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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深基坑降水施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1)结合工程地质勘查资料，围绕地下室高程区域

进行整体降水设计，预备井点管及自吸泵；2)定

位放线；根据设计图纸，准确定位出核心筒的位

置，并在基坑顶部外侧设置排水沟；3)将核心筒

沿边线每边扩大不少于2500mm开挖至地下水位

以下1～2m；4)根据计算所得降水井的数量在基

坑内均布用以疏干和降低潜水、承压水水位的抽

水井，围绕核心筒基坑周围封闭式布置降水井

点，降水井点采用PVC竖管插入基坑，PVC竖管间

隔、交错设置，形成一个持续降水封闭圈。本发明

采用PVC管围绕基坑布置封闭式降水井点，投入

成本小，降水时水压均衡，效果明显，对工期的影

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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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深基坑降水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1)整体降水设计，预备井点管及自吸泵(4)：结合工程地质勘查资料，围绕地下室高程

区域进行整体降水设计，预备用作降水的井点管及自吸泵(4)；

2)定位放线:根据设计图纸平面布置，准确定位出核心筒的位置、基底标高,并做好标

记；在基坑顶部外侧设置排水沟；

3)基坑核心筒部位开挖：将处于开挖最深处集水井和/或电梯井(10)沿边线每边扩大

不少于2500mm开挖至地下水位以下1～2m；

4)布置降水井点：根据计算所得降水井的数量在基坑内均布用以疏干和降低潜水、承

压水水位的抽水井，围绕集水井和/或电梯井(10)基坑周围封闭式布置降水井点，降水井点

采用PVC竖管(2)插入基坑，PVC竖管(2)插入基坑泥砂层时，应反复旋转插入，当土质较硬

时，先用挖掘机将锥头钢管压入后再将锥头钢管拔出，使其形成与锥头钢管直径相同的降

水井，再将PVC竖管(2)插入；PVC竖管(2)间隔0.8～1m、每6～8根PVC竖管(2)连成整体，根据

抽水影响半径前后交错设置，形成一个持续降水封闭圈；所述PVC竖管(2)最底部为滤管

(3)，所述滤管(3)是直径50mm的硬质塑料管，滤管(3)侧面用裁纸刀钻孔开槽，形成条形状

排列的滤孔(6)，所述条形的滤孔（6）呈倾斜排列在滤管（3）的侧面，与PVC竖管(2)连接，滤

管(3)端部应用滤网封堵，内层用网格布包裹，外层用土工布(7)包扎，将滤管(3)放置于透

水性良好的土层中，沉到吸水时最低水位以下，并在滤管(3)上安装浮球液位开关；所述滤

管(3)的长度≥500mm，所述网格布为30～40眼/cm2，所述滤管(3)的滤孔(6)长度为40～

50mm，宽度为5mm～10mm，滤管(3)一端埋入地下，另一端通过异径直接接头(5)与PVC竖管

(2)相连；

5)连通PVC竖管(2)与集水总管：将PVC竖管(2)上端与横管(1)相连，横管(1)再与集水

总管连通，集水总管内的水由自吸泵(4)抽出；排水设计时充分考虑因多种因素造成的破裂

漏水，每个管井的出水管井口段安置三通和阀门，配备软管，以利不停泵就可进行排水管道

修复，排水管道布置尽量避开施工便道；

6)基坑排水：基坑内采用潜水泵(11)将明水抽至基坑顶部的排水沟；降水基坑内有局

部明水时，用小挖机在坑内中间位置挖集水坑，放入空油桶，油桶侧面钻孔眼，沉入开挖面

以下部分用滤网封堵，抽水时将潜水泵(11)放置在油桶中，由自动抽水控制器实现明水外

排。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深基坑降水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4)中PVC竖管(2)

的直径为30～40mm，PVC竖管(2)的插入深度为4～6m。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深基坑降水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4)中降水井

的布置需依据开挖标高情况划分区域，需避开冒砂点，并在原冒砂部位覆土。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深基坑降水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4)中PVC竖管

(2)的布置应根据基坑的大小、降水深度的要求以及含水层的渗透性能和地下水流向综合

进行井点布置，冬季施工时，需对集水总管作保温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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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深基坑降水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建筑施工领域，特别涉及一种深基坑降水施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快速发展，建筑规模得到了迅速扩大，越来越多的地下设

施源源不断地涌现，超大、超深的地下室越来越多，更多的大型建筑选址在沿河、沿海处。地

下渗透性较好的土层往往与河水相贯通，地质资料有时不能完全准确地反映地质状况，随

着基坑的开挖底部砂水从基坑内冒出，甚至会出现管涌现象，这时就需要采取快速降排水

措施。实际施工中往往在基坑开挖前采用钢板桩、水泥搅拌桩或截水帷幕控制地下水，但此

类方法只能满足涌水量较小且降水深度较浅的工程，对近河岸边深基坑工程作用有限。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深基坑降水施工方

法，它采用PVC管围绕基坑布置封闭式降水井点，投入成本小，降水时水压均衡，效果明显，

对工期的影响较小。

[0004]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出的技术方案为：一种深基坑降水施工方法，包括

如下步骤：

[0005] 1）整体降水设计，预备井点管及自吸泵：结合工程地质勘查资料，围绕地下室高程

区域进行整体降水设计，预备用作降水的井点管及自吸泵；

[0006] 2）定位放线：对基坑进行大开挖后，根据设计图纸平面布置准确定位出核心筒的

位置并做好标记；在基坑顶部外侧设置排水沟；

[0007] 3）基坑核心筒部位开挖：先将处于开挖最深处的集水井和／或电梯井沿边线每边

扩大不少于2500mm开挖至地下水位以下1～2m；

[0008] 4）布置降水井点：根据计算所得降水井的数量在基坑内均布用以疏干和降低潜

水、承压水水位的抽水井，围绕集水井和／或电梯井基坑周围封闭式布置降水井点，降水井

点采用PVC竖管插入基坑，PVC竖管间隔0.8～1m、每6～8根PVC竖管连成整体，根据抽水影响

半径前后交错设置，形成一个持续降水封闭圈；

[0009] 5）连通PVC竖管与集水总管：将PVC竖管下端连接滤管，上端与横管相连，横管再与

集水总管连通，集水总管内的水由自吸泵抽出；

[0010] 6）基坑排水：基坑内采用潜水泵将明水抽至基坑顶部的排水沟，坑内降低后地下

水位线须至承台垫层底0.5m以下，坑底土面保持无水状态，抽排降水时间根据基础施工需

要确定，待基础施工完成，即可拆除降水系统。

[0011]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所述步骤4）中PVC竖管的直径为30～40mm，PVC

竖管的插入深度为4～6m，PVC竖管的间隔距离为0.8～1m。

[0012] 进一步，所述步骤4）中PVC竖管插入基坑泥砂层时，应反复旋转插入，当土质较硬

时，可先用挖掘机将锥头钢管压入后再将锥头钢管拔出，使其形成与锥头钢管直径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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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水井，再将端部用滤网进行封堵的PVC竖管插入。

[0013] 进一步，所述步骤4）中插入基坑的PVC竖管最底部为滤管，所述滤管是直径50mm的

硬质塑料管，滤管侧面用裁纸刀钻孔开槽，形成条形状排列的滤孔，与PVC竖管连接，滤管端

部应用滤网封堵，内层用网格布包裹，外层用土工布包扎，将滤管放置于透水性良好的土层

中，沉到吸水时最低水位以下，并在滤管上安装浮球液位开关。

[0014] 进一步，所述滤管的长度≥500mm，所述网格布为30～40眼/cm²，所述滤管的滤孔

的长度为40～50mm，宽度为5mm～10mm，滤管一端埋入地下，另一端通过异径直接接头与PVC

竖管相连，根据地勘资料及现场原有地下水位线情况，滤管应放置在含水层的适当范围内。

[0015] 进一步，所述步骤4）中降水井的布置需依据开挖标高情况划分区域，需避开冒砂

点，并在原冒砂部位覆土。

[0016] 进一步，所述步骤5）中每6～8根PVC竖管连成整体。

[0017] 进一步，所述步骤4）中PVC竖管的布置应根据基坑的大小、平面尺寸、降水深度的

要求以及含水层的渗透性能和地下水流向综合进行井点布置，冬季施工时，需对集水总管

作保温处理。

[0018] 进一步，所述步骤5）中排水设计时充分考虑因多种因素造成的破裂漏水，每个管

井的出水管井口段安置三通和阀门，配备软管，以利不停泵就可进行排水管道修复，排水管

道布置尽量避开施工便道。

[0019] 进一步，所述步骤6）中降水基坑内有局部明水时，用小挖机在坑内中间位置挖集

水坑，放入直径550mm、高度4000mm的空油桶，油桶侧面间距100mm钻孔眼，沉入开挖面以下

部分用滤网封堵，抽水时将潜水泵放置在油桶中，由自动抽水控制器实现明水外排；根据降

水设计，降水都需将开挖范围内的潜水含水层疏干，但由于受潜水含水层底板凹凸不平的

影响，在局部粘性土夹层或潜水含水层底板处会出现渗水线,因此可能会在基槽内形成大

量的滞留水，这部分水若处理不好将带出地层中大量细颗粒物质，使基槽边坡土扰动出现

坍塌，影响基槽开挖和基础施工。出现这种情况时，为了防止坑壁塌方，应放慢挖槽速度，及

时在坑壁设置盲管导流，并在槽边挖盲沟集水，再将集水排走，导流管一般采用长0.5m的φ

25mm塑料管，做成花管并缠80目尼龙纱网，盲沟一般贴坑壁挖，宽300mm，深300mm。

[0020] 使用本发明的降水施工方法之前，根据降水设计中计算的抽水影响范围和该范围

内的典型建筑布设沉降监测点，在抽水期间要进行连续沉降监测，若累计沉降量接近预警

值(根据不同类型建筑确定的不同预警值)时，及时采取必要措施。

[0021]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优点在于：

[0022] 1、本发明的施工方法能实现较大降深，方便了工程施工，对于超大、超深的地下室

工程，在距河岸较近处的基坑，或部分土层含水量大、透水性较好，土方开挖过程中发现有

冒砂、管涌的迹象时本工法能最大程度减小对挖土施工的影响；

[0023] 2、本发明工艺简单易操作、施工速度快、效率高、噪音低、工期短、文明施工程度

高，能很好地满足环保要求，就万宁市神州半岛项目基础施工而言，降水区域的6#楼、7#楼

各1960㎡，基础施工工期60天，如果采用冲击钻机成孔安装井管方式，需要成孔15个，打井

费用6720元/个，降水施工及运行阶段钻机操作工人人工费用5万元，每天设备费用230元/

套，合计总费用为15.4万元，采用本发明的施工方法进行施工，项目部前期一次性投入大约

3.2万元，后续其他费用3万元，并且PVC管，水泵可周转使用，7天时间降水施工完成，基础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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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工期大为提前；

[0024] 3、对于河岸边深基坑冒砂水问题，很有可能是因为地质起伏原因，止水帷幕未完

全切断地下土层与河水的联系，致使基坑开挖后水位一直得到周边河水的补充，并未随土

方开挖而下降。按照以往的工程经验，一般采用加长止水帷幕或基底注浆的方法，但是采用

本发明的施工方法可减少旋挖钻机成孔费用，不需要管井，作业完毕后又很容易将其拔出，

材料可重复利用，费用仅为其它方案的1/3～1/5。

附图说明

[0025] 图1是本发明施工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2是本发明降水系统平面布置图；

[0027] 图3是本发明降水做法剖面图；

[0028] 图4是本发明降水滤管连接示意图。

[0029] 图例说明：

[0030] 1、横管；2、PVC竖管；3、滤管；4、自吸泵；5、异径直接接头；6、滤孔；7、土工布；8、原

有地下水位线；9、降低后地下水位线；10、集水井和／或电梯井；11、潜水泵。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为了便于理解本发明，下文将结合说明书附图和较佳的实施例对本发明作更全

面、细致地描述，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限于以下具体的实施例。

[0032] 如图1至图4所示，一种深基坑降水施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33] 1）整体降水设计，预备井点管及自吸泵4：对深基坑冒砂水现象观测分析，结合工

程地质勘查资料，围绕地下室高程区域进行整体降水设计，预备用作降水的井点管及自吸

泵4；

[0034] 2）定位放线：对基坑进行大开挖后，根据设计图纸平面布置准确定位出核心筒的

位置并做好标记，在基坑顶部外侧设置排水沟；

[0035] 3）基坑核心筒部位开挖：先将处于开挖最深处的集水井和／或电梯井10沿边线每

边扩大不少于2500mm开挖至地下水位以下1～2m；

[0036] 4）布置降水井点：根据计算所得降水井的数量在基坑内均布用以疏干和降低潜

水、承压水水位的抽水井，围绕集水井和／或电梯井10基坑周围封闭式布置降水井点，降水

井点采用PVC竖管2插入基坑，PVC竖管2间隔0.8～1m、每6～8根PVC竖管2连成整体，根据抽

水影响半径前后交错设置，形成一个持续降水封闭圈；

[0037] 5）连通PVC竖管2与集水总管：将PVC竖管2下端连接滤管3，上端与横管1相连，横管

1再与集水总管连通，集水总管内的水由自吸泵4抽出；

[0038] 6）基坑排水：基坑内采用一台口径为100mm，功率为5.5KW的潜水泵11将明水抽至

基坑顶部的排水沟，一组一台自吸泵4布置，计划每个集水井和／或电梯井10周边总共布置

10～12台1.1KW自吸泵4，统一抽至路边的排水沟，再排出场地外。

[0039] 本实施例中，步骤4）中PVC竖管的直径为30～40mm，PVC竖管2的插入深度为4～6m，

PVC竖管2的间隔距离为0.8～1m。

[0040] 本实施例中，步骤4）中PVC竖管2插入基坑泥砂层时，应反复旋转插入，当土质较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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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可先用挖掘机将锥头钢管压入后再将锥头钢管拔出，使其形成与锥头钢管直径相同的

降水井，再将端部用滤网进行封堵的PVC竖管2插入。

[0041] 本实施例中，步骤4）中插入基坑的PVC竖管2最底部为滤管3，滤管3即是直径50mm

的硬质塑料管，滤管3侧面用裁纸刀钻孔开槽，形成条形状排列的滤孔6，与PVC竖管2连接，

滤管3端部应用滤网封堵，内层用网格布包裹，外层用土工布7包扎，将滤管3放置于透水性

良好的土层中，沉到吸水时最低水位以下，并在滤管3上安装浮球液位开关。

[0042] 本实施例中，滤管3的长度≥500mm，网格布为30‑40眼/cm²，滤管3的滤孔6的长度

为40～50mm，宽度为5mm～10mm，滤管3一端埋入地下，另一端通过异径直接接头5与PVC竖管

2相连，根据地勘资料及现场原有地下水位线8情况，滤管应放置在含水层的适当范围内。

[0043] 本实施例中，步骤4）中降水井的布置需依据开挖标高情况划分区域，需避开冒砂

点，并在原冒砂部位覆土。

[0044] 本实施例中，步骤5）中每6～8根PVC竖管2连成整体。

[0045] 本实施例中，步骤4）中PVC竖管2的布置应根据基坑的大小、平面尺寸、降水深度的

要求以及含水层的渗透性能和地下水流向综合进行井点布置，冬季施工时，需对集水总管

作保温处理。

[0046] 本实施例中，步骤5）中排水设计时充分考虑因多种因素造成的破裂漏水，每个管

井的出水管井口段安置三通和阀门，配备软管，以利不停泵就可进行排水管道修复，排水管

道布置尽量避开施工便道。

[0047] 本实施例中，步骤6）中降水基坑内有局部明水时，用小挖机在坑内中间位置挖集

水坑，放入空油桶，油桶侧面钻孔眼，沉入开挖面以下部分用滤网封堵，抽水时将潜水泵11

放置在油桶中，由自动抽水控制器实现明水外排；当发现在基槽内形成大量的滞留水时，放

慢挖槽速度，及时在坑壁处设置盲管导流，并在槽边挖盲沟集水，再将集水排走，坑内降低

后地下水位线9须至承台垫层底0.5m以下，坑底土面保持无水状态，抽排降水时间根据基础

施工需要确定，待基础施工完成，即可拆除降水系统。

[0048] 具体应用实例1：

[0049] 五矿二十三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海南万宁市神州半岛C05地块项目于2017

年1月开工建设，2018年4月工程竣工。项目为6栋96米住宅楼，框架剪力墙结构，工程紧邻大

海，地下水位较高。土质为细沙，根据地质勘察报告,稳定地下水位埋深为1.20～4.60m。地

下室开挖过程中，整个基坑涌砂水现象不断，工程基坑较深处主要为主楼地下室消防电梯

井和集水井，针对现场实际情况，电梯井基坑桩顶标高为‑8.15m，集水井基坑桩顶标高为‑

8.8m（垫层底标高‑9.05m），地下室底板板底标高为‑5.55m，最深处高差达到3.5m，由于细沙

泡水后稳定性差，直接开挖难度大，采用本工法施工后有效的降低了地下水位，使其一直低

于承台垫层底，保证了地下室的安全施工。施工简单快捷，满足设计和国家规范要求。大大

减少了施工成本，缩短了基础施工工期。

[0050] 具体应用实例2：

[0051] 五矿二十三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庐山春天•大拇指商业广场项目位于株洲

市天元区株洲大道与庐山路交叉处，该项目于2015年6月开工，2017年4月通过竣工验收。项

目为框架剪力墙结构公寓楼及商业配套，地下两层，地上22层。基础施工时，坑底涌水不断，

采用本工法施工，有效改善了施工作业条件，防止了坑底隆起和破坏，施工速度快。实践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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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本工法简单易行、经济高效，值得推广应用。

[0052] 具体应用实例3：

[0053] 由五矿二十三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苍溪金港国际工程，位于四川省苍溪

县，占地面积12.15亩，建筑面积16.5万平方米，由6栋99.9米商住楼组成，地下四层，地上33

层，框架剪力墙结构。该项目于2016年1月开工建设，2017年12月竣工。地质条件以粉质黏土

为主，局部夹细砂层，地下水位标高‑4.8m，实际降水标高为‑6.0m，采用了本工法施工，井点

深为12.5m，间距10m，管井内径500mm，实现了快速降水，降水后基坑干燥，边坡稳定，效果良

好。

[0054] 在以上应用实例中，深基坑降水工序均圆满顺利实施完成。本工法应用的三个工

程在安全、质量、进度、效益、环保等方面都达到了设计和建设单位的要求，得到了建设单位

的高度认可，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该工法技术成熟、工艺简单，操作方便、安

全可靠。很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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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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