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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适用于山区房建的基础

结构及其施工方法，包括挡土墙护坡和设于挡土

墙护坡内的多个灌注桩，首先清理山体基岩表

面，然后钻孔形成灌注桩底部桩孔；之后挡土墙

护坡施工，在山体脚下外侧采用大块岩石制成的

宾格网堆砌形成外部墙面，在外部墙面与山体之

间铺填碎石，在碎石内预埋用于排水的透水管，

当碎石铺填到底部桩孔处时，在底部桩孔内安装

钢护筒；直至挡土墙护坡达到房建设计标高；捆

扎钢筋笼，将钢筋笼和混凝土导管下放至钢护筒

内；通过混凝土导管对桩孔浇筑，浇筑好后，同时

拔出钢护筒；在灌注桩桩顶浇筑用于房建的承

台，即完成适用于山区房建的基础结构施工。本

发明充分利用山坡地形，节约空间和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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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适用于山区房建的基础结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地基处理，在山体待建房区域的山体基岩上，清理山体表面风化岩石，后钻孔

形成灌注桩底部桩孔；

步骤二、挡土墙护坡施工，在山体脚下外侧采用大块岩石制成的宾格网堆砌形成外部

墙面，在外部墙面与山体之间铺填碎石，在碎石内预埋用于排水的透水管，当碎石铺填到底

部桩孔处时，在底部桩孔内安装钢护筒；

步骤三、继续堆砌外部墙面和碎石填充，每当碎石填充到钢护筒上部口处时，在其上加

一节钢护筒，直至挡土墙护坡达到房建设计标高；

步骤四、灌注桩浇筑，在钢护筒形成的桩孔内浇筑灌注桩，浇筑好后，拔出钢护筒；

步骤五、待灌注桩固化后，在灌注桩桩顶浇筑用于房建的承台，即完成适用于山区房建

的基础结构施工；

挡土墙护坡的外部墙面采用阶梯收缩式分层堆砌方法施工，每砌好一层外部墙面，在

外部墙面与山体之间铺填一层碎石，在碎石层顶部铺设格栅土工布，每一层碎石内均预埋

一排用于排水的透水管；

所述灌注桩按照以下步骤浇筑：

步骤1.1  捆扎钢筋笼，将钢筋笼下放至钢护筒内；

步骤1.2  将浇筑混凝土的混凝土导管下放至钢护筒内；

步骤1.3  通过混凝土导管对钢护筒内部形成空间浇筑，浇筑过程中，边浇筑边拔出钢

护筒和混凝土导管，直至原钢护筒形成的空间内浇筑满混凝土，同时混凝土在浇筑过程中

还渗入周边碎石缝中，固化后灌注桩与其周围碎石形成稳定的桩基结构，即完成灌注桩的

浇筑；

在灌注桩浇筑过程中，混凝土导管和钢护筒始终处于混凝土液面以下，直至浇筑到灌

注桩标高顶部处，并且钢护筒与混凝土导管应保持同步向上拔出。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础结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一中，底部桩孔施工时，钻

孔至岩石持力层。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础结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钢护筒之间通过连接扣相

连，所述透水管为塑料透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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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适用于山区房建的基础结构及其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工程建筑领域，涉及一种房屋基础，具体涉及一种适用于山区房建的

基础结构及其施工方法，尤其是在山区的城市外延时，面对建设用地少，渣土无法外运的问

题，提出的节省物质材料，环保且结构稳定的施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伴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人地之间的矛盾逐渐加大，土地的集约利用受到

越来越大的关注。在我国西南山区和中部山区的一些城市，在城市发展中遇到建设用地不

足，城市外延被群山沟壑阻挡的窘境。对于山体开挖，穿山通隧等方法在施工过程中通常会

产生大量的岩石渣土，这些渣土由于地形、环境、政策等因素不能外运清除，不仅在施工期

间浪费资源，增加工程费用，而且对周围环境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有必要采取一种更好的利

用碎石、渣土回填的挡土墙和房建地基的结构和施工方法，以解决上述问题。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山区城市发展外延问题；山区建筑工程生态环境问题；山区

地质灾害严重问题等，提供一种施工工艺简单、安全可靠、环境友好的适用于山区房建的基

础结构及其施工方法。

[0004]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5] 一种适用于山区房建的基础结构，其特征在于：包括挡土墙护坡和设于挡土墙护

坡内的多个灌注桩，所述挡土墙护坡的外部墙面采用大块岩石制成的宾格网堆砌而成，外

部墙面与山体之间铺垫填充碎石，并且在碎石内预埋用于排水的透水管，所述灌注桩底部

承力在山体基岩上，多个灌注桩顶部设置用于房建的承台。

[0006] 作为优先，挡土墙护坡的外部前面采用阶梯式收缩结构，每个收缩阶梯对应一个

碎石铺层，相邻碎石铺层之间铺垫格栅土工布。

[0007] 作为优先，每个碎石铺层内均设有一排从山体向外侧设置的透水管。

[0008] 作为优先，所述灌注桩为现浇混凝土灌注桩。

[0009] 一种适用于山区房建的基础结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0010] 步骤一、地基处理，在山体待建房区域的山体基岩上，清理山体表面风化岩石，后

钻孔形成灌注桩底部桩孔；

[0011] 步骤二、挡土墙护坡施工，在山体脚下外侧采用大块岩石制成的宾格网堆砌形成

外部墙面，在外部墙面与山体之间铺填碎石，在碎石内预埋用于排水的透水管，当碎石铺填

到底部桩孔处时，在底部桩孔内安装钢护筒；

[0012] 步骤三、继续堆砌外部墙面和碎石填充，每当碎石填充到钢护筒上部口处时，在其

上加一节钢护筒，直至挡土墙护坡达到房建设计标高；

[0013] 步骤四、灌注桩浇筑，在钢护筒形成的桩孔内浇筑灌注桩，浇筑好后，拔出钢护筒；

[0014] 步骤五、待灌注桩固化后，在灌注桩桩顶浇筑用于房建的承台，即完成适用于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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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建的基础结构施工。

[0015] 作为优先，挡土墙护坡的外部墙面采用阶梯收缩式分层堆砌方法施工，每砌好一

层外部墙面，在外部墙面与山体之间铺填一层碎石，在碎石层顶部铺设格栅土工布，每一层

碎石内均预埋一排用于排水的透水管。

[0016] 作为优先，步骤一中，底部桩孔施工时，钻孔至岩石持力层。

[0017] 作为优先，所述钢护筒之间通过连接扣相连，所述透水管为塑料透水管。

[0018] 作为优先，所述灌注桩按照以下步骤浇筑：

[0019] 步骤1.1  捆扎钢筋笼，将钢筋笼下放至钢护筒内；

[0020] 步骤1.2  将浇筑混凝土的混凝土导管下放至钢护筒内；

[0021] 步骤1.3  通过混凝土导管对钢护筒内部形成空间浇筑，浇筑过程中，边浇筑边拔

出钢护筒和混凝土导管，直至原钢护筒形成的空间内浇筑满混凝土，同时混凝土在浇筑过

程中还渗入周边碎石缝中，固化后灌注桩与其周围碎石形成稳定的桩基结构，即完成灌注

桩的浇筑。

[0022] 作为优先，在灌注桩浇筑过程中，混凝土导管和钢护筒始终处于混凝土液面以下，

直至浇筑到灌注桩标高顶部处，并且钢护筒与混凝土导管应保持同步向上拔出。

[0023] 本发明有益效果是：

[0024] 本发明创造性的为山区房建基础提供一种稳定可靠的施工方法，该技术不仅能充

分利用地形，节约空间，还能将山体开挖，穿山通隧过程中的岩石渣土充分利用，极大节约

了资源，减少了山体破坏。

附图说明

[0025] 图1为山体基岩剖面图。

[0026] 图2为山体基岩成孔至持力层剖面图。

[0027] 图3为挡土墙护坡及桩基结构施工初步剖面图。

[0028] 图4为格栅土工布与钢护筒布置横断面图。

[0029] 图5为成桩后灌注桩桩身横断面效果图。

[0030] 图6为下放钢筋笼、拔出钢护筒、浇灌混凝土施工剖面图。

[0031] 图7为灌注桩桩基结构纵断面详图。

[0032] 图8为挡土墙护坡与灌注桩施工完成剖面图。

[0033] 图9为挡土墙护坡与灌注桩桩基结构效果图。

[0034] 1-山体基岩，2-底部桩孔，3-格栅土工布，4-碎石，5-钢护筒，6-钢筋笼，7-灌注桩，

8-承台，9-房屋建筑，10-连接扣，11-透水管，12-外部墙面，13-混凝土，14-混凝土导管。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进行举例说明，如图所示

[0036] 一种适用于山区房建的基础结构，包括挡土墙护坡和设于挡土墙护坡内的多个灌

注桩7，所述挡土墙护坡的外部墙面12采用大块岩石制成的宾格网堆砌而成，具体为将大块

岩石装在宾格网内形成石笼，并堆砌形成稳定的挡土墙护坡结构，外部墙面12与山体之间

铺垫填充碎石4，并且在碎石4内预埋用于排水的透水管11，所述灌注桩7底部承力在山体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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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1上，多个灌注桩7顶部设置用于房建的承台8。

[0037] 挡土墙护坡的外部前面采用阶梯式收缩结构，每个收缩阶梯对应一个碎石铺层，

相邻碎石铺层之间铺垫格栅土工布3；每个碎石铺层内均设有一排从山体向外侧设置的透

水管11。

[0038] 作为一种更优实施例，所述灌注桩7为现浇混凝土灌注桩7。

[0039] 一种适用于山区房建的基础结构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0] 步骤一、地基处理，在山体待建房区域的山体基岩1上，清理山体表面风化岩石，后

钻孔形成灌注桩底部桩孔2；

[0041] 步骤二、挡土墙护坡施工，在山体脚下外侧采用大块岩石制成的宾格网堆砌形成

外部墙面12，在外部墙面12与山体之间铺填碎石4，在碎石4内预埋用于排水的透水管11，当

碎石4铺填到底部桩孔2处时，在底部桩孔2内安装钢护筒5；

[0042] 步骤三、继续堆砌外部墙面12和碎石4填充，挡土墙护坡的外部墙面12采用阶梯收

缩式分层堆砌方法施工，总体上在外部墙面1形成逐级收缩的台阶状，有利于护坡的稳定，

每砌好一层外部墙面12，在外部墙面12与山体之间铺填一层碎石4，在每层碎石层顶部均铺

设格栅土工布3，格栅土工布3的铺设与成孔施工同步进行；每一层碎石4内均预埋一排用于

排水的透水管11；每当碎石4填充到钢护筒5上部口处时，在其上加一节钢护筒5，直至挡土

墙护坡达到房建设计标高；

[0043] 步骤四、灌注桩7浇筑，在钢护筒5内浇筑灌注桩7，浇筑好后，拔出钢护筒5，具体灌

注桩7按照以下步骤浇筑：

[0044] 步骤1.1  捆扎钢筋笼6，将钢筋笼6下放至钢护筒5内；

[0045] 步骤1.2  将浇筑混凝土13的混凝土导管14下放至钢护筒5内；

[0046] 步骤1.3  通过混凝土导管14对钢护筒5内部形成的桩孔浇筑，浇筑过程中，边浇筑

边拔出钢护筒5和混凝土导管14，直至原钢护筒5形成的空间内浇筑满混凝土13，同时混凝

土13在浇筑过程中还渗入周边碎石4缝中，固化后灌注桩7与其周围碎石形成稳定的桩基结

构性，即完成灌注桩7的浇筑。

[0047] 步骤五、待灌注桩7固化后，在灌注桩7桩顶浇筑用于房建的承台8，即完成适用于

山区房建的基础结构施工，在承台8上即可进行房屋建筑施工。

[0048] 需要指出的是，步骤一中，底部桩孔2施工时，钻孔至岩石持力层（较浅）即可；所述

钢护筒5之间通过连接扣10相连，最优的钢护筒5之间的连接处设置于每一层碎石层中部

处，具体本实施例中，钢护筒5相互连接处应高于每层碎石层上格栅土工布3高度为300mm-

500mm。在格栅土工布3铺设过程中，需要把设有钢护筒5处的格栅土工布3剪切一个与钢护

筒5同样大小的圆孔，以便更好的将碎石层分层堆叠；

[0049] 所述透水管11为塑料透水管11。在灌注桩7浇筑过程中，混凝土导管14和钢护筒5

始终处于混凝土液面以下，直至浇筑到灌注桩7标高顶部处，并且钢护筒5与混凝土导管14

应保持同步向上拔出；本实施例中，浇筑过程中，混凝土导管14始终位于混凝土液面以下

1.5m-2m左右，以便在混凝土导管14出口产生一定静压力，使得混凝土13浇筑更密实，钢护

筒5始终保持在位于混凝土液面以下0.8m-1.0m左右，当混凝土13浇筑到灌注桩7设计标高

时，同时拔出钢护筒5与混凝土导管14，混凝土13固化即可完成灌注桩7浇筑；需要指出的

是，在混凝土13浇筑过程中，由于边浇筑边拔钢护筒5，因此还没有凝固的混凝土13会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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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周围的碎石4缝中，这样固化后灌注桩7与其周围碎石形成稳定的桩基结构，成桩后可增

大桩壁周围密实度，增加桩身承载力和稳定性，也可防止桩孔的孔壁碎石脱落造成的塌孔

现象发生。

[0050] 需要指出的是本实施例中采用的填充碎石4可就地取材，利用山区岩石粉碎后形

成，具体铺填时，可以用一定比例的泥土混合碎石进行铺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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