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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远距离沉井排土纠偏方

法，其包括以下步骤：方案选择、迫降计算、沉井、

钢导管施工、排土设备安装、冲孔迫降、迫降区深

层注浆致密以及锚杆静压桩加固。通过对建筑物

的倾斜量、倾斜原因、土壤情况等各项指标勘测

后拟定纠偏方案，再根据纠偏方案以及建筑物周

边环境进行深井定位，在本发明中，通过采用钢

导管的设置来形成精确的排土通道供高压水枪

进入，既达到了导向和精确定点排土。此外，通过

钢导管加固形成的排土通道，可以实现远距离排

土纠偏，在发生井边土体塌陷时对邻近建筑物地

基土的负面影响可以得到有效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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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远距离沉井排土纠偏方法，其特征是包括以下步骤：其特征是包括以下步骤：

S1、方案选择，勘测建筑物倾斜情况以及倾斜原因，确定纠偏方案，其中，勘测项包括建

筑物纠偏前顶部水平变位值SHl、纠偏方向建筑物宽度b以及自室外地坪算起的建筑物高度

Hg；

S2、迫降计算，根据S1的测量结果确定迫降量Sv，并估算取土量，其中，迫降量Sv的计算

公式为：Sv=（SHl-SH）b/Hg；

S3、沉井，在各个指定地点设置深井(1)，沉至方案预定的标高，并对深井(1)内壁进行

加固处理；

S4、钢导管施工，在每个深井(1)中均设置15-25个排土通道(2)，钢导管沿水平方向从

深井(1)侧壁打入、且延伸至建筑物边缘以下的淤泥层形成排土通道(2)；

S5、排土设备安装，将钢导管内泥土排出，并向钢导管内伸入高压水枪(3)；

S6、冲孔迫降，包括试冲孔期、前正式冲孔期和迫降过半后的后正式冲孔期，其中，前正

式冲孔期的迫降速率大于试冲孔期和后正式冲孔期的速率；

S7、迫降区深层注浆致密，用钢盖板封闭钢导管口，从钢盖板的注浆口进行高压注浆；

S8、锚杆静压桩加固，采用钢筋混凝土预制桩(7)对建筑物基础进行加固。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远距离沉井排土纠偏方法，其特征是：在步骤S6中，需要

进行施工监测，用以对冲孔延伸长度进行调整，其方法为连续三天冲至结构重心处试观地

基变形反应，以此来调整冲孔管长度、根数、方位和冲水时间。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远距离沉井排土纠偏方法，其特征是：所述施工监测包括

沉降监测、倾斜监测和建筑物上部结构形状观测，所述沉降监测采用精密水准仪进行监测，

所述倾斜监测采用激光垂直仪、全站仪和经纬仪中一种或多种进行检测，所述建筑物上部

结构形状观测采用观测仪对受力不利位置是否出现新裂缝进行观测。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远距离沉井排土纠偏方法，其特征是：在所述冲孔迫降期

间施工监测的检测频率为沉降每天观测2-5次、倾斜每天观测1-4次；将监测值按轴线剖面

绘制沉降曲线，理论上沉降曲线为直线，并且同一轴线上各点沉降值必须在同一条直线上；

当发现某点沉降值偏离这条直线时，立即调整冲水管(32)长度、根数、方位和冲水时间，使

该点沉降值回归到沉降线上。

5.根据权利要求1或2或3或4所述的一种远距离沉井排土纠偏方法，其特征是：所述步

骤S6中，每个排土通道(2)内的高压水枪(3)每天冲刷1-2次，且采用隔孔、隔井冲水。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远距离沉井排土纠偏方法，其特征是：所述步骤S4中，先

在深井(1)上开设好开口，再根据纠偏方案，调整好钢导管方向，通过液压设备将钢导管打

入到泥土中，留头部将另一段钢导管焊接上去后再次向泥土里打入，以此完成将钢导管打

入到对应深度和位置，最后通过高压水枪(3)将钢导管内的泥土排出。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远距离沉井排土纠偏方法，其特征是：所述步骤S8中，在

建筑物基础的指定位置开设桩位孔，预制桩(7)打入桩位孔中后采用微膨胀早强混凝土

(10)浇实；所述桩位孔的上口开口大小小于下口开口，所述预制桩(7)的长度为10-20m，以

预制桩(7)的桩端进入持力层为准。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远距离沉井排土纠偏方法，其特征是：所述预制桩(7)的

顶部抵设有封桩墩(8)，所述封桩墩(8)的表面设置有若干凸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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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远距离沉井排土纠偏方法，其特征是：所述桩位孔的四周

设置有四根反力锚杆(9)，两对角设置的反力锚杆(9)上焊接有连接杆(91)，所述反力锚杆

(9)、连接杆(91)、封桩墩(8)以及预制桩(7)通过微膨胀早强混凝土(10)浇筑成一个整体。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远距离沉井排土纠偏方法，其特征是所述步骤S3中的加

固处理为：在所述深井(1)侧壁上设置有加强环梁(5)，所述加强环梁(5)的顶部突出地面设

置，所述加强环梁(5)为钢筋笼为骨、早强砼为血肉的钢筋混凝土结构；所述深井(1)底部设

置有块石填料(11)，所述加强环梁(5)的底部设置有便于插入块石填料(11)中的刃脚(52)；

所述加强环梁(5)的底部设置有底板(51)，所述底板(51)位于刃脚(52)上方与刃脚(52)间

形成填料空间；所述底板(51)与块石填料(11)间通过素砼垫层(12)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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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远距离沉井排土纠偏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建筑物纠偏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远距离沉井排土纠偏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人们为了生存和生活的需要建设了大量的建筑物,但由于种种原因,某些建筑物

在建设或者使用过程中发生不均匀沉降造成建筑物的倾斜,如著名的意大利比萨斜塔,中

国的苏州虎丘塔等。建筑物倾斜轻者影响建筑物的正常使用,严重时使其丧失使用功能。

[0003] 授权公告号为CN101413277A、申请日为20108年10月16日的中国专利公开了一种

深层钻孔挤淤排泥建筑物纠倾方法，它包括以下步骤：(1)根据建筑物的倾斜情况和建筑物

的结构形式布置钻孔；(2)从地面沿所述的布置的钻孔位置间隔跳孔钻孔；(3)将所述的每

一钻孔内的下卧软土层的泥土部分排出直至倾斜建筑物回倾达到预定的倾斜值为止。

[0004] 上述的纠倾方式为目前常用的一种建筑物纠偏方式，但是这种纠偏方式具有一定

的局限性。第一，深井的位置受环境条件限制，深井需要设置在靠近建筑物迫降区的一侧，

而如果该侧有阻挡物时就无法设置深井；第二，深井发生井边土体塌陷时，由于深井较为靠

近建筑物，会对建筑物的地基产生影响。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一在于提供一种远距离沉井排土纠偏方法，其实现了远距离取土纠

偏，解决了现有技术中深井只能邻近建筑物设置造成的一系列问题。

[0006] 本发明的上述技术目的一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

[0007] 一种远距离沉井排土纠偏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8] S1、方案选择，勘测建筑物倾斜情况以及倾斜原因，确定纠偏方案，其中，勘测项包

括建筑物纠偏前顶部水平变位值SHl、纠偏方向建筑物宽度b以及自室外地坪算起的建筑物

高度Hg；

[0009] S2、迫降计算，根据S1的测量结果确定迫降量Sv，并估算取土量，其中，迫降量Sv的

计算公式为：Sv=（SHl-SH）b/Hg；

[0010] S3、沉井，在各个指定地点设置深井，沉至方案预定的标高，并对深井内壁进行加

固处理；

[0011] S4、钢导管施工，在每个深井中均设置15-25个排土通道，钢导管沿水平方向从深

井侧壁打入、且延伸至建筑物边缘以下的淤泥层形成排土通道；

[0012] S5、排土设备安装，将钢导管内泥土排出，并向钢导管内伸入高压水枪；

[0013] S6、冲孔迫降，包括试冲孔期、前正式冲孔期和迫降过半后的后正式冲孔期，其中，

前正式冲孔期的迫降速率大于试冲孔期和后正式冲孔期的速率；

[0014] S7、迫降区深层注浆致密，用钢盖板封闭钢导管口，从钢盖板的注浆口进行高压注

浆；

[0015] S8、锚杆静压桩加固，采用钢筋混凝土预制桩对建筑物基础进行加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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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如此设置，通过对建筑物的倾斜量、倾斜原因、土壤情况等各项指标勘测后拟定纠

偏方案，再根据纠偏方案以及建筑物周边环境进行深井定位，在本发明中，通过采用钢导管

的设置来形成精确的排土通道供高压水枪进入，从而达到了导向和精确定点排土。此外，通

过钢导管加固形成的排土通道，可以实现远距离排土纠偏，在发生井边土体塌陷时对邻近

建筑物地基土的负面影响可以得到有效控制。

[0017] 进一步优选为：在步骤S6中，需要进行施工监测，用以对冲孔延伸长度进行调整，

其方法为连续三天冲至结构重心处试观地基变形反应，以此来调整冲孔管长度、根数、方位

和冲水时间。

[0018] 如此设置，通过施工监测来对高压水枪的排土点进行及时调整，使得纠偏更加有

效，对于建筑物的损伤降低到最低。

[0019] 进一步优选为：所述施工监测包括沉降监测、倾斜监测和建筑物上部结构形状观

测，所述沉降监测采用精密水准仪进行监测，所述倾斜监测采用激光垂直仪、全站仪和经纬

仪中一种或多种进行检测，所述建筑物上部结构形状观测采用观测仪对受力不利位置是否

出现新裂缝进行观测。

[0020] 如此设置，有效对建筑物进行检测，以此来达到更加有针对性的调整，以及有效避

免建筑物造成大的损伤。

[0021] 进一步优选为：在所述冲孔迫降期间施工监测的检测频率为沉降每天观测2-5次、

倾斜每天观测1-4次；将监测值按轴线剖面绘制沉降曲线，理论上沉降曲线为直线，并且同

一轴线上各点沉降值必须在同一条直线上；当发现某点沉降值偏离这条直线时，立即调整

冲水管长度、根数、方位和冲水时间，使该点沉降值回归到沉降线上。

[0022] 如此设置，进行合理的阶段性检测，可以更加及时的进行调整。

[0023] 进一步优选为：所述步骤S6中，每个排土通道内的高压水枪每天冲刷1-2次，且采

用隔孔、隔井冲水。

[0024] 如此设置，确保建筑物协调沉降，控制回倾速率,尽可能避免造成局部迫降速度过

大，进而尽可能的降低对建筑物的损伤讲到更低。

[0025] 进一步优选为：所述步骤S4中，先在深井上开设好开口，再根据纠偏方案，调整好

钢导管方向，通过液压设备将钢导管打入到泥土中，留头部将另一段钢导管焊接上去后再

次向泥土里打入，以此完成将钢导管打入到对应深度和位置，最后通过高压水枪将钢导管

内的泥土排出。

[0026] 如此设置，实现排土通道的设置，并且，采用直接将钢导管分段打入的方式，定位

更加准确，只需将液压设备推压方向设置精确，就不易发生角度偏移等问题。

[0027] 进一步优选为：所述步骤S8中，在建筑物基础的指定位置开设桩位孔，预制桩打入

桩位孔中后采用微膨胀早强混凝土浇实；所述桩位孔的上口开口大小小于下口开口，所述

预制桩的长度为10-20m，以预制桩的桩端进入持力层为准。

[0028] 如此设置，对纠偏后的建筑物进行加固，其中，采用下口大于上口的设置，形成倒

锥形结构，在浇筑微膨胀早强混凝土后，有效增强预制桩与建筑物基础间的支撑效果。

[0029] 进一步优选为：所述预制桩的顶部抵设有封桩墩，所述封桩墩的表面设置有若干

凸环。

[0030] 如此设置，通过封桩墩的设置与微膨胀早强混凝土结合来封闭桩位孔，如此，可以

说　明　书 2/7 页

5

CN 107299650 B

5



形成以封桩墩为筋的结构，使得浇实桩位孔的微膨胀早强混凝土结构强度上符合使用要

求。

[0031] 进一步优选为：所述桩位孔的四周设置有四根反力锚杆，两对角设置的反力锚杆

上焊接有连接杆，所述反力锚杆、连接杆、封桩墩以及预制桩通过微膨胀早强混凝土浇筑成

一个整体。

[0032] 如此设置，首先四根反力锚杆以及连接杆的设置，可以增强后面浇筑的混凝土与

原先基础间的连接，提高整体结构强度，在使用时，通过连接杆可以起到将预制桩上的力更

好的传递到整个基础中，在后期使用中可以起到较好的支持效果。

[0033] 进一步优选为，所述步骤S3中的加固处理为：在所述深井侧壁上设置有加强环梁，

所述加强环梁的顶部突出地面设置，所述加强环梁为钢筋笼为骨、早强砼为血肉的钢筋混

凝土结构；所述深井底部设置有块石填料，所述加强环梁的底部设置有便于插入块石填料

中的刃脚；所述加强环梁的底部设置有底板，所述底板位于刃脚上方与刃脚间形成填料空

间；所述底板与块石填料间通过素砼垫层连接。

[0034] 如此设置，通过加强环梁设置来加固深井的侧壁，防止塌陷等问题出现，另外，加

强环梁的顶部突出地面设置来防止地面上的石头和物品掉落到深井中。

[0035] 通过块石填料来支撑加强环梁，使得其在使用时不易发生下陷，而刃脚的设置侧

便于将加强环梁插入到块石填料中，通过底板来与块石填料抵接形成支撑，通过素砼垫层

设置来实现块石填料与底板间的连接。

[0036] 综上所述，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37] 1、深井的位置可不受环境条件限制，可布置在拟纠建筑物的任一侧；

[0038] 2、深井与纠倾对象之间的距离可突破常规，不再受限于常规的深井其外壁距基础

边缘0.5～1.0m为宜的限定，可实现远距离纠倾，最大距离可到达20m；

[0039] 3、井边土体塌陷时对邻近建筑物地基土的负面影响可以得到有效控制；

[0040] 4、通过排土通道的设置，使得取土方向可得到准确定位，对动态调整平面各点的

迫降量与速率有显著成效。

附图说明

[0041] 图1是远距离纠偏结构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42] 图2是远距离纠偏结构中深井的结构示意图；

[0043] 图3是远距离纠偏结构中高压水枪的结构示意图；

[0044] 图4是远距离纠偏结构中支撑架的结构示意图；

[0045] 图5是锚杆静压桩的结构示意图；

[0046] 图6是反力锚杆和连接杆的结构示意图；

[0047] 图7是预制桩的结构示意图；

[0048] 图8是预制桩的俯视图；

[0049] 图9是实施例一中中南村华立小区的俯视图；

[0050] 图10是实施例一中纠偏建筑物的纠偏施工图；

[0051] 图11是实施例一中纠偏建筑物的锚杆静压桩加固示意图。

[0052] 图中，1、深井；11、块石填料；12、素砼垫层；2、排土通道；3、高压水枪；31、枪头；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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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水管；321、锥形螺纹头；322、连接口；33、支撑架；331、插孔；34、转换接头；341、外套接头；

342、前接头；343、冲管后接头；344、橡胶垫圈；35、橡胶软管；4、水泵；5、加强环梁；51、底板；

52、刃脚；6、爬梯；7、预制桩；71、主筋；72、箍筋；73、桩帽；74、垫筋；8、封桩墩；9、反力锚杆；

91、连接杆；10、微膨胀早强混凝土。

具体实施方式

[0053]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54] 一种远距离纠偏结构，如图1所示，包括多个设置在迫降建筑物边缘的深井1，在深

井1的底部位置设置有若干排土通道2，排土通道2从深井1延伸至建筑物边缘以下的淤泥

层。

[0055] 参照图2，深井1侧壁上设置有加强环梁5，加强环梁5呈筒状插设于深井1中，加强

环梁5的顶部突出地面设置，其中，加强环梁5为钢筋笼为骨、早强砼为血肉的钢筋混凝土结

构。

[0056] 在加强环梁5上挂设有一爬梯6，爬梯6的顶部设置有呈钩形的弯折部，弯折部挂于

加强环梁5突出地面的部分。

[0057] 在深井1底部填设有块石填料11用以形成防陷层，在加强环梁5的底部设置有便于

插入块石填料11中的刃脚52；另外，在加强环梁5的底部设置有底板51，底板51位于刃脚52

上方与刃脚52间形成填料空间，当加强环梁5插设到深井1中时，刃脚52插到块石填料11中，

使得块石填料11位于填料空间内。

[0058] 在底板51与块石填料11间设置有素砼垫层12用于连接底板51与块石填料11。

[0059] 如图1和2所示，排土通道2由若干段钢导管焊接而成。

[0060] 如图1所示，在排土通道2内插设有一高压水枪3，参照图3，高压水枪3包括枪头31

和冲水管32，冲水管32包括若干节的水管，其中，水管的一端设置有锥形螺纹头321、另一端

设置有连接口322，连接口322与锥形螺纹头321间螺纹连接实现水管间的连接。

[0061] 在冲水管32位于深井1内的一端设置有如图4所示的支撑架33，水管插设于支撑架

33的插孔331中，支撑架33呈U形弯曲状在插孔331下方形成避让空间便于泥浆流出。

[0062] 如图3所示，冲水管32位于排土通道2的开口处的一端设置有转换接头34，转换接

头包括外套接头341、冲管后接头343以及前接头342，冲管后接头343一端穿过外套接头341

通过一橡胶垫圈344相互抵接。外套接头341供冲管后接头343穿入的一端设置有螺纹，通过

螺纹与前接头342连接。而前接头342的另一端设置有用于与水管连接的锥形螺纹头321。参

照图1和图3，转换接头34的冲管后接头343与水泵4间通过橡胶软管35连接。

[0063] 一种锚杆静压桩加固，如图5所述，包括桩位孔、预制桩7、反力锚杆9、连接杆91和

封桩墩8，桩位孔开设在建筑物基础上，呈上口小于下口设置。

[0064] 预制桩7至桩位孔打入建筑物基础下方的地基土内，其端部进入持力层。

[0065] 如图7和图8所述，预制桩7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其中，钢筋笼通过四根沿轴向设

置的主筋71和若干圈围绕在四根主筋71上的箍筋72组成，在预制桩7的顶端端部设置有桩

帽73和垫筋74。

[0066] 如图5所述，封桩墩8抵设于预制桩7的上，在外侧壁上设置有若干凸环。

[0067] 结合图5和图6所示，反力锚杆9设置为四个，分别插设在桩位孔的四周，连接杆91

说　明　书 4/7 页

7

CN 107299650 B

7



设置为两个，两连接杆91的两端分别焊接在两反力锚杆9的顶端形成交叉结构。

[0068] 一种远距离沉井排土纠偏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69] S1、方案选择，勘测建筑物倾斜情况以及倾斜原因，确定纠偏方案，其中，勘测项包

括建筑物纠偏前顶部水平变位值SHl、纠偏方向建筑物宽度b、自室外地坪算起的建筑物高

度Hg；

[0070] S2、迫降计算，根据S1的测量结果确定迫降量Sv，并估算取土量，其中，迫降量Sv的

计算公式为：Sv=（SHl-SH）b/Hg，其中，SH是建筑物纠偏顶部水平变位设计控制值；

[0071] S3、沉井，在各个指定地点设置深井1，通过对建筑物下方至沉井位置所在区域的

土壤结构来确定所需沉井的深度，然后将深井1沉至方案预定的标高，并通过加强环梁5对

深井1内壁进行加固处理；

[0072] S4、钢导管施工，根据预先制定的需要排土的深度，先在深井1上开设好开口，再根

据纠偏方案，调整好钢导管方向，通过液压设备将钢导管沿水平方向从深井1侧壁的开口处

打入到泥土中，留头部将另一段钢导管焊接上去后再次向泥土里打入，以此完成将钢导管

打入到对应深度和位置，使钢导管从深井1延伸至建筑物边缘以下的淤泥层形成排土通道

2。

[0073] 采用上述的方式，在每个深井1中均设置15-25个排土通道2；

[0074] S5、排土设备安装，通过高压水枪3将钢导管内泥土排出，并将高压水枪3从钢导管

中伸入到建筑物下方需要排土的位置，其中，排土的位置设置于建筑物的隔墙墙体、承重墙

以及承重柱的下方，以此更加有效的形成迫降，且能够尽可能降低对墙体的损伤；

[0075] S6、冲孔迫降，包括试冲孔期、前正式冲孔期和迫降过半后的后正式冲孔期，其中，

前正式冲孔期的迫降速率大于试冲孔期和后正式冲孔期的速率；

[0076] 在冲孔迫降过程中，需要进行施工监测，用以对冲孔延伸长度进行调整（即高压水

枪的冲水位置），其方法为连续三天冲至结构重心处试观地基变形反应，以此来调整冲水管

32长度、根数、方位和冲水时间。

[0077] 其中，施工监测包括沉降监测、倾斜监测和建筑物上部结构形状观测，在冲孔迫降

期间施工监测的检测频率为沉降每天观测2-5次、倾斜每天观测1-4次；将监测值按轴线剖

面绘制沉降曲线，理论上沉降曲线为直线，并且同一轴线上各点沉降值必须在同一条直线

上；当发现某点沉降值偏离这条直线时，立即调整冲水管32长度、根数、方位和冲水时间，使

该点沉降值回归到沉降线上。

[0078] 沉降监测采用精密水准仪进行监测，倾斜监测采用激光垂直仪、全站仪和经纬仪

中一种或多种进行检测，建筑物上部结构形状观测采用观测仪对受力不利位置是否出现新

裂缝进行观测。

[0079] 在冲孔迫降过程中，每个排土通道2内的高压水枪3每天冲刷1-2次，且采用隔孔、

隔井冲水。

[0080] S7、迫降区深层注浆致密，用钢盖板封闭钢导管口，从钢盖板的注浆口进行高压注

浆；

[0081] S8、锚杆静压桩加固，在建筑物基础的指定位置开设桩位孔，并桩位孔的四周设置

有四根反力锚杆9；

[0082] 将预制桩7打入桩位孔中，其中，预制桩7的长度为10-20m，以预制桩7的桩端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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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力层为准。将预制桩7打入后，在其顶部抵设一封桩墩8，并将两连接杆91焊接到反力锚杆

9上，最后将微膨胀早强混凝土10浇筑到桩位孔中，将反力锚杆9、连接杆91、封桩墩8以及预

制桩7通过浇筑成一个整体。

[0083] 实施例1：以应用于杭州余杭区余杭镇中南村华立小区的宿舍楼工程为例。

[0084] 1、勘测

[0085] 如图9所示，该宿舍楼为图中的4号楼，呈六层砖混结构房屋，房屋长房屋长

66.40m,宽8.1m,建筑面积约为4616㎡，檐口高度18m，各层层高均为3m,平面形状大致呈矩

形，中间设有伸缩缝。本工程室内外高差450mm,基础埋深-1.050m,采用筏板式基础，基础板

厚300mm,以2层亚粘土作为持力层。

[0086] 房屋东北角向北倾斜15.56‰，向西倾斜3.52‰；西北角向北倾斜12.9‰，向西倾

斜0.68‰，对于砌体结构结构危险点的判别标准为7‰，目前4#楼的倾斜率已经超过了危险

房屋的鉴定标准，构成了危险点。

[0087] 经勘察，场地在勘察深度17.0m范围内，按其成因、岩性、物理力学性质可将地基土

分成4层5亚层。现将各土层自上而下描述如下：

[0088] 1-1杂填土：杂色，干，松散。以粘性土为主，含碎石、砾石、碎砖块等组成。全场分

布，层顶标高5.10～5.40m，层厚0.50～1.30m。

[0089] 1-2素填土，松散。力学性质差，分布不均。层厚0.25～0.40m。高4.15～4.60m，层厚

1.30～1.40m。

[0090] 2粉质粘土：灰黄色，软可塑，局部硬可塑。切面较光滑，无光泽，无摇震反应，韧性

中等，干强度中等，含少量铁锰质斑。层顶标高2.85～4.40m，层厚0.20～2.20m。

[0091] 3淤泥质粉质粘土：灰色，流塑。切面较光滑，无光泽，无摇震反应，韧性较低，干强

度较低，含有机质斑及少量腐殖质，底部含有砾砂。全场分布，层顶标高,1.70～2.65m，层厚

10.10～11.10m。

[0092] 4圆砾：灰色，湿，中密。粒径大于2mm颗粒约占总质量的60%以上，以2～4mm为主，可

见粒径大于30mm的卵石，呈圆形、亚圆形状，主要成份为砂岩及凝灰岩，粘性土约占25%左

右，余为中粗砂充填。全场分布，层顶标高-8.80～-8.40m，控制最大厚度3.50m。

[0093] 引起房屋倾斜的主要原因：

[0094] 1）土层厚薄不均匀。地质勘探表明，持力层②粉质粘土层最大厚度2.20m,而场地

北侧原为鱼塘，存在较厚的塘泥，导致该层厚度变薄，最小厚度仅为0.20m。同时在上部结构

荷载作用下基地应力较大，导致房屋往北倾斜。

[0095] 2）持力层下存在软弱下卧层。持力层下为③淤泥质粉质粘土，该层层厚在10.10～

11.10m，流塑状态，压缩系数为0.82MPa-1,孔隙比1.089，属高压缩性土，在六层楼荷载作用

下的地基土变形过大，再加上房屋重心偏北，导致房屋南北向差异沉降较大并产生倾斜。

[0096] 在施工前，应对周围环境作一次全面调查，并记录必要的情况及数据，补充必要的

沉降监测点。对周边2#楼及7#楼作必要的沉降观测。并采取相关措施对西南角邻边用房及

北侧储藏室的有效保护，院墙采用泡沫板保护，防止泥浆污染墙体，对既有地下管线及绿化

做好相关保护措施。

[0097] 2、沉井设置

[0098] 如图10所示，根据上述勘测后，在沉降较小的南面设置6口深井1，深井1内直径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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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厚0.2~0.25m，深度9m。在各深井1设20个排水通道至本楼基础边缘以下於泥层，排水通道

呈上、下两排设置，通过若干钢导管焊接而成。钢导管选用219x6钢管，每节长1.5m，分节焊

接，并用电动液压设备逐节顶入直至规定长度。

[0099] 由上可知，本楼最大倾斜为15.56‰，本次纠倾控制目标值为2‰以内，即本次直接

冲孔迫降量为8100×13.56‰=110mm。

[0100] 3、冲孔排土分级迫降

[0101] 迫降速率的确定：a、试冲孔期7~10天左右，迫降速率2～3mm/d；b、正式冲孔期，迫

降速率≤6mm/d，一般以4～5mm/d为宜；c、迫降过半后，迫降速率应减缓至2～3mm/d。

[0102] 4、沉降监测

[0103] 在本工程中，采用四套高压冲孔设备、四个冲孔班组每天对各个孔冲刷1～2次。每

口沉井内冲水孔，要间隔冲水。冲水的顺序应隔井隔孔进行，确保建筑物协调沉降，控制回

倾速率。

[0104] 在冲孔迫降期间，每天观测3次。

[0105] 每天固定时间对所有沉降监测点至少进行一次沉降观测，将监测值按轴线剖面绘

制沉降曲线，理论上沉降曲线为直线，并且同一轴线上各点沉降值必须在同一条直线上。当

发现某点沉降值偏离这条直线时，立即调整冲水管32长度、根数、方位和冲水时间，使该点

沉降值回归到沉降线上。保证每冲水一个回合，做一次回倾测量并提出报告。

[0106] 5、迫降区深层注浆致密

[0107] 冲孔施工完全结束后须对冲孔扰动区进行补强处理，本楼的地基补强处理方法为

注浆致密技术，即先用钢盖板以焊接封闭各导管口，从钢盖板注浆口，作高压注浆，注浆压

力0.3～0.4Mpa，逐根注压完毕即可。

[0108] 采用32.5级水泥，水灰比0.7～0.8,各孔水泥用量约为1.5~2.0吨。

[0109] 6、锚杆静压桩设置

[0110] 如图11所示，在建筑物基础上设置有27个预制桩7，每个预制桩7的设计参数如下：

[0111] 1)桩身截面尺寸：200x200mm钢筋混凝土预制桩7,桩体砼强度等级为C3；

[0112] 2)单桩竖向承载力特征值  200KN,终压桩力300kN；

[0113] 3)桩长以桩端进入持力层  4  圆砾层≥0.2m控制，桩长约15m，具体以试压桩结果

为准。

[0114] 施工总工期为100天，其中沉井施工23天，冲孔迫降45天，注浆及沉井回填15天,锚

杆静压桩25天。在纠倾竣工60天内，监测周期为15天/次，随后继续监测10个月，视沉降速率

监测周期可延至30天/次。

[0115] 本具体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发明的解释，其并不是对本发明的限制，本领域技术人

员在阅读完本说明书后可以根据需要对本实施例做出没有创造性贡献的修改，但只要在本

发明的保护范围内都受到专利法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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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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