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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具体是一种便于快速施工的装配式

挡土墙；其特征是：该装配式挡土墙的结构包括

基础、标准板片、纵向传力杆、横向传力杆和泻水

孔；通过多个标准板片顺序排列形成挡土墙，其

中，标准板片由横向传力杆相连，用来传递及平

衡标准半片的受力；整个挡土墙所承受的推力经

基土和基础而传递给地基。本装配式挡土墙在保

证施工质量的前提下可以有效提高施工效率，并

且本装配式挡土墙可以满足各种地形、地质的要

求。同时，本装配式挡土墙的基脚上部为平面，可

以设置景观、道路等设施，不会对挡墙负荷产生

明显影响，还可提高挡墙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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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便于快速施工的装配式挡土墙，其特征是：该装配式挡土墙的结构包括基础、标

准板片、纵向传力杆、横向传力杆和泻水孔；通过多个标准板片顺序排列形成挡土墙，其中，

标准板片由横向传力杆相连，用来传递及平衡标准板片的受力；整个挡土墙所承受的推力

经基土和基础而传递给地基；

上述便于快速施工的装配式挡土墙施工方法及受力机制包括：

步骤1、根据地质勘察资料的岩土特性和边坡高度确定所选用或设计标准板片并进行

工厂预制；

步骤2、现场开挖土方，施工基础，需加设桩基的，在挖土前施工桩基，以缩短边坡曝露

时间；

步骤3、平整挡墙基底，按顺序吊装挡墙板片，边就位边插入传力杆，横向传力杆插入前

孔内先灌注沥青油膏；

步骤4、下板截随板片安装顺序回填，边回填边校正板片；

步骤5、穿入纵向传力杆板柔性套管；

步骤6、穿入钢筋笼灌浆或预应力钢索张拉封闭；

步骤7、整体回填，上部排水沟及坡面绿化施工；

步骤8、施工完成基本稳定后对板片间、板片与基础间的接缝用柔性材料灌浆嵌缝；

其中，由于挡墙迎土面和底面都形成相对于土体深处的切角，土体水平推力在传递给

挡墙后转变为对基土斜向下的压力，从而化解了挡墙承受的倾覆力和水平应力，剩余水平

应力传递给嵌入地基的基础，防止了挡墙的水平推移；在挡墙板片自身强度足够的条件下，

由于本挡墙没有锚固段，不承受双重应力，所以在使用过程中的变形监测要求也不高，一般

只需进行目视观察；为实现快速施工和重复使用，挡墙标准板片不只是可用钢筋混凝土，还

可使用钢材或其它高强度材料制作；对于受力较大的挡墙，板片设计制作时可设置加强肋，

根据现场平面情况和边坡高度施工二级或多级挡墙，以适应高边坡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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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于快速施工的装配式挡土墙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土木工程领域，具体是一种便于快速施工的装配式挡土墙。

背景技术

[0002] 当前建设项目规划都涉及地下空间的利用，因此大型的地下室基坑施工在建筑施

工中广泛存在，在基坑施工中，在有足够施工场地的情况下，采用大开口基坑对基坑支护的

要求简单，可以大大节约成本。但即使是场地较宽余的工地，也不是可以无限制的自然放

坡，毕竞还要布置各种临时设施。同时即使采用自然放坡，仍要考虑安全坡度和坡面保护等

设施以及必不可少的基本支护。在临时边坡设计选用时即要考虑安全放坡和边坡维护，又

要考虑施工场地的平面协调。在坡地条件的建设项目建筑平面布置还需和永久过坡支护等

相结合，即要考虑满足项目使用要求，又要满足土地的合理利用及规划布局的谐调，这些都

涉及到边坡支护型式设计和选用。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能够满足各种场地要求并保证施工质量和效率的便

于快速施工的装配式挡土墙。

[0004]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是这样实现的：

[0005] 一种便于快速施工的装配式挡土墙，其特征是：该装配式挡土墙的结构包括基础、

标准板片、纵向传力杆、横向传力杆和泻水孔；通过多个标准板片顺序排列形成挡土墙，其

中，标准板片由横向传力杆相连，用来传递及平衡标准板片的受力；整个挡土墙所承受的推

力经基土和基础而传递给地基；

[0006] 上述便于快速施工的装配式挡土墙施工方法及受力机制包括：

[0007] 步骤1、根据地质勘察资料的岩土特性和边坡高度确定所选用或设计标准板片并

进行工厂预制；

[0008] 步骤2、现场开挖土方，施工基础，需加设桩基的，在挖土前施工桩基，以缩短边坡

曝露时间；

[0009] 步骤3、平整挡墙基底，按顺序吊装挡墙板片，边就位边插入传力杆，横向传力杆插

入前孔内先灌注沥青油膏；

[0010] 步骤4、下板截随板片安装顺序回填，边回填边校正板片；

[0011] 步骤5、穿入纵向传力杆板柔性套管；

[0012] 步骤6、穿入钢筋笼灌浆或预应力钢索张拉封闭；

[0013] 步骤7、整体回填，上部排水沟及坡面绿化施工；

[0014] 步骤8、施工完成基本稳定后对板片间、板片与基础间的接缝用柔性材料灌浆嵌

缝；

[0015] 其中，由于挡墙迎土面和底面都形成相对于土体深处的切角，土体水平推力在传

递给挡墙后转变为对基土斜向下的压力，从而化解了挡墙承受的倾覆力和水平应力，剩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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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应力传递给嵌入地基的基础，防止了挡墙的水平推移；在挡墙板片自身强度足够的条

件下，由于本挡墙没有锚固段，不承受双重应力，所以在使用过程中的变形监测要求也不

高，一般只需进行目视观察；为实现快速施工和重复使用，挡墙标准板片不只是可用钢筋混

凝土，还可使用钢材或其它高强度材料制作；对于受力较大的挡墙，板片设计制作时可设置

加强肋，根据现场平面情况和边坡高度施工二级或多级挡墙，以适应高边坡的需要。

[0016] 本装配式挡土墙在保证施工质量的前提下可以有效提高施工效率，并且本装配式

挡土墙可以满足各种地形、地质的要求。同时，本装配式挡土墙的基脚上部为平面，可以设

置景观、道路等设施，不会对挡墙负荷产生明显影响，还可提高挡墙的稳定性。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档墙的构造示意图。

[0018] 图2为本挡墙设为二级挡墙时的构造示意图。

[0019] 图3为本挡墙的板片结构示意图。

[0020] 图4为本挡墙的板片结构侧视示意图。

[0021] 图5为挡墙的板片结构侧视示意图（二级或多级）。

[0022] 图6为挡墙板片加肋型式的正视及侧视示意图。

[0023] 图7为挡墙与基础的传力构造示意图。

[0024] 图8为挡墙与下级挡墙的传力构造示意图。

[0025] 图9为挡墙纵向传力杆构造示意图。

[0026] 图10为挡墙纵向传力杆采用钢筋混凝土时的钢筋笼构造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以下通过具体实施例进一步说明本发明。

[0028] 如图1~图2所示，快速施工挡土墙，该挡墙边坡包括1.  挡墙板片、2.挡墙板片（二

级或多级）、3.  基础、4.  碎石滤水包、5.  回填土、6.  排水沟、7.  纵向传力杆、8.  泻水孔、

9.  横向传力杆、10.  横向传力杆（二级或多级）、11.  挡墙板片加强筋、12.  高强度板柔性

PE管。挡墙板片1（2）与纵向传力杆2共同形成挡墙墙体，挡墙墙体与基础3及横向传力杆9及

地基、背填土5共同组成了挡墙体系。

[0029] 上述的快速施工挡土墙，其使用方法如下：

[0030] 土方开挖完成，基底清理及处理完成后开始纵向按一个方向排布挡墙标准板片1。

板片吊装前将横向传力杆预留孔灌注沥青油膏，吊装时将预留孔插入基础的预留传力杆钢

筋并调整位置，板片基脚与基底接触不好时可在支垫平正后用灌浆料或低标号砂浆进行二

次灌浆以保证板片与基底接触稳固。板片每吊装就位一段，即穿入纵向传力杆7的板柔性套

管12，同时进行背土回填，回填土要尽可能保证其密实，回填土回填至接近泻水孔高度时要

设置碎石滤水包4。挡墙完成并检查初步回填稳定后进行纵向传力杆杆芯施工，如背土后期

变形较大且不均匀时，传力杆可采用预应力钢索，土体应力均匀时可用钢筋混凝土，其钢筋

笼制作可参照附图10。纵向传力杆混凝土强度达到要求时可对挡墙上部边坡进行整理完

善，并施工排水沟6。板片之间的缝隙可用沥清油膏或中性建筑密封胶嵌缝，板片与基础间

用沥青砂浆嵌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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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采用二级或多级边坡时，不必等待下级边坡传力杆灌浆即可施工上级挡墙，只需

基土夯填密实即可，如在传力杆灌浆后施工上级挡墙，需在灌浆混凝土达到一定强度后进

行。

[0032] 挡墙基脚上部为平面，可以设置景观、道路等设施，不会对挡墙负荷产生明显影

响，还可提高挡墙的稳定性。需注意在基脚上施作道路等覆盖层时，墙板根部要做排水沟，

保证泻水孔泻水及地表日常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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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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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2/8 页

7

CN 110258621 B

7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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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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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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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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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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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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