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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杂填土超深基坑固结注浆

结合双排钢管桩支护方法，包括下列步骤，定位

放线，钢管桩钻孔、安装，钢管桩压力注浆，花管

注浆，冠连梁浇筑，分层开挖，后冲击自进式锚杆

施工，面层及腰梁施工。本发明解决了临近建筑

物在上半部杂填土、下半部岩石的超深基坑的情

况下，支护桩、墙无法施工的问题，利用组合支护

技术，极大减轻了对基坑的扰动，有效地保护了

既有建筑物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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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杂填土超深基坑固结注浆结合双排钢管桩支护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下列步

骤，

（1）定位放线；

（2）钢管桩钻孔、安装；

（3）钢管桩压力注浆；

（4）花管注浆；

（5）冠连梁浇筑；

（6）分层开挖；

（7）后冲击自进式锚杆施工；

（8）面层及腰梁施工。

2.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杂填土超深基坑固结注浆结合双排钢管桩支护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钢管桩钻孔、安装步骤中，包括下列步骤：定位，钻机就位，钻孔，钢管桩制作、安

装，钢管四周封孔，注浆袋封孔压力注浆。

3.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杂填土超深基坑固结注浆结合双排钢管桩支护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花管注浆步骤中，包括下列步骤：定位，钻机就位，钻孔，花管安装，花管四周封

孔，花管压力注浆。

4.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杂填土超深基坑固结注浆结合双排钢管桩支护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冠连梁浇筑步骤中，包括下列步骤：凿桩头，钢筋绑扎，支模板，浇筑混凝土，拆

模，养护。

5.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杂填土超深基坑固结注浆结合双排钢管桩支护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后冲击自进式锚杆施工步骤中，包括下列步骤：开挖，定位，钻机就位，安装后置

风动冲击器，自进式锚杆加工安装，逐节打入，压力注浆，端头锁定。

6.一种杂填土超深基坑固结注浆结合双排钢管桩支护结构，其特征在于：包括设置在

开挖立面上的双排钢管桩、设置在双排钢管桩之间的注浆花管，所述双排钢管桩顶端通过

冠连梁连接，开挖里面上设置锚杆，所述锚杆上设置腰梁。

7.按照权利要求6所述的杂填土超深基坑固结注浆结合双排钢管桩支护结构，其特征

在于：靠近基坑一侧钢管桩嵌入基底以下1.5m，远离基坑一侧钢管桩嵌入基岩以下1.5m。

8.按照权利要求6所述的杂填土超深基坑固结注浆结合双排钢管桩支护结构，其特征

在于：所述锚杆为后冲击自进式锚杆。

9.按照权利要求6所述的杂填土超深基坑固结注浆结合双排钢管桩支护结构，其特征

在于：所述锚杆包括钻机钻杆、风动冲击器、冲击钻头、连接件、自进式杆体、接箍、出浆孔和

钻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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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杂填土超深基坑固结注浆结合双排钢管桩支护方法及

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建筑安装技术领域,尤其是一种杂填土超深基坑固结注浆结合双排钢

管桩支护方法及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城市建筑物密度日益增大，各种复杂地质条件的深基坑支护难度逐渐加大，

工程中经常会遇到具有较厚、松散系数高的松散回填土层，开挖易造成边坡不稳，对临近建

筑物影响大，临近建筑物支护一般采用排桩、连续墙等刚度大的支护结构，以确保临近结构

安全。若遇到上部填土、下部坚硬岩石的情况，排桩及连续墙也难以施工。对于填土地层的

锚杆施工，往往采用套管钻进或自进式锚杆，对于含有块石、混凝土块等障碍物的杂填土，

由于成分复杂，障碍多，空隙率大，水冲式套管钻进易造成地面下沉，风动跟管式套管钻进

效率低，且均造价较高，而常规自进式锚杆难以钻进。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要解决的问题是提供一种杂填土超深基坑固结注浆结合双排钢管桩支护

方法及结构。

[0004]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的杂填土超深基坑固结注浆结合双排钢管桩支护方

法，包括下列步骤，

（1）定位放线；

（2）钢管桩钻孔、安装；

（3）钢管桩压力注浆；

（4）花管注浆；

（5）冠连梁浇筑；

（6）分层开挖；

（7）后冲击自进式锚杆施工；

（8）面层及腰梁施工。

[0005] 所述钢管桩钻孔、安装步骤中，包括下列步骤：定位，钻机就位，钻孔，钢管桩制作、

安装，钢管四周封孔，注浆袋封孔压力注浆。

[0006] 所述花管注浆步骤中，包括下列步骤：定位，钻机就位，钻孔，花管安装，花管四周

封孔，花管压力注浆。

[0007] 所述冠连梁浇筑步骤中，包括下列步骤：凿桩头，钢筋绑扎，支模板，浇筑混凝土，

拆模，养护。

[0008] 所述后冲击自进式锚杆施工步骤中，包括下列步骤：开挖，定位，钻机就位，安装后

置风动冲击器，自进式锚杆加工安装，逐节打入，压力注浆，端头锁定。

[0009] 本发明还涉及一种杂填土超深基坑固结注浆结合双排钢管桩支护结构，包括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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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挖里面上的双排钢管桩、设置在双排钢管桩之间的注浆花管，所述双排钢管桩顶端通

过冠连梁连接，开挖里面上设置锚杆，所述锚杆上设置腰梁。

[0010] 靠近基坑一侧钢管桩嵌入基底以下1 .5m，远离基坑一侧钢管桩嵌入基岩以下

1.5m。

[0011] 所述锚杆为后冲击自进式锚杆。

[0012] 所述锚杆包括钻机钻杆、风动冲击器、冲击钻头、连接件、自进式杆体。接箍、出浆

孔和钻头。

[0013] 采用这样的结构后，本发明解决了临近建筑物上部杂填土下部基岩条件下的支护

难题，在处理松散杂填土深大基坑边坡支护方面效果明显，技术先进，行业内首创，国内领

先，具有明显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0014] 本发明解决了临近建筑物在上半部杂填土、下半部岩石的超深基坑的情况下，支

护桩、墙无法施工的问题，利用组合支护技术，极大减轻了对基坑的扰动，有效地保护了既

有建筑物的安全。采用双排钢管桩结合压力注浆和花管注浆技术，形成了厚度较大、刚度较

好的挡土结构，代替了传统的排桩、连续墙挡土结构，工艺相对简单。采用注浆袋封孔新技

术，在钢管桩内压力注浆通过钢管岀浆孔向周边回填土渗透注浆，使封孔注浆快速简单，成

本费用低，加快了施工速度。采用后冲击自进式锚杆新技术，解决了杂填土锚杆难以成孔的

问题，同时对填土进行压力注浆固结加固，起到良好的锚固和加固作用。避免了常规桩锚成

孔大量水的使用，对原土进行注浆加固后作为支护结构的一部分，避免了大量泥浆污染，满

足了节能和环保要求。

附图说明

[0015]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16] 图1是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是本发明锚杆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3的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开挖立面1、双排钢管桩2、注浆花管3、冠连梁4、锚杆5、腰梁6、钻机钻杆61、风动冲

击器62、冲击钻头63、连接件64、自进式杆体65、接箍66、出浆孔67、钻头68。

[0020]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杂填土固结注浆结合双排钢管桩支护施工工法，首先施工双排竖向钢管桩，靠近

基坑一侧钢管桩嵌入基底以下1.5m，远离基坑一侧钢管桩嵌入基岩以下1.5m，钢管桩采用

泥浆护壁成孔后安装钢管，钢管周圈梅花状打设注浆孔，钢管下放安装好后，管外壁与土体

之间空隙采用速凝砂浆封孔，在钢管内采用注浆袋封孔压力注浆，固结加固钢管桩周围松

散回填土。两排钢管桩之间设一定密度的注浆花管，采用渗透压力注浆技术，固结钢管桩之

间的松散回填土，使花管注浆体与钢管桩注浆体相互咬合联接.双排钢管桩顶采用现浇钢

筋混凝土冠连梁联系，使双排钢管桩范围的回填土得以固结加固，与钢管桩一起形成一道

厚度较大、刚度强、抗弯抗剪能力强的挡土结构。

[0022] 分层开挖支护时，由于杂填土松散，障碍物多，水平斜向下的锚杆施工一方面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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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另一方面遇障碍物难以处理，若水冲式套管钻进容易造成地面下沉，若风动跟管式套管

钻进效率极低，且均造价较高，而常规自进式锚杆难以钻进。经技术人员研究探索，我们现

场采用后冲击自进式锚杆技术，利用常规工程钻机（地质钻机、潜孔钻机等）配以风动冲击

器，冲击器钻头改造后使之能够与自进式锚杆连接，自进式锚杆设合金钻头可以冲击破碎

块石等障碍物，冲击器将自进式锚杆逐节打入杂填土层，打至设计深度后，压力注浆使锚杆

四周形成不规则锚固体，同时对回填土了进行加固固结。

[0023] 施工工艺流程

定位放线→钢管桩钻孔、安装→钢管桩压力注浆→花管注浆→冠连梁浇筑→分层开挖

→后冲击自进式锚杆施工→面层及腰梁施工

1、钢管桩施工工艺流程

定位→钻机就位→钻孔→钢管桩制作、安装→钢管四周封孔→注浆袋封孔压力注浆

2、花管注浆施工工艺流程

定位→钻机就位→钻孔→花管安装→花管四周封孔→花管压力注浆。

[0024] 3、冠连梁施工工流程

凿桩头→钢筋绑扎→支模板→浇筑混凝土→拆模→养护

操作要点

1）钢管材料及加工：钢管桩采用Ф146*5钢管，花管采用Ф50*3钢管，钢管周圈梅花状

设置出浆孔，间距30cm，直径10mm。

[0025] 2）竖向钢管桩和花管成孔采用潜孔钻配以潮湿黄泥护壁，成孔深度需要超深

50cm，钢管桩安装采用吊车配以人工安放，对下不到位的钢管采用振动锤配合振捣至设计

深度。双排钢管桩与花管注浆示意图见图1。

[0026] 封孔措施：钢管桩顶部四周与钻孔的间隙采用速凝水泥砂浆填塞，填塞深度不少

于0.5m，速凝水泥砂浆配比水泥:砂:速凝剂=1:1:0.05，封孔砂浆凝固2h后可在钢管内进行

压力注浆。注浆时先将注浆管插入到钢管底部将钢管注满，然后采用实用新型简易封孔注

浆袋放进孔内，距离孔口不少于30cm，注浆泵将浆液通过进浆口进入注浆管后，自里端出浆

口和注浆袋内的出浆孔出浆，逐渐充满注浆袋，充满到一定程度后，使袋体四周紧密贴紧孔

壁，形成密封效果，继续注浆形成压力注浆，注浆压力可达到0.5-1.0MPa，使钻孔内空隙、软

弱部位全部充满浆液并向周边回填土渗透，加固周边回填土，达到良好的注浆加固效果。

[0027] 花管注浆采用焊接接头的方式与注浆管相连。

[0028] 后冲击自进式锚杆施工工艺流程：

开挖→定位→钻机就位→安装后置风动冲击器→自进式锚杆加工安装→逐节打入→

压力注浆→端头锁定

后冲击自进式锚杆施工操作要点

1）采用地质钻机或潜孔钻进，钻机前端安设风动冲击器，冲击器钻头加工与自进式锚

杆丝扣连接，动力采用13-17m3/min空压机，将锚杆边冲击边旋转打入杂填土层。自进式锚

杆采用高强地质管加工，每节2-3m，方形扣外接箍连接，钢管四周设梅花形出浆孔，前端头

设合金钻头。钻进利用钻机旋转顶进力和后端冲击器高频冲击力，细颗粒回填成分部分钻

进速度加快，遇块石等障碍物时，高频冲击配以合金钻头将块石破碎或穿过块石继续钻进，

直至实现钻进至设计深度。后冲击自进式锚杆结构图如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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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2）后冲击自进式锚杆打设到位后，注浆机通过丝扣连接自进式锚杆外端头，压力

注浆，注浆采用纯水泥浆，根据地层孔隙率确定注浆压力和注浆量，注浆压力一般不大于

1MPa，靠近重要建筑物、构筑物、管线部位不大于0.5MPa，并密切观察注浆时的周边反映。注

浆液可由稀变浓，起初可采用1:1，后期注浆加浓至0.5:1，注浆量一般50-200kg/m，连续

10min注浆量小于1L/min可停止注浆。

[0030] 3）端部浇筑腰梁或安装钢梁，面层喷射混凝土。

[0031] 4）安装螺杆、钢垫板，螺母采用长臂扭力扳手锁定。

[0032] 应用实例

该工程地上4～16层，地下3层，基底绝对标高12.45～15.45m。基坑总长约590m，开挖深

度10～16m。基坑北侧为现状门诊和病房楼，临近基坑多层建筑采用独立基础，以花岗岩强

风化带为持力层，开挖线距离建筑物最近处仅有700mm。建筑室内标高为31.95m，独立基础

基底标高为23.5～25.5m，即室内坪以下杂填土厚度6.45～8.45m，独立基础以下为中等风

化花岗岩和微风化花岗岩。

[0033] 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条件：场区地貌类型为侵蚀～侵蚀堆积缓坡，表层后经人工

改造。水文地质条件：拟建场地的地下水类型以回填土上层滞水和基岩裂隙水为主，主要接

受大气降水补给，以侧向迳流排汇为主。

设计方案

该部位上部地质条件很差，开挖极易塌方和下沉，环境条件恶劣，建筑物临边开挖深基

坑，极易造成建筑物开裂、下沉，影响结构安全和使用。若采用支护桩，由于地层条件限制，

只能使用冲击灌注桩，采用冲击钻灌注桩一则空间不够，二则冲击振动对建筑物结构和使

用有很大影响。经分析，结合以往施工经验，该部位采用了双排钢管桩结合锚杆支护的方

案，其中上部回填土地质条件极为复杂，试验段采用的常规成孔方式均无法成孔，根据技术

人员的研究最终确定采用了“杂填土固结注浆结合双排钢管桩支护工法”，即竖向双排注浆

钢管桩+花管注浆+斜向后冲击自进式锚杆注浆固结回填土的支护方式，典型支护剖面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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