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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柔性复合防渗装配式可回

收矩形截面排桩支护结构的设计施工方法，包括

如下步骤：（一）矩形截面排桩的施工；（二）型钢

冠梁安装；（三）钢面板安装及钢面板后注浆；

（四）依次竖向分层分段开挖，重复步骤（三）、

(四)，施工至设计深度；（五）支护结构完成使用

功能后，随着基坑回填工作便可有步骤的进行回

收。本发明构建的柔性复合防渗装配式可回收矩

形截面排桩支护结构体系具有安全可靠、施工快

捷、技术先进、可回收重复利用、综合经济环保指

标优越等诸多优点，为基坑、边坡、地铁站口、市

政管道等项目的开挖支护提供了技术先进、安全

可靠、可高效回收重复利用、经济环保指标优越

的新方法，发展应用前景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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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柔性复合防渗装配式可回收矩形截面排桩支护结构的设计施工方法，其特征在

于，施工过程具体包括如下步骤：

（一）矩形截面排桩施工，其具体步骤如下：

（1）矩形截面排桩加工：根据设计计算结果，采用钢材在工厂进行预制加工成矩形截面

排桩，在矩形截面排桩的顶部、桩身对应位置进行冠梁安装固定孔、后期回收用的吊装孔加

工，并穿入回收钢缆；根据设计需要，矩形截面排桩支护结构采用单排桩支护结构或双排桩

支护结构；

（2）排桩成孔施工：在指定地面位置，利用桩机进行支护排桩的成孔施工，施工过程中

严格控制成孔精度，包括平面定位精度和桩孔垂直精度；

（3）植入矩形截面排桩：利用吊车和平面定位矫正平台，精确的将矩形截面排桩植入确

定的桩孔位置，满足设计的定位精度要求，当采用双排桩支护结构时，控制好前排桩、后桩

在结构上的不同；

（4）桩孔回填，对桩孔采用适合地层需要的材料进行回填，以保证矩形截面排桩周边土

体的稳定，回填材料为低标号混凝土、砂石及高分子材料；

（二）型钢冠梁的具体施工步骤如下：

（1）型钢冠梁的加工：根据基坑形状和设计，精确加工桩顶型钢冠梁及冠梁安装孔的打

孔处理，必要时采用机械拉弯加工工艺，以方便型钢冠梁的螺栓连接；

（2）型钢冠梁的拼接安装：单排桩或者双排桩施工完毕后，基坑开挖前，首先采用水准

仪对型钢冠梁的标高进行控制，紧接着用吊车对其位置进行初步固定，最后采用高强螺栓

对型钢冠梁与排桩顶部进行固定连接；

（三）钢面板安装，其具体施工步骤如下：

（1）分层分段开挖基坑内部土方，每层开挖深度控制在0.5m左右，采用人工方法进行清

理排桩或前排装附近的土体，分层分段施工；

（2）在清理后的排桩侧壁安装钢面板，具体实施步骤如下：

a.钢面板加工：首先按排桩间距、适合人工操作的高度确定钢面板尺寸，对钢面板进行

裁剪及打孔加工，若采用螺丝固定钢面板，需提前对钢面板进行打孔处理；若采用焊接工

艺，则应在焊接前对焊接部位进行除锈清洁处理；

b.钢面板安装：安装前，采用水准仪对钢面板进行定位与校正，随后根据设计和施工需

要，采用螺丝连接或者焊接工艺进行钢面板安装，将钢面板牢固的固定在型钢护坡桩上；

c.钢面板后注浆：为保证钢面板与侧壁土体紧密结合防止桩侧土体的蠕变，在钢面板

背后注入快速膨胀硬化的高聚物材料，形成具有一定强度和韧性的薄层高聚物层状结构，

既可控制侧壁土体的过大变形，也能防止接缝渗漏；

（四）依次竖向分层分段开挖；

（五）重复步骤（三）、（四），施工至设计的基底标高，即完成柔性复合防渗装配式可回收

矩形截面排桩支护结构的施工；

（六）支护结构完成使用功能后，随着基坑回填工作的开始，便可进行回收阶段的工作，

具体回收步骤如下：

（1）随基坑回填工作的进展，首先回收下部钢面板；

（2）逐层回填夯实、逐层拆除回收对应部位的钢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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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排桩顶部型钢冠梁拆除回收；

（4）吊车配合液压千斤顶完成对矩形截面排桩拔出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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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柔性复合防渗装配式可回收矩形截面排桩支护结构的设

计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土木、水利、矿山、市政等基础设施的开挖支护技术领域，具体涉及各

类边坡、基坑、市政管道等项目开挖施工所面临的柔性复合防渗装配式可回收矩形截面排

桩支护结构的设计施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土木、水利、矿山、市政等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

成就。在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矿产资源开采等过程中，当面临复杂的地质条件时，往往需要

采取边坡支护或基坑支护措施，以保证地下工程建设过程及此期间的周边环境的安全稳

定。伴随着岩土工程技术、机械及土木工程材料等的发展，边坡支护及基坑支护技术得到了

有效发展，相应地出现了以砂石、水泥、钢筋、混凝土等传统建筑材料为结构主体的土钉墙、

复合土钉墙、地下连续墙、排桩支护、桩锚支护等支护结构体系。与此同时，为控制地下水对

支护结构及地下工程施工的影响，还需在支护体系中考虑设置止水帷幕或者辅以降水措

施。特别是在地下水位较高、侧壁土层较软易扰动的情况下，基坑支护必须考虑侧壁防渗及

地下水控制措施。相比而言，采取止水方式，更能保证周边建筑物、构筑物及临近地下管线

的安全，更多情况下，是侧壁土体的蠕变诱发的周边地表裂缝及建筑物的不均匀沉降等事

故。理论上讲，采取足够的安全措施，可保证任何需求状态下的边坡或基坑安全。但从基坑

支护的本质来看，其作为保护地下主体结构施工和周边环境的安全，而采取的临时性支挡、

加固、保护与地下水控制的措施，且基坑越深、周边环境越复杂，基坑工程的造价也就越高，

更重要的一点是，基坑的使用寿命一般不超过2年，在地下主体结构施工完毕后即被废弃或

者强制拆除。由此可见，与主体工程相比，基坑工程的造价就非常昂贵了。即使现阶段少数

基坑采用了支护结构与地下工程主体结构一体化的设计，在此情况下，后续基础工程的施

工效率降低、人工成本剧增及后续施工缝渗漏的潜在风险也是非常高。

[0003] 在当前普遍采用的建筑材料中，钢材的加工性能较好，力学性能优越，在土木工程

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与此同时，高聚物注浆技术是20世纪70年代发展起来的地基基础快

速加固技术。该技术通过向地基中注入高聚物材料，利用高聚物材料发生化学反应后的体

积迅速膨胀并固化的特性，达到加固地基、填充脱空或提升结构沉降区的目的。本专利基于

钢材的力学及可加工特性与高聚物注浆技术的特性研究，在本团队前期的研究基础上，包

括已经申请的编号为201310123667.6、201610078440.8和201610077784.7专利的基础上，

并充分利用矩形截面构件的横向抗弯刚度较大，更适应基坑开挖所产生的力学特性，发明

了一种柔性复合防渗装配式可回收矩形截面排桩支护结构的设计施工方法，为土木、水利、

矿山、市政等行业的基坑、边坡、地铁站口、市政管道等项目的开挖提供了全新的支护技术，

具有回收价值高、且可重复利用及标准化设计与施工等特点。目前国内还未见关于柔性复

合防渗装配式可回收矩形截面排桩支护结构的相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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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针对基坑、边坡、地铁站口、市政管道等项目的开挖支护的发展需求和目前

支护技术存在的不足，发明了一种柔性复合防渗装配式可回收矩形截面排桩支护结构的设

计施工方法。本发明是在从基坑工程的本质出发，首次提出柔性复合的设计理念，并在基坑

支护结构体系中引入机械精确制造、现场装配标准化生产的思想，并基于土压力理论研发

而来的；在施工工艺上，通过独立设计的平面定位矫正平台，该平面定位矫正平台根据钢质

矩形截面排桩尺寸设计，刚好满足后者从其中传入，且自身具有自我调平功能，借助平面定

位矫正平台事先设定的中心与钢质矩形截面排桩中心重合，能高精确的实现钢质矩形截面

排桩施工需要，并将钢质矩形截面排桩的桩位精度提高并控制在毫米级别，同时充分发挥

钢材优异的力学及加工性能、高聚物材料的快速膨胀、防渗特性及精确的施工安装工艺，实

现本发明的设计目的。利用该发明可快速对基坑、边坡、地铁站口、市政管道等项目进行开

挖支护，使用完毕后，通过对支护结构的高效率回收，可大大的降低基坑支护成本，真正意

义上实现并完成了基坑工程作为一个临时安全措施的使命，为基坑、边坡、地铁站口、市政

管道等项目的开挖支护提供了技术先进、安全可靠、经济指标优越的新方法。

[0005] 本发明采取的技术方案为：

[0006] 一种柔性复合防渗装配式可回收矩形截面排桩支护结构的设计施工方法，根据相

关资料完成设计工作后，先工厂预制加工所需支护构件，再进行支护结构的施工，施工过程

具体包括如下步骤：

[0007] （一）矩形截面排桩施工，其具体步骤如下：

[0008] （1）矩形截面排桩加工：根据设计计算结果，采用钢材在工厂进行预制加工成矩形

截面排桩，在矩形截面排桩的顶部、桩身对应位置进行冠梁安装固定孔、后期回收用的吊装

孔加工，并穿入回收钢缆；根据设计需要，矩形截面排桩支护结构采用单排桩支护结构或双

排桩支护结构；

[0009] （2）排桩成孔施工：在指定地面位置，利用桩机进行支护排桩的成孔施工，施工过

程中严格控制成孔精度，包括平面定位精度和桩孔垂直精度；

[0010] （3）植入矩形截面排桩：利用吊车和平面定位矫正平台，精确的将矩形截面排桩植

入确定的桩孔位置，满足设计的定位精度要求，当采用双排桩支护结构时，控制好前排桩、

后桩在结构上的不同；

[0011] （4）桩孔回填，对桩孔采用适合地层需要的材料进行回填，以保证矩形截面排桩周

边土体的稳定，回填材料为低标号混凝土、砂石及高分子材料；

[0012] （二）型钢冠梁的具体施工步骤如下：

[0013] （1）型钢冠梁的加工：根据基坑形状和设计，精确加工桩顶型钢冠梁及冠梁安装孔

的打孔处理，必要时采用机械拉弯加工工艺，以方便型钢冠梁的螺栓连接；

[0014] （2）型钢冠梁的拼接安装：单排桩或者双排桩施工完毕后，基坑开挖前，首先采用

水准仪对型钢冠梁的标高进行控制，紧接着用吊车对其位置进行初步固定，最后采用高强

螺栓对型钢冠梁与排桩顶部进行固定连接；

[0015] （三）钢面板安装，其具体施工步骤如下：

[0016] （1）分层分段开挖基坑内部土方，每层开挖深度控制在0.5m左右，采用人工方法进

行清理排桩或前排装附近的土体，分层分段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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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 （2）在清理后的排桩侧壁安装钢面板，具体实施步骤如下：

[0018] a.钢面板加工：首先按排桩间距、适合人工操作的高度确定钢面板尺寸，对钢面板

进行裁剪及打孔加工，若采用螺丝固定钢面板，需提前对钢面板进行打孔处理；若采用焊接

工艺，则应在焊接前对焊接部位进行除锈清洁处理；

[0019] b.钢面板安装：安装前，采用水准仪对钢面板进行定位与校正，随后根据设计和施

工需要，采用螺丝连接或者焊接工艺进行钢面板安装，将钢面板牢固的固定在型钢护坡桩

上；

[0020] c.钢面板后注浆：为保证钢面板与侧壁土体紧密结合防止桩侧土体的蠕变，在钢

面板背后注入快速膨胀硬化的高聚物材料，形成具有一定强度和韧性的薄层高聚物层状结

构，既可控制侧壁土体的过大变形，也能防止接缝渗漏；

[0021] （四）依次竖向分层分段开挖；

[0022] （五）重复步骤（三）、（四），施工至设计的基底标高，即完成柔性复合防渗装配式可

回收矩形截面排桩支护结构的施工；

[0023] （六）支护结构完成使用功能后，随着基坑回填工作的开始，便可进行回收阶段的

工作，具体回收步骤如下：

[0024] （1）随基坑回填工作的进展，首先回收下部钢面板；

[0025] （2）逐层回填夯实、逐层拆除回收对应部位的钢面板；

[0026] （3）排桩顶部型钢冠梁拆除回收；

[0027] （4）吊车配合液压千斤顶完成对矩形截面排桩拔出回收。

[0028] 与现行的支护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

[0029] （1）本专利技术提出的新型支护结构的使用功能很好的体现了基坑工程的本质特

点：安全可靠、技术先进、经济指标优越。基坑工程作为保证地下主体结构施工的而采取的

临时安全措施，安全可靠是首要因素，技术先进、经济指标优越是区分与评价支护结构优劣

的可靠标准。

[0030] （2）材料特性发挥完美，充分将钢材的力学及加工性能；矩形截面横向抗弯刚度较

大，更适应基坑开挖所产生的力学特性；高聚物材料的快速膨胀、防渗性能结合起来；结构

传力受力方式明确、结构安全可靠。有效的克服了传统支护桩施工工艺带来的结构局部强

度弱化的缺陷。

[0031] （3）构件采用机械精确加工，进行标准化生产。本专利技术提出的基坑支护结构体

系中的钢质矩形截面排桩、钢面板、桩顶型钢冠梁均采用标准化的生产工艺进行机械精确

加工，同时通过施工环节对工艺的精确控制，将安装精度控制在毫米级，便于安装的同时，

也便于回收重复利用，因而对于一类问题，也就实现了标准化的设计与施工。

[0032] （4）施工快捷，不需养生。矩形截面排桩、钢面板、桩顶型钢冠梁等已工厂化生产，

在现场按施工顺序连续作业，施工快捷，不需养生。高聚物材料在反应后15分钟内即形成

90%左右的强度、韧性及抗渗性能，与传统的支护结构体系相比，可节省50%以上的施工工

期。

[0033] （5）本专利提供同一套的支护结构可满足在一定深度范围内、周边环境各异的基

坑支护设计与施工任务。

[0034] （6）综合经济环保效益更具优势。与传统支护技术相比，柔性复合防渗可回收支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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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的最大特点是施工期间，可减少泥浆、粉尘、砼等对环境的污染，基坑使用阶段安全可

靠，同时后续回收价值高，且可重复使用，并节省了大量的施工工期。

[0035] 因此，本发明研发的柔性复合防渗装配式可回收矩形截面排桩支护结构的设计施

工方法，在基坑、边坡、地铁站口、市政管道开挖等项目施工过程中具有明显优势。与现行的

支护技术相比，柔性复合防渗装配式可回收矩形截面排桩支护结构的设计施工方法又是一

整套全新的技术，主要表现在：

[0036] （1）全新的支护结构设计理念：在基坑支护结构中，从基坑工程的本质出发，首次

提出柔性复合的设计理念，并在基坑支护结构体系中引入机械精确制造、现场装配标准化

生产的思想，改变了过去每一个项目的支护结构独立设计并在发挥完使用功能即被遗弃的

局面，本支护结构采用了标准化的设计与施工，对同一类问题，可以采用一种解决模式，简

化了设计与施工过程，在发挥完使用功能后，可实现支护结构的高效回收和重复利用，真正

体现出基坑工程作为临时安全措施的本质特点。

[0037] （2）柔性复合装配式可回收矩形截面排桩支护结构体系受力分工明确：高聚物材

料形成的韧性良好的薄层结构很好的发挥了“柔”的作用，填充且弥合了支护结构与侧壁土

体之间的刚度差异，使得排桩结构与侧壁土体的变形协调，并同时起到防渗和控制土体的

侧向蠕变作用；排桩支护结构发挥“刚”的作用，土压力通过钢面板由排桩、桩顶型钢冠梁承

担，结构受力合理，材料力学特性发挥充分。承担土压力的构件本身具备材质均匀，各向同

性，力学指标明确，结构更合理可靠。

[0038] （3）施工标准化程度高：柔性复合防渗装配式可回收矩形截面排桩支护结构体系

中的钢质矩形截面排桩、钢面板、型钢冠梁等可实现机械化精确加工，现场通过独立设计的

平面定位矫正平台，将支护结构中最关键的钢质矩形截面排桩的桩位精度提高到毫米级

别，便于后续各项工作的标准化快速安装，也便于后期回收和结构的重复使用。

[0039] （4）边坡侧壁防渗效果明显，针对性强。在基坑土方开挖过程中，通过开挖过程的

直接揭露，利用高聚物材料在侧壁土体和结构体系之间的快速膨胀，形成具有韧性及防渗

滞水功能的高聚物薄层结构，同时利用高聚物材料在膨胀过程中对侧壁土体的软弱部位进

行补强，使得支护结构与周围土体结合相对紧密，不存在明显的薄弱环节。

[0040] （5）结构回收率高、重复利用率高：柔性复合防渗装配式可回收矩形截面排桩支护

结构体系的绝大部分构件均为标准化生产的钢构件，不仅回收率高，而且回收价值高；同

时，回收后的支护构件也能在后续同一类支护项目的多次周转使用。

[0041] 综上所述，本发明无论从支护结构的设计理念、受力机理、标准化施工、侧壁防渗

处理效果还是结构体系的回收重复利用价值等方面都和现行的支护技术具有明显的不同，

具有安全可靠、施工快捷、技术先进、可回收重复利用、经济指标优越等优点，并成功应用于

基坑支护工程，发展应用前景可观。

附图说明

[0042] 图1矩形截面排桩加工节点大样图。

[0043] 图2矩形截面排桩构造剖面图。

[0044] 图3矩形截面排桩填充效果图。

[0045] 图4  钢面板安装节点大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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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6] 图5柔性复合防渗矩形截面排桩支护结构平剖图。

[0047] 图6柔性复合防渗矩形截面排桩支护结构剖立面图。

[0048] 图7 柔性复合防渗矩形截面排桩支护结构完成后的立面图。

[0049] 附图备注：1-矩形截面排桩，2-冠梁安装固定孔，3-吊装孔，4-回收钢缆，5-地面，

6-桩孔，7-后桩，8-回填材料，9-  型钢冠梁，10-螺栓，11-钢面板，12-螺丝，13-高聚物材料，

14-基底。

具体实施方式

[0050]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51] 一种柔性复合防渗装配式可回收矩形截面排桩支护结构的设计施工方法，其特征

在于，在基坑支护结构设计中，从基坑工程的本质出发，首次提出柔性复合的设计理念，并

引入机械精确制造、现场装配标准化生产的思想，根据相关资料完成设计工作后，先工厂预

制加工所需支护构件，再进行支护结构的现场装配施工；基坑回填过程中，支护结构同步拆

除回收，且可重复利用及标准化设计施工。施工过程具体包括如下步骤：

[0052] （一）矩形截面排桩施工，其具体步骤如下：

[0053] （1）矩形截面排桩1加工：根据设计计算结果，采用钢材在工厂进行预制加工成矩

形截面排桩，在矩形截面排桩的顶部、桩身对应位置进行冠梁安装固定孔2、后期回收用的

吊装孔3加工，并穿入回收钢缆4，如图1所示。根据设计需要，矩形截面排桩支护结构可采用

单排桩支护结构，也可以采用双排桩支护结构。

[0054] （2）排桩成孔施工：在指定地面位置5，利用桩机进行支护排桩的成孔施工，施工过

程中严格控制成孔精度，包括平面定位精度和桩孔垂直精度。

[0055] （3）植入矩形截面排桩：利用吊车、独立设计的平面定位矫正平台，精确的将矩形

截面排桩植入确定的桩孔6位置，满足设计的定位精度要求。当采用双排桩支护结构时，控

制好前排桩1、后桩7在结构上的不同。

[0056] （4）桩孔回填，对桩孔采用适合地层需要的材料进行回填，以保证矩形截面排桩周

边土体的稳定，回填材料8可以为低标号混凝土、砂石及高分子材料等，如图2、图3所示。

[0057] （二）型钢冠梁的具体步骤如下：

[0058] （1）型钢冠梁9的加工：根据基坑形状和设计，精确加工桩顶型钢冠梁及冠梁安装

孔的打孔处理，必要时采用机械拉弯加工工艺，以方便型钢冠梁的螺栓10连接。

[0059] （2）型钢冠梁的拼接安装：单排桩或者双排桩施工完毕后，基坑开挖前，首先采用

水准仪对型钢冠梁的标高进行控制，紧接着用吊车对其位置进行初步固定，最后采用高强

螺栓对型钢冠梁与排桩顶部进行固定连接。

[0060] （三）钢面板11安装，其具体施工步骤如下：

[0061] （1）分层分段开挖基坑内部土方，每层开挖深度控制在0.5m左右，采用人工方法进

行清理排桩或前排装附近的土体，分层分段施工。

[0062] （2）在清理后的排桩侧壁安装钢面板，具体实施步骤如下：

[0063] a.钢面板加工：首先按排桩间距、适合人工操作的高度确定钢面板尺寸，对钢面板

进行裁剪及打孔加工。若采用螺丝12固定钢面板，需提前对钢面板进行打孔处理；若采用焊

接工艺，则应在焊接前对焊接部位进行除锈清洁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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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4] b.钢面板安装：安装前，采用水准仪对钢面板进行定位与校正，随后根据设计和施

工需要，采用螺丝连接或者焊接工艺进行钢面板安装，将钢面板牢固的固定在型钢护坡桩

上，如图4所示。

[0065] c.钢面板后注浆：为保证钢面板与侧壁土体紧密结合防止桩侧土体的蠕变，在钢

面板背后注入快速膨胀硬化的高聚物材料13，形成具有一定强度和韧性的薄层高聚物层状

结构，既可控制侧壁土体的过大变形，也能防止接缝渗漏，如图5所示。

[0066] （四）依次竖向分层分段开挖，

[0067] （五）重复步骤（三）、（四），施工至设计的基底14标高，即完成柔性复合防渗装配式

可回收矩形截面排桩支护结构的施工，如图6、图7所示。

[0068] （六）支护结构完成使用功能后，随着基坑回填工作的开始，便可进行回收阶段的

工作，具体回收步骤如下：

[0069] （1）随基坑回填工作的进展，首先回收下部钢面板11。

[0070] （2）逐层回填夯实、逐层拆除回收对应部位的钢面板。

[0071] （3）排桩顶部型钢冠9梁拆除回收。

[0072] （4）吊车配合液压千斤顶完成对矩形截面排桩拔出回收。

[0073] 显然，上述实施方式仅仅是为清楚地说明所作的举例，而并非对实施方式的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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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无需也无法对所有的实施方式予以穷举。而由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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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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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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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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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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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说　明　书　附　图 5/5 页

14

CN 107190752 B

14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DES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ES00009

	DRA
	DRA00010
	DRA00011
	DRA00012
	DRA00013
	DRA00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