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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属于一种高压旋喷桩止水帷幕沉井

施工方法，整体施工工艺为：场地平整、测量放线

→沉井基坑四周设立止水帷幕，对沉井基坑实施

封底→开挖第一节基坑土方，浇筑第一节沉井护

壁→在第一节护壁上二次投测标高及位置十字

轴线，设置垂直运输架→开挖第二节基坑土方，

拆第一节模板、安装钢筋网、支模浇筑第二节沉

井护壁→重复沉井护壁施工工序循环作业至设

计深度→对基坑进行验收检查，浇筑沉井护壁封

底砼→分节由下向上浇筑沉井基础；本发明克服

常规沉井施工方法的缺陷，通过设立高压旋喷止

水帷幕及封底桩，营造干作业环境，采用倒挂井

法施工沉井护壁，大大减弱了对周围地基的沉降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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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压旋喷桩止水帷幕沉井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1）、平整场地进行测量放线，使用高压旋喷桩在沉井基坑四周设立止水帷幕，并用

高压旋喷桩对沉井基坑实施封底；

步骤2）、使用挖掘机械设备开挖第一节基坑土方，安装钢筋网，安装第一节模板，浇灌

第一节沉井护壁；

步骤3）、在步骤2）中已浇筑完成的第一节沉井护壁上二次投测标高及位置十字轴线，

安装活动井盖，设置垂直运输架；

步骤4）、人工开挖第二节基坑土方，清理基坑，安装通风设备和照明设施，拆除第一节

模板、安装钢筋网、安装第二节模板、浇灌第二节沉井护壁；

步骤5）、重复步骤4）进行循环作业直至达到沉井的设计深度；

步骤6）、对基坑尺寸、深度、持力层进行验收检查，清理虚土、排除孔底积水，浇灌沉井

护壁封底砼；

步骤7）、凿毛沉井护壁内侧面，分节吊放钢筋骨架，安装模板，由下向上浇灌沉井基础。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压旋喷桩止水帷幕沉井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

所述的止水帷幕使用单管法设置有2-3排。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高压旋喷桩止水帷幕沉井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止水帷

幕的桩径为600mm-800mm，止水帷幕的宽度大于1300mm，止水帷幕的深度大于沉井深度5m以

上。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高压旋喷桩止水帷幕沉井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止水帷

幕的相邻桩之间采用梅花形进行布孔，相邻桩的搭接宽度大于150mm。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压旋喷桩止水帷幕沉井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 

用高压旋喷桩对沉井基坑实施封底的厚度大于3.6m。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压旋喷桩止水帷幕沉井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4)

中第二节基坑的高度为500mm-10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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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旋喷桩止水帷幕沉井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沉井施工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高压旋喷桩止水帷幕沉井施工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对于老厂房改造和设备升级的技改项目来说施工作业面往往受到限制，合

理选择施工工艺或方法成为了施工的关键。

[0003] 常规沉井施工方法为排水法挖土下沉，或是不排水法下沉，但前提是地基需要有

较大的承载力，要有较大的施工作业面。对于老厂房改造和技改项目来说，往往不能使用排

水法下沉，因为容易造成周围地基的沉降，影响现有设备的生产；用不排水法下沉，空间位

置受限且沉井的最终位置不易控制。常规沉井施工方法往往不能满足要求。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不足而提供一种高压旋喷桩止水帷幕沉

井施工方法。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这样实现的：一种高压旋喷桩止水帷幕沉井施工方法，包括以下

步骤：

步骤1）、平整场地进行测量放线，使用高压旋喷桩在沉井基坑四周设立止水帷幕，并用

高压旋喷桩对沉井基坑实施封底；

步骤2）、使用挖掘机械设备开挖第一节基坑土方，安装钢筋网，安装第一节模板，浇灌

第一节沉井护壁；

步骤3）、在步骤2）中已浇筑完成的第一节沉井护壁上二次投测标高及位置十字轴线，

安装活动井盖，设置垂直运输架；

步骤4）、人工开挖第二节基坑土方，清理基坑，安装通风设备和照明设施，拆除第一节

模板、安装钢筋网、安装第二节模板、浇灌第二节沉井护壁；

步骤5）、重复步骤4）进行循环作业直至达到沉井的设计深度；

步骤6）、对基坑尺寸、深度、持力层进行验收检查，清理虚土、排除孔底积水，浇灌沉井

护壁封底砼；

步骤7）、凿毛沉井护壁内侧面，分节吊放钢筋骨架，安装模板，由下向上浇灌沉井基础。

[0006] 优选的，所述步骤1)所述的止水帷幕使用单管法设置有2-3排。

[0007] 优选的，所述止水帷幕的桩径为600mm-800mm，止水帷幕的宽度大于1300mm，止水

帷幕的深度大于沉井深度5m以上。

[0008] 优选的，所述止水帷幕的相邻桩之间采用梅花形进行布孔，相邻桩的搭接宽度大

于150mm。

[0009] 优选的，所述步骤1)  用高压旋喷桩对沉井基坑实施封底的厚度大于3.6m。

[0010] 优选的，所述步骤4)中第二节基坑的高度为500mm-10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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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本发明的高压旋喷桩止水帷幕沉井施工方法，针对老厂房改造和技改项目，克服

常规沉井施工方法的缺陷，通过设立高压旋喷止水帷幕及封底桩，营造干作业环境，采用倒

挂井法施工沉井护壁，大大减弱了对周围地基的沉降影响；沉井护壁完成后，分节由下向上

浇灌沉井基础，能够精确保证沉井的位置和尺寸，从而准确定位制作沉井结构。这一技术对

于老厂房设备升级改造的技改项目来说，具有较高的推广使用价值。

附图说明

[0012] 图1是本发明旋喷桩止水帷幕及沉井基坑封底桩俯视示意图；

图2是本发明沉井护壁平剖面结构示意图；

图3是本发明旋喷桩止水帷幕及沉井基坑封底桩前视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3] 为了便于理解本发明，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更详细的说明。

附图中给出了本发明的较佳的实施例。但是，本发明可以以许多不同的形式来实现，并不限

于本说明书所描述的实施例。相反地，提供这些实施例的目的是使对本发明的公开内容的

理解更加透彻全面。

[0014] 需要说明的是，除非另有定义，本说明书所使用的所有的技术和科学术语与属于

本发明的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通常理解的含义相同。在本发明的说明书中所使用的术语只

是为了描述具体的实施例的目的，不是用于限制本发明。本说明书所使用的术语“和/或”包

括一个或多个相关的所列项目的任意的和所有的组合。

[0015] 实施例1，如图1~3所示，一种高压旋喷桩止水帷幕沉井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1）、平整场地进行测量放线，使用高压旋喷桩在沉井基坑3四周设立止水帷幕1，并

用高压旋喷桩对沉井基坑实施封底2；止水帷幕使用单管法设置有3排。所述止水帷幕的桩

径为700mm，止水帷幕的宽度大于1300mm，止水帷幕的深度大于沉井深度5m以上。所述止水

帷幕的相邻桩之间采用梅花形进行布孔，相邻桩的搭接宽度大于150mm。用高压旋喷桩对沉

井基坑实施封底的厚度大于3.6m；

步骤2）、使用挖掘机械设备开挖第一节基坑土方，安装钢筋网，安装第一节模板，浇灌

第一节沉井护壁6；

步骤3）、在步骤2）中已浇筑完成的第一节沉井护壁上二次投测标高及位置十字轴线，

安装活动井盖，设置垂直运输架；

步骤4）、人工开挖第二节基坑土方，清理基坑，安装通风设备和照明设施，拆除第一节

模板、安装钢筋网、安装第二节模板、浇灌第二节沉井护壁7；第二节基坑的高度为500mm-

1000mm；

步骤5）、重复步骤4）进行循环作业直至达到沉井的设计深度如图2所示，可获得第三沉

井护壁8、第四节沉井护壁9、第五节沉井护壁10；

步骤6）、对基坑尺寸、深度、持力层进行验收检查，清理虚土、排除孔底积水，浇灌沉井

护壁封底砼11；

步骤7）、凿毛沉井护壁5内侧面，分节吊放钢筋骨架，安装模板，由下向上浇灌沉井基础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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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实施例2、为某公司老厂房新厚剪设备基础进行沉井施工，其周围30m范围内有退

火炉机组及拉弯矫生产线，新厚剪设备基础设计有沉井活套坑基础，其深21.4m，长×宽×

厚=3.7m×3.6m×0.6m，周围地下水位埋深为0.5～1.5m。使用本发明的施工方法进行施工；

步骤1）、平整场地进行测量放线，沉井基坑土方开挖前，先在地面上做三排单管法高压

旋喷桩止水帷幕，桩径φ700mm，帷幕宽度1300～1500mm，梅花形布孔，搭接宽度≥150mm；帷

幕深度底部标高为-26.40m，顶部标高-1.50m，帷幕渗透等级≯10-6cm/s。基坑底部采用高压

旋喷桩全封底，封底厚度为3.6m，封底桩底部标高为-26.40m。旋喷桩止水帷幕及沉井基坑

封底桩示意如图1所示。

[0017] 在施工时：（1）钻机安放保持水平，钻杆保持垂直，其倾斜度不得大于1.5%。

[0018] （2）采用单管法高压旋喷桩，采用振动钻机直接将注浆管插入，射水成孔，成孔直

径为150～200mm。

[0019] （3）采用旋喷法进行喷射注浆，在旋喷前1h内配置水灰比1：1的水泥浆液。喷射注

浆时，确定喷嘴直径、提升速度、旋喷速度、喷射压力、流量等参数，选择喷射压力20～

46MPa，流量60～120L/min，提升速度200～250mm/min，旋转速度20r/min，2个喷嘴孔径φ2

～3mm。旋喷过程中，冒浆量控制在10%～25%之间。

[0020] （4）相邻两桩间距小于桩直径时，施工间隔时间不应小于48h。在注浆结束4周后，

应选择开挖、钻芯取样、水压试验等适当方法对注浆效果进行检验。检验桩数为总桩数的2

～5%，且不少于3根。

[0021] 基坑挖掘前，研究钻探资料，分析地质情况，对可能出现流沙、淤泥及有害气体等

情况，制定针对性的安全防护措施。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自行选择。

[0022] 步骤2）、使用挖掘机械设备开挖第一节基坑土方，第一节基坑使用机械设备挖土，

挖土深度2-3m，保证第一节沉井护壁高出现场地面0.25m，便于挡水、定位和支撑。

[0023] 安装钢筋网，纵向钢筋连接优先采用焊接或采用套筒螺纹机械连接，接口必须错

开，焊接长度为10d。钢筋制作、运输和安装过程中，可以采取常规措施防止变形，安放前检

查基坑内的情况，以确定基坑无塌方和沉渣；安放时对准孔位，扶稳、缓慢、顺直、避免碰撞

孔壁。采取预制砼垫块绑扎或焊接在钢筋外侧的设计位置上，来确保钢筋主筋砼保护层厚

度为50mm。要注意矩形基坑护壁的受力钢筋的锚固长度，孔内绑扎时，按要求配筋，分块制

作孔内拼装时，要设加强钢筋以保证受力钢筋的锚固长度。

[0024] 安装第一节模板，第一节模板长度为2-3m。第一节模板可以根据施工需要进行常

规选择制作，本申请中可以选择由2440mm×1220mm×15mm木模板、100mm×50mm×3200mm木

方及70mm×70mm×5mm方钢管组成，模板上口留50mm宽浇筑口。另制作三套整体模板支撑机

构，每套机构包括：180mm×75mm×5mm型钢焊接加固框架、直径为30mm的顶丝16套及4条连

接在框架上用于顶紧模板体系的200mm×150mm×8mm型钢；三套模板支撑机构四角均用钢

丝绳固定在基坑顶部的垂直运输架上，使用时可升降钢丝绳、松动顶丝移动每套支撑机构。

每次支模使用两组支撑结构，第三组支撑机构用于保证上一层钢筋砼的养护。

[0025] 然后浇灌第一节沉井护壁6。

[0026] 步骤3）、在步骤2）中已浇筑完成的第一节沉井护壁上二次投测标高及位置十字轴

线，安装活动井盖，设置垂直运输架。

[0027] 步骤4）、人工开挖第二节基坑土方，第二节基坑开始，每节人工挖土，挖土深度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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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流沙淤泥区段每节挖土深度宜小于0.5m。清理基坑，安装通风设备和照明设施，拆除第一

节模板、安装钢筋网、安装第二节模板、第二节模板长度为0.5-1m。第二节模板可以根据施

工需要进行常规选择制作，浇灌第二节沉井护壁7；第二节基坑的高度为500mm-1000mm。在

浇灌沉井护壁时应留浇筑口，用小型振捣棒和人工插实相结合的方式振捣密实。在浇灌砼

过程中，注意防止地下水渗入，不能有明显的积水层，否则应设法把砼表面积水吸干才能浇

筑砼。

[0028] 步骤5）、重复步骤4）进行循环作业直至达到沉井的设计深度如图2所示，可获得第

三沉井护壁8、第四节沉井护壁9、第五节沉井护壁10；

待上节护壁达到40%以上设计强度，方可开挖下节土方。基坑开挖应注意坑底土不得扰

动，挖至设计标高以上200mm应停止挖土，余量待浇筑垫层前再挖至设计标高。

[0029] 步骤6）、对基坑尺寸、深度、持力层进行验收检查，清理虚土、排除孔底积水，浇灌

沉井护壁封底砼11；保证基坑底部尺寸、标高及基坑底部持力层符合要求。为沉井底部基础

预留钢筋后，按要求浇筑护壁封底砼。

[0030] 步骤7）、凿毛沉井护壁5内侧面，分节吊放钢筋骨架，安装模板，模板进行分节安

装，每节模板的高度为5-6m，模板结构可以进行常规选择制作，分节由下向上浇灌沉井基础

4。沉井基础节间使用钢板止水带止水；在浇筑沉井基础砼时要分层振捣密实，防止渗水。

[0031] 整体施工工艺为：场地平整、测量放线→沉井基坑四周设立止水帷幕，对沉井基坑

实施封底→开挖第一节基坑土方，浇筑第一节沉井护壁→在第一节护壁上二次投测标高及

位置十字轴线，设置垂直运输架→开挖第二节基坑土方，拆第一节模板、安装钢筋网、支模

浇筑第二节沉井护壁→重复沉井护壁施工工序循环作业至设计深度→对基坑进行验收检

查，浇筑沉井护壁封底砼→分节由下向上浇筑沉井基础。

[0032]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对于本领域的技

术人员来说，本发明可以有各种更改和变化，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

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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