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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复合地层地下连续墙与

钻孔灌注桩竖向结合施工的方法，步骤如下：(1)

槽壁加固及导墙施工：地下连续墙两侧采用双轴

搅拌桩进行槽壁加固，导墙采用倒“L”型；(2)地

连墙槽段和桩孔施工：利用成槽机和旋挖钻机循

环施工，完成地连墙槽段和桩孔施工后，清理沉

渣；(3)将制作完成的地连墙钢筋笼和桩钢筋笼

整体吊装，吊装完成后，再次清除地连墙槽段和

桩孔内沉渣；(5)采用导管法灌注混凝土，墙桩整

体一次浇筑完成。本发明提供的施工方法，通过

在地下连续墙底部设置钻孔灌注桩，墙桩竖向结

合，用桩嵌岩深度，代替地下连续墙嵌岩深度，实

现在软硬结合地层中快速成槽，解决了地下连续

墙嵌岩施工的难题，经济、高效的完成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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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复合地层地下连续墙与钻孔灌注桩竖向结合施工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如

下：

(1)槽壁加固及导墙施工：地连墙槽段两侧采用双轴搅拌桩进行槽壁加固，导墙采用倒

“L”型，导墙内设置砼支撑；

(2)地连墙槽段和桩孔施工：结合每幅地下连续墙长度，在导墙面上准确定位出钻孔灌

注桩的中心位置做好标记，采用成槽机分步骤开挖地连墙槽段，先抓至地下连续墙墙底设

计标高以上3～5米位置停止开挖，预留3～5米厚黏土层作为旋挖钻的引导土层；然后利用

旋挖钻机在岩石层钻孔，钻孔完成形成桩孔后再利用成槽机抓除剩余的引导土层，最后清

除地连墙槽段和桩孔内的沉渣；

(3)钢筋笼吊装：将制作完成的地连墙钢筋笼和桩钢筋笼整体吊装，下放至地连墙槽段

和桩孔内；吊放完成后，再次清除地连墙槽段和桩孔内的沉渣；

(4)混凝土浇筑：采用导管法灌注混凝土，地下连续墙与钻孔灌注桩一次整体浇筑成

型，最终形成地下连续墙与钻孔灌注桩竖向结合的结构。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中，所述槽壁加固的深度为地面以

下1m至9m，槽壁加固水泥采用P.O42.5级的普通硅酸盐水泥；导墙厚度为200～250mm，导墙

深度为1.8～2.0m，导墙进入原状土中大于0.4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成槽机施工时，在其履带下铺

设钢板，钢板下垫麻袋；地连墙槽段施工过程前，每10～12米在地连墙槽段内进行地质补

勘，取芯至岩石层深处不少于1m，准确确定不同岩层深度；旋挖钻机钻孔过程中，在导墙两

端设置临时型钢支撑，减少导墙变形。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清除地连墙槽段和桩孔内的沉

渣采用并列式气举反循环清孔方法。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地连墙槽段和桩孔施工过程

中，保持泥浆液面的稳定，泥浆液面保持在导墙面以下0.2～0.4m，过程中及时补充泥浆。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3)中，再次清除地连墙槽段和桩孔内

的沉渣采用内置式气举反循环和正循环相互结合清孔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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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复合地层地下连续墙与钻孔灌注桩竖向结合施工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地下工程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复合地层地下连续墙与钻孔灌注桩

竖向结合施工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地下连续墙开挖技术起源于欧洲。它是根据打井和石油钻井使用泥浆和水下浇注

混凝土的方法而发展起来的，1950年在意大利米兰首先采用了护壁泥浆地下连续墙施工，

20世纪50～60年代该项技术在西方发达国家及前苏联得到推广，成为地下工程和深基础施

工中有效的技术。

[0003] 地下连续墙是基础工程在地面上采用一种挖槽机械，沿着深开挖工程的周边轴

线，在泥浆护壁条件下，开挖出一条狭长的深槽，清槽后，在槽内吊放钢筋笼，然后用导管法

灌筑水下混凝土筑成一个单元槽段，如此逐段进行，在地下筑成一道连续的钢筋混凝土墙

壁，作为截水、防渗、承重、挡水结构。其施工振动小，墙体刚度大，整体性好，施工速度快，可

省土石方，可用于密集建筑群中建造深基坑支护及进行逆作法施工。适用于建造建筑物的

地下室、地下商场、停车场、地下油库、挡土墙、高层建筑的深基础、逆作法施工围护结构，工

业建筑的深池、坑、竖井等。

[0004]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各主要城市均在建设城市轨道交通工程，目前国内在软土

层中施做地下连续墙的施工技术已经相当成熟，但是在软硬结合地层中，嵌岩式地下连续

墙的施工技术仍处于初步的发展阶段，在应用和实践方面的资料非常有限。可以预期的是，

为了适应城市化发展的要求，随着越来越多的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地

下连续墙，需要在嵌岩或更加困难的条件下进行施工。

[0005] 参考国内软土地区入岩型地下连续墙施工中，以双轮铣槽机应用比较。双轮铣槽

机成槽施工效率较高，但成槽成本以及进出场费用较高；冲孔桩机施工进尺慢，周期长，震

动对槽壁的扰动较大，不适宜在紧邻建筑物处施工，特别是淤泥等软土地区不宜使用。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复合地层地下连续墙与钻孔灌注桩竖向结合施工的方

法，通过在地下连续墙底部设置两根钻孔灌注桩，用桩嵌岩深度，代替地下连续墙嵌岩深

度，解决了地下连续墙嵌岩施工的难题。

[0007]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为：

[0008] 一种复合地层地下连续墙与钻孔灌注桩竖向结合施工的方法，步骤如下：

[0009] (1)槽壁加固及导墙施工：地连墙槽段两侧采用双轴搅拌桩进行槽壁加固，导墙采

用倒“L”型，导墙内设置0.3×0.3mC30砼支撑，水平间距3m，竖向间距1m，上下交叉布置；

[0010] (2)地连墙槽段和桩孔施工：结合每幅地下连续墙长度，在导墙面上准确定位出钻

孔灌注桩的中心位置做好标记，采用成槽机分步骤开挖地连墙槽段，先抓至墙底设计标高

以上3～5米位置停止开挖，预留3～5米厚黏土层作为旋挖钻的引导土层，以确保旋挖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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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孔位置以及垂直度；然后利用旋挖钻机在岩石层钻孔，钻孔完成形成桩孔后再利用成槽

机抓除剩余的引导土层，最后清除地连墙槽段和桩孔内的沉渣；

[0011] (3)钢筋笼吊装：将制作完成的地连墙钢筋笼和桩钢筋笼整体吊装，下放至地连墙

槽段和桩孔内；吊放完成后，再次清除地连墙槽段和桩孔内的沉渣；地连墙钢筋笼和桩钢筋

笼组成的一体式钢筋笼：包括固定连接的地连墙钢筋笼和桩钢筋笼，桩钢筋笼的上部嵌入

地连墙钢筋笼内部；地连墙钢筋笼的顶部为喇叭口形状；桩钢筋笼的顶部固定有导向钢筋。

地连墙钢筋笼包括交错设置的地连墙纵向主筋、地连墙横向分布筋、地连墙横向桁架以及

地连墙纵向桁架。地连墙纵向桁架的内部焊接有连续设置的“X”型纵向加强钢筋，所述地连

墙横向桁架的内部焊接有连续设置的“X”型横向加强钢筋；“X”型纵向加强钢筋和“X”型横

向加强钢筋能够提高其结构的整体刚度。

[0012] 桩钢筋笼包括若干个竖向主筋、环绕竖向主筋的螺旋筋以及加强箍筋。所述竖向

主筋选用Φ32HRB400钢筋，螺旋筋选用@100～250Φ14HRB400钢筋；所述桩钢筋笼与地连墙

钢筋笼之间焊接有连接钢筋，所述桩钢筋笼顶部锚固在地连墙钢筋笼内。

[0013] (4)混凝土浇筑：采用导管法灌注混凝土，地下连续墙与钻孔灌注桩一次整体浇筑

成型，最终形成地下连续墙与钻孔灌注桩竖向结合的结构。

[0014] 进一步方案，步骤(1)中，所述槽壁加固的深度为地面以下1m至9m，槽壁加固水泥

采用普通硅酸盐水泥。水泥掺量为15％，水灰比为1.2～1.5，注浆压力0.4～0.6Mpa；导墙厚

度为200～250mm，导墙深度为1 .8～2 .0m，导墙进入原状土中大于0.4m，导墙主筋采用

HRB400Φ14@200,分布钢筋采用HRB400Φ12@200。

[0015] 进一步方案，步骤(2)中，成槽机在地连墙槽段施工时，在其履带下铺设钢板，钢板

下垫麻袋。以减少对地面震动影响，相应减少对槽壁的影响。施工过程中，抓斗应遵循原则

即：轻提慢放、严禁蛮抓。地连墙槽段施工前，每10～12米在槽段内进行地质补勘，取芯至岩

石层深处不少于1m，准确确定不同岩层深度；旋挖钻机钻孔过程中，在导墙两端设置临时型

钢支撑，减少导墙变形。

[0016] 进一步方案，步骤(2)中，清除槽底以及孔内的沉渣采用并列式气举反循环清孔方

法。气举反循环清孔导管要做好密封，不得漏气。每一幅墙按三处清孔，先墙后桩，导管要逐

步下放，防止清孔过程中沉渣堵塞导管，最终将管口下部至距槽底或孔底0.1m清孔效果最

佳。清孔过程中，上下活动导管，提高清孔效率。

[0017] 进一步方案，步骤(2)中，地连墙槽段和桩孔施工过程中，保持泥浆液面的稳定，泥

浆液面保持在导墙面以下0.2～0.4m，过程中及时补充泥浆。泥浆储备满足2幅槽的用量。对

于成孔后放置时间较长的孔，底部泥浆比重较大，用正循环将新泥浆于其混合均匀，再用反

循环清孔，边清渣边加新泥浆，直至沉渣和泥浆指标都符合要求。

[0018] 进一步方案，步骤(3)中，再次清除地连墙槽段和桩孔内沉渣采用内置式气举反循

环和正循环相互结合清孔方法。

[0019] 本发明提供的有益效果如下：

[0020] (1)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复合地层地下连续墙与钻孔灌注桩竖向结合施工的

方法，通过在地下连续墙底部设置两根钻孔灌注桩，用桩嵌岩深度，代替地下连续墙嵌岩深

度，通过地下连续墙与桩的结合构造措施，解决了地下连续墙嵌岩施工的难题，实现在软硬

结合地层中快速成槽，经济、高效的完成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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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2)本方法提供地连墙槽段和桩孔施工参数，地下连续墙与钻孔灌注桩的结合构

造措施，该方法经济合理，操作简单，成本费用低，为地下工程嵌岩围护体系的一种创新，为

日后同类工程提供了技术参数。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地下连续墙与钻孔灌注桩结合体系断面图；

[0023] 图2为钻孔灌注桩的桩孔定位示意图；

[0024] 图3为地连墙槽段和桩孔施工第一阶段示意图；

[0025] 图4为地连墙槽段和桩孔施工第二阶段示意图；

[0026] 图5为地连墙槽段和桩孔施工第三阶段示意图；

[0027] 图6为地连墙钢筋笼和桩钢筋笼组成的一体式钢筋笼的主视图；

[0028] 图7为地连墙钢筋笼和桩钢筋笼组成的一体式钢筋笼的侧视图；

[0029] 图8为地连墙钢筋笼和桩钢筋笼组成的一体式钢筋笼的俯视图；

[0030] 图9为桩钢筋笼配筋图；

[0031] 图10为图9中B-B方向的断面图；

[0032] 图11为图9中A-A方向的断面图；

[0033] 附图标记：1-地下连续墙，101-地连墙槽段，2-钻孔灌注桩，201-桩孔，3-槽钢，4-

护桩点，5-成槽机液压抓头，6-膨润土泥浆，7-黏土层，8-岩石层，9-旋挖钻机，10-竖向主

筋，11-螺旋筋，12-加强箍筋，13-地连墙纵向主筋，14-地连墙横向分布筋，15-连接钢筋，

16-地连墙纵向桁架，17-地连墙横向桁架，18-导向钢筋，19-“X”型纵向加强钢筋，20-“X”型

横向加强钢筋。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作更进一步的说明。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是本发明一

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作

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35] 工程背景

[0036] 宁波市轨道交通2号线二期土建工程红联站为2号线和6号线的“T”型换乘车站，采

用地下连续墙支护体系，其中最深地下连续墙达到55m，其中6号线共计25幅入岩，2号线共

计15幅入岩，地下连续墙嵌入强风化岩不少于2m，桩嵌入强风化岩不少于3.5m，或嵌入中风

化岩不少于2.5m。

[0037] 强风化晶屑玻屑熔结凝灰岩，风化较强烈，节理裂隙发育，裂隙面见铁锰质浸染，

岩芯呈碎块状、块状，敲击声哑，属极软岩，岩石天然抗压强度小于5.0MPa，岩体基本质量等

级为V类。中等风化晶屑玻屑熔结凝灰岩，岩质坚硬，岩体较完整，平均值为62.04MPa，标准

值为53.28MPa，属坚硬岩。上部分布淤泥层软土，具有天然含水量高，压缩性高、触变性强、

流变性强、强度低，透水性低等特点，属于典型的上软下硬的复合地层。

[0038] 针对上述复合地层，本发明根据基坑围护体系受力特点，采用地层地下连续墙与

钻孔灌注桩竖向结合体系，如图1所示，即在地下连续墙1底部设置两根Φ1000钻孔灌注桩

2，两根钻孔灌注桩2分别位于地下连续墙1长度的三分之一处，使其受力均匀；根据岩层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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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完整性，确定墙和桩嵌入不同岩层的深度，保证基坑整体稳定性。地下连续墙墙底嵌岩

强风化岩2m，桩嵌入岩层。

[0039] 本发明采用的地下连续墙与钻孔灌注桩竖向结合施工的方法，如图1-5所示，步骤

如下：

[0040] (1)槽壁加固及导墙施工：

[0041] 地连墙槽段两侧采取Φ700@500mm双轴搅拌桩加固，槽壁加固深度为地面以下1m

至9m。槽壁加固水泥采用P.O42.5普通硅酸盐水泥，水泥掺量为15％；

[0042] 导墙采用倒“L”型，采用C25砼，导墙进入原状土中大于0.4m。导墙主筋采用HRB400

Φ14@200，分布钢筋采用HRB400Φ12@200；导墙内设置0.3×0.3mC30砼支撑，水平间距3m，

竖向间距1m，上下交叉布置。

[0043] (2)地连墙槽段和桩孔施工：

[0044] 结合每幅地下连续墙1长度，在导墙面上准确定位出钻孔灌注桩2的中心位置，在

地连墙槽段的槽口采用[10号槽钢3限位并做好标记；

[0045] 地连墙槽段101采用成槽机成槽，按照三序成槽，先两侧后中间，成槽机液压抓头5

先抓至墙底设计标高以上3～5米位置停止开挖，预留约3～5米厚黏土层7作为旋挖钻的引

导土层，确保旋挖钻机9成孔位置以及垂直度；

[0046] 旋挖钻机9在槽口，准确对位，误差小于5cm，然后垂直下放钻杆至槽底。旋挖钻机9

在黏土层7按照正常速度与参数控制，钻至岩石层8时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更换钻头，其中：在

强风化岩采用截齿筒钻钻进，缓慢加压钻进，钻进压力控制在1～5MPa，钻进速度0.3～

0.5m/h，每钻进30cm左右，提升钻头一次，循环钻进，直至钻进中风化岩面；

[0047] 旋挖钻机钻进中风化岩面30cm以下，更换成合金牙轮钻头，继续在中风化岩中钻

进，逐步加压钻进，钻进压力控制在25～30MPa，钻进速度0.1～0.2m/h,每钻进0.6～0.8m，

然后筒钻取芯钻头取除岩层。循环最终至设计桩底标高；采用超声波对桩孔进行检测，根据

超声波检测图像，并采用4米长，直径0.6m探笼进行验孔，准确确定桩孔201实际位置，并在

导墙面进行标识；

[0048] 利用成槽机液压抓头5抓除剩余的引导土层，采用成槽机抓除至设计墙趾标高，对

成槽过程中，流入桩孔内沉渣，再次采用钻机进行清渣，在地连墙槽段101和桩孔201施工过

程中保持泥浆液面的稳定，泥浆为膨润土泥浆6，采用优质钠级膨润土造浆，各项指标满足

规范要求；最后清除地连墙槽段和桩孔内的沉渣，采用并列式气举反循环清孔方法，具体步

骤如下：

[0049] 按照先槽后孔的顺序清除沉渣，排渣管径为Φ250钢管，壁厚6mm，气管为Φ50，距

离管底0.5m，气压控制在0.7～1MPa；清孔时，气举反循环清孔导管要做好密封，不得漏气。

每一幅墙按三处清孔，先槽后孔，导管要逐步下放，防止清孔过程中沉渣堵塞导管，最终将

管口下部至距槽底或孔底0.1m清孔效果最佳。清孔过程中，上下活动导管，提高清孔效率。

[0050] (3)钢筋笼吊装：将制作完成的地连墙钢筋笼和桩钢筋笼整体吊装，下放至地连墙

槽段和桩孔内；吊放完成后，采用内置式气举反循环和正循环相互结合清除沉渣。地连墙钢

筋笼和桩钢筋笼组成的一体式钢筋笼的结构如图6-11所示：包括固定连接的地连墙钢筋笼

和桩钢筋笼，所述桩钢筋笼的上部嵌入地连墙钢筋笼内部；所述地连墙钢筋笼的顶部为喇

叭口形状；所述桩钢筋笼的顶部固定有导向钢筋18。所述地连墙钢筋笼包括交错设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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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墙横向分布筋14、地连墙纵向主筋13、地连墙横向桁架16以及地连墙纵向桁架17。所述地

连墙纵向桁架16的内部焊接有连续设置的“X”型纵向加强钢筋19，所述地连墙横向桁架16

的内部焊接有连续设置的“X”型横向加强钢筋20；“X”型纵向加强钢筋19和“X”型横向加强

钢筋20能够提高其结构的整体刚度。

[0051] 所述桩钢筋笼包括若干个竖向主筋10、环绕竖向主筋的螺旋筋11以及加强箍筋

12。所述竖向主筋10选用Φ32HRB335钢筋，螺旋筋11选用@100～250Φ14HRB335钢筋；所述

桩钢筋笼与地连墙钢筋笼之间焊接有连接钢筋15，所述桩钢筋笼顶部锚固在地连墙钢筋笼

内。

[0052] (4)混凝土浇筑：

[0053] 检测各项指标合格后，采用导管法水下灌注混凝土，导管直径为Φ250，采用丝扣

连接，第一节导管底部斜向60°进行剖口处理；根据桩孔深度，合理配置导管，导管要伸入桩

孔内，第一节导管长度与桩孔长度相同；混凝土浇筑确保连续性，首盘混凝土方量保证导管

埋置在地下连续墙底以上2m，首盘混凝土浇筑完成后，及时拆除第一节导管；混凝土在灌注

过程中，导管随混凝土灌注及时拆除；地下连续墙与钻孔灌注桩一次整体浇筑成型，最终形

成地下连续墙与钻孔灌注桩竖向结合的结构。

[0054] 作为优选的实施方式，本发明提供的方法在施工过程中，还需要注意一下几点：

[0055] (1)成槽机施工时，在其履带下铺设钢板，钢板下垫麻袋。以减少对地面震动影响，

相应减少对槽壁影响。施工过程中，抓斗应遵循原则即：轻提慢放、严禁蛮抓。地连墙槽段施

工前，每10～12米在槽段内进行地质补勘，取芯至岩石层深处不少于1m，准确确定不同岩层

深度；旋挖钻机钻孔过程中，在导墙两端设置临时型钢支撑，减少导墙变形。

[0056] (2)旋挖钻机在岩层钻进过程中，特别是软硬交界面时，要慢速低压钻进，保证桩

位的垂直度，每次钻进深度控制在0.3～0.6m，不易一次钻到底。

[0057] (3)地下连续墙幅宽不大于6m，采用双导管灌注混凝土，导管与桩孔位置保证一

致，位于副宽的三分之一处，当幅宽大于6m，采用三根导管灌注混凝土，在两根桩孔中间增

加一根导管，第三根导管采用汽车泵配合混凝土灌注。

[0058] (4)桩的钢筋笼，顶部设置Φ10引导钢筋，防止导管下放过程中挂住钢筋，桩的钢

筋笼中心位置在地下连续墙钢筋上进行标识，在下放过程中，以便对位。

[0059] (5)地连墙槽段和桩孔施工过程中，采用优质膨润土造浆，保持泥浆液面的稳定，

泥浆液面保持在导墙面以下0.2～0.4m，过程中及时补充泥浆。泥浆储备满足2幅槽的用量。

对于成孔后放置时间较长的孔，底部泥浆比重较大，用正循环将新泥浆于其混合均匀，再用

反循环清孔，边清渣边加新泥浆，直至沉渣和泥浆指标都符合要求。

[0060] (6)嵌岩地下连续墙施工，加强设备管理和保养工作，确保每幅施工的连续性，尽

量缩短各工序之间的衔接时间。施工过程中，加强对周边环境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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