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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专利提出了一种深厚覆盖层地区大

跨拱桥环形地下连续墙基础，属于岩土工程领

域。包括环形地下连续墙、帽梁、内衬墙、底板、拱

座、盖板和桩基础；所述环形地下连续墙包括Ⅰ期

槽段和Ⅱ期槽段，所述Ⅰ期槽段和所述Ⅱ期槽段

相间连接相接形成环状；所述帽梁沿所述环形地

下连续墙的轮廓设置且位于所述环形地下连续

墙的顶部；所述内衬墙紧贴所述环形地下连续墙

的内侧壁；所述底板呈平板结构并平铺于所述环

形地下连续墙内；所述拱座设于所述底板的上端

面；所述盖板的顶部与所述帽梁顶面齐平；所述

桩基础位于环形地下连续墙内。本发明具备有抗

倾覆性能强、水平及竖向承载性能优，可大幅减

少深厚覆盖层地区传统大跨拱桥拱座基础的施

工难度及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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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深厚覆盖层地区大跨拱桥环形地下连续墙基础，其特征在于：包括环形地下连

续墙、帽梁、内衬墙、底板、拱座、盖板和桩基础；所述环形地下连续墙包括Ⅰ期槽段和Ⅱ期槽

段，Ⅰ期槽段和Ⅱ期槽段均为圆弧形，Ⅰ期槽段的长度大于Ⅱ期槽段的长度，若干所述Ⅰ期槽

段和若干所述Ⅱ期槽段相间隔形成环状，且所述Ⅰ期槽段的底部和所述Ⅱ期槽段的底部均

嵌入基岩层；所述帽梁呈环形结构，所述帽梁沿所述环形地下连续墙的轮廓设置且位于所

述环形地下连续墙的顶部；所述内衬墙紧贴所述环形地下连续墙的内侧壁；所述底板呈平

板结构并平铺于所述环形地下连续墙内并位于所述环形地下连续墙中部，所述底板的侧面

与所述环形地下连续墙内侧壁相接；所述拱座设于所述底板的上端面；所述盖板封盖所述

环形地下连续墙的上部开口，所述盖板的顶部与所述帽梁顶面齐平；所述桩基础位于环形

地下连续墙内，所述桩基础的上端嵌入所述底板，所述桩基础的下端嵌入基岩层。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深厚覆盖层地区大跨拱桥环形地下连续墙基础，其特征

在于：若干所述桩基础分布于一个六边形区域内，所述桩基础采用非挤土桩施工工艺施工，

所述非挤土桩施工工艺包括冲孔灌注桩和钻孔灌注桩。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深厚覆盖层地区大跨拱桥环形地下连续墙基础，其特征

在于：所述环形地下连续墙、帽梁、内衬墙、底板、拱座、盖板和桩基础均为现浇的钢筋混凝

土结构。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深厚覆盖层地区大跨拱桥环形地下连续墙基础，其特征

在于：所述Ⅰ期槽段和所述Ⅱ期槽段的嵌入深度均大于4.0m，所述Ⅰ期槽段和所述Ⅱ期槽段

的厚度均为0.8m-1.6m。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深厚覆盖层地区大跨拱桥环形地下连续墙基础，其特征

在于：所述帽梁的外沿厚度1.5-2.5m，所述帽梁的内沿厚度为2.0-3.5m，且所述帽梁内沿的

厚度小于所述帽梁的外沿厚度；所述帽梁顶部宽度大于所述环形地下连续墙厚度，所述帽

梁外沿墙面至所述环形地下连续墙外侧墙面的水平距离为1.0-1.5m，所述帽梁内沿墙面与

所述内衬墙的外侧墙面齐平；所述帽梁分段浇筑，所述帽梁的施工缝与所述环形地下连续

墙的各槽段接缝错开设置。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深厚覆盖层地区大跨拱桥环形地下连续墙基础，其特征

在于：所述内衬墙沿竖向分层浇筑，每层所述内衬墙均为分段浇筑，且所述内衬墙的施工缝

与所述帽梁施工缝、所述环形地下连续墙的各槽段接缝均错开；最上一层所述内衬墙的外

侧墙面与所述帽梁的侧面齐平，其余层所述内衬墙的厚度应较最上一层内衬墙大0.5-

0.75m；每层所述内衬墙的高度之和与基坑开挖深度相等。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深厚覆盖层地区大跨拱桥环形地下连续墙基础，其特征

在于：所述底板的厚度为5-8m。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深厚覆盖层地区大跨拱桥环形地下连续墙基础，其特征

在于：所述拱座的高度为18-25m，所述拱座的宽度为8-13m；所述拱座为分离式且分层浇筑

结构，分层浇筑次数为5-7次。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深厚覆盖层地区大跨拱桥环形地下连续墙基础，其特征

在于：还包括后浇带，所述后浇带位于所述拱座与所述内衬墙之间；所述后浇带为一次浇筑

完成，所述后浇带的顶面与所述盖板底部齐平；待所述后浇带施工完成后于所述拱座与所

述内衬墙之间回填砂土，砂土顶面与所述盖板底面齐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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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深厚覆盖层地区大跨拱桥环形地下连续墙基础，其特征

在于：所述盖板的厚度为0.5-0.8m，且为一次浇筑完成的钢筋混凝土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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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深厚覆盖层地区大跨拱桥环形地下连续墙基础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岩土工程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深厚覆盖层地区大跨拱桥环形地下连续

墙基础。

背景技术

[0002] 为承受大跨拱桥上部结构传来的巨大水平推力及竖向荷载，并满足大跨拱桥上部

结构对水平位移及竖向位移的严苛要求，传统大跨拱桥基础多选择承载力及完整性较好基

岩作为持力层，且基础形式多采用明挖基础，但是对于深厚覆盖层地区而言，因基岩层埋置

较深，使得大跨拱桥基础施工难度及造价大幅增大。地下连续墙作为一种同时具有挡土、防

渗、承载三种功能的基础形式，且因其施工机械化程度高、噪音低、成本低、适应土质种类广

等特点，且因其环向刚度大及与地基土体密着性能优等性能，目前被推广应用于国内外各

种大跨桥梁基础。如井筒式地下连续墙基础及多壁式地下连续墙基础已广泛应用于日本多

座大跨桥梁工程基础工程中。

[0003] 在深厚覆盖层地区修建大跨拱桥，其拱座基础的选型将对拱桥建成后正常服役起

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所选择的基础形式应不仅具备巨大的水平承载性能，且应同时具备有

优越的竖向荷载承载性能，如仍采用传统的以岩层为持力层的明挖扩大重力式基础，将使

得基础的施工难度及造价显著攀升，且较难满足设计要求。且因深厚覆盖层地区拱座基础

区域下覆土体多与临江水系有着水力联系，给后续拱桥上部结构的施工及后期运营安全带

来诸多不确定因素，而拱桥环形地下连续墙基础以其强大的整体刚度、优越的防渗及巨大

的抗倾覆性能，且桩基础作为一种承受竖向荷载性能优越的深基础形式，两者的组合将使

得其成为深厚覆盖层地区修建大跨拱桥拱座基础的重要备选基础形式。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针对深厚覆盖层地区修建大跨拱桥采用基岩作为

拱座基础持力层所带来的施工难度大、造价高的问题，提出了一种应用于深厚覆盖层地区

的大跨拱桥组合基础。

[0005]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深厚覆盖层地区大跨拱桥环

形地下连续墙基础，包括环形地下连续墙、帽梁、内衬墙、底板、拱座、盖板和桩基础；所述环

形地下连续墙包括Ⅰ期槽段和Ⅱ期槽段，Ⅰ期槽段和Ⅱ期槽段均为圆弧形，Ⅰ期槽段的长度大

于Ⅱ期槽段的长度，若干所述Ⅰ期槽段和若干所述Ⅱ期槽段相间隔形成环状，且所述Ⅰ期槽

段的底部和所述Ⅱ期槽段的底部均嵌入基岩层；所述帽梁呈环形结构，所述帽梁沿所述环

形地下连续墙的轮廓设置且位于所述环形地下连续墙的顶部；所述内衬墙紧贴所述环形地

下连续墙的内侧壁；所述底板呈平板结构并平铺于所述环形地下连续墙内并位于所述环形

地下连续墙中部，所述底板的侧面与所述环形地下连续墙内侧壁相接；所述拱座设于所述

底板的上端面；所述盖板封盖所述环形地下连续墙的上部开口，所述盖板的顶部与所述帽

梁顶面齐平；所述桩基础位于环形地下连续墙内，所述桩基础的上端嵌入所述底板，所述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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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的下端嵌入基岩层。

[0006] 进一步的，若干所述桩基础分布于一个六边形区域内，所述桩基础采用非挤土桩

施工工艺施工，所述非挤土桩施工工艺包括冲孔灌注桩和钻孔灌注桩。

[0007] 进一步的，所述环形地下连续墙、帽梁、内衬墙、底板、拱座、盖板和桩基础均为现

浇的钢筋混凝土结构。

[0008] 进一步的，所述Ⅰ期槽段和所述Ⅱ期槽段的嵌入深度均大于4.0m，所述Ⅰ期槽段和

所述Ⅱ期槽段的厚度均为0.8m-1.6m。

[0009] 进一步的，所述帽梁的外沿厚度1.5-2.5m，所述帽梁的内沿厚度为2.0-3.5m，且所

述帽梁内沿的厚度小于所述帽梁的外沿厚度；所述帽梁顶部宽度大于所述环形地下连续墙

厚度，所述帽梁外沿墙面至所述环形地下连续墙外侧墙面的水平距离为1.0-1.5m，所述帽

梁内沿墙面与所述内衬墙的外侧墙面齐平；所述帽梁分段浇筑，所述帽梁的施工缝与所述

环形地下连续墙的各槽段接缝错开设置。

[0010] 进一步的，所述内衬墙沿竖向分层浇筑，每层所述内衬墙均为分段浇筑，且所述内

衬墙的施工缝与所述帽梁施工缝、所述环形地下连续墙的各槽段接缝均错开；最上一层所

述内衬墙的外侧墙面与所述帽梁的侧面齐平，其余层所述内衬墙的厚度应较最上一层内衬

墙大  0.5-0.75m；每层所述内衬墙的高度之和与基坑开挖深度相等。

[0011] 进一步的，所述底板的厚度为5-8m。

[0012] 进一步的，所述拱座的高度为18-25m，所述拱座的宽度为8-13m；所述拱座为分离

式且分层浇筑结构，分层浇筑次数为5-7次。

[0013] 进一步的，还包括后浇带，所述后浇带位于所述拱座与所述内衬墙之间；所述后浇

带为一次浇筑完成，所述后浇带的顶面与所述盖板底部齐平；待所述后浇带施工完成后于

所述拱座与所述内衬墙之间回填砂土，砂土顶面与所述盖板底面齐平。

[0014] 进一步的，所述盖板的厚度为0.5-0.8m，且为一次浇筑完成的钢筋混凝土结构。

[0015] 由于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16] (1)本发明的环形地下连续墙包括Ⅰ期槽段10和Ⅱ期槽段并形成环形结构，环向刚

度大、通过六边形分布的桩基础且下端嵌入基岩层，使得抗倾覆及抗滑移性能强，其中地下

连续墙基础主要用于承担上部结构传递的水平承载力，桩基础主要用于承担上部结构传递

的竖向承载力，且能满足大跨拱桥上部结构对水平位移及竖向位移的严苛要求。本发明同

时具有挡土、防渗、承载的三大功能，能够满足深厚覆盖层地区且下覆土层与临江水系有水

力联系的工况下大跨拱桥施工、运营阶段对基础结构性能的要求。

[0017] (2)本发明采用现浇的钢筋混凝土结构，通过将环形地下连续墙、帽梁、内衬墙和

拱座均采用分段式浇筑，浇筑是各处接缝均错开设置，可保证结构强度的同时，大幅降低深

厚覆盖层地区修建大跨拱桥拱座基础的施工难度和造价。

[0018] (3)本发明还包括后浇带，通过设置有后浇带，防止现浇钢筋混凝土结构由于温

度、收缩不均可能产生的有害裂缝，可对组合基础进一步加固。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发明的平面布置图；

[0020] 图2为本发明的正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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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图3为本发明的左视图；

[0022] 图4为本发明的环形地下连续墙的施工槽段分布图；

[0023] 图5为本发明的横截面图；

[0024] 图6为本发明桩基础的分布图。

[0025] 附图中，1-环形地下连续墙、2-帽梁、3-内衬墙、4-底板、5-拱座、6-盖板、7-桩基

础、8-回填砂土、9-后浇带、10-Ⅰ期槽段、11-Ⅱ期槽段。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为使本发明的技术特点及优点更加清楚，以方便实际工程中的应用，下面将对本

发明中所涉及的技术方案及具体实施方法进行详尽、完整的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只

是本发明的一部分实施例，而非全部。基于本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作出创造

性劳动的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均属于本发明保护范围。

[0027] 如图1到图6所示，一种深厚覆盖层地区大跨拱桥环形地下连续墙基础，包括环形

地下连续墙1、帽梁2、内衬墙3、底板4、拱座5、盖板6、桩基础7和后浇带9；其中：

[0028] 所述环形地下连续墙1包括Ⅰ期槽段10和Ⅱ期槽段11，所述Ⅰ期槽段10和所述Ⅱ期

槽段11相间连接相接形成环状，且所述Ⅰ期槽段10的底部和所述Ⅱ期槽段11的底部均嵌入

基岩层；所述Ⅰ期槽段10和所述Ⅱ期槽段11的嵌入深度均大于4.0m，所述Ⅰ期槽段10和所述

Ⅱ期槽段11的厚度均为0.8m-1.6m。所述帽梁2沿所述环形地下连续墙1的轮廓设置且位于

所述环形地下连续墙1的顶部；所述帽梁2的外沿厚度1.5-2.5m，所述帽梁2的内沿厚度为

2.0-3.5m，且所述帽梁2内沿的厚度小于所述帽梁2的外沿厚度；所述帽梁2顶部宽度大于所

述环形地下连续墙1厚度，所述帽梁2外沿墙面至所述环形地下连续墙1外侧墙面的水平距

离为1.0-1.5m，所述帽梁2内沿墙面与所述内衬墙3的外侧墙面齐平；所述帽梁2分段浇筑，

所述帽梁2的施工缝与所述环形地下连续墙1的各槽段接缝错开设置。

[0029] 所述内衬墙3紧贴所述环形地下连续墙1的内侧壁；所述内衬墙3沿竖向分层浇筑，

每层所述内衬墙3均为分段浇筑，且所述内衬墙3的施工缝与所述帽梁2施工缝、所述环形地

下连续墙1的各槽段接缝均错开；最上一层所述内衬墙3的外侧墙面与所述帽梁2的侧面齐

平，其余层所述内衬墙3的厚度应较最上一层内衬墙3大0.5-0.75m；每层所述内衬墙3的高

度之和与基坑开挖深度相等。所述底板4呈平板结构并平铺于所述环形地下连续墙1内，所

述底板4的侧面与所述环形地下连续墙1内侧壁相接，所述底板4的厚度为5-8m。所述拱座5

设于所述底板4的上端面；所述盖板6的顶部与所述帽梁2顶面齐平，所述盖板6覆盖所述环

形地下连续墙1的上部开口；所述盖板6的厚度为0.5-0.8m，且为一次浇筑完成的钢筋混凝

土结构。所述拱座5的高度为18-25m，所述拱座5的宽度为8-13m；所述拱座5为分离式且分层

浇筑结构，分层浇筑次数为5-7次。

[0030] 所述桩基础7位于环形地下连续墙1内，若干所述桩基础7分布于一个六边形区域

内；所述桩基础7的上端嵌入所述底板4，所述桩基础7的下端嵌入基岩层；所述桩基础7采用

非挤土桩施工工艺施工，所述非挤土桩施工工艺包括冲孔灌注桩和钻孔灌注桩。所述后浇

带  9位于所述拱座5与所述内衬墙3之间；所述后浇带9为一次浇筑完成，所述后浇带9的顶

面与所述盖板6底部齐平；待所述后浇带9施工完成后于所述拱座5与所述内衬墙3之间回填

砂土8，砂土顶面与所述盖板6底面齐平。本实施例中，所述环形地下连续墙1、帽梁2、内衬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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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底板4、拱座5、盖板6和桩基础7均为现浇的钢筋混凝土结构。

[0031] 基于上述结构，本实施例的施工步骤具体包括如下：

[0032] (1)桩基础7的施工：根据设计土体与现场测量放点，确定各桩基础7的具体位置，

桩基施工采用非挤土桩施工工艺，如冲击灌注桩及钻孔灌注桩，桩基的施工顺序先中间后

两边。当开挖成孔并采用泥浆护壁后，及时浇筑水下混凝土，灌注过程中当桩顶标高达到设

计标高后停止混凝土的灌注，然后采用回填砂土8的方式将桩顶至地表深度范围内的钻孔

填筑压实。

[0033] (2)环形地下连续墙1导墙施工：导墙设置于环形地下连续墙1两侧，起到承担施工

设备荷载、指引铣槽机导向、防止槽段上部塌孔的作用，导墙可由“L”、“[”形钢筋混凝土墙

组成，一般“L”形布置在外侧，“[”形布置在内侧。

[0034] (3)泥浆循环系统准备：为防止环形地下连续墙1各槽段开挖过程中发生塌孔失稳

现象，采用泥浆护壁处理措施来保证槽壁的稳定，且泥浆还起到润滑、悬浮钻渣、冷却钻具

的作用。如果施工现场受场地面积的限制，泥浆循环系统可设置于环形地下连续墙1内侧，

现场开挖储浆池、搅拌池、循环池。由泥浆泵将膨化好的泥浆抽至槽孔内以起到护壁的作

用，泥浆液面不低于导墙顶面，对于后期指标不合格的泥浆，如浇筑混凝土回收的泥浆可由

液压铣反循环抽出泥浆送至泥浆净化器，并抽送至储浆池。

[0035] (4)泥浆的制备：护壁泥浆可由中粘度的钠基膨润土与清水按照一定的配比配置，

一般为100：1000，经旋流式高速泥浆搅拌机搅拌后放入新浆池中静置膨化24h，膨化好后的

浆液中不出现离析、沉淀等现象。待泥浆浆液指标达到要求即可使用，如果循环应用后的泥

浆的指标不符合要求，可于浆液中加入羧甲基纤维素纳(CMC)或Na2CO3来增大浆液的粘度，

加入重晶石粉以增大浆液的重度，使其达到使用指标后可再次使用。

[0036] (5)环形地下连续墙1施工：环形地下连续墙1跳孔施工，首先采用抓斗挖除上覆的

土层，对于较为坚硬的基岩层则采用铣槽机来破碎挖除，其中Ⅰ期槽段10采用三铣成槽，Ⅱ

期槽段11采用一铣成槽，Ⅰ期槽段10的宽度约为Ⅱ期槽段11的三倍。施工时清除槽段两侧土

体，再清除中部槽段土体，铣槽全过程采用泥浆护壁，成槽过程中对液压导向板的垂直度跟

踪纠偏，保证其垂直度控制在1/300以下。槽段开挖完成后采用成槽机清除孔底淤泥，并采

用钢丝刷对槽壁进行刷壁处理，直至钢丝刷上无附着淤泥为止，以此来保证各槽段之间的

连接质量。

[0037] (6)钢筋笼加工：钢筋笼的半成品在钢筋加工厂加工(下料、弯曲、开牙等)，依据进

度分批次运至现场拼装，钢筋笼拼装依据先下后上，先桁架再单根的原则制作，钢筋笼一次

拼装成型。钢筋笼两端设PVC段定位器，长度方向设钢板定位器，钢筋笼上端主筋外套PVC 

管，便于后期桩头的凿除。

[0038] (7)钢筋笼吊装：地连墙钢筋笼采用两台吊车吊装，钢筋笼最大重量为35t，采用一

台  180t履带吊作为主吊；80t作为副吊，辅助空中翻身，采用“钢扁担”双钩起吊，主钩8-10 

个吊点，布置在上部；副吊6-8吊点，布置在中下部。

[0039] (8)混凝土浇筑：Ⅰ期槽段10布置两根Φ280mm导管，Ⅱ期槽段11布置1根，导管安装

前，进行抗压、气密性试验。混凝土浇筑采用隔离球法浇筑首盘混凝土，首先注入少量砂浆

润滑，再灌入混凝土，挤出球塞埋住导管底端，各导管均匀进料，混凝土面高差不大于0.5m，

导管埋深不得小于2m，每30min测量一次混凝土面高度。两侧Ⅰ期槽段10施工完成7天之后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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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施工其中间的Ⅱ期槽段11。

[0040] (9)帽梁2施工：环形地下连续墙1施工完成后即可开展上部帽梁2的施工，首先开

挖帽梁2段基坑，开挖至设计标高后，清底验槽完成后即可开展帽梁2的混凝土浇筑工作，帽

梁2分段浇筑，其施工缝与环形地下连续各槽段的接缝错开。

[0041] (10)基坑开挖和内衬墙3施工：帽梁2施工完成后即可开展基坑开挖工作，当基坑

开挖至每段内衬墙3底部标高时及时浇筑该圈内衬墙3，内衬墙3分段浇筑，其施工缝与帽梁

2  及环形地下连续墙1各槽段的接缝错开。

[0042] (11)底板4施工：基坑开挖至设计标高且清底验槽完成后即可开展底板4施工工

作，清底时将之前施工的桩基础7顶部按设计要求切割并清洗干净，底板4一次浇筑，因底板

4 的一次浇筑混凝土方量较大，参照大体积混凝土施工流程指导具体施工工作。

[0043] (12)拱座5施工：拱座5施工分层浇筑，底板4施工完成后且其上部混凝土强度满足

施工作业强度时立即开展拱座5第一层混凝土的施工工作，间隔时间不易超过10天。

[0044] (13)后浇带9施工：拱座5施工完成后即可开展拱座5与内衬墙3之间的后浇带9施

工工作，后浇带9分层施工，且每层间的施工缝与拱座5施工缝错开。

[0045] (14)回填砂土：拱座5及后浇带9施工完成后即可开展砂土回填工作，按照设计级

配的砂土及压实度回填拱座5与内衬墙3之间的空间，砂土回填高度与盖板6底面齐平。

[0046] (15)盖板6施工：砂土回填完成后即可开展盖板6施工工作，盖板6一次浇筑完成，

浇筑完成后注意盖板6的养护工作。

[0047] 最后应说明的是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限制尽管参

照前述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其依然可以对

前述各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技术特征进行等同替换而这些

修改或者替换并不使相应技术方案的本质脱离本发明各实施例技术方案的精神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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