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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用于SMW工法桩支护体系的加

固结构，包括SMW工法桩支护体系、基坑外侧锚

索、基坑内侧抛撑，所述基坑SMW工法桩支护体系

包括SMW工法桩、冠梁及基坑内侧三轴搅拌桩基

底加固，所述基坑外侧的锚索为两端分别锚固在

基坑外侧打设的钢板桩及SMW工法桩支护体系工

钢上的预应力钢绞线，所述基坑内侧的抛撑为两

端分别支撑在先浇筑底板及SMW工法桩支护体系

冠梁上的钢管支撑，本发明可有效的解决加固施

工复杂、永久工程量大、加固效果不明显等问题，

保证了SMW工法桩支护体系安全性和稳定性，同

时具有施工速度快、经济效益好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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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SMW工法桩支护体系的加固结构，其特征在于：包括分别设置于SMW工法桩

支护体系(1)两侧的基坑外侧锚索(2)、基坑内侧抛撑(3)，所述基坑SMW工法桩支护体系(1)

包括SMW工法桩三轴搅拌桩(101)、基坑内侧地基加固的三轴搅拌桩(104)、插入SMW工法桩

的工字钢(102)及浇筑于SMW工法桩顶部的冠梁(103)，所述基坑外侧锚索(2)为两端分别锚

固在基坑外侧打设的钢板桩(202)及SMW工法桩支护体系(1)工字钢(102)上的预应力钢绞

线(201)，所述基坑内侧抛撑(3)为两端分别支撑在先浇筑底板(304)及SMW工法桩支护体系

(1)冠梁(103)上的钢管支撑(301)。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SMW工法桩支护体系的加固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

SMW工法桩(101)的工字钢(102)顶端腹板上设置预留锚索孔(105)，以便锚索穿孔。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SMW工法桩支护体系的加固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

基坑内侧地基加固三轴搅拌桩(104)加固宽度及深度不小于基坑开挖深度，搭接长度与SMW

工法桩三轴搅拌桩(101)一致，水泥掺量不小于20％。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SMW工法桩支护体系的加固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

锚索(2)为多束预应力钢绞线(201)，布置间距根据计算要求确定。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SMW工法桩支护体系的加固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

基坑外侧锚索(2)通过锚具(204)锚固在拉森钢板桩(202)背侧的工字钢腰梁(203)上，工字

钢腰梁(203)由22#a工字钢、钢垫板焊接形成。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SMW工法桩支护体系的加固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

拉森钢板桩(202)为拉森钢板桩(SKSP-Ⅳ)，壁厚15.5mm，有效长度与工法桩三轴搅拌桩

(101)一致。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SMW工法桩支护体系的加固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

基坑内侧抛撑(3)采用 钢管(301)，布置间距与基坑外侧锚索(2)一致。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SMW工法桩支护体系的加固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

基坑内侧抛撑(3)顶部与SMW工法桩支护体系(1)的冠梁(103)间设置H400双拼型钢围檩

(302)，H400双拼型钢围檩(302)与钢管支撑(301)满焊。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SMW工法桩支护体系的加固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

基坑内侧抛撑(3)底部与设置在先浇筑底板(304)上的钢牛腿(303)满焊，预埋在先浇筑底

板中的锚固钢筋(307)采用穿孔烧焊的与钢牛腿预埋钢板(306)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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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SMW工法桩支护体系的加固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建筑工程基坑围护结构加固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用于SMW工法桩

支护体系的加固结构，适用于软弱地层基坑支护加固施工。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工程建设场地周边环境越来越复杂，基坑开挖过程中不可避

免的会对既有地层产生扰动，特别是临近道路、天然承载力差、受扰动易发生变形的淤泥地

层基坑施工，对围护结构允许位移要求极为严苛，一旦超过允许范围，极易对周边建筑物及

施工安全造成影响，因此，基坑支护结构的稳定性尤其重要。SMW工法桩支护是一种常见的

基坑支护方式，但受施工工艺限制，工法桩入土深度存在一定局限性，综合考虑经济合理原

则，采用可周转的加固措施对SMW工法桩支护基坑支护结构进行临时加固，可有效提高支护

结构的稳定性，保证施工安全，降低施工成本。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第一个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加固效果好、施工方便、周转性强的用于SMW工

法桩支护体系的加固结构。

[0004] 本发明的第一个目的通过以下的技术措施来实现：一种用于SMW工法桩支护体系

的加固结构，包括SMW工法桩支护体系、基坑外侧锚索、基坑内侧抛撑，所述基坑SMW工法桩

支护体系包括SMW工法桩、冠梁及基坑内侧三轴搅拌桩基底加固，所述基坑外侧的锚索为两

端分别锚固在基坑外侧打设的钢板桩及SMW工法桩支护体系工钢上的预应力钢绞线，所述

基坑内侧的抛撑为两端分别支撑在先浇筑底板及SMW工法桩支护体系冠梁上的钢管支撑。

[0005] 作为改进，所述SMW工法桩的工字钢顶端腹板上设置预留孔，以便锚索穿孔。

[0006] 作为改进，所述基坑内侧地基加固三轴搅拌桩加固宽度及深度不小于基坑开挖深

度，搭接长度与SMW工法桩三轴搅拌桩一致，水泥掺量不小于20％。

[0007] 作为改进，所述锚索为多束预应力钢绞线，布置间距根据计算要求确定。

[0008] 作为改进，所述基坑外侧锚索通过锚具锚固在钢板桩背侧的工字钢腰梁上，工字

钢腰梁由22#a工字钢、钢垫板焊接形成。

[0009] 作为改进，所述拉森钢板桩为拉森钢板桩(SKSP-Ⅳ)，壁厚15.5mm，有效长度与工

法桩三轴搅拌桩一致。

[0010] 作为改进，所述基坑内侧抛撑采用 钢管，布置间距与基坑外侧锚索一致。

[0011] 作为改进，所述基坑内侧抛撑顶部与SMW工法桩支护体系的冠梁间设置H400双拼

型钢围檩，H400双拼型钢围檩与钢管支撑满焊。

[0012] 作为改进，所述抛撑底部与设置在先浇筑底板上的钢牛腿满焊，预埋在先浇筑底

板中的锚固钢筋采用穿孔烧焊的与钢牛腿预埋钢板连接。

[001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如下优点：

[0014] (1)通过设置基坑外侧锚索及基坑内侧抛撑，外拉内撑同步加固SMW工法桩支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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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大大的增加了基坑支护体系的稳定性，同时三轴搅拌桩加固基坑临空侧地基，有效的增

加了既有地基的强度，加固效果好。

[0015] (2)本发明的结构施工方便，投入的机械、材料等均为常规资源，可避免地连墙成

槽机、旋挖钻、履带吊等大型设备进场及配套设施所带来的相关问题，施工速度快、效率高。

[0016] (3)本发明对SMW工法桩支护体系进行加固，所使用的工字钢、钢板桩、锚索、钢管

支撑等均可多次周转使用，施工费用降低明显，经济效益良好。

附图说明

[0017] 图1是本发明一种用于SMW工法桩支护体系的加固结构的SMW工法桩支护体系剖面

示意图。

[0018] 图2是本发明一种用于SMW工法桩支护体系的加固结构的基坑外侧锚索剖面示意

图。

[0019] 图3是本发明一种用于SMW工法桩支护体系的加固结构的基坑外锚索锚固大样图。

[0020] 图4是本发明一种用于SMW工法桩支护体系的加固结构的基坑外锚索工字钢腰梁

连接大样图。

[0021] 图5是本发明一种用于SMW工法桩支护体系的加固结构的钢板桩遇钢绞线处施工

横向剖面图。

[0022] 图6是本发明一种用于SMW工法桩支护体系的加固结构的基坑内抛撑剖面示意图。

[0023] 图7是本发明一种用于SMW工法桩支护体系的加固结构的抛撑钢牛腿大样图。

[0024] 图8是本发明一种用于SMW工法桩支护体系的加固结构的抛撑双拼型钢围檩拼接

示意图。

[0025] 图9是本发明一种用于SMW工法桩支护体系的加固结构的整体示意图。

[0026] 附图标记：1、SMW工法桩支护体系，101、工法桩三轴搅拌桩，102、工字钢，103、冠

梁，104、地基加固三轴搅拌桩，105、工字钢顶部预留锚索孔，2、基坑外侧锚索，201、预应力

钢绞线，202、拉森钢板桩(SKSP-Ⅳ)，203、工字钢腰梁，204、锚具，205、对焊焊缝(满焊)，

206、钢垫板，3、基坑内侧抛撑，301、钢管支撑，302、H400双拼型钢围檩，303、钢牛腿，304、先

浇筑底板，305、先浇筑底板施工时土方开挖线，306、钢牛腿焊接钢板(t＝30mm)，307、钢牛

腿锚固钢筋(18mm)，308、双拼型钢围檩腹板连接板(t＝20mm，间距400mm)，309、双拼型钢围

檩翼缘连接板(t＝20mm，间距400mm)。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为了更好的理解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下面结合实施例附图对本发明进一步详细说

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用以解释本发明，并不用于限定本发明。

[0028] 一种用于SMW工法桩支护体系的加固结构，其特征在于：包括分别设置于SMW工法

桩支护体系1两侧的基坑外侧锚索2、基坑内侧抛撑3，所述基坑SMW工法桩支护体系1包括

SMW工法桩三轴搅拌桩101、基坑内侧地基加固的三轴搅拌桩104、插入SMW工法桩的工字钢

102及浇筑于SMW工法桩顶部的冠梁103，所述基坑外侧锚索2为两端分别锚固在基坑外侧打

设的钢板桩202及SMW工法桩支护体系1工字钢102上的预应力钢绞线201，所述基坑内侧抛

撑3为两端分别支撑在先浇筑底板304及SMW工法桩支护体系1冠梁103上的钢管支撑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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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作为本实施例较佳实施方式的是，所述SMW工法桩101的工字钢102顶端腹板上设

置预留锚索孔105，以便锚索穿孔。

[0030] 作为本实施例较佳实施方式的是，所述基坑内侧地基加固三轴搅拌桩104加固宽

度及深度不小于基坑开挖深度，搭接长度与SMW工法桩三轴搅拌桩101一致，水泥掺量不小

于20％。

[0031] 作为本实施例较佳实施方式的是，所述锚索2为多束预应力钢绞线201，布置间距

根据计算要求确定。

[0032] 作为本实施例较佳实施方式的是，所述基坑外侧锚索2通过锚具204锚固在拉森钢

板桩202背侧的工字钢腰梁203上，工字钢腰梁203由22#a工字钢、钢垫板焊接形成。

[0033] 作为本实施例较佳实施方式的是，所述拉森钢板桩202为拉森钢板桩(SKSP-Ⅳ)，

壁厚15.5mm，有效长度与工法桩三轴搅拌桩101一致。

[0034] 作为本实施例较佳实施方式的是，所述基坑内侧抛撑3采用 钢管301，布置

间距与基坑外侧锚索2一致。

[0035] 作为本实施例较佳实施方式的是，所述基坑内侧抛撑3顶部与SMW工法桩支护体系

1的冠梁103间设置H400双拼型钢围檩302，H400双拼型钢围檩302与钢管支撑301满焊。

[0036] 作为本实施例较佳实施方式的是，所述基坑内侧抛撑3底部与设置在先浇筑底板

304上的钢牛腿303满焊，预埋在先浇筑底板中的锚固钢筋307采用穿孔烧焊的与钢牛腿预

埋钢板306连接。

[0037] 本发明专利在具体实施时：首先施工SMW工法桩支护体系1，施工工法桩三轴搅拌

桩101及地基加固三轴搅拌桩104，插入工字钢103，工法桩三轴搅拌桩101达到设计强度后

开挖施工冠梁103；其次施工基坑外侧锚索2，打设拉森钢板桩(SKSP-Ⅳ)202，架设工字钢腰

梁203，安装钢垫板206及锚具204，将预应力钢绞线201穿入工字钢顶部预留锚索孔105，张

拉预应力钢绞线201至设计拉力并锚固；再次开挖基坑内侧土方至先浇筑底板施工时土方

开挖线305，施工先浇筑底板304，同步预埋安装钢牛腿303，养护先浇筑底板304至设计强

度，于冠梁103内侧架设H400双拼型钢围檩302，挖槽安装钢管支撑301就位，严禁先挖后撑；

随后开挖土方开挖线305以下土方，施工基坑内侧抛撑3范围内底板及侧墙，并采用C20混凝

土回填侧墙与工法桩三轴搅拌桩101之间空隙，回填高度不小于1m；然后拆除基坑外侧锚索

2及基坑内侧抛撑3，材料设备周转至下一施工段落施工。

[0038] 本发明的上述实施例仅仅是为清楚地说明本发明所作的举例，而并非是对本发明

的实施方式的限定，对于所属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上述说明的基础上还可以做出

其它不同形式的变化或变动，这里无法对所有的实施方式予以穷举，凡是属于本发明的技

术方案所引伸出的显而易见的变化或变动仍处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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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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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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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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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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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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