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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一种装配式地下车库施工方法，

其装配式地下车库包括采用沉井工艺下沉到设

计标高的钢沉井外壳、浇筑于钢沉井外壳顶部、

底部的顶板和底板，以及搭设于沉井内部的钢结

构车库，钢沉井外壳沿竖向分割为若干钢沉井外

壳单元节段，每节段钢沉井外壳单元内具有钢支

撑，沉井外壳单元与钢支撑为工厂预制现场装配

的标准模块，标准模块的钢沉井外壳单元及钢支

撑内贯穿有实现导向和支撑的钢管桩柱，在标准

模块上方架设钢梁利用千斤顶将标准模块逐个

下压到位并焊接形成整体，本发明采用钢结构预

制组装、沉井施工方式，能高效、快速、精准的建

设一体式地下车库，整体结构稳定，直接利用钢

管桩柱进行辅助支撑，节省了建材，减少了对周

围环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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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装配式地下车库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装配式地下车库包括采用沉井工

艺下沉到设计标高的钢沉井外壳、浇筑于钢沉井外壳顶部的钢筋混凝土顶板、浇筑于钢沉

井外壳底部的钢筋混凝土底板，以及搭设于沉井内部的钢结构车库，钢沉井外壳沿竖向分

割为若干钢沉井外壳单元节段，每节段钢沉井外壳单元内具有钢支撑，沉井外壳单元与钢

支撑为工厂预制现场装配并形成标准模块，所述标准模块的钢沉井外壳单元包括预制的钢

沉井井壁单元及钢结构扶壁柱，所述钢支撑包括预制的钢支撑单元及钢立柱单元，钢沉井

井壁单元及钢支撑单元内部固定有钢套环，具体施工包括以下工作步骤：

在拟构建地下车库的现场，拟下沉的钢沉井井壁单元及钢支撑单元各自的钢套环设置

处采用勘探机具成孔，植入钢管桩柱，每个钢沉井井壁单元及钢支撑单元设置不少于一根

钢管桩柱；

依次吊装钢沉井外壳单元的钢沉井井壁单元、钢结构扶壁柱、钢支撑单元及钢立柱单

元，使钢沉井井壁单元和钢支撑单元内的钢套环对应钢管桩柱位置放置，将该节段钢支撑

单元和钢立柱单元焊接形成钢支撑，钢支撑和钢沉井井壁单元焊接于钢结构扶壁柱形成标

准模块；

在标准模块上方、外露出标准模块的钢管桩柱之间架设钢梁，钢梁和标准模块之间均

匀设置千斤顶，每个钢沉井井壁单元及钢支撑单元上设置不少于一个千斤顶，千斤顶应与

其接触的钢梁、钢沉井井壁单元、钢结构扶壁柱、钢支撑顶面可靠连接；

所述钢管桩柱上端外露出标准模块区段纵向对称开设槽口形成截面为弧形的两肢，两

肢的腹板沿竖向均匀对称开设有圆孔，钢梁插入槽口内且同一高度两肢的圆孔中横向设有

贯穿钢梁的钢棒；钢管桩柱上端外露区域的圆孔间距小于千斤顶行程，作为承受千斤顶顶

力的钢梁可在钢管桩柱两肢间槽口上下移动，所述钢棒用于限位钢梁；

同步控制各千斤顶共同施力，下沉一个千斤顶行程距离后千斤顶回油，将圆孔内钢棒

抽出、钢梁下移，再将钢棒插入新的圆孔，如此往复，将单节段标准模块压入土中，在千斤顶

施力时，同步挖掘沉井内土方；

重复步骤（2）～（5）从而实现将多节段标准模块依次沉入土中，各节吊装到位且焊接成

型的标准模块与前一节已沉入的标准模块焊接连接，之后在形成的钢沉井内浇筑钢筋混凝

土底板、钢筋混凝土顶板，在钢沉井内构建用于停车的钢结构车库。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装配式地下车库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钢沉井井壁

单元由井壁型钢龙骨和焊接于井壁型钢龙骨两侧的井壁表面钢板焊接构成，所述井壁型钢

龙骨横向及纵向交错设置。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装配式地下车库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钢结构扶壁柱由

扶壁柱型钢龙骨和扶壁柱表面钢板焊接而成，钢结构扶壁柱高度同钢沉井井壁单元一致，

所述扶壁柱型钢龙骨与相邻的井壁型钢龙骨在工程现场焊接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2或3所述的一种装配式地下车库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钢支撑

单元包括平行设置的上弦钢梁、下弦钢梁及固定连接于上弦钢梁及下弦钢梁之间竖向的钢

腹杆和钢竖杆，钢支撑单元的上弦钢梁和下弦钢梁两端与竖向的钢立柱单元焊接连接；

或钢支撑单元的一端经钢竖杆与钢结构扶壁柱内侧焊接连接，钢支撑单元的另一端上

弦钢梁和下弦钢梁与竖向的钢立柱单元焊接连接；

上下相邻的钢立柱单元焊接连接形成一个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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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装配式地下车库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浇筑沉井的钢

筋混凝土底板、钢筋混凝土顶板后拆除钢支撑单元的钢腹杆，割除外露出钢筋混凝土顶板

的钢管桩柱。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装配式地下车库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最底部的钢

沉井井壁单元及钢结构扶壁柱的下端封闭且内收呈V形形成沉井刃脚。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装配式地下车库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单节段钢沉

井外壳单元焊接成型后在其钢沉井井壁单元腔室、钢结构扶壁柱内灌入全部或部分砂石料

或水，在整个钢沉井下沉到位后一次性在钢沉井井壁单元腔室、钢结构扶壁柱内灌满水泥

浆或混凝土。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装配式地下车库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钢筋混凝土顶板

上预留车库垂直运输所需孔洞；钢沉井井壁单元腔室内浇注混凝土时在井壁顶预留插筋，

插筋伸入钢筋混凝土顶板；所述钢筋混凝土底板内具有底板上层钢筋及底板下层钢筋，沉

井刃脚与底板上层钢筋及底板下层钢筋经止水用钢板焊接连接。

9.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装配式地下车库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2）中标

准模块成型时在所述的钢支撑单元的上弦钢梁与下弦钢梁之间还具有平行于下弦钢梁及

上弦钢梁的中间钢梁，所述中间钢梁一端和钢竖杆焊接连接，另一端和钢立柱单元焊接连

接，或者两端与钢立柱单元焊接连接，在沉井下沉到位后再在上弦钢梁、中间钢梁及下弦钢

梁和钢沉井井壁间焊接车库其余梁。

10.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装配式地下车库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钢管桩柱的下

部管身上开设有注浆孔，在钢管桩柱植入土层后在钢管桩柱内灌注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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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装配式地下车库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地下工程和钢结构立体车库，具体涉及一种装配式地下车库施工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城市地下停车库可有效缓解停车难问题。而建设地下工程可采用的方式仅有两

种：一是进行深基坑支护、开挖，然后在深基坑内修建所需结构体；二是沉井形式，即将地下

结构体外壳先行修建、下沉，再在外壳内修建地下结构其余部分。虽然前一种方式也有将地

下结构外墙和支护结构“两墙合一”的盖挖逆作法，但限于岩土工程理论，为开挖基坑而打

设的支护结构必须有足够的强度、刚度、长度，常用的方法是钢筋混凝土灌注桩、地下连续

墙与多支撑组合，这些组合缺点明显：施工时间长、养护慢、费用高，打桩遇地下障碍物时难

以处理，随基坑深度增加费用呈几何级数增加，等等。

[0003] 沉井是修筑深基坑和地下构筑物的一种施工工艺。施工时先在地面或基槽内制作

开口的地下构筑物外结构，待其达到规定强度后，在井体内分层挖土，井体在自重或者其他

措施辅助下克服与土壁间的摩阻力和刃脚反力，不断下沉，至设计标高后封底。

[0004] 沉井可在场地狭窄情况下施工较深（可达50余米）的地下工程，且对周围环境影响

较小；可在地质、水文条件复杂地区施工。其存在的缺点是施工工序较多，技术要求高、质量

控制难，特别是在深厚软土地基条件下沉井，由于地基承载力差、摩擦系数小等特点，沉井

下沉过程中容易突沉，下沉速度、方向和下沉设计标高非常难于控制，长时间施工容易对周

边环境造成破坏，这些缺点均是现有技术较难解决的。此外，沉井主要依靠自身较大的刚度

而保证其施工过程的整体性，必然的，其较大的重量更造成了施工的难度和材料的浪费。

[0005] 实际工程中绝大多数沉井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还存在以下不足：1、下沉过程中

无法改变沉井自重。钢筋混凝土沉井一经浇筑，重量基本稳定，而其下沉过程阻力是变化

的，故而难以控制下沉稳定性；  2、施工工期较长。钢筋混凝土沉井一般分层施工，分次下

沉，在混凝土浇筑后需要等待该节沉井达到设计强度，导致钢筋混凝土沉井施工周期长，影

响道路或周边环境时间久。

[0006] 在对沉井施工技术的革新中，产生了一种压入式沉井。即通过锚桩提供反力，利用

千斤顶将沉井压入地下。压入式沉井顶部做成朝外的牛腿，并在对应锚桩位置开洞，锚桩上

固定的钢杆穿过牛腿，牛腿上部固定穿心千斤顶。该方法虽然实现沉井下沉过程的有效控

制，但实际施工中仍然过于复杂。提供反力的锚桩较大的增加了工程成本，每节沉井顶部均

需制作混凝土牛腿，锚桩顶部固定的钢杆需要多节连接以满足沉井的高度，施工过程中需

要随高度不断调整、替换钢杆。

[0007] 国内近年来围绕沉井施工技术也提出了一些创意：

专利申请“用于钢沉井定位的导向方法及装置”（申请号201510257308.9）：涉及桥梁工

程施工领域，在井体内制作至少4根锚桩和至少4个十字梁。

[0008] 专利申请“沉井下沉控制系统”（申请号201811082982.8）：包括工程桩、钢筋混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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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承台、钢构支撑柱、千斤顶以及顶压板，其中，工程桩设置有多个且多个工程桩布置于沉

井外侧…。

[0009] 专利申请“沉井施工结构及其施工方法”（申请号201711468686.7）：提供一种钢管

柱灌注桩导向式可控沉井施工结构。

[0010] 专利申请“一种井筒式地下停车库的施工方法”（申请号201510455718.4）：在沉井

位置周围等间距对称打8根抗拔桩，在抗拔桩桩侧钻打螺栓孔并预埋导轨。

[0011] 上述涉及沉井施工技术的诸项专利，均是将控制沉井下沉的辅助系统设置于沉井

内侧或外侧，需要相应的牛腿等传力构件将压力传递至井体上，井体上需预埋受力件，这些

措施也仅对沉井下沉有所帮助，对沉井长期使用过程中的稳定性（沉降、上浮）则没有辅助

作用，成本较高且浪费资源。

发明内容

[0012] 本发明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改进，即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采用沉井形式建造

地下立体车库，然而现有的沉井施工辅助系统设置于沉井内侧或外侧，需要相应的牛腿等

传力构件将压力传递至井体上，井体上需预埋受力件，这些措施仅对沉井下沉有所帮助，对

长期使用阶段沉井的稳定性无作用。

[0013] 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案是：一种装配式地下车库施工方法，所述装配式地下车库

包括采用沉井工艺下沉到设计标高的钢沉井外壳、浇筑于钢沉井外壳顶部的钢筋混凝土顶

板、浇筑于钢沉井外壳底部的钢筋混凝土底板，以及搭设于沉井内部的钢结构车库，钢沉井

外壳沿竖向分割为若干钢沉井外壳单元节段，每节段钢沉井外壳单元内具有钢支撑，沉井

外壳单元与钢支撑为工厂预制现场装配并形成标准模块，所述标准模块的钢沉井外壳单元

包括预制的钢沉井井壁单元及钢结构扶壁柱，所述钢支撑包括预制的钢支撑单元及钢立柱

单元，钢沉井井壁单元及钢支撑单元内部固定有钢套环，具体施工包括以下工作步骤：

（1）在拟构建地下车库的现场，拟下沉的钢沉井井壁单元及钢支撑单元各自的钢套环

设置处采用勘探机具成孔，植入钢管桩柱，每个钢沉井井壁单元及钢支撑单元设置不少于

一根钢管桩柱；

（2）依次吊装钢沉井外壳单元的钢沉井井壁单元、钢结构扶壁柱、钢支撑单元及钢立柱

单元，使钢沉井井壁单元和钢支撑单元内的钢套环对应钢管桩柱位置放置，将该节段钢支

撑单元和钢立柱单元焊接形成钢支撑，钢支撑和钢沉井井壁单元焊接于钢结构扶壁柱形成

标准模块；

（3）在标准模块上方、外露出标准模块的钢管桩柱之间架设钢梁，钢梁和标准模块之间

均匀设置千斤顶，每个钢沉井井壁单元及钢支撑单元上设置不少于一个千斤顶，千斤顶应

与其接触的钢梁、钢沉井井壁单元、钢结构扶壁柱、钢支撑顶面可靠连接；

（4）所述钢管桩柱上端外露出标准模块区段纵向对称开设槽口形成截面为弧形的两

肢，两肢的腹板沿竖向均匀对称开设有圆孔，钢梁插入槽口内且同一高度两肢的圆孔中横

向设有贯穿钢梁的钢棒；钢管桩柱上端外露区域的圆孔间距小于千斤顶行程，作为承受千

斤顶顶力的钢梁可在钢管桩柱两肢间槽口上下移动，所述钢棒用于限位钢梁；

（5）同步控制各千斤顶共同施力，下沉一个千斤顶行程距离后千斤顶回油，将圆孔内钢

棒抽出、钢梁下移，再将钢棒插入新的圆孔，如此往复，将单节段标准模块压入土中，在千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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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施力时，同步挖掘沉井内土方；

（6）重复步骤（2）～（5）从而实现将多节段标准模块依次沉入土中，各节吊装到位且焊

接成型的标准模块与前一节已沉入的标准模块焊接连接，之后在形成的钢沉井内浇筑钢筋

混凝土底板、钢筋混凝土顶板，在钢沉井内构建用于停车的钢结构车库。

[0014] 优选的，所述钢沉井井壁单元由井壁型钢龙骨和焊接于井壁型钢龙骨两侧的井壁

表面钢板焊接构成，所述井壁型钢龙骨横向及纵向交错设置。

[0015] 优选的，钢结构扶壁柱由扶壁柱型钢龙骨和扶壁柱表面钢板焊接而成，钢结构扶

壁柱高度同钢沉井井壁单元一致，所述扶壁柱型钢龙骨与相邻的井壁型钢龙骨在工程现场

焊接连接。

[0016] 优选的，所述钢支撑单元包括平行设置的上弦钢梁、下弦钢梁及固定连接于上弦

钢梁及下弦钢梁之间竖向的钢腹杆和钢竖杆，钢支撑单元的上弦钢梁和下弦钢梁两端与竖

向的钢立柱单元焊接连接；

或钢支撑单元的一端经钢竖杆与钢结构扶壁柱内侧焊接连接，钢支撑单元的另一端上

弦钢梁和下弦钢梁与竖向的钢立柱单元焊接连接；

上下相邻的钢立柱单元焊接连接形成一个整体。

[0017] 优选的，在浇筑沉井的钢筋混凝土底板、钢筋混凝土顶板后拆除钢支撑单元的钢

腹杆，割除外露出钢筋混凝土顶板的钢管桩柱。

[0018] 优选的，所述最底部的钢沉井井壁单元及钢结构扶壁柱的下端封闭且内收呈V形

形成沉井刃脚。

[0019] 优选的，所述单节段钢沉井外壳单元焊接成型后在其钢沉井井壁单元腔室、钢结

构扶壁柱内灌入全部或部分砂石料或水，在整个钢沉井下沉到位后一次性在钢沉井井壁单

元腔室、钢结构扶壁柱内灌满水泥浆或混凝土。

[0020] 优选的，钢筋混凝土顶板上预留车库垂直运输所需孔洞；钢沉井井壁单元腔室内

浇注混凝土时在井壁顶预留插筋，插筋伸入钢筋混凝土顶板；所述钢筋混凝土底板内具有

底板上层钢筋及底板下层钢筋，沉井刃脚与底板上层钢筋及底板下层钢筋经止水用钢板焊

接连接。

[0021] 优选的，在步骤（2）中标准模块成型时在所述的钢支撑单元的上弦钢梁与下弦钢

梁之间还具有平行于下弦钢梁及上弦钢梁的中间钢梁，所述中间钢梁一端和钢竖杆焊接连

接，另一端和钢立柱单元焊接连接，或者两端与钢立柱单元焊接连接，在沉井下沉到位后再

在上弦钢梁、中间钢梁及下弦钢梁和钢沉井井壁间焊接车库其余梁。

[0022] 优选的，钢管桩柱的下部管身上开设有注浆孔，在钢管桩柱植入土层后在钢管桩

柱内灌注混凝土。

[002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本发明采用钢结构预制组装、沉井施工方

式，高效、快速、精准的建设一体式地下车库。采用预制装配钢沉井，车库和井壁融为一体，

节省了建材；为控制沉井下沉精度、速度而提出的助沉控制技术高效、精准，极大减少了对

周围环境的影响。助沉控制技术所采用的钢管桩柱永久固定在钢沉井井壁和岩土中，对地

下车库的稳定可靠的使用提供了保证。

[002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采用预制装配钢沉井，车库和井壁融

为一体，不仅强化了车库结构还节省了大量建材，为控制沉井下沉精度、速度而提出的助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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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技术高效、精准，极大减少了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建设周期短，占地面积少，对周边环境

要求低，适合在老城区、学校、医院、超市、剧院等公共设施和密度较大的建筑群中建造地下

车库。

附图说明

[0025] 图1为本发明标准模块顶视图；

图2为本发明图1 中单个标准模块下沉施工过程A-A剖视图；

图3为本发明施工时钢沉井井壁单元及钢结构扶壁柱配合结构顶视图；

图4为本发明图3 中B-B剖视图；

图5为本发明沉井下沉到位后浇筑有顶板和底板的永久使用状态结构剖视图；

图6为本发明钢管桩柱剖视图；

图7为本发明图6中钢管桩柱上部C-C剖视图；

图8为本发明钢管桩柱下部D-D横剖视图；

图9为本发明钢沉井刃脚大样图；

图10为本发明图1中E处放大示意图。

[0026] 其中：1、钢结构扶壁柱，11、扶壁柱型钢龙骨，12、扶壁柱表面钢板；

2、钢沉井井壁单元，21、井壁型钢龙骨，22、井壁表面钢板，23、钢套环；

3、钢管桩柱，31、钢棒，32、圆孔，33-两肢；

4、钢梁，5、千斤顶，6、钢支撑上弦梁，61、钢支撑下弦梁，62、中间钢梁；

7、钢立柱单元，71、钢腹杆  72、钢竖杆；

8、钢筋混凝土底板，81、搭筋止水钢板；

9、钢筋混凝土顶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28] 如图1～10所示，一种装配式地下车库，包括采用沉井工艺下沉到设计标高的钢沉

井外壳、钢支撑及浇筑于钢沉井外壳顶部及底部的钢筋混凝土顶板和底板，以及搭设于沉

井内部的钢结构车库。车库平面包括两侧的停车楼板和中部上下贯通的提升井，车库平面

尺寸根据地面空间和单层停车数量要求等综合确定，双方向尺度以10m-20m为宜，单层停车

8辆或12辆，沉井内部净深度不受限制，但符合常规机械停车所要求高度的倍数，以偶数倍

为宜。

[0029] 钢沉井沿竖向分割为若干节段，每节段宜为两层停车库高度，大约为4.5m。每节段

为工厂预制现场装配的标准模块，标准模块由钢沉井外壳单元及钢支撑组成，所述标准模

块的钢沉井外壳包括预制的钢沉井井壁单元2及钢结构扶壁柱1，所述钢支撑包括预制的钢

支撑单元及钢立柱单元7，钢沉井井壁单元2及钢支撑单元内固定有钢套环23。

[0030] 钢沉井井壁单元2由井壁型钢龙骨21和焊接于井壁型钢龙骨两侧的井壁表面钢板

22焊接构成，所述井壁型钢龙骨21横向及纵向交错设置。

[0031] 钢结构扶壁柱1由扶壁柱型钢龙骨11和扶壁柱表面钢板12焊接而成，钢结构扶壁

柱1高度同钢沉井井壁单元2，所述扶壁柱型钢龙骨11与相邻的井壁型钢龙骨21在工程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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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接连接。

[0032] 钢支撑单元包括平行设置的上弦钢梁6、下弦钢梁61及固定连接于上弦钢梁6及下

弦钢梁61之间竖向的钢腹杆71和钢竖杆72。

[0033] 本实施例中，靠近钢结构扶壁柱1一侧的钢支撑单元经钢竖杆72与钢结构扶壁柱1

内侧焊接连接，钢支撑单元的另一端上弦钢梁6和下弦钢梁61与竖向设置的钢立柱单元7焊

接连接。而位于中部的钢支撑单元的上弦钢梁6和下弦钢梁61两端与竖向设置的钢立柱单

元7焊接连接，上下相邻的钢立柱单元7焊连形成一个整体。

[0034] 所述的钢沉井井壁单元2内的钢套环23外周与井壁型钢龙骨21焊接连接，所述钢

支撑单元内固定的钢套环23与上弦钢梁6、下弦钢梁61焊接连接。钢套环高度数厘米。

[0035] 在浇筑沉井的钢筋混凝土底板8、钢筋混凝土顶板9后拆除钢支撑单元的钢腹杆

71，割除外露出钢筋混凝土顶板的钢管桩柱。

[0036] 最底部的钢沉井井壁单元2及钢结构扶壁柱1的下端封闭且内收呈V形，形成沉井

刃脚。

[0037] 具体施工包括以下工作步骤：

（1）  在拟构建地下车库的现场，拟下沉的钢沉井井壁单元2及钢支撑单元各自的钢套

环23设置处采用勘探机具成孔，植入钢管桩柱3；钢管桩柱3需进入较好土层一定深度，满足

一定承载力要求，钢管桩柱3的下部区段可在管身上开设注浆孔，待其成桩后注浆以提高其

承载力；

（2）  依次吊装钢沉井外壳单元的钢沉井井壁单元2、钢结构扶壁柱1、钢支撑单元及钢

立柱单元7，使钢沉井井壁单元2和钢支撑单元内的钢套环23对应钢管桩柱3位置放置，使钢

套环套设于钢管桩柱外部，将该节段钢支撑单元和钢立柱单元7焊接形成钢支撑，钢支撑和

钢沉井井壁单元2焊接于钢结构扶壁柱1形成标准模块；

（3）  在标准模块上方、外露出标准模块的钢管桩柱3之间架设钢梁4，钢梁4和标准模块

之间均匀设置千斤顶5，每个钢沉井井壁单元2及钢支撑单元上设置不少于一个千斤顶5，千

斤顶5应与其接触的钢梁4、钢沉井井壁单元2、钢结构扶壁柱1、钢支撑顶面可靠连接。沉井

施工可能遇软土突沉或遇障碍物无法下沉，有悬挂于钢梁的可能，千斤需与此可靠连接；

（4） 所述钢管桩柱3上端外露出标准模块区段纵向对称开设槽口形成截面为弧形的两

肢，两肢的腹板沿竖向均匀对称开设有圆孔32，钢梁4插入同一横向排列的各个钢管桩柱3

上部槽口内且同一高度两肢的圆孔32中横向设有贯穿钢梁4的钢棒31；钢管桩柱3上端外露

区域的圆孔32间距小于千斤顶5行程，作为承受千斤顶顶力的钢梁4可在钢管桩柱3两肢间

槽口上下移动，所述钢棒31穿过钢梁4及圆孔从而使钢梁固定在各个钢管桩柱3上；

（5） 同步控制各千斤顶5共同施力，下沉一个千斤顶行程距离后千斤顶回油，将圆孔32

内钢棒31抽出、钢梁4下移，再将钢棒31插入新的圆孔32，如此往复，将单节段标准模块压入

土中，在千斤顶施力时，同步挖掘沉井内土方；

（6）  重复步骤（2）～（5）从而实现将多节段标准模块依次沉入土中，各节吊装到位且焊

接成型的标准模块与前一节已沉入的标准模块焊接连接，即上下相邻标准模块的钢沉井井

壁单元、钢结构扶壁柱，钢立柱单元、下部标准模块的钢支撑上弦梁与上部标准模块的钢支

撑下弦梁焊接为一体，之后在形成的钢沉井内浇筑钢筋混凝土底板8、钢筋混凝土顶板9，在

钢沉井内构建用于停车的钢结构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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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单节段钢沉井外壳单元焊接成型后在其钢沉井井壁单元2腔室、钢结构扶壁柱1内

灌入全部或部分砂石料或水，在整个钢沉井下沉到位后一次性在钢沉井井壁单元2腔室、钢

结构扶壁柱1内灌满水泥浆或混凝土。

[0039] 钢筋混凝土顶板9上预留车库垂直运输所需孔洞；钢沉井井壁单元腔室2内浇注混

凝土时在井壁顶预留插筋，插筋伸入钢筋混凝土顶板9；所述钢筋混凝土底板8内具有底板

上层钢筋及底板下层钢筋，沉井刃脚与底板上层钢筋及底板下层钢筋经止水用钢板81焊接

连接。

[0040] 在步骤（2）中标准模块成型时在所述的钢支撑单元的上弦钢梁6、下弦钢梁61之间

还焊接有平行于下弦钢梁及上弦钢梁的中间钢梁62，靠近钢结构扶壁柱1一侧的中间钢梁

62一端和钢竖杆72焊接连接，另一端和钢立柱单元7焊接连接，而位于中部的中间钢梁62两

端与竖向设置的钢立柱单元7焊接连接，中间钢梁62内也焊接有与上弦钢梁6、下弦钢梁61

对应设置的钢套环23。在沉井下沉到位后再在上弦钢梁6、下弦钢梁61、中间钢梁62和钢沉

井井壁间焊接车库其余钢梁。

[0041] 作为沉井施工阶段钢支撑系统组成部分的上弦钢梁6、下弦钢梁61、中间钢梁62和

钢立柱单元7，也是永久使用阶段钢结构车库的骨架，车库其余次钢梁等和该骨架及钢沉井

井壁焊连，组成完整的钢结构车库。

[0042] 上述本发明所公开的任一技术方案除另有声明外，如果其公开了数值范围，那么

公开的数值范围均为优选的数值范围，任何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应该理解：优选的数值范围

仅仅是诸多可实施的数值中技术效果比较明显或具有代表性的数值。由于数值较多，无法

穷举，所以本发明才公开部分数值以举例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并且，上述列举的数值不

应构成对本发明创造保护范围的限制。

[0043] 最后应当说明的是：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限制；尽

管参照较佳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所属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依然

可以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进行修改或者对部分技术特征进行等同替换；而不脱离本发

明技术方案的精神，其均应涵盖在本发明请求保护的技术方案范围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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