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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排降水、垫层、低能量置换强夯浅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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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人工排降水垫层低能量

置换强夯浅层地基加固方法，其主要施工步骤包

括：1)清表、场地平整；2)测量定位；3)人工排降

水，可采用人工真空井点降水；4)铺设500mm～

1000mm厚山皮石或砂砾等垫层；5)低能量强夯置

换施工，采用“先强夯置换，两遍点夯，一遍满夯”

的形式，先采用柱锤冲击成孔，分层填料分层冲

扩挤密成置换墩体。强夯置换点完成后，再采用

“两遍点夯，一遍满夯”的形式进行强夯直至完

成；6)强夯的监测和检测。该发明对浅层地基土

加固效果显著，造价低廉，实用性强。尤其适用于

地下水埋深较浅、浅层地基土承载力较低、施工

机械无法安全行走的大面积处理区域的浅层加

固且地基承载力要求不大于80KPa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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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人工排降水、垫层、低能量置换强夯浅层地基加固方法，所述浅层地基(1)是指

地下水埋深0～2米、表层存在约3.0米厚且承载力不大于80KP  a地基土的工程场地，其特征

在于：该方法的施工步骤如下：

步骤一、清表、场地平整

清除工程场地表层有机质等其他杂物，场地局部高差较大的土包、低洼小坑应平整至

同一标高；

步骤二、测量定位

在工程场地中定位、放线、设立相对高程点、坐标点；

步骤三、人工排降水

采用真空轻型井点降水法和开挖排水沟明排降水法进行联合降水；

步骤四、铺设垫层(4)

在工程场地上铺设500～1000mm厚的垫层(4)，垫层(4)的材料为硬质骨料，所述硬质骨

料为山皮石、中粗砂砾、级配砂石或建筑砖块，其粒径不大于50cm且应不影响桩基施工为

宜；

步骤五、低能量置换强夯施工

采用“先强夯置换，两遍点夯，一遍满夯”的形式进行强夯施工，其中：

强夯置换是用柱锤冲击成孔，柱锤直径0.8～1.5m，成孔的深度大于浅层地基的深度约

30cm，孔的布置采用梅花型布点，所述梅花型布点包括横向成行排列的孔Ⅰ(7)，横向和纵向

相邻的孔Ⅰ(7)之间相互垂直，间距随现场处理面积、形状作调整，该间距ⅠL1为4～8m×4～

8m，所述梅花型布点还包括在相邻两行孔Ⅰ(7)中间的横向成行排列的孔Ⅱ(8)，横向和纵向

相邻的孔Ⅱ(8)之间的间距同孔Ⅰ(7)，该间距ⅡL2为4～8m×4～8m，纵向排列的孔Ⅱ(8)位

于相邻纵向排列的孔Ⅰ(7)中间；

在孔中分层填料、分层冲扩挤密形成夯扩墩体(5)，夯扩墩体(5)直径1.2～2m，填料为

山皮石、中粗砂砾、级配砂石、建筑砖块、块石中的一种或几种的混合料；

在强夯置换完成后进行场地推平施工，两遍点夯是指第一遍夯点在每一行的孔Ⅰ形成

的夯扩墩体中间，第二遍夯点在每一行的孔Ⅱ形成的夯扩墩体(5)中间，以上点夯形成的夯

击坑内需回填硬质骨料至设计夯后标高，且当前后两击的夯沉量满足规范要求时点夯完

成，移至下一夯点施工，如此循环直至两遍点夯完成；

一遍满夯是两遍点夯完成后，对工程场地进行满夯施工，该施工按搭印不小于1/3夯锤

(6)直径完成满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人工排降水、垫层、低能量置换强夯浅层地基加固方法，其特

征在于：填料所采用山皮石和建筑砖块最大粒径<30cm，山皮石石头含量≥50％，含泥量小

于5％，中粗砂砾的含泥量小于3％，粒径0.25～5.0m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人工排降水、垫层、低能量置换强夯浅层地基加固方法，其特

征在于：真空轻型井点降水法采用“围降+点降”布置。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人工排降水、垫层、低能量置换强夯浅层地基加固方法，其特

征在于：两遍点夯中的点夯能量为800～2000KN.m，夯击数2-6击。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人工排降水、垫层、低能量置换强夯浅层地基加固方法，其特

征在于：第一遍点夯、第二遍点夯、满夯施工的间隔时间按土中超静孔隙水压力和孔隙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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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散程度达到85％以上为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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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排降水、垫层、低能量置换强夯浅层地基加固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是一种人工排降水、垫层、低能量置换强夯浅层地基加固方法，属于固定建

筑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地基处理作为建设领域重要的环节，直接影响工程的效果、经济造价及工期。由于

土地资源的匮乏，填海造地的工程日愈增多，滨海相、养殖水塘、水稻地等用地被征用后也

用作建设场地。这类场地具有土质软弱，压缩性大、欠固结、地下水位埋深较浅、施工时机械

行走困难等特点。对这种软弱地基土，通常有换填法、真空堆载预压法、抛石挤淤法、水泥土

搅拌桩、强夯法等。这些方法都有其优缺点，如换填法其优点是施工工艺简单、处理效果好、

变形较小等特点，缺点是对大面积软土其工程量大、经济造价高、弃土消纳不环保等；如抛

石挤淤法其优点施工简单方便、快捷，缺点是适用条件要求较高、采石、运输困难等；而水泥

土搅拌桩优点是适用范围广、施工速度较快、处理深度较深，缺点是造价相对较高、成桩质

量较难控制等。目前处理软土工程较常用的地基处理方法是真空堆载预压法，该方法具有

处理效果好、可操作性强、相对环保等特点，但施工周期较长，一般要半年以上的堆载时间。

强夯法处理此类场地具有工期较短、工艺简单、造价较低等优点，但对于地下水位较浅的地

基土孔隙水消散时间较长，地基土强度增长速度较慢等。

[0003] 以上所述的软弱土地基，其地基承载力和沉降不能满足使用地坪、上部结构设计

等要求，亦无法满足施工机械设备和现场运行车辆安全行走的要求，对后期工程建设的开

展施工带来很大的影响。为能更高效、经济、缩短施工工期，本发明提出的人工排降水垫层

小能量置换强夯方法，对以上所述地层的处理具有明显优势，主要体现在：采用人工排降

水，降低地下水位，减少强夯时所产生的超静孔隙水压力影响，加速排水固结；表层铺设垫

层，保护施工机械的安全施工、增加排水通道、加强表层地基强度；置换墩及强夯施工，置换

墩体形成排水通道，与井点降水、垫层、排水沟形成联合排水系统，置换软弱土体，挤密墩间

土，减小土体孔隙率，大大提高了浅层地基土的压缩模量及地基承载力。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正是针对上述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不足而设计提供了一种人工排降水、垫

层、低能量置换强夯浅层地基加固方法，其目的是针对浅表层地基土承载力低、地下水位埋

较浅、欠固结的软弱地基土，将工程场地处理成满足地基承载力和机械设备安全行驶的要

求。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的：

[0006] 本发明提出了一种种人工排降水、垫层、低能量置换强夯浅层地基加固方法，所述

浅层地基1是指地下水埋深0～2米、表层存在约3.0米厚且承载力不大于80KP  a地基土的工

程场地，其特征在于：该方法的施工步骤如下：

[0007] 步骤一、清表、场地平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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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清除工程场地表层有机质等其他杂物，场地局部高差较大的土包、低洼小坑应平

整至同一标高；

[0009] 步骤二、测量定位

[0010] 在工程场地中定位、放线、设立相对高程点、坐标点；

[0011] 步骤三、人工排降水

[0012] 采用真空轻型井点降水法和开挖排水沟明排降水法进行联合降水；

[0013] 步骤四、铺设垫层4

[0014] 在工程场地上铺设500mm～1000mm厚的垫层4，垫层4的材料为硬质骨料，所述硬质

骨料为山皮石、中粗砂砾、级配砂石或建筑砖块，其粒径不大于50cm  且不应影响桩基施工

为宜；

[0015] 步骤五、低能量置换强夯施工

[0016] 采用“先强夯置换，两遍点夯，一遍满夯”的形式进行强夯施工，其中：

[0017] 强夯置换是用柱锤冲击成孔，柱锤直径0.8～1.5m，孔的深度应大于浅层地基的深

度约30cm，孔的布置采用梅花型布点，所述梅花型布点包括横向成行排列的孔Ⅰ7，横向和纵

向相邻的孔Ⅰ7之间相互垂直(间距随现场处理面积、形状作调整)，该间距ⅠL1为4～8m×4～

8m，所述梅花型布点还包括在相邻两行孔Ⅰ7中间的横向成行排列的孔Ⅱ8，横向和纵向相邻

的孔Ⅱ8之间同孔Ⅰ7，该间距ⅡL2为4～8m×4～8m，纵向排列的孔Ⅱ8位于相邻纵向排列的

孔Ⅰ7中间；

[0018] 在孔中分层填料、分层冲扩挤密形成夯扩墩体5，夯扩墩体5直径1.2～2m，填料为

山皮石、中粗砂砾、级配砂石、建筑砖块、块石中的一种或几种的混合料；

[0019] 在强夯置换完成后进行场地推平施工，两遍点夯是指第一遍夯点在每一行的孔Ⅰ

形成的夯扩墩体中间，第二遍夯点在每一行的孔Ⅱ形成的夯扩墩体5  中间，以上点夯形成

的夯击坑内需回填硬质骨料至设计夯后标高，且当前后两击的夯沉量满足规范要求时点夯

完成，移至下一夯点施工，如此循环直至两遍点夯完成；

[0020] 一遍满夯是两遍点夯完成后，对工程场地进行满夯施工，该施工按搭印不小于1/3

夯锤6直径完成满夯。

[0021] 填料所采用山皮石和建筑砖块最大粒径<30cm，山皮石石头含量≥50％，含泥量小

于5％，中粗砂砾的含泥量小于3％，粒径0.25～5.0mm。

[0022] 真空轻型井点降水法采用“围降+点降”布置；

[0023] 两遍点夯中的点夯能量为800～1500KN.m，夯击数2-6击。

[0024] 第一遍点夯、第二遍点夯、满夯施工的间隔时间按土中超静孔隙水压力和孔隙水

的消散程度达到85％以上为计。

[0025] 上述施工过程中，通过监测地下水位变化、强夯施工引起的超孔隙水压力、孔隙水

消散时间信息，优化低能量强夯施工参数，确保施工质量，施工完成后进行对工程场地的地

基进行检测。

[0026] 本发明基于浅层地基土，其无法满足地基承载力要求及机械设备正常行走的条件

下，在场地处理区内摊铺垫层，采用低能量强夯置换，在软弱土体内形成夯扩置换墩体，使

浅层地基土得以挤压密实和浅层置换，对地下水埋深较浅场地，先采用真空轻型井点降水

法和开挖排水沟明排降水法进行联合降水，再进行摊铺垫层及后续方法施工。本发明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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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地加固浅层地基土，提高地基承载力，满足后期机械设备行走和场地的使用要求，具工艺

简单，工期短，造价经济等特点。本发明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0027] (1)在表层铺设垫层，先采用强夯置换工艺，对土体冲扩挤密，并形成夯扩置换墩

体，后进行低能量强夯施工，形成浅部硬壳层，有效提高了浅层地基承载力。

[0028] (2)适用于浅层软弱土的处理，浅层地基承载力较低，土质软弱，不能满足施工机

械设备安全行走的场地，通过此施工工艺，可有效提高浅层地基承载力，满足现场施工场地

的要求，具造价较低、施工工艺简单、工期短等优点。

[0029] (3)对地下水埋深较浅场地，采用真空轻型井点降水法和开挖排水沟明排降水法

进行联合降水，并充分考虑了地下水类型、埋藏深度、富水条件、土性、密实状态、地下水补

给条件等综合因素，提高排降水效率，地基处理加固更有效；

[0030] (4)“先强夯置换，后低能量强夯”的夯击加固方式，使得地基能够达到足够的密实

程度，加固过程中采用了山皮石、中粗砂砾、级配砂石或建筑砖块等硬质骨料进行置换，更

使得地基稳定、稳固。

[0031] 清表、场地平整施工时，应清除工程场地表层有机质等其他杂物，清表厚度依据场

地杂物堆积厚度确定，一般为20～40cm，根据场区表层地基土承载力，选择适宜的机械设备

清理或人工进行清理，确保机械的行驶安全。

[0032] 铺设垫层材料为硬质骨料，其透水性好，选料可因地制宜，含泥量小于5％，级配良

好；其粒径5cm粗骨料含量不小于40％；

[0033] 地下水埋深较浅场地，采用真空轻型井点降水法、开挖排水沟明排降水进行联合

降水，视处理区域范围内地下水类型、埋藏深度、富水条件、土性、密实状态、地下水补给条

件综合确定人工排、降水工艺，对地下水水位埋深大于  2.0m以上的场地，可不采用人工排

降水措施。对地下水埋深较浅场地，先进行人工排降水措施降低地下水位，所述真空轻型井

点降水法井点采用“围降+点降”布置，处理区域范围较大时，分块、分区域降水，围降阻截外

渗水源，点降抽吸处理区域内地下水；所述开挖排水沟明排降水为处理区域内及外围开挖

排水明沟使水体顺利排出处理区外。

[0034] 低能量置换强夯施工前，需进行现场小区试夯试验，通过试验最终确定夯击能量、

锤击数、填料量、置换深度等参数。

[0035] 置换范围为处理场地区域，强夯范围按建筑物外边线外扩不小于5.0m。为保证强

夯置换施工，场地四周回填范围须满足要求，具体要求如示意图图1所示。

[0036] 强夯施工期间，通过监测地下水位变化、强夯施工引起的超孔隙水孔压力、孔隙水

消散时间信息，优化低能量强夯施工参数，确保施工质量；强夯检测按照国家相关规范及设

计要求，进行强夯地基检测。

附图说明

[0037] 图1为本发明所述方法的流程图

[0038] 图2为本发明所述方法处理工程场地的剖面图

[0039] 图3为本发明所述方法中柱锤冲击成孔的布置示意图

[0040] 图中：1-浅层地基，2-轻型井点降水井，3-排水沟，4-垫层，5-夯扩墩体，  6-夯锤，

7-孔Ⅰ，8-孔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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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41] 以下将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方法作进一步地详述：

[0042] 参见附图1～3所示，该种人工排降水、垫层、低能量置换强夯浅层地基加固方法

中，所述浅层地基1是指地下水埋深0～2米、表层存在约3.0米厚且承载力不大于80KP  a地

基土的工程场地，其特征在于：该方法的施工步骤如下：

[0043] 步骤一、清表、场地平整

[0044] 清除工程场地表层有机质等其他杂物，清表厚度依据场地杂物堆积厚度确定，一

般为20～40cm，根据场区表层地基土承载力，选择适宜的机械设备清理或人工进行清理，场

地局部高差较大的土包、低尘小坑应平整至同一标高；

[0045] 步骤二、测量定位

[0046] 在工程场地中定位、放线、设立相对高程点、坐标点；

[0047] 步骤三、人工排降水

[0048] 对工程场地先进行人工排降水施工，人工排降水采用轻型井点降水井2、开挖排水

沟3的明排降水法进行联合降水，轻型井点降水井2采用“围降+点降”布置；

[0049] 步骤四、铺设垫层4

[0050] 在工程场地上铺设500mm～1000mm厚的垫层4，垫层4的材料为硬质骨料，所述硬质

骨料为山皮石、中粗砂砾、级配砂石或建筑砖块，填料所采用山皮石和建筑砖块最大粒径<

30cm，山皮石石头含量≥50％，含泥量小于5％，中粗砂砾的含泥量小于3％，粒径0.25～

5mm；

[0051] 步骤五、低能量置换强夯施工

[0052] 采用“先强夯置换，两遍点夯，一遍满夯”的形式进行强夯施工，其中：

[0053] 强夯置换是用柱锤冲击成孔，柱锤直径0.8～1.5m，孔的深度应大于浅层地基的深

度约30cm，孔的布置采用梅花型布点，所述梅花型布点包括横向成行排列的孔Ⅰ7，横向和纵

向相邻的孔Ⅰ7之间相互垂直(间距随现场处理面积、形状作调整)，该间距ⅠL1为4～8m×4～

8m，所述梅花型布点还包括在相邻两行孔Ⅰ7中间的横向成行排列的孔Ⅱ8，横向和纵向相邻

的孔Ⅱ8之间的间距同孔Ⅰ7，该间距ⅡL2为4～8m×4～8m，纵向排列的孔Ⅱ8位于相邻纵向

排列的孔Ⅰ7 中间；

[0054] 在孔中分层填料、分层冲扩挤密形成夯扩墩体5，夯扩墩体5直径1.2～2m，填料为

山皮石、中粗砂砾、级配砂石、建筑砖块、块石中的一种或几种的混合料；

[0055] 在强夯置换完成后进行场地推平施工，两遍点夯是指第一遍夯点在每一行的孔Ⅰ

形成的夯扩墩体5中间，第二遍夯点在每一行的孔Ⅱ形成的夯扩墩体5 中间，以上点夯形成

的夯击坑内需回填硬质骨料至设计夯后标高，且当前后两击的夯沉量差满足规范要求时点

夯完成，移至下一夯点施工，如此循环直至两遍点夯完成，两遍点夯中的点夯能量为800～

1500KN.m，夯击数2-6击；

[0056] 一遍满夯是两遍点夯完成后，对工程场地进行满夯施工，该施工按搭印不小于1/3

夯锤6直径完成满夯。

[0057] 第一遍点夯、第二遍点夯、满夯施工的间隔时间按土中超静孔隙水压力和孔隙水

的消散程度达到85％以上为计。

[0058] 上述施工过程中，通过监测地下水位变化、强夯施工引起的超孔隙水压力、孔隙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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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散时间信息，优化低能量强夯施工参数，确保施工质量，施工完成后进行对工程场地的地

基进行检测。

[005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方法工艺简单、工期短、造价经济，地基得到很好的密实

加固，能有效达到设计要求，施工方便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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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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