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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富水区综合管廊的施工

方法，施工步骤如下：1.根据规划及设计要求确

定管廊开挖路线；2.沿开挖路线在其中轴线两边

等间距斜向地下顶进冻结管和钢管混凝土形成

管幕；3.对冻结管实施冻结，在冻结帷幕厚度达

到止水要求后，对冻结帷幕之间的土方开挖至帷

幕底部，并进行回填和夯实；4.清理冻结帷幕上

的浮土，在其上铺设一层隔热卷材；5.在基坑底

部用C15素混凝土作垫层；6.在垫层上安装管廊

底板模板，并浇筑一层ECC，然后再进行后续施

工；7.拆除模板后在管廊外表面喷射一层ECC并

养护；8.管廊整体施工、验收完毕后，采用粗颗粒

碎石回填。该方法的优势在于同时利用管幕冻结

法的承载力高和封水性好的特点，以克服管廊富

水区施工止水难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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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富水区综合管廊的施工方法，其特征是，包括如下步骤：

(1)根据规划及设计要求，进行测量定位，确定管廊建设开挖的具体路线；

(2)沿开挖路线在路线中轴两边等距离隔地斜向地下顶进冻结管和钢管混凝土形成管

幕：打入冻结管和钢管混凝土的长度及打入角度依据管廊设计尺寸及设计埋深确定；

(3)对冻结管实施冻结，当冻结管之间的冻结帷幕厚度达到止水要求时，根据设计要求

对冻结帷幕之间的土方开挖，开挖至冻土帷幕底部：然后在底层回填粗颗粒碎石，在碎石层

上铺三七灰土并夯实，采取开挖一段，回填一段、回填完一段后再开挖下一段的工序进行，

在开挖回填工作完毕后，需在基坑顶部两边设置截水沟和钢管防护栏；

(4)清除两侧冻土帷幕上的泥土，在清理完后的冻结帷幕两侧铺上一层隔热巻材，以保

护冻结帷幕的温度，降低施工及周围环境对其冻结温度的扰动，并在基坑内每隔一段距离

设置从基坑顶部通往底部的爬梯；

(5)在处理完后的基坑底部用C15素混凝土作100mm－200mm厚垫层，并在基坑两边设置

排水沟；

(6)在做好的垫层基础上按照综合管廊的设计尺寸及施工位置，架设管廊底板模板，在

模板内浇筑一层超高韧性水泥基复合材料(ECC)；然后再放置底层钢筋，浇筑底板混凝土，

待底层混凝土达到强度要求后，架设墙身及顶板模板、钢筋，最后整体浇筑混凝土；

(7)拆除模板后在管廊外表面、两个侧面及顶部喷射一层超高韧性水泥基复合材料

(ECC)并抹平、养护；

(8)综合管廊整体施工、验收完毕后，采用粗颗粒碎石回填。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冻结管、钢管混凝土截面均为圆

形，具体尺寸可依据实际施工时的施工荷载及结构自重计算确定，冻结管、钢管混凝土直径

参考值为600m～1200mm。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管幕冻结可采用低温盐水冻结，

亦可采用液氮冻结。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冻结管为一种单管循环冻结管，

其特征为一端封闭另一端有进水管和出水管，其中进水管为一根细圆管从冻结管口伸入到

冻结管的底部：出水管为与进水管等直径的细圆管，但只伸入到冻结管的管口。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钢管混凝土内的混凝土强度可选

为C40－C60混凝土。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冻土帷幕达到止水要求的厚度，

按照相关工程实例数据参考值为1.45m。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隔热巻村可为石棉、岩棉或气凝

胶毡，同时应注意防火。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三七灰土为素土与石灰体积3:7

配置而成的建筑材料，其中素土的粒径不得大于15mm，石灰粒径不得大于5mm。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粗颗粒碎石可为煤矸石、矿渣。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超高韧性水泥基复合材料(ECC)

采用普通硅酸盐水泥、精细沙、粉煤灰、硅灰等活性矿物掺合料、偏高岭土、可再分散乳胶

粉、纤维、触变剂、高效减水剂，用清洁水拌合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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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综合管廊外表面的底面、侧面、

顶面浇筑或喷射的超高韧性水泥基复合材料(ECC)的厚度为30mm－5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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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富水区综合管廊的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综合管廊施工技术领域，更具体地，涉及一种富水区综合管廊的施工

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综合管廊是集电力、通信、燃气、供热、给排水等各种工程于一体的遂道空间，因其

具有诸多的优点，极大方便了城市的市政建设，目前国内加快了综合管廊的建设。综合管廊

的施工一般采用明挖基坑进行施工，然而在遇到富水区软弱土层(如沼泽等地形)的时候，

采用明挖基坑施工就会有支护难、防水、排水难的问题，这些问题如不妥善解决将会导致施

工不能正常进行甚至出现危险事故。另ー方面，富水区域积水(沼泽水、生活废水)一般呈酸

性。而钢筋混凝土内部则是碱性环境。混凝土内包裏的钢筋正是有弱碱性的保护膜存在才

不会锈蚀。因此处于酸性环境下的钢筋混凝土综合管廊的耐久性将大打折扣，长期的氯离

子侵入和酸性液体的浸泡、将使得混凝土加速老化、进而引起钢锈蚀、膨胀产生纵向贯通裂

缝，最终导致管廊无法正常使用，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0003] 基于上述分析，本发明提出一种新型的在富水区域软弱土层综合管廊基坑开挖施

工的方法。采用管幕冻结法，即管幕工法和人工冻结法在同一项工程中联合运用。不同于传

统管幕冻结法的是，传统的管幕冻结法主要是用于暗挖施工，顶管是沿着隧道的方向顶进，

冻结后产生的冻土帷幕主要起封水和承受上部荷载；本发明提出的管幕冻结发主要适用于

富水区明挖法施工，顶管是斜向下从地面顶入到要开挖的基坑两侧，实施冻结后形成的冻

土帷幕，当冻土帷幕厚度达到止水要求和强度要求后，则对V型冻土帷幕内未冻结的土方进

行开挖，直到将其中的泥土和积水清理完毕，最后在V型冻土帷幕内进行综合管廊的施工作

业。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了以下技术方案：

[0005] 一种富水区综合管廊的施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6] (1)根据规划及设计要求，进行测量定位，确定管廊建设开挖的具体路线；

[0007] (2)沿开挖路线在路线中轴两边等距离隔地斜向地下顶进冻结管和钢管混凝土形

成管幕：打入冻结管和钢管混凝土的长度及打入角度依据管廊设计尺寸及设计埋深确定；

[0008] (3)对冻结管实施冻结，当冻结管之间的冻结帷幕厚度达到止水要求时，根据设计

要求对冻结帷幕之间的土方开挖，开挖至冻土帷幕底部：然后在底层回填粗颗粒碎石。，在

碎石层上铺三七灰土并夯实。采取开挖一段，回填一段、回填完一段后再开挖下一段的工序

进行。在开挖回填工作完毕后，需在基坑顶部两边设置截水沟和钢管防护栏；

[0009] (4)清除两侧冻土帷幕上的泥土，在清理完后的冻结帷幕两侧铺上一层隔热巻材，

以保护冻结帷幕的温度，降低施工及周围环境对其冻结温度的扰动，并在基坑内每隔一段

距离设置从基坑顶部通往底部的爬梯；

说　明　书 1/4 页

4

CN 109162298 A

4



[0010] (5)在处理完后的基坑底部用C15素混凝土作100mm－200mm厚垫层，并在基坑两边

设置排水沟；

[0011] (6)在做好的垫层基础上按照综合管廊的设计尺寸及施工位置，架设管廊底板模

板，在模板内浇筑一层超高韧性水泥基复合材料(ECC)；然后再放置底层钢筋，浇筑底板混

凝土，待底层混凝土达到强度要求后，架设墙身及顶板模板、钢筋，最后整体浇筑混凝土；

[0012] (7)拆除模板后在管廊外表面、两个侧面及顶部喷射一层超高韧性水泥基复合材

料(ECC)并抹平、养护；

[0013] (8)综合管廊整体施工、验收完毕后，采用粗颗粒碎石回填。

[0014] 优选的是，所述的冻结管、钢管混凝土截面均为圆形，具体尺寸可依据实际施工时

的施工荷载及结构自重计算确定，冻结管、钢管混凝土直径参考值为600m～1200mm。

[0015] 优选的是，所述的管幕冻结可采用低温盐水冻结，亦可采用液氮冻结。

[0016] 优选的是，所述的冻结管为一种单管循环冻结管，其特征为一端封闭另一端有进

水管和出水管，其中进水管为一根细圆管从冻结管口伸入到冻结管的底部：出水管为与进

水管等直径的细圆管，但只伸入到冻结管的管口。

[0017] 优选的是，所述的钢管混凝土内的混凝土强度可选为C40－C60混凝土。

[0018] 优选的是，所述的冻土帷幕达到止水要求的厚度，按照相关工程实例数据参考值

为1.45m。

[0019] 优选的是，所述的隔热巻村可为石棉、岩棉或气凝胶毡，同时应注意防火。

[0020] 优选的是，所述的三七灰土为素土与石灰体积3:7配置而成的建筑材料，其中素土

的粒径不得大于15mm，石灰粒径不得大于5mm。

[0021] 优选的是，所述的粗颗粒碎石可为煤矸石、矿渣。

[0022] 优选的是，所述的超高韧性水泥基复合材料(ECC)采用普通硅酸盐水泥、精细沙、

粉煤灰、硅灰等活性矿物掺合料、偏高岭土、可再分散乳胶粉、纤维、触变剂、高效减水剂，用

清洁水拌合而成。

[0023] 优选的是，所述的综合管廊外表面的底面、侧面、顶面浇筑或喷射的超高韧性水泥

基复合材料(ECC)的厚度为30mm－50mm。

[0024] 相比于传统的明挖法支护，在富水区采用管幕冻结法有其独特的优点，主要表现

在：1、有很好的止水效果，传统的用模板支护在富水区施工难以达到止水的效果，需要不断

的往外排水，影响施工进程：2、不会发生局部沉降，一旦冻土帷幕形成，整个基坑两边的冻

土帷幕就是一个整体，在富水区不会出现局部沉降，因此比传统的支护手段更加安全；3、在

综合管廊施工完成后，采用粗颗粒碎石回填到基坑的两侧，这样使得填在基坑底部的三七

灰土+综合管廊+基坑两边的回填碎石形成一个倒三角的整体，更有利于综合管廊的抗沉

浮。相比较于排水固结法，管幕冻结法则不需要将周围的水排除，对周围土体的扰动小，更

加环保。

[0025] 而为增强综合管廊的耐久性，延长其使用寿命，本发明采取在管廊的外表面的底

部、顶部及两侧浇筑一层超高韧性水泥基复合材料(ECC)，超高韧性水泥基复合村料(ECC)

是种新型的高性能纤维水泥基复合材料，掺入不超过2.5％体积率的短纤维增强，用常规的

搅拌工艺加工成型，硬化后的复合材料极限拉应变在3％以上，有效地将极限裂缝宽度限制

在0.1mm以内，故可称之为“无缝混凝土”，且其具有优异的阻裂、高韧性、高耐久性、抗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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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有超高韧性水泥基复合材料(ECC)的保护下，钢筋混凝土浇筑的综合管廊可免受周围

环境的侵蚀。

[0026] 综上所述，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富水区软弱土层综合管廊施工的方法，是一种高效

多益的方法，它不但能够解決在富水区软弱土层明挖法施工支护难、止水难的难题，还保证

了施工完成后综合管廊有很好的抗沉浮能力。此外，还解决了综合管廊耐久性的难题，通过

在管廊外浇筑一层超高韧性水泥基复合材料(ECC)作为保护层，大幅度的提高了综合管廊

的使用寿命。

附图说明

[0027] 图1为本发明的冻结管及钢管混凝土管幕示意图。

[0028] 图2为本发明的单管循环冻结管示意图。

[0029] 图3为本发明的综合管廊施工断面图。

[0030] 图中标记：1－冻结管，2－钢管混凝土，3－冻土帷幕，4－粗颗粒碎石垫层，5－三

七灰土垫层，6－素混凝土垫层、7－超高韧性水泥基复合村料(ECC)保护层，8－综合管廊：

9－隔热巻材，10－钢管防护栏，11－截水沟。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下面通过具体实施案例，并结合附图对本发明所述的施工方法做进一步的阐述，

以帮助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有更完整、准确、深入的理解。

[0032] 某综合管廊设计埋深2.5m：管廊分三个舱室，分别为：天然气舱、综合舱、热力舱，

净宽分别为：3m、3.2m、3.2m：净高均为2.5m。建设项目要穿过一片富水软弱土层地带，地下

水埋深为0.5m，按地层的岩性特征差异可分为如下几层，分层并描述如下：

[0033] 淤泥质土：层底埋深3.5m～5.5m，层厚3.4m～5.4m，呈浅灰、灰色，流塑状、高含水

量、高压缩性、松软、较弱、干强度大，工程特性差。

[0034] 粉土：层底埋深5.5m～8.6m，层厚2.1m～3.2m、呈浅黄色、高含水、中密，工程特性

一般、但在较大降雨后含水量较大时强度明显降低：工程特性差，易成“弹簧士”、稳定性差。

[0035] 粉沙层：本层埋深在9m以下，中密至密实、易流砂，砂粒径均匀，砂粒矿物成分以石

英为主，工程特性一般。

[0036] 采用管幕冻结法进行明挖基坑施工，施工步骤如下：

[0037] 第一步.根据规划及设计要求，进行放线定位，确定管廊建设开挖的具体路线；

[0038] 第二步.沿开挖路线在路线中轴线两边等距离间隔地斜向地下顶进冻结管1和钢

管混凝土2形成管幕，其中冻结管及钢管混凝土的直径均为1m：钢管混凝土的钢管壁厚为

4.5mm，内填混凝土强度为C40，打入冻结管1和钢管混凝土的长度均为19m、打入角度为60°，

冻结管与钢管混凝士间隔布置，间隔距离为0.3m；

[0039] 第三步.对冻结管1实施冻结，当冻结管1之间的冻土帷幕3厚度达到1.5m后,对冻

土帷幕3之间的土方进行开挖，当开挖到左右两边的冻土帷幕之间的水平距离为2米时、停

止机械开挖，改为人工开挖，直到开挖到冻土帷幕底部，并将基坑里的泥土及积水清理后，

底层采用粗颗粒碎石垫层4回填5.5m高，在粗颗粒碎石垫层4上再铺2m厚的三七灰土垫层5

并夯实。采取开挖一段、回填一段，回填完一段后再开挖下一段的工序进行，每段开挖长度

说　明　书 3/4 页

6

CN 109162298 A

6



为10m。在开挖回填工作完完毕后，需在基坑顶部两边设置截水沟11和钢管防护栏10；

[0040] 第四歩.整段基坑开挖回填完毕后，清除两侧冻土帷幕3表面上的泥土，在清理完

后的冻土帷幕3两侧铺上一层隔热巻材9，以保护冻土帷幕3温度，降低施工及周围环境对其

冻结温度的扰动。并在基坑内每隔一段距离设置从基坑顶部通往底部的爬梯；

[0041] 第五步.在处理完后的基坑底部用C15素混凝土作100mm厚垫层，并在基坑两边设

置排水沟；

[0042] 第六步.在做好的素混凝土垫层6基础中间位置架设管廊底板模板在模板内浇筑

一层6mm厚的超高韧性水泥基复合材料(ECC)保护层7，然后再放置底层钢筋。浇筑底板混凝

土，待底层混凝土达到强度要求后，架设墙身及顶板模板、钢筋。最后整体浇筑混凝土；

[0043] 第七歩.拆除模板后在管廊外表面、两个侧面及顶部喷射一层60mm厚的超高韧性

水泥基复合材料(ECC)保护层7并抹平、养护；

[0044] 第八步.综合管廊8整体施工、验收完毕后：采用粗颗粒碎石垫层4回填到与地面齐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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