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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属于基坑支护技术领域，涉及一种高

富水临海地区地连续墙接头止水方法，在高富水

临海地区以工字钢为地下连续墙接头的施工，防

水效果较理想；用镀锌铁皮及工字钢外侧填筑沙

袋能够有效防止混凝土绕流；而且采用市场销售

专门的钢丝刷刷壁，有着良好的刷壁效果，有利

于加强混凝土的整体性，增强防水效果；钢花管

的设置进一步确保了接缝处止水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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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富水临海地区地连续墙接头止水方法，其特征在于采用高富水临海地区地下

连续墙接头止水装置实现，具体过程为：

(1)浇筑导墙：采用现有施工工艺依次进行场地平整→测量放样→开挖导墙沟及处理

废土→绑扎导墙钢筋、安装立墙外侧模板→浇筑墙体混凝土→拆除模板加横向支撑→槽内

分层回填土方；

(2)泥浆制备：根据所在地质、地下水性质及施工经验进行泥浆配合比设计，使配置的

泥浆指标符合施工要求，泥浆配置的过程为：先将水加至搅拌筒1/3后，启动制浆机，再在定

量水箱不断加水的同时，加入膨润土粉，搅拌10min后，加入CMC液和碱粉继续搅拌10min即

可停止搅拌放入新浆池中，待静置膨化24h后使用；

(3)Ⅰ期槽段开挖：将首开槽作为试验槽段，收集成槽施工的各类参数和数据等，试成槽

后地连墙常规成槽，根据设计图纸及导墙确定Ⅰ期槽段开挖位置，成槽机进行开挖作业；成

槽时采用泥浆护壁，成槽后根据相关规范对槽孔进行验收，槽段完成后用刷壁器斜铲铲除

未脱落的硬物，进行槽壁清理；

(4)钢筋笼制作：将第一墙幅钢筋笼采用现有技术按施工要求制作好后与工字型钢板

焊接，同时安装好镀锌铁皮和压条钢筋；

(5)步骤(3)清槽结束后经检验成槽质量和泥浆指标，合格后吊放接头箱，将第一幅钢

筋笼下放到既定位置，在工字型钢板接头外侧填筑沙袋，防止混凝土外流；为减少地下连续

墙墙竖向沉降和相应的地表沉降，在工字型钢板接头处用预设的钢花管进行注浆加固，然

后通过预埋的注浆管水下浇筑首幅地下连续墙，浇筑完成后起拔接头箱；

(6)相邻槽段Ⅱ期完成后，先用刷壁器斜铲铲除未脱落的硬物，再用刷壁器钢丝刷自上

而下分段刷洗Ⅰ期槽端头工字钢板，上下刷数遍，直至刷子上不带泥屑，孔底淤积不再增加，

刷壁后使新老混凝土接合处干净密实；

(7)吊放接头箱，将第二墙幅钢筋笼吊装嵌固于工字型钢板翼板内，通过注浆管水下浇

筑混凝土，浇筑完成后起拔接头箱；

(8)其余墙幅按照上述步骤，依次浇筑，直至最后一幅连续墙浇筑完成。

2.根据权利要求1高富水临海地区地连续墙接头止水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高富水临

海地区地下连续墙接头止水装置的主体结构包括工字型钢板、连续墙水平筋、连续墙竖向

主筋、u形箍筋、镀锌铁皮、压条钢筋、钢花管、注浆管、第一墙幅钢筋笼、第二墙幅钢筋笼和

沙袋；连续墙水平筋和连续墙竖向主筋机械连接，钢花管绑扎搭接在第一墙幅钢筋笼上；镀

锌铁皮安装在工字型钢板的外侧，镀锌铁皮和压条钢筋点焊焊接，工字钢与第一墙幅钢筋

笼焊接连接，焊缝长度为100mm；u形箍筋和连续墙水平筋单面焊接连接，注浆管和第二墙幅

钢筋笼绑扎搭接，第二墙幅钢筋笼在吊装嵌固于工字型钢板翼板内；沙袋堆在工字型钢板

接头腹板外侧，下填高度为地下连续墙高度。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高富水临海地区地连续墙接头止水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工字

型钢板由H型钢板焊接而成，其翼缘的宽度为400mm，翼缘的厚度为10mm，腹板的高度为

160mm，腹板的厚度为10mm。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高富水临海地区地连续墙接头止水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连续

墙水平筋和连续墙竖向主筋根据工程需要选择型号和大小。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高富水临海地区地连续墙接头止水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u形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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筋的型号及间距与连续墙水平筋相同，u形箍筋的弯起角度为45°，使第二墙幅钢筋笼在吊

装时更好的嵌固于工字钢翼板内，便于施工。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高富水临海地区地连续墙接头止水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镀锌

铁皮的厚为0.3mm，宽为500mm，当在槽段混凝土浇筑时向外撑开，镀锌铁皮防止混凝土流入

相邻未成槽的槽段。

7.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高富水临海地区地连续墙接头止水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压条

钢筋的型号和大小采用C20，在距离工字型钢板边缘100mm处与镀锌铁皮点焊焊接。

8.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高富水临海地区地连续墙接头止水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钢花

管的直径为A50，其壁厚为3mm，高度与地下连续墙的高度相当，两根钢花管在距离工字型钢

板1水平100mm处与第一墙幅钢筋笼绑扎连接，钢花管的作用是在止水结构成形后基坑开挖

前进行注浆补强，确保接缝处止水效果，注浆管的大小与钢花管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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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富水临海地区地连续墙接头止水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基坑支护技术领域，涉及一种高富水临海地区地连续墙接头止水方

法，特别是一种以工字形钢为接头的止水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地下连续墙是一种重要的深基坑支护结构形式，其基本的工艺流程包括：导墙施

工、泥浆制备、成槽施工、钢筋笼制作、钢筋笼吊装、接头处理、水下混凝土灌注等，其中地下

连续墙接头处(特别是在一种高富水临海地区)的施工)是影响地下连续墙防渗止水的技术

难题。

[0003] 目前，常用的地下连续墙接头处施工方法包括以下几种：一是圆形接头管技术：是

清底换浆后置入槽段的一端或两端，混凝土初凝后，用拔管器拔起，其特点是造价低廉，方

法成熟，适用广泛，但拔管时间难掌握，防水效果不理想；二是“一”或“十”型钢板接头：成槽

后，随钢筋笼置入槽段，做为一次性防水装置，钢板两侧嵌入前后施工两幅连续墙内，其特

点使用广泛，造价便宜，但接缝处混凝土接触不良，易夹砂；三是“工”或“王”型钢接头：成槽

后，置入相应槽段做为一次性防水装置，钢筋笼嵌入型钢板翼板内，其特点是适应于富水地

层，整体性好，防水效果突出，不足是造价昂贵；四是旋喷桩防水接头：连续墙浇筑完成后，

在接缝处外侧，打入旋喷桩防水，特点是适用于软弱底层，防水效果一般，缺点是施工周期

长，造价昂贵；五是橡胶止水带接头：由特质的接头管带入既定位置，下个槽段开槽后拔出

接头管，其适用于较浅连续墙，防绕流，但其施工复杂，整体刚度差，如CN200910193231.8公

开了一种地下连续墙接头柔性止水带安装装置及方法，所述安装装置为由钢板或型钢制作

成的宽度和厚度之比接近1的接头管结构，其与混凝土相接触的一侧设有至少一个可安装

橡胶止水带的安装槽，且所述安装槽的开口处的宽度比槽腔的宽度略小。由于接头管的宽

厚比接近1。近年来出现了注浆式接头，如201810132066.4公开了一种可注浆式地下连续墙

接头及其施工方法，其特点是地墙接头在迎土面一侧设有两注浆管组成可注浆的地下连续

墙接头，所述地墙接头采用刚性接头连接时，两注浆管由圆环将其固定在刚性接头迎土面

的一侧，采用柔性接头连接时，两注浆管分别固定在钢筋笼迎土面的两端，具体施工包括：

导墙、单元槽段和地下连续墙的施工；但是由于工程地质条件差，地下连续墙成槽质量是重

难点，而且该止水方法施工成本高。

[0004] 因此，基于各种地下连续墙接头处施工方法以及工程地质情况的不同，合理选择

地下连续墙接头处的结构形式变得尤为重要。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存在的缺点，设计提供一种在高富水临海地区地

连续墙接头止水方法，实现在地下连续墙接头处在施工以及支护过程中时防渗止水。

[0006]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在高富水临海地区地下连续墙接头止水装置实现，具

体过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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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1)浇筑导墙：采用现有施工工艺依次进行场地平整→测量放样→开挖导墙沟及

处理废土→绑扎导墙钢筋、安装立墙外侧模板→浇筑墙体混凝土→拆除模板加横向支撑→

槽内分层回填土方；

[0008] (2)泥浆制备：在成槽过程中，泥浆起到护壁、携渣、冷却机具、切土润滑的作用，性

能良好的泥浆能确保成槽时槽壁的稳定，防止塌槽，同时在砼浇灌时对保证砼的浇灌质量

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根据所在地质、地下水性质及施工经验进行泥浆配合比设计，使配置

的泥浆指标符合施工要求，泥浆配置的过程为：先将水加至搅拌筒1/3后，启动制浆机，再在

定量水箱不断加水的同时，加入膨润土粉，搅拌10min后，加入CMC液和碱粉等外加剂继续搅

拌10min即可停止搅拌放入新浆池中，待静置膨化24h后使用；

[0009] (3)Ⅰ期槽段开挖：将首开槽作为试验槽段，收集成槽施工的各类参数和数据等，试

成槽后地连墙常规成槽，根据设计图纸及导墙确定Ⅰ期槽段开挖位置，成槽机进行开挖作

业；成槽时采用泥浆护壁，成槽后根据相关规范对槽孔进行验收，槽段完成后用刷壁器斜铲

铲除未脱落的硬物，进行槽壁清理；该过程为控制正式成槽施工过程的垂直度、泥浆参数，

保证工程实施的连续性，达到指导施工的目的；

[0010] (4)钢筋笼制作：将第一墙幅钢筋笼采用现有技术按施工要求制作好后与工字型

钢板焊接，同时安装好镀锌铁皮和压条钢筋；

[0011] (5)步骤(3)清槽结束后经检验成槽质量和泥浆指标，合格后吊放接头箱，将第一

幅钢筋笼下放到既定位置，在工字型钢板接头外侧填筑沙袋，防止混凝土外流；为减少地下

连续墙墙竖向沉降和相应的地表沉降，在工字型钢板接头处用预设的钢花管进行注浆加

固，然后通过预埋的注浆管水下浇筑首幅地下连续墙，浇筑完成后起拔接头箱；

[0012] (6)相邻槽段Ⅱ期完成后，先用刷壁器斜铲铲除未脱落的硬物，再用刷壁器钢丝刷

自上而下分段刷洗Ⅰ期槽端头工字钢板，上下刷数遍，直至刷子上不带泥屑，孔底淤积不再

增加，刷壁后使新老混凝土接合处干净密实；

[0013] (7)吊放接头箱，将第二墙幅钢筋笼吊装嵌固于工字型钢板翼板内，通过注浆管水

下浇筑混凝土，浇筑完成后起拔接头箱；

[0014] (8)其余墙幅按照上述步骤，依次浇筑，直至最后一幅连续墙浇筑完成。

[0015] 本发明所述高富水临海地区地下连续墙接头止水装置的主体结构包括工字型钢

板、连续墙水平筋、连续墙竖向主筋、u形箍筋、镀锌铁皮、压条钢筋、钢花管、注浆管、第一墙

幅钢筋笼、第二墙幅钢筋笼和沙袋；连续墙水平筋和连续墙竖向主筋机械连接，钢花管绑扎

搭接在第一墙幅钢筋笼上；镀锌铁皮安装在工字型钢板的外侧，镀锌铁皮和压条钢筋点焊

焊接，工字钢与第一墙幅钢筋笼焊接连接，焊缝长度为100mm；u形箍筋和连续墙水平筋单面

焊接连接，注浆管和第二墙幅钢筋笼绑扎搭接，第二墙幅钢筋笼在吊装嵌固于工字型钢板

翼板内；沙袋堆在工字型钢板接头腹板外侧，下填高度为地下连续墙高度。

[0016] 本发明所述工字型钢板由H型钢板焊接而成，其翼缘的宽度为400mm，翼缘的厚度

为10mm，腹板的高度为160mm，腹板的厚度为10mm。

[0017] 本发明所述连续墙水平筋和连续墙竖向主筋根据工程需要选择型号和大小。

[0018] 本发明所述u形箍筋的型号及间距与连续墙水平筋相同，u形箍筋的弯起角度为

45°，使第二墙幅钢筋笼在吊装时更好的嵌固于工字钢翼板内，便于施工。

[0019] 本发明所述镀锌铁皮的厚为0.3mm，宽为500mm，当在槽段混凝土浇筑时向外撑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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镀锌铁皮防止混凝土流入相邻未成槽的槽段。

[0020] 本发明所述压条钢筋的型号和大小采用C20，在距离工字型钢板边缘100mm处与镀

锌铁皮点焊焊接。

[0021] 本发明所述钢花管的直径为A50，其壁厚为3mm，高度与地下连续墙的高度相当，两

根钢花管在距离工字型钢板1水平100mm处与第一墙幅钢筋笼绑扎连接，钢花管的作用是在

止水结构成形后基坑开挖前进行注浆补强，确保接缝处止水效果，注浆管的大小与钢花管

相同。

[0022]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在高富水临海地区，以工字钢为地下连续墙接头的施工

方法比较适用，防水效果较理想；用镀锌铁皮及工字钢外侧填筑沙袋能够有效防止混凝土

绕流；而且采用市场销售专门的钢丝刷刷壁，有着良好的刷壁效果，有利于加强混凝土的整

体性，增强防水效果；钢花管的设置进一步确保了接缝处止水效果。

附图说明:

[0023] 图1为本发明所述高富水临海地区地下连续墙接头止水装置的主体结构原理示意

图。

[0024] 图2为本发明所述高富水临海地区地下连续墙接头止水装置的主体结构的三维立

体图.

[0025] 图3为本发明所述工字型钢板结构示意图。

[0026] 图4为本发明所述钢花管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通过实施例并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28] 实施例：

[0029] 本实施例采用高富水临海地区地下连续墙接头止水装置对某地铁站地下连续墙

施工，具体施工过程为：

[0030] (1)浇筑导墙：测量放线完成后，开始施工导墙，导墙的施工质量直接关系到地下

连续墙的施工质量，导墙施工必须严格按照规范标准要求进行，必须严格控制施工质量，导

墙断面采用倒“L”型现浇钢筋混凝土，均布HRB400C12@200钢筋骨架，导墙使用C30混凝土，

导墙开挖前必须先人工开挖探槽，挖掘机作业时必须有专人旁站监督施工，然后绑扎导墙

钢筋和立模板，浇筑C30混凝土，拆除模板加横向支撑，最后槽内分层回填土方；

[0031] (2)泥浆制备：在成槽过程中，泥浆起到护壁、携渣、冷却机具、切土润滑的作用，性

能良好的泥浆能确保成槽时槽壁的稳定，防止塌槽，同时在砼浇灌时对保证砼的浇灌质量

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根据所在地质、地下水性质及青岛市地区施工经验进行泥浆配合比

设计，使配置的泥浆指标符合施工要求(泥浆比重控制在1.1g/cm3～1.25g/cm3左右、粘度25

～30s之间)，泥浆配置方法为：先将水加至搅拌筒1/3后，启动制浆机，再在定量水箱不断加

水的同时，加入膨润土粉，搅拌10min后，加入CMC液和碱粉等外加剂继续搅拌10min即可停

止搅拌放入新浆池中，待静置膨化24h后使用；

[0032] (3)Ⅰ期槽段开挖：为控制正式成槽施工过程的垂直度、泥浆参数，保证工程实施的

连续性，达到指导施工的目的，将首开槽作为试验槽段，收集成槽施工的各类参数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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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试成槽后地连墙常规成槽，根据设计图纸及导墙确定Ⅰ期槽段开挖位置，本实施例中用

徐工480型液压抓斗成槽机成槽，成槽时采用泥浆护壁，成槽后根据相关规范对槽孔进行验

收，槽段完成后用刷壁器斜铲铲除未脱落的硬物，刷壁器使用特制刷壁器，刷壁器高3米，重

4吨，一侧为斜钢铲，用来铲除钢板上粘附较牢固的砂带、混凝土等物；另一侧为钢丝刷，用

来刷除钢板上粘附的泥土，最后挖槽机进行槽壁清底；

[0033] (4)钢筋笼制作：制作前先钢筋除锈，采用胎具法成型工艺制作钢筋笼，焊接时严

格控制焊接质量，将第一墙幅钢筋笼9采用现有技术按施工要求制作好后与工字型钢板1焊

接，同时在工字钢接头在工字钢外侧安装0.3mm厚、500mm宽的防绕镀锌铁皮5，镀锌铁皮5与

工字钢1搭接宽度不小于100mm，采用一条压条钢筋6固定焊接；

[0034] (5)步骤(3)清槽结束后经检验成槽质量和泥浆指标，合格后吊放接头箱，将第一

幅钢筋笼9采用双机抬吊进行整体吊装，采用一台130t履带吊作主吊，一台55t履带吊作副

吊，钢筋笼吊点设置为主吊4点、副吊6点下放到既定位置，在工字型钢板1接头外侧填筑沙

袋11，防止混凝土外流；为减少地下连续墙墙竖向沉降和相应的地表沉降，在工字型钢板1

接头处用预设的钢花管7进行注浆加固，然后通过预埋的注浆管8水下浇筑首幅地下连续

墙，浇筑完成后起拔接头箱；

[0035] (6)相邻槽段Ⅱ期完成后，先用刷壁器斜铲铲除未脱落的砂带等硬物，再用刷壁器

钢丝刷自上而下分段刷洗Ⅰ期槽端头工字钢板，上下刷数遍，直至刷子上不带泥屑，孔底淤

积不再增加，刷壁后使新老混凝土接合处干净密实；

[0036] (7)吊放接头箱，将第二墙幅钢筋笼10吊装嵌固于工字型钢板1翼板内，通过注浆

管8水下浇筑混凝土，浇筑完成后起拔接头箱；

[0037] (8)其余墙幅按照上述步骤，依次浇筑，直至最后一幅连续墙浇筑完成。

[0038] 本实施例所述高富水临海地区地下连续墙接头止水装置的主体结构包括工字型

钢板1、连续墙水平筋2、连续墙竖向主筋3、u形箍筋4、镀锌铁皮5、压条钢筋6、钢花管7、注浆

管8、第一墙幅钢筋笼9、第二墙幅钢筋笼10和沙袋11；连续墙水平筋2和连续墙竖向主筋3机

械连接，钢花管7绑扎搭接在第一墙幅钢筋笼9上；镀锌铁皮5安装在工字型钢板1的外侧，镀

锌铁皮5和压条钢筋6点焊焊接，工字钢1与第一墙幅钢筋笼9焊接连接，焊缝长度为100mm；u

形箍筋4和连续墙水平筋2单面焊接连接，注浆管8和第二墙幅钢筋笼10绑扎搭接，第二墙幅

钢筋笼10在吊装嵌固于工字型钢板1翼板内；沙袋11堆在工字型钢板1接头腹板外侧，下填

高度为地下连续墙高度。

[0039] 本实施例所述工字型钢板1由H型钢板焊接而成，其翼缘的宽度为400mm，翼缘的厚

度为10mm，腹板的高度为160mm，腹板的厚度为10mm。

[0040] 本实施例所述连续墙水平筋2和连续墙竖向主筋3根据工程需要选择型号和大小。

[0041] 本实施例所述u形箍筋4的型号及间距与连续墙水平筋2相同，U形箍筋4的弯起角

度为45°，使第二墙幅钢筋笼10在吊装时更好的嵌固于工字钢1翼板内，便于施工。

[0042] 本实施例所述镀锌铁皮5的厚为0.3mm，宽为500mm，当在槽段混凝土浇筑时向外撑

开，镀锌铁皮5防止混凝土流入相邻未成槽的槽段。

[0043] 本实施例所述压条钢筋6的型号和大小采用C20，在距离工字型钢板1边缘100mm处

与镀锌铁皮5点焊焊接。

[0044] 本实施例所述钢花管7的直径为A50，其壁厚为3mm，高度与地下连续墙的高度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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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两根钢花管7在距离工字型钢板1水平100mm处与第一墙幅钢筋笼9绑扎连接，钢花管7的

作用是在止水结构成形后基坑开挖前进行注浆补强，确保接缝处止水效果，注浆管8的大小

与钢花管7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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