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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既有建筑物下新增地下室用托换结构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既有建筑物下新增

地下室用托换结构，该托换结构包括千斤顶以及

十字交叉托换构件；十字交叉托换构件通过植筋

的方式与既有建筑物的既有柱进行刚性连接，十

字交叉托换构件下部既有柱的高度与既有建筑

物周边的浅层土体的高度齐平；十字交叉托换构

件由两根托换梁垂直交叉组成，千斤顶对称布置

于同一根托换梁的两端侧，切断既有建筑物中既

有基础与既有柱的连接，千斤顶的下面还布置若

干垫木；本实用新型的托换结构应用在既有建筑

物下新增地下室时，随着开挖加深不断改变千斤

顶的位置和高度，并逐步挖去千斤顶周围的土

体，期间不用进行桩基础托换，无需考虑土体特

性对沉桩难易程度的影响，为既有建筑物下新增

地下室提供了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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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既有建筑物下新增地下室用托换结构，其特征在于：该托换结构包括千斤顶

(7)、以及十字交叉托换构件；

所述十字交叉托换构件与既有建筑物(8)的既有柱(2)固定连接，所述十字交叉托换构

件下部既有柱(2)的高度与既有建筑物(8)周边的浅层土体(9)的高度齐平；

所述十字交叉托换构件由托换梁(3)垂直交叉组成，所述千斤顶(7)对称布置于同一根

所述托换梁(3)的两端侧，切断既有建筑物(8)中既有基础(1)与既有柱(2)的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既有建筑物下新增地下室用托换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十字

交叉托换构件由两根托换梁(3)垂直交叉组成。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既有建筑物下新增地下室用托换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

托换梁(3)的强度根据既有建筑物(8)中既有柱(2)的荷载确定。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既有建筑物下新增地下室用托换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十字

交叉托换构件通过植筋(4)的方式与既有建筑物(8)的既有柱(2)进行刚性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既有建筑物下新增地下室用托换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千斤

顶(7)的下面布置若干垫木(11)。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既有建筑物下新增地下室用托换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既有

建筑物(8)为柱下独立基础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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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建筑物下新增地下室用托换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土木工程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既有建筑物下新增地下室用托

换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在改革开放的40年里，中国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不断突破天际线的高层建筑从

而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但与此同时，城市的粗犷建造也带来了许多的“城市病”，诸如停车

难、交通阻塞、泄洪能力差等问题。在许多地区，由于房屋建造较早，缺乏长远目光和合理规

划，地下空间缺位的现象不仅影响其建筑本身的最优化利用，也不利于其相邻建筑的地下

空间开发。这类建筑多为上世纪建造的商品房、写字楼和商场，尚在建筑物的正常服务期

内。直接拆除此类建筑花费巨大，也不符合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同时，一些年代久远的

古建筑物，虽然其直接经济价值较低，但因其特殊的研究价值和历史意义同样不能拆除。如

何在此类建筑物下新建地下室，充分开发其地下空间，成为工程师和研究人员的研究难点。

[0003] 目前常见的方案为利用桩基础对既有建筑物进行托换，然后开挖土体形成地下

室。由于在室内进行施工，桩基的施工十分不便，即使采用桩径较小的锚杆静压桩，也仅能

在沿海软土地区使用，并不适于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土质，并且托换用的桩基仅仅是临时构

件，在地下空间施工完成后会被拆除，不利于循环可持续发展。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中的不足，本实用新型提出了一种既有建筑物下新增地下室用托换

结构，即该托换结构包括千斤顶和十字交叉托换构件。随着开挖土体的加深，不断改变千斤

顶的位置和高度，并逐步挖去千斤顶周围的土体，从而在既有建筑物下新增地下室。

[0005]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的解决方案是：

[0006] 一种既有建筑物下新增地下室用托换结构，如图1至图8所示，该托换结构包括千

斤顶7、以及十字交叉托换构件；十字交叉托换构件与既有建筑物8的既有柱2固定连接，十

字交叉托换构件下部既有柱2的高度与既有建筑物8周边的浅层土体9的高度齐平；十字交

叉托换构件由托换梁3垂直交叉组成，千斤顶7对称布置于同一根托换梁3的两端侧，切断既

有建筑物8中既有基础1与既有柱2的连接。

[0007] 优选地，十字交叉托换构件由两根托换梁3垂直交叉组成。

[0008] 优选地，托换梁3的强度根据既有建筑物8中既有柱2的荷载确定。

[0009] 优选地，十字交叉托换构件通过植筋4的方式与既有建筑物8的既有柱2进行刚性

连接。

[0010] 优选地，千斤顶7的下面布置若干垫木11。

[0011] 优选地，既有建筑物8为柱下独立基础建筑物。

[0012] 本实用新型应用时，在既有建筑物下新增地下室的方法为：

[0013] A.对设计的地下室周边进行围护10后，开挖既有建筑物8内部和周边的浅层土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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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直至既有建筑物8的既有基础1完全露出；

[0014] B.在既有建筑物8的既有柱2上施工十字交叉托换构件，在同一根托换梁3的两端

侧对称布置两个千斤顶7承受既有柱2的荷载，切断既有基础1与既有柱2的连接；

[0015] C.向下开挖一定深度的浅层土体9，但保留步骤B中千斤顶7周围的部分浅层土体

9；

[0016] D.在另一根托换梁3的两端侧对称布置两个千斤顶7，用于替换步骤C中的千斤顶

7，若该步骤中千斤顶7的高度不够，可用垫木11置于千斤顶7下方，向下开挖一定深度的浅

层土体9，保留该步骤中千斤顶7或垫木11周围的浅层土体9；

[0017] E.重复步骤C和步骤D，直至开挖深度达到地下室的设计标高；

[0018] F.在地下室中重新施工新建基础13和新建柱12，新建柱12与既有柱2进行连接，并

拆除千斤顶7和托换梁3；施工地下室底板14、地下室围墙15和地下室天花板16，从而形成完

整的地下室。

[0019] 其中，在步骤B中，十字交叉托换构件通过植筋4等方式与既有柱2形成刚性连接；

在切断既有基础1与既有柱2的连接前，应主动将既有建筑物8的荷载转移到千斤顶7上。

[0020] 在步骤C中，保留千斤顶7周围的部分浅层土体9的范围应能满足千斤顶7对于软土

地区土体的承载要求，若土体的强度不足以支撑千斤顶7的荷载，可在开挖前对土体进行注

浆等加固措施。

[0021] 在步骤D中，在另一根托换梁3的两端侧对称布置两个千斤顶7时，将既有建筑物8

的荷载转移到另一根托换梁3两端侧的千斤顶7上。

[0022] 在步骤F中，在拆除千斤顶7和托换梁3前，应确保新建柱12的养护达到设计要求强

度，并与既有柱2形成了刚性连接。

[0023] 由于采用上述方案，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0024] 第一、本实用新型的托换结构应用在既有建筑物下新增地下室时，即采用千斤顶

和十字交叉托换构件作为托换结构，随着开挖加深不断改变千斤顶的位置和高度，并逐步

挖去千斤顶周围的土体，期间不用进行桩基础托换，无需考虑土体特性对沉桩难易程度的

影响，为既有建筑物下新增地下室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另外，千斤顶还可另作他用，有更好

的经济性。

[0025] 第二、本实用新型的托换构件不用在既有建筑物内进行沉桩作业，从而方便桩基

的施工，不仅适用于沿海软土地区，也适用于土质较硬的地区。

附图说明

[0026]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十字交叉托换构件的俯视示意图。

[0027]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既有建筑物施工前的示意图。

[0028]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例中既有建筑物新增地下室的施工至步骤A的示意

图。

[0029] 图4为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例中既有建筑物新增地下室的施工至步骤B的示意

图。

[0030] 图5为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例中既有建筑物新增地下室的施工至步骤C的示意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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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图6为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例中既有建筑物新增地下室的施工至步骤D的示意

图。

[0032] 图7为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例中既有建筑物新增地下室的施工至步骤F的示意

图。

[0033] 图8为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例中既有建筑物新增地下室施工完成的示意图。

[0034] 附图标记：

[0035] 1-既有基础、2-既有柱、3-托换梁、4-植筋、5-箍筋、6-主筋、7-千斤顶、8-既有建筑

物、9-浅层土体、10-围护、11-垫木、12-新建柱、13-新建基础、14-地下室底板、15-地下室围

墙和16-地下室天花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36]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既有建筑物下新增地下室用托换结构。

[0037] <既有建筑物下新增地下室用托换结构>

[0038] 在具体实施中，如图1和图2所示，既有建筑物8下新增地下室用托换结构包括千斤

顶7、以及十字交叉托换构件；其中，托换梁3通过植筋4的方式与既有建筑物8的既有柱2进

行刚性连接，十字交叉托换构件下部既有柱2的高度与既有建筑物8周边的浅层土体9的高

度齐平；十字交叉托换构件由两根托换梁3垂直交叉组成，千斤顶7对称布置于同一根托换

梁3的两端侧，切断既有建筑物8中既有基础1与既有柱2的连接，具体地，托换梁3内的主筋6

通过箍筋5进行固定限制。

[0039] 其中，托换梁3的强度根据既有建筑物8中既有柱2的荷载确定。

[0040] 具体地，若千斤顶7的高度不够时，可在千斤顶7的下面布置若干垫木11。

[0041] 优选地，既有建筑物8为柱下独立基础建筑物。

[0042] 在具体实施中，本实用新型应用时，在既有建筑物下新增地下室的施工方法包括：

[0043] 步骤A：如图3所示，在既有建筑物8的两侧施工围护10，从而降低地下室开挖过程

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开挖既有建筑物8的浅层土体9，直至既有基础1完全露出。

[0044] 步骤B：如图4，在既有柱2上通过植筋4的方式施工两根垂直布置的托换梁3，待养

护达到要求的强度后，在同一根托换梁3的两侧对称布置两个千斤顶7，主动将既有建筑物8

的荷载通过两根托换梁3转移到两侧的千斤顶7上；接着断开既有柱2与既有基础1的连接。

[0045] 步骤C：如图5所示，移去既有基础1，向下开挖浅层土体9，但保留千斤顶7附近的浅

层土体9，从而保证千斤顶7在开挖过程中的稳定性。

[0046] 步骤D：如图6所示，另一根托换梁3上对称布置两个千斤顶7，即将既有建筑8的荷

载转移到另一根托换梁3两侧的千斤顶7上；若千斤顶7的行程不够，则将合适数量和高度的

垫木11放置在千斤顶7下面，达到补偿行程的目的。将既有建筑物8的荷载转移到新布置的

两个千斤顶7上后，可撤去步骤C中布置的千斤顶7。

[0047] 向下开挖一定深度的土体时，要保留千斤顶7和垫木11附近的浅层土体9，从而保

证千斤顶7在开挖过程中的稳定性。

[0048] 步骤E：重复步骤C和步骤D，逐渐向下开挖，直至达到新增地下室的设计标高。

[0049] 步骤F：如图7所示，开挖至新增地下室的设计标高后，在地下室内施工新建柱12和

新建基础13，新建柱12与既有柱2应连接牢固，具体地，其可通过植筋4的方式与既有柱2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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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刚性连接。

[0050] 如图8所示，待新建柱12和新建基础13的养护达到设计强度后，移去千斤顶7，拆除

十字交叉托换构件，施工新增的地下室底板14、地下室围墙15和地下室天花板16，从而完成

新增地下室的施工。

[0051] 上述对实施例的描述是为了便于该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能理解和使用本实

用新型。熟悉本领域技术人员显然可以容易的对这些实施例做出各种修改，并把在此说明

的一般原理应用到其他实施例中，而不必经过创造性的劳动。因此，本实用新型不限于上述

实施例。本领域技术人员根据本实用新型的原理，不脱离本实用新型的范畴所做出的改进

和修改都应该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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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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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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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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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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