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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振冲浆夯法建筑肥槽回填

施工方法，可用于建筑基坑肥槽回填，也可以用

于地下管廊或空洞回填，包括以下步骤：分次向

肥槽内填充回填土，每次回填土完成之后，向虚

填的回填土内喷射搅拌好的浆液并振捣使其形

成流塑状水泥土浆液，水泥土浆液经过一定时间

凝固形成水泥土固结体。本发明具有施工速度

快、周期短、成本低、填充质量易于保证以及可以

实现在保证安全前提下钢梁拆除回收，经济环保

效益明显的优点。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6页  附图1页

CN 111676987 A

2020.09.18

CN
 1
11
67
69
87
 A



1.振冲浆夯法建筑肥槽回填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分次向肥槽内填充

回填土，每次回填土完成之后，向虚填的回填土内喷射搅拌好的浆液并振捣使其形成流塑

状水泥土浆液，水泥土浆液经过一定时间凝固形成水泥土固结体。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振冲浆夯法建筑肥槽回填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浆液为单液

化学浆液，其由包含以下原料制成：20-30重量份磷酸氢二钠、490-510体积份水、380-420重

量份水泥和180-220体积份水玻璃。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振冲浆夯法建筑肥槽回填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单液化学浆

液的配置步骤如下：首先取30-40L水溶解20-30kg磷酸氢二钠，然后加460-470L水，搅拌均

匀，加入380-420kg水泥，搅拌均匀，然后加入180-220L水玻璃搅拌均匀。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振冲浆夯法建筑肥槽回填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浆液为水泥

水玻璃双浆液，水泥浆与水玻璃体积比为（20-10）：1。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振冲浆夯法建筑肥槽回填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利用振冲器

对水泥土浆液进行振捣。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振冲浆夯法建筑肥槽回填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振冲器规格

功率为13~30kW的振冲器，转数1450r .p .m，额定电流22 .5~60A，振动力35~90kN，振幅

4.20mm，振冲器外径274~351mm，振冲器长度2000~2150mm。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振冲浆夯法建筑肥槽回填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利用手动振

动棒对水泥土浆液进行振捣，当喷射单浆液时，振动棒的一侧设置一根输浆管；当喷射双浆

液时，在振动棒的两侧分别设置一根输浆管。

8.根据权利要求5-6任一所述的振冲浆夯法建筑肥槽回填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振冲

器的起吊机械采用汽车吊、履带吊、自行井架式专用车、扒杆或者打桩机。

9.根据权利要求1-7任一所述的振冲浆夯法建筑肥槽回填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浆液

的搅拌，其中搅浆机的功率不小于2.5KW，搅浆桶及储浆桶选用1.5-1.8m³，过滤筛选用过滤

网或者电动震动筛，规格60目，高压泵功率不小于90KW，额定泵压不小于24MPa，额定泵量不

小于200L/min，启动柜额定电压380V,额定电流不小于90A，高压胶管能满足30MPa压力。

10.一种如权利要求1-7任一所述的振冲浆夯法建筑肥槽回填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

该方法应用在地下管廊回填、桥涵的台背回填或空洞回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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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冲浆夯法建筑肥槽回填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回填的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振冲浆夯法建筑肥槽回填施工方

法。还可用于建筑肥槽回填、桥涵台背回填、管廊和空洞回填等。

背景技术

[0002] 肥槽意思是为提供作业面而多开挖的那一部分，一般情况下是指建筑物地下室外

墙或基础外墙与基坑边之间的空间。

[0003] 目前，肥槽回填通常采用以下三种方法：1、采用素土或者2：8灰土或者3：7灰土回

填，由于肥槽的设计宽度一般小于1m，宽度小，无法实施回填土分层夯实，导致回填质量无

法保证，以北京某大厦肥槽回填为例，采用该方法回填后不到两年时间，由于雨季和渗水的

浸泡，导致肥槽部位填土沉降陷落，进而导致该部位埋设的多种管线折断，造成建筑停水停

电停气等严重后果。

[0004] 2、选择级配砂石做回填料，配合水夯法使回填密实，这种做法水对建筑物的浮力

不可忽视，可能会导致建筑底板开裂上抬。更有甚者，肥槽回填不密实，就盲目拆除锚杆，导

致基坑坍塌，临近管线比如自来水管或煤气管线断裂，其后果是“水漫金山”或“浓烟滚滚，

豪气冲天”；也有造成临近建筑物严重开裂倾斜等损毁的案例。

[0005] 3、可供参考的申请号201610562214 .7肥槽回填用自密实水泥土浆液，包括水泥

100-400kg，就地取土500-900kg、石屑或石粉200-400kg、粉煤灰50-100kg、速凝剂或者早强

剂1-3%和适量的水，将上述材料直接浇筑到肥槽内。上述浆液需要专门在拌合站或者拌合

机中进行搅拌成型，然后经过罐车运输至现场进行浇筑。这种做法比浇筑混凝土砂浆能便

宜三分之一甚至一半，但是工效跟浇筑混凝土砂浆是一样的，同样存在施工效率低，工期长

的问题。

[0006] 因此，需要一种更加高效经济的肥槽回填方法。

发明内容

[0007]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振冲浆夯法建筑肥槽回填施

工方法，具有回填质量好、施工周期短以及成本低的优点。

[0008] 本发明的上述发明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

振冲浆夯法建筑肥槽回填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分次向肥槽内填充回填土，每次回

填土完成之后，向虚填的回填土内喷射搅拌好的浆液并振捣使其形成流塑状水泥土浆液，

水泥土浆液经过一定时间凝固形成水泥土固结体。

[0009]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直接将回填土回填至肥槽内，然后向回填土中喷浆振捣

形成水泥土浆液，待水泥土浆液凝固后形成水泥土固结体，其满足肥槽对填筑强度、防渗

性、防陷落等性能要求。

[0010] 相比于传统的回填土回填，其填筑强度易于控制，质量好，不会出现后期陷落等风

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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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级配砂石做回填料，其填筑强度高，防渗性和防陷落性能好，避免水夯，所以不

会对建筑物造成破坏；

相比于水泥土砂浆填筑，其不用搅拌站或搅拌机搅拌水泥土砂浆，只要一个小的搅浆

桶搅拌喷射用的浆液即可；同时省去了对水泥土砂浆的运输。该方案回填时只要渣土车将

土倒进肥槽即可，带浆插捣的速度是完全可以跟得上的，可以说是填土有多快，整个基槽的

回填就有多快，因此该方案具有施工效率高、周期短，成本低的优势。

[0011] 本发明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浆液为单液化学浆液，其由包含以下

原料制成：20-30重量份磷酸氢二钠、490-510体积份水、380-420重量份水泥和180-220体积

份水玻璃。

[001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化学浆液是一种可调节凝结时间以使其在希望的时间内

凝固的单液，其正常粘度和水相似，但到一定时间，比如设计为一小时或二小时，则到时间

就会瞬间凝结成固体。该方案便于控制时间，在填筑过程中，浆液与土通过振捣形成流动的

水泥土，等到设计凝固时间点时，水泥土瞬间凝结为固体，形成工作平台，便于工作人员对

肥槽内的腰梁进行拆除回收。相比填筑常规的水泥土浆液需长时间等待浆液凝固，该方案

具有能够快速提供工作平台，缩短工期的优势。此外，由于其填充强度高，安全性好，可以避

免在拆除腰梁时，护坡发生坍塌。

[0013] 本发明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单液化学浆液的配置步骤如下：首先

取30-40L水溶解20-30kg磷酸氢二钠，然后加460-470L水，搅拌均匀，加入380-420kg水泥，

搅拌均匀，然后加入180-220L水玻璃搅拌均匀。

[0014]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先将磷酸氢二钠溶解，然后稀释，再与水泥混合，形成水

泥浆液，最后加入水玻璃，使得该浆液在一定时间内为液体状，方便了喷浆操作及与回填土

的混合，到达设计凝固时间时，快速凝结为固体。

[0015] 本发明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浆液为水泥水玻璃双浆液，水泥浆与

水玻璃体积比为（20-10）：1。

[001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采用水泥水玻璃双浆液，能够控制浆液的凝结时间，控制

水泥土浆液的流动距离，防止其流入不期望的地方，例如流至肥槽范围外或沿砂质土层渗

透等。

[0017] 本发明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利用振冲器对水泥土浆液进行振捣，

当振冲器喷射单浆液时，振冲器内设有一根输浆管，当振冲器喷射双浆液时，振冲器内设有

两根输浆管。

[0018] 本发明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振冲器规格功率为13~30kW的振冲器，

转数1450r.p.m，额定电流22.5~60A，振动力35~90kN，振幅4.20mm，振冲器外径274~351mm，

振冲器长度2000~2150mm。

[0019]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选转数1450r.p.m主要是考虑疏松填土及砂土或软石灰

土等填土其自振频率为1146、1040、1800，这样可获得最佳加密效果，而对周围边坡钢筋混

凝土桩或钢筋混凝土地下室墙不会产生共振，影响又很小，是安全的。

[0020] 本发明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利用手动振动棒对水泥土浆液进行振

捣，当喷射单浆液时，振动棒的一侧设置一根输浆管；当喷射双浆液时，在振动棒的两侧分

别设置一根输浆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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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当肥槽局部地方吊车无法靠近，振冲器也无法靠近时，可

以采用人工振动棒振捣；也可以用于小范围回填。由于振动棒易于获得，增加输浆管操作方

便，所以使用更加灵活。

[0022] 本发明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振冲器的起吊机械采用汽车吊、履带

吊、自行井架式专用车、扒杆或者打桩机。

[0023] 本发明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浆液的搅拌，其中搅浆机的功率不小

于2.5KW，搅浆桶及储浆桶选用1.5-1.8m³，过滤筛选用过滤网或者电动震动筛，规格60目，

高压泵功率不小于90KW，额定泵压不小于24MPa，额定泵量不小于200L/min，启动柜额定电

压380V,额定电流不小于90A，高压胶管能满足30MPa压力。

[0024]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达到最佳的拌浆以及输送的效果，整体工效高。

[0025] 本发明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该方法应用在地下管廊回填、桥涵的

台背回填或空洞回填。

[002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只要是不方便分层夯填的工况均可采用该技术，达到回

填质量好，速度快的效果。

[0027] 综上所述，本发明包括以下有益技术效果：

1、由于该方案只要填土速度足够快，带浆插捣速度是完全可以跟得上的，所以施工速

度快、周期短，可以说，想多快就可以有多快，大大节约了工期；

2、成本低，相较于混凝土砂浆更加省钱；

3、填充质量易于保证，满足肥槽填筑的强度、防渗性、防收缩、防陷落等功能要求。很容

易将肥槽内的各种填料拌合均匀，即使不愿意拉出去的建筑垃圾也可以填进去，即使冬季

结冰的冻土块也不用担心，也可用热的水泥浆液将其融化，都可拌合均匀，最后形成符合要

求的水泥土固化物；

4、通过特殊的化学单浆液配方，实现水泥土在一定时间内快速凝固，既方便了喷浆操

作，又能实现快速凝固，可以实现在保证安全前提下快速将钢梁拆除回收，经济环保效益明

显。

[0028] 5、该技术解决了房建、桥涵及市政管廊领域对于肥槽和台背等狭小空间回填存在

的速度慢、质量差、无法检测的技术痛点，属于国内首创，是该领域的一次技术革新，具有高

效、经济、环保的优点，产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高。

附图说明

[0029] 图1是本方案肥槽回填工艺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1] 参照图1，本发明公开的一种振冲浆夯法建筑肥槽回填施工方法，可用于肥槽回

填、地下管廊或空洞回填等，下面以肥槽回填为例，回填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S1、现场踏勘准备，施工设备进场。

[0032] S2、高压泵、水泵、搅拌设备等就位，各种设备安装并调试，必要时搭设防尘棚。

[0033] S3、回填土质、卸土口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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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S4、料场规划，临水临电接通。

[0035] S5、拉土车自卸或者铲车填筑肥槽，肥槽分次进行填筑，每次填筑可以为1车回填

土，也可以2-3车回填土，可根据现场工况及使用机械自由选定，且每次填土高度不宜大于

3m。

[0036] S6、在每次回填土填筑完成后，进行浆夯法施工，即向虚填的回填土内喷浆并振捣

使其形成流塑状水泥土浆液，振捣遵循三上三下的插捣方法，直至形成均匀的水泥土浆液，

水泥土浆液经过一定时间凝固形成水泥土固结体。喷浆量的控制根据回填土的土质进行调

整，能达到将回填土全部塑化成液态，形成可流动的均匀的水泥土浆液即可。

[0037] 在正式喷浆前先试喷一下清水，确保管路湿润并畅通；喷浆结束后喷一下清水，将

管路清理干净。为了增加施工效率，可以多点同时施工，即多个地点同时进行回填土和喷浆

施工，形成交叉作业，提高机械整体工效，大大缩短施工周期。

[0038] 步骤S6中用于喷浆的浆液可以选用本领域常用的水泥单浆液，优选的水灰比为

0.8：1～1:1。也可以选用水泥水玻璃双浆液，先将水玻璃按照体积比1：1加水稀释一倍后，

再将稀释后水玻璃与水泥浆按照体积比为1：20～1:10混合形成水泥水玻璃双浆液。

[0039] 更加优选的，  步骤S6中用于喷浆的浆液可以选用单液化学浆液，由包含以下重量

的原料制成：20-30重量份磷酸氢二钠、490-510体积份水、380-420重量份水泥和180-220体

积份水玻璃。较佳地，水玻璃采用高模水玻璃，模数不小于3，波美度38~40Be’。水泥净浆水

灰比0.8~1:1。

[0040] 在该浆液中，磷酸氢二钠(工业品)起到缓凝作用，水玻璃起到加速凝固的作用。采

用该种浆液可以控制水泥土浆液的凝固时间在0.5-2.5h以内，主要通过调整水玻璃的添加

量可以调整浆液的凝结时间。该浆液在凝固前其粘度一直跟清水一样，但到凝固时间点，会

瞬间凝结成不流动的固态。该浆液与回填土搅和成的水泥土凝结体强度可达0.4~0.8MPa；

渗透系数达1.0*10-6cm/s，起到了很好的防渗效果。

[0041] 单液化学浆液的配置步骤如下：以1.0m³为例，其配置步骤为首先取水30升水溶解

磷酸氢二钠25kg；然后容器内加水470升水，将上述溶好的溶液加入并搅拌均匀；然后加入

水泥400kg，搅拌均匀；然后加入水玻璃200升搅拌均匀。最终配制的单液化学浆液的凝固时

间是2小时。

[0042] 上述浆液的搅拌设备选择搅浆机功率不宜小于2.5kW，搅浆桶及储浆桶可选用1.5

～1.8m³规格或根据工程需要选用；过滤筛应选用过滤网或电动振动筛,过滤网采用60目以

下。高压泵功率不小于90kW，额定泵压不小于24MPa，额定泵量不小于200L/min。启动柜额定

电压380V,额定电流不小于90A。高压胶管：能满足30MPa压力。

[0043] 步骤S6中利用振冲器对水泥土浆液进行振捣，当振冲器喷射单浆液时，振冲器内

设有一根输浆管，当振冲器喷射双浆液时，振冲器内增设一根输送水玻璃的输浆管。

[0044] 振冲器规格优选功率为13~30kW的振冲器，转数1450r.p.m，额定电流22.5~60A，振

动力35~90kN，振幅4.20mm，振冲器外径274~351mm，振冲器长度2000~2150mm。功率只要能满

足将水泥土插捣成型即可，以功率小为好，因为插捣过程中，如果振冲器碰到建筑结构物，

则功率大的振冲器会损坏建筑的防水结构等。其选转数1450r.p.m主要是考虑疏松填土及

砂土或软石灰土等填土其自振频率为1146、1040、1800，这样可获得最佳加密效果，而对周

围边坡钢筋混凝土桩或钢筋混凝土地下室墙不会产生共振，影响又很小，是安全的。为了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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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率，而现场条件又允许，可以采用二联或三联振冲器工作，这样施工的效率会更高。若

采用二联或三联振冲器工作，应增加一个或两个“三通”阀以确保顺利施工；二联或三联振

冲器，即将两个或三个振冲器并排连接固定后，一起使用。

[0045] 此外，振冲器的起吊机械可用汽车吊、履带吊或自行井架式专用车，有些场地也可

考虑采用扒杆、打桩机等。采用汽车吊施工比较方便，采用汽车吊时起吊力不宜小于80kN。

若采用二联或三联振冲器工作，其吊车的起吊力尚应相应增大。起吊高度大于施工深度。为

了防止在振冲器振捣的过程中，起吊设备的吊钩摆动碰撞或剐蹭已有建筑物外皮，在吊钩

靠近建筑物侧用强力胶粘贴橡胶垫，这样可保护外墙免受伤害。

[0046] 当肥槽局部地方吊车无法靠近，振冲器也无法靠近时，可以采用人工振动棒振捣，

当喷射单浆液时，在振动棒的一侧绑扎一根输浆管；当喷射双浆液时，在振动棒的两侧分别

绑扎一根输浆管。

[0047] 实例对比：

北京市丰台区某基坑，深21.8m，周长约800m，地层：上部6m为填土及粉土，下部为砂卵

石地层。水位在基坑底下1m。基坑支护体系设计为桩锚体系，桩径800mm，桩间距1.5m，锚杆

为一桩一锚，间距为1.5m，共设置了5道，长度为23~26m。腰梁为28B工字钢两根。肥槽设计预

留0.8m宽。

[0048] 施工过程中尽管采用了垂直度较好的旋挖钻机，但仍然难免出现桩垂直度不易保

证的情况。多处出现“大肚子”和混凝土超灌现象。锚杆施工上钢梁张拉锁定后，发现大部分

肥槽宽度不足0.4m。而且还有截断的钢绞线外留长度10~20cm。如果人站在如此狭窄的肥槽

中分层填土，分层夯实，显然是不能实现的。施工单位还提出了回收钢梁的想法，如果肥槽

回填不密实，就盲目拆除锚杆显然会导致基坑支护桩变形甚至坍塌，严重还会造成临近道

路管线或建构筑物损毁。为此提出了四个方案，进行技术经济比较。

[0049] 方案一，采用素土回填，分层回填分层夯实，该传统方案显然不能实施，如此狭窄

的空间分层填分层夯，人不能进去，无法实现，因而也不能实现拆除回收钢梁的想法。即使

要勉强实施，工期也要22天。

[0050] 方案二，采用级配砂石回填，采用水夯法，该方法在北京地区极少采用，尤其如此

大面积大深度基坑，尚无先例，需要大量的水，地层中本没有水，如此大量的水灌入地层中，

或可对基坑稳定造成严重破坏，而且对建筑物的浮力破坏也无法准确预估，最后还是放弃。

[0051] 方案三，采用自密实水泥土浆液回填。该方案可以保证安全回填，不会对现有支护

体系造成破坏，能实现拆除锚杆的想法，比低标号混凝土或砂浆节约造价40%以上，按理论

方量计算，14000m³，可节约200万元直接成本。少外运渣土14000m³，运费及消纳节约35万

元。钢梁回收直接收益100万元。其工期约21天。

[0052] 方案四，采用浆夯法，该方案可以保证安全回填，不会对现有支护体系及建筑物造

成破坏，能实现拆除锚杆的想法，比低标号混凝土或砂浆节约造价60%以上，按理论方量计

算，14000  m³，可节约330万元直接成本。少外运渣土14000m³，运费及消纳节约35万元。钢梁

回收直接收益100万元。其工期约7天。由此可看出其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及环保效益是明显

的。关键是能很好地满足建设单位和总承包方对工期的要求。

[0053] 由于振冲浆夯回填方法就地取材节约了材料费用，且减少土方外运费用，还可利

用工业废料如粉煤灰、建筑垃圾粉碎后的细颗粒（我们称之为垃圾中的垃圾、废物中的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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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等，比混凝土砂浆有明显的成本优势，比搅拌站搅拌的水泥土浆液或固化土浆液一罐一

罐用罐车运输至现场浇筑也有明显的成本优势，而且可以实现在保证安全前提下钢梁拆除

回收，经济效益显著。该方法使肥槽回填保证质量、安全、快捷又经济环保，克服了传统回填

方法对周围环境不利影响，其社会效益和环保效益明显。

[0054] 本具体实施方式的实施例均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非依此限制本发明的保护

范围，故：凡依本发明的结构、形状、原理所做的等效变化，均应涵盖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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