础加固结构，包括沿既有基础外沿向外依次设置的固定钢板、注浆钢管以及抗倾覆板，所述

抗倾覆板包括钢筋骨架及浇筑于既有基础四周的混凝土，所述固定钢板呈方形设置于既有

基础外部并位于浇筑的混凝土内，所述固定钢板上设有根据注浆钢管布置位置预留孔洞，

所述注浆钢管沿既有基础四周环向布置，布置数量不少于2环，相邻2环注浆钢管呈梅花形

交错布置，同一环注浆钢管尾端穿过固定钢板预留孔洞与固定钢板焊接固定在一起。

[0006] 作为改进，所述钢筋骨架为双层钢筋网，所述钢筋骨架与既有基础采用植筋的方

式进行连接。

[0007] 作为改进，所述注浆钢管前端设有的锥头，尾端设有止浆段，中间部分设有等距间

隔设置的溢浆孔。

[0008] 作为改进，所述锥头的度不小于10cm，所述止浆段的长度不小于1.5m，所述溢浆孔

的间距为15cm，所述溢浆孔呈梅花形布置且孔径为10～16mm。

[0009] 作为改进，所述固定钢板将注浆钢管连接成一整体，并与钢筋骨架焊接固定牢固，

所述固定钢板包括第一层固定钢板、第二层固定钢板，所述第一层固定钢板、第二层固定钢

板分别位于钢筋骨架的上方及下方。

[0010] 作为改进，所述固定钢板由1cm钢板制作而成，所述固定钢板宽度为注浆钢管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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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3倍。

[0011] 作为改进，所述固定钢板沿既有基础向外设置有两个。

[0012] 作为改进，其施工方法，其特征包含以下步骤：

[0013] 步骤一：施工准备

[0014] 组织现场调查，对拟加固既有基础周边管线情况进行全方位摸排，探明地下管线

位置；进行场地平整及人、机、材准备。

[0015] 步骤二：注浆孔钻设

[0016] 基础加固范围为3～5倍既有基础宽度，注浆孔沿既有基础四周双排梅花形布置，

孔距1.3m×1.3m，内排注浆孔距既有基础外侧间距不小于1m；注浆孔直径比注浆钢管直径

大5～10mm，孔深按照10m与进入岩层不小于2m双控，注浆钢管顶标高与所加固的构筑物既

有基础顶面标高相同，注浆孔孔位纵横误差不得超过±50mm，垂直度允许误差不应超过

3‰，清孔后沉渣厚度不大于50mm。

[0017] 步骤三：压浆

[0018] 注浆钢管1注浆采用M30水泥浆液，水灰比一般为0.5～1(按注浆试验进行确定)，

并掺入适量缓凝剂，水泥采用P.O.42.5普通硅酸盐水泥，拌和水采用饮用水；采用压浆泵进

行压浆，压浆结束时用浓浆封孔，控制灌浆压力在0.2～0.5MPa左右。

[0019] 步骤四：基坑开挖

[0020] 采用挖掘机对需加固的构筑物既有基础周边土方进行开挖，开挖坡度1:1.5，开挖

深度0.5～1.0m，基坑开挖线301附近10cm土体采用人工清底，靠近基础50cm范围内采用人

工开挖，开挖时需注意加强对注浆钢管的保护，避免造成注浆钢管折断、破损。

[0021] 步骤五：钢筋骨架绑扎及固定钢板焊接

[0022] 对构筑物既有基础表面凿面轻锤、凿毛，并清理干净既有基础表面的松散颗粒及

浮渣尘土，根据钢筋骨架的位置在既有基础上打设植筋孔；将第一层固定钢板穿入注浆钢

管并焊接固定，开始钢筋骨架绑扎，钢筋骨架绑扎完成后穿入第二层固定钢板，将并将固定

钢板与钢筋骨架接触部位进行双面满焊连接。

[0023] 步骤六：混凝土浇筑及养护

[0024] 根据抗倾覆板尺寸进行模板安装并在既有基础于抗倾覆板接触位置涂刷界面剂

进行处理，随后进行抗倾覆板混凝土浇筑；混凝土浇筑后，在常温条件下12h内应覆盖浇水

养护，浇水次数以保持混凝土湿润为宜，养护时间不少于七昼夜。

[002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如下优点：

[0026] (1)通过注浆钢管注浆加固现有地基，同时注浆钢管与抗倾覆板整体形成了一个

“桩承台”，有效的增加了既有基础的承载力及稳定性，加固效果好。

[0027] (2)本发明施工工艺较简单，可避免既有构筑物迁改所带来的相关问题，施工速度

快、效率高。

[0028] (3)本发明对基坑周边构筑物基础进行原地加固，投入的机械、材料等资源较少，

与构筑物迁改相比，无需拆除及新建，施工费用降低明显，经济效益良好。

附图说明

[0029] 图1是本发明一种深基坑周边浅埋构筑物基础加固结构及施工方法的注浆钢管示

说　明　书 2/4 页

5

CN 110344394 A

5



意图。

[0030] 图2是本发明一种深基坑周边浅埋构筑物基础加固结构及施工方法的注浆钢管平

面布置示意图。

[0031] 图3是本发明一种深基坑周边浅埋构筑物基础加固结构及施工方法的基坑开挖剖

面示意图。

[0032] 图4是本发明一种深基坑周边浅埋构筑物基础加固结构及施工方法的钢筋骨架与

固定钢板连接平面示意图。

[0033] 图5是本发明一种深基坑周边浅埋构筑物基础加固结构及施工方法的钢筋骨架与

固定钢板连接剖面示意图。

[0034] 图6是本发明一种深基坑周边浅埋构筑物基础加固结构及施工方法的加固整体剖

面示意图。

[0035] 附图标记：1、注浆钢管，101、锥头，102、止浆段，103、溢浆孔，2、固定钢板，201、第

一层固定钢板，202、第二层固定钢板，3、抗倾覆板，301、基坑开挖线，302、钢筋骨架，4、既有

基础。

具体实施方式

[0036] 为了更好的理解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下面结合实施例附图对本发明进一步详细说

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用以解释本发明，并不用于限定本发明。

[0037] 一种深基坑周边浅埋构筑物基础加固结构，其特征在于：包括沿既有基础4外沿向

外依次设置的固定钢板2、注浆钢管1以及抗倾覆板3，所述抗倾覆板3包括钢筋骨架302及浇

筑于既有基础4四周的混凝土，所述固定钢板2呈方形设置于既有基础4外部并位于浇筑的

混凝土内，所述固定钢板2上设有根据注浆钢管1布置位置预留孔洞，所述注浆钢管(1)沿既

有基础(4)四周环向布置，布置数量不少于2环，相邻2环注浆钢管(1)呈梅花形交错布置，同

一环注浆钢管(1)尾端穿过固定钢板(2)预留孔洞与固定钢板(2)焊接固定在一起。

[0038] 作为本实施例较佳实施方式的是，所述钢筋骨架302为双层钢筋网，所述钢筋骨架

302与既有基础4采用植筋的方式进行连接。

[0039] 作为本实施例较佳实施方式的是，所述注浆钢管1前端设有的锥头101，尾端设有

止浆段102，中间部分设有等距间隔设置的溢浆孔103。

[0040] 作为本实施例较佳实施方式的是，所述锥头101的度不小于10cm，所述止浆段102

的长度不小于1.5m，所述溢浆孔103的间距为15cm，所述溢浆孔103呈梅花形布置且孔径为

10～16mm。

[0041] 作为本实施例较佳实施方式的是，所述固定钢板2将注浆钢管1连接成一整体，并

与钢筋骨架302焊接固定牢固，所述固定钢板2包括第一层固定钢板201、第二层固定钢板

202，所述第一层固定钢板201、第二层固定钢板202分别位于钢筋骨架302的上方及下方。

[0042] 作为本实施例较佳实施方式的是，所述固定钢板2由1cm钢板制作而成，所述固定

钢板2宽度约为注浆钢管1直径的3倍。

[0043] 一种深基坑周边浅埋构筑物基础加固结构施工方法，其特征包含以下步骤：

[0044] 步骤一：施工准备

[0045] 组织现场调查，对拟加固既有基础4周边管线情况进行全方位摸排，探明地下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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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进行场地平整及人、机、材准备。

[0046] 步骤二：注浆孔钻设

[0047] 基础加固范围为3～5倍既有基础4宽度，注浆孔沿既有基础4四周双排梅花形布

置，孔距1.3m×1.3m，内排注浆孔距既有基础4外侧间距不小于1m；注浆孔直径比注浆钢管1

直径大5～10mm，孔深按照10m与进入岩层不小于2m双控，注浆钢管1顶标高与所加固的构筑

物既有基础4顶面标高相同，注浆孔孔位纵横误差不得超过±50mm，垂直度允许误差不应超

过3‰，清孔后沉渣厚度不大于50mm。

[0048] 步骤三：压浆

[0049] 注浆钢管1注浆采用M30水泥浆液，水灰比一般为0.5～1(按注浆试验进行确定)，

并掺入适量缓凝剂，水泥采用P.O.42.5普通硅酸盐水泥，拌和水采用饮用水；采用压浆泵进

行压浆，压浆结束时用浓浆封孔，控制灌浆压力在0.2～0.5MPa左右。

[0050] 步骤四：基坑开挖

[0051] 采用挖掘机对需加固的构筑物既有基础4周边土方进行开挖，开挖坡度1:1.5，开

挖深度0.5～1.0m，基坑开挖线301附近10cm土体采用人工清底，靠近基础50cm范围内采用

人工开挖，开挖时需注意加强对注浆钢管1的保护，避免造成注浆钢管1折断、破损。

[0052] 步骤五：钢筋骨架302绑扎及固定钢板2焊接

[0053] 对构筑物既有基础4表面凿面轻锤、凿毛，并清理干净既有基础4表面的松散颗粒

及浮渣尘土，根据钢筋骨架1的位置在既有基础4上打设植筋孔；将第一层固定钢板201穿入

注浆钢管并焊接固定，开始钢筋骨架302绑扎，钢筋骨架302绑扎完成后穿入第二层固定钢

板202，将并将固定钢板2与钢筋骨架302接触部位进行双面满焊连接。

[0054] 步骤六：混凝土浇筑及养护

[0055] 根据抗倾覆板3尺寸进行模板安装并在既有基础4于抗倾覆板3接触位置涂刷界面

剂进行处理，随后进行抗倾覆板3混凝土浇筑；混凝土浇筑后，在常温条件下12h内应覆盖浇

水养护，浇水次数以保持混凝土湿润为宜，养护时间不少于七昼夜。

[0056] 本发明的上述实施例仅仅是为清楚地说明本发明所作的举例，而并非是对本发明

的实施方式的限定，对于所属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上述说明的基础上还可以做出

其它不同形式的变化或变动，这里无法对所有的实施方式予以穷举，凡是属于本发明的技

术方案所引伸出的显而易见的变化或变动仍处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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