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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地下连续墙体的施工方

法，包括以下步骤：利用一钢制箱体在土体中掘

进开挖槽沟，钢制箱体包括相互连接的前箱室和

后箱室；钢制箱体每掘进一个预设行程后停止掘

进，利用在地面上的吊装机构将预制墙体吊装入

后箱室中同所述槽沟中已安装墙体进行连接；在

后箱室的前端内壁面上固定设置有一组千斤顶

推进机构，千斤顶推进机构以已安装墙体为反力

基础推进钢制箱体向前掘进，待掘进长度达到预

设行程后，继续下一个预制墙体同已安装墙体之

间的安装；如此往复，直至完成整个地下连续墙

体的施工。本发明的优点是:可在贴近周围建筑

的情况下，甚至在宽度为2～3m的狭窄通道下进

行施工，且不会影响周边土体发生沉降或周边构

筑物发生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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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地下连续墙体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利用一钢

制箱体在土体中掘进开挖槽沟，所述钢制箱体包括相互连接的前箱室和后箱室；所述钢制

箱体每掘进一个预设行程后停止掘进，利用在地面上的吊装机构将预制墙体吊装入所述后

箱室中同所述槽沟中已安装墙体进行连接；在所述后箱室的前端内壁面上固定设置有一组

千斤顶推进机构，所述千斤顶推进机构以所述已安装墙体为反力基础推进所述钢制箱体向

前掘进，待掘进长度达到所述预设行程后，继续下一个所述预制墙体同所述已安装墙体之

间的安装；如此往复，直至完成整个地下连续墙体的施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地下连续墙体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前箱室内设

置有挖掘装置。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地下连续墙体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前箱室在纵

向上分隔为掘进舱和储存舱，所述掘进舱内设置有挖掘装置，所述储存舱内设置有砂土处

理装置。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地下连续墙体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后箱室的顶

面以及后端面呈开口状，在吊装所述预制墙体的过程中，所述预制墙体经所述后箱室的顶

面开口进入箱室并经所述后箱室的后端面开口同所述已安装墙体进行连接固定。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地下连续墙体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在完成所述预制

墙体与所述已安装墙体之间的安装后，在所述预制墙体外表面与所述后箱室的侧板内壁面

之间的空隙内灌注灰浆形成第一注浆层；并在所述后箱室向前掘进离开后，在所述第一注

浆层与所述沟槽内壁面之间的空隙内灌注灰浆形成第二注浆层。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地下连续墙体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钢制箱体由

相互嵌合的所述前箱室和所述后箱室组成，所述后箱室的前端部配合嵌装于所述前箱室的

后端部中，且所述后箱室的前端部两侧面与所述前箱室的后端部两侧面之间呈间隙配合嵌

装。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地下连续墙体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钢制箱体上

设置有姿态控制装置，所述姿态控制装置包括所述千斤顶推进机构以及设置在所述前箱室

两侧壁面上的外伸支架，所述千斤顶推进机构包括至少一列沿竖直方向间隔布置的液压千

斤顶，所述外伸支架包括固定在所述前箱室侧壁面上的顶伸油缸以及固定于所述顶伸油缸

外端面上的顶板。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地下连续墙体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钢制箱体

的掘进开挖过程中，通过控制在竖直方向上的各所述液压千斤顶进行不同幅度的顶伸以实

现对所述钢制箱体上、下姿态的控制，通过分别控制所述前箱室两侧的所述外伸支架的不

同顶伸幅度以实现对所述钢制箱体在左、右方向上的姿态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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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地下连续墙体的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地下工程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地下连续墙体的施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以往施工地下连续墙的技术是通过使用各种大型机械或大型设备从地表面向地

下进行地下连续墙的施工，或通过明挖覆盖工法建造地下连续墙的，这种施工方法存在以

下问题：

①在宽度狭小的通道，例如宽度3m左右的通道下建造地下连续墙时，大型机械设备无

法进行施工。明挖覆盖工法也有很多限制，只能建造非常小、低矮的地下连续墙，并且要中

断通道的交通。

[0003] ②在接近地下连续墙的地上或地下有房屋等建筑物时，即使通道很宽，也会对建

筑物产生影响，因此不可进行施工。为了要进行施工，需采取化学灌浆工法对建筑物周边进

行硬化，或采取各种临时支撑工法等组合工法。

[0004] ③在地下墙周边地下较浅的位置有各种小型导管等埋设物时，大型机械的重量会

将小型导管压坏，因此需要预先对供水、下水、电气、煤气、电话线等地下小型导管进行防

护，或将其移置迂回。

[0005] ④在宽度狭小的明渠两侧建造地下连续墙时，无法采用以往利用大型机械进行的

地下连续墙施工法，虽然可用人力一点点地进行明渠的处理，但除了通过人力进行明挖覆

盖工法施工外，没有其他手段，因此需要花费大量的工程费用和工期。

[0006] ⑤地下连续墙的墙体壁厚很薄时，采用传统技术无法进行施工。

[0007] ⑥地下连续墙的墙体为工厂制品且为预制或现场组装时，采用传统技术的施工进

展缓慢，并且各种机械的使用费增加，因而工程费用、工期都将增加，经济性差。

发明内容

[0008] 本发明的目的是根据上述现有技术的不足之处，提供一种地下连续墙体的施工方

法，该施工方法通过采用开放式的钢制箱体进行预制墙体的安装，并以已安装墙体为反力

基础顶推钢制箱体向前掘进，以实现在狭窄工况下地下连续墙体的施作。

[0009] 本发明目的实现由以下技术方案完成：

一种地下连续墙体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利用一钢制

箱体在土体中掘进开挖槽沟，所述钢制箱体包括相互连接的前箱室和后箱室；所述钢制箱

体每掘进一个预设行程后停止掘进，利用在地面上的吊装机构将预制墙体吊装入所述后箱

室中同所述槽沟中已安装墙体进行连接；在所述后箱室的前端内壁面上固定设置有一组千

斤顶推进机构，所述千斤顶推进机构以所述已安装墙体为反力基础推进所述钢制箱体向前

掘进，待掘进长度达到所述预设行程后，继续下一个所述预制墙体同所述已安装墙体之间

的安装；如此往复，直至完成整个地下连续墙体的施工。

[0010] 所述前箱室内设置有挖掘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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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所述前箱室在纵向上分隔为掘进舱和储存舱，所述掘进舱内设置有挖掘装置，所

述储存舱内设置有砂土处理装置。

[0012] 所述后箱室的顶面以及后端面呈开口状，在吊装所述预制墙体的过程中，所述预

制墙体经所述后箱室的顶面开口进入箱室并经所述后箱室的后端面开口同所述已安装墙

体进行连接固定。

[0013] 在完成所述预制墙体与所述已安装墙体之间的安装后，在所述预制墙体外表面与

所述后箱室的侧板内壁面之间的空隙内灌注灰浆形成第一注浆层；并在所述后箱室向前掘

进离开后，在所述第一注浆层与所述沟槽内壁面之间的空隙内灌注灰浆形成第二注浆层。

[0014] 所述钢制箱体由相互嵌合的所述前箱室和所述后箱室组成，所述后箱室的前端部

配合嵌装于所述前箱室的后端部中，且所述后箱室的前端部两侧面与所述前箱室的后端部

两侧面之间呈间隙配合嵌装。

[0015] 所述钢制箱体上设置有姿态控制装置，所述姿态控制装置包括所述千斤顶推进机

构以及设置在所述前箱室两侧壁面上的外伸支架，所述千斤顶推进机构包括至少一列沿竖

直方向间隔布置的液压千斤顶，所述外伸支架包括固定在所述前箱室侧壁面上的顶伸油缸

以及固定于所述顶伸油缸外端面上的顶板。

[0016] 在所述钢制箱体的掘进开挖过程中，通过控制在竖直方向上的各所述液压千斤顶

进行不同幅度的顶伸以实现对所述钢制箱体上、下姿态的控制，通过分别控制所述前箱室

两侧的所述外伸支架的不同顶伸幅度以实现对所述钢制箱体在左、右方向上的姿态控制。

[0017] 本发明的优点是：

（1）将建造地下连续墙的装置小型化后进行施工，也就是说，将具有略宽于地下墙的上

部及前后部开口的槽状断面钢制箱体在地下沿地面横向掘进，通过在该钢制箱体的后部安

装、组装或浇注地下墙体，逐步建造连续地下墙，因此，可在贴近周围建筑的情况下，甚至在

宽度为2～3m的狭窄通道下也可进行施工；

（2）即使是对于地表地下的构造物，宽度小、长度不太长的钢制箱体的地下掘进作业，

除了在地下水较多的砂地外，几乎不会对前述的构造物产生影响，另外，由于在钢制箱体后

部不断留出的地下连续墙体左右微小间隙中灌注、填充速凝性灰浆，因此不会发生影响周

边土体沉降以及构造物变形的情况；

（3）对于地下较浅处的各种小直径配管，由于采用宽度小的钢制箱体，对地层扰动小，

因此不会发生变形、损坏；对于墙体顶面上方较浅处的交叉配管，也可穿过其下方进行施

工，无需进行上述配管的迂回、移置；

（4）本发明装置小型、宽度小，即使在宽度狭窄的明渠的两外侧，只要该场所相对于钢

制箱体的宽度有一定的裕量，也可利用本发明建造地下连续墙；

（5）将钢制箱体的前箱室在纵向上分隔为掘进舱和储存舱两个舱室，在储存舱内设置

有砂土处理设备，通过砂土处理设备将泥土状挖掘砂土先移至后方的储存舱内进行临时存

储，将砂土与水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分离，之后再将它们分别排出搬运，以便于在含水量较高

的砂土中进行掘进施工。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发明中利用钢制箱体施工地下连续墙的立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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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为本发明中利用钢制箱体施工地下连续墙的平面示意图；

图3为本发明中利用前箱室分隔为两个舱的钢制箱体施工地下连续墙的立面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以下结合附图通过实施例对本发明的特征及其它相关特征作进一步详细说明，以

便于同行业技术人员的理解：

如图1-3，图中标记1-13分别为：钢制箱体1、前箱室2、后箱室3、挖掘装置4、预制墙体5、

已安装墙体6、千斤顶推进机构7、铰接装置8、外伸支架9、第一注浆层10、第二注浆层11、掘

进舱12、储存舱13。

[0020] 实施例1：如图1、2所示，本实施例具体涉及一种地下连续墙体的施工方法，具体包

括以下步骤：

（1）在地下连续墙体的始发工作井中布置钢制箱体1，钢制箱体1包括经铰接装置8进行

铰接的前箱室2和后箱室3，前箱室2中设置有用于挖掘前方土体的挖掘装置4，且在前箱室2

的两侧对称设置有外伸支架9，外伸支架9包括固定在前箱室2侧壁面上的顶伸油缸以及固

定于顶伸油缸外端面上的顶板，外伸支架9作为姿态控制装置控制钢制箱体1的左右姿态调

整；后箱室3的顶面以及后端面均呈开口状以便于后续施工过程中能够使预制墙体5经开口

通过并安装，与此同时，在后箱室3的前端内壁面上固定设置有一组千斤顶推进机构7，千斤

顶推进机构7包括两列竖向间隔布置的液压千斤顶，在后续施工过程中，千斤顶推进机构7

将以已安装墙体6作为反力基础推进钢制箱体1的整体前进，同时千斤顶推进机构7也将作

为姿态控制装置控制钢制箱体1的上下姿态调整。

[0021] （2）驱动钢制箱体1在土体中掘进开挖沟槽一段距离后停止，利用位于地面上的吊

装设备将预制墙体5从后箱室3上方的开口吊装入后箱室3中，之后开启千斤顶推进机构7向

后顶推预制墙体5使之同后方的已安装墙体6紧密接触，之后将预制墙体5同已安装墙体6进

行固定安装，从而形成新的已安装墙体6；在已安装墙体6位于后箱室2的范围内，灌注速凝

性灰浆从而在已安装墙体6外侧壁面与后箱室3的内壁面之间形成第一注浆层10，以避免出

现周边土体沉降或者是周边建筑物变形的情况。

[0022] （3）继续控制千斤顶推进机构7向后顶推，此时已安装墙体6将作为反力机构保持

固定不动，在千斤顶推进机构7的顶推作用下，钢制箱体1将整体向前移动，此时控制前箱室

2中的挖掘装置4挖掘前方的土体并输送至地面上的卡车内运出；与此同时，当后箱室3的侧

壁面向前移动后，在第一注浆层10与土体之间的空隙内快速注入速凝性灰浆以形成第二注

浆层11，以避免出现周边土体沉降或者是周边建筑物变形的情况。

[0023] （4）待千斤顶推进机构7顶推达到极限行程之后，重复步骤（2）和（3），继续下一个

预制墙体5的安装和钢制箱体1的向前掘进，直至完成整个地下连续墙体的施工。

[0024] 需要说明的是，在钢制箱体1的掘进过程中，面对急拐弯、陡坡度等情况时，需要同

时利用姿态控制装置控制钢制箱体1的掘进姿态，姿态控制装置包括外伸支架9和千斤顶推

进机构7，为了能够使前箱室2和后箱室3之间产生一定幅度的上下左右姿态调整，后箱室3

的前端部配合嵌装在前箱室2的后端部中，且后箱室3的前端部两侧面与前箱室2的后端部

两侧面之间呈间隙配合嵌装。当需要控制钢制箱体1在左右方向上的姿态调整时，通过分别

控制前箱室2两侧的外伸支架9的不同顶伸幅度以实现对左右方向上的姿态控制；而当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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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钢制箱体1在上下方向上的姿态调整时，通过控制在竖直方向上的各液压千斤顶的不

同幅度的顶伸以实现对钢制箱体1在上下方向上的姿态控制。

[0025] 本实施例的有益效果为：

（1）将建造地下连续墙的装置小型化后进行施工，也就是说，将具有略宽于地下墙的上

部及前后部开口的槽状断面钢制箱体在地下沿地面横向掘进，通过在该钢制箱体的后部安

装、组装或浇注地下墙体，逐步建造连续地下墙，因此，在宽度为2～3m的狭窄通道也可进行

施工；

（2）即使是对于地表地下的构造物，宽度小、长度不太长的钢制箱体的地下掘进作业，

除了在地下水较多的砂地外，几乎不会对前述的构造物产生影响，另外，由于在钢制箱体后

部不断留出的地下连续墙体左右微小间隙中灌注、填充速凝性灰浆，因此不会发生影响周

边土体沉降以及构造物变形的情况；

（3）对于地下较浅处的各种小直径配管，由于采用宽度小的钢制箱体，因此不会发生变

形、损坏；对于墙体顶面上方较浅处的交叉配管，也可穿过其下方进行施工，无需进行上述

配管的迂回、移置；

（4）装置小型、宽度小，即使在宽度狭窄的明渠的两外侧，只要该场所相对于钢制箱体

的宽度有一定的裕量，也可利用本发明建造地下连续墙。

[0026] 实施例2：如图3所示，本实施例具体涉及一种地下连续墙体的施工方法，适用于挖

掘砂土含水量较多的情况，挖出的砂土呈泥土状无法直接运出，因此该施工方法将钢制箱

体1的前箱室2在纵向上分隔为掘进舱12和储存舱13两个舱室，在掘进舱12内设置有挖掘装

置4，在储存舱13内设置有砂土处理设备，通过砂土处理设备将泥土状挖掘砂土先移至后方

的储存舱13内进行临时存储，将砂土与水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分离，之后再将它们分别排出

搬运。本实施例中的其余施工步骤与实施例1中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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