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010337368.2

(22)申请日 2020.04.26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11691425 A

(43)申请公布日 2020.09.22

(73)专利权人 孙建立

地址 450000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

11号

(72)发明人 孙建立　张金鹏　郭慧娟　宋楠　

程超　李伟　

(74)专利代理机构 重庆市诺兴专利代理事务所

(普通合伙) 50239

代理人 刘兴顺

(51)Int.Cl.

E02D 17/02(2006.01)

E02D 19/06(2006.01)

E02D 19/10(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9736338 A,2019.05.10

CN 102051886 A,2011.05.11

CN 209555956 U,2019.10.29

CN 201952806 U,2011.08.31

JP 3645862 B2,2005.05.11

审查员 李晶晶

 

(54)发明名称

一种水利工程基坑管井结合轻型井点降排

水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水利工程基坑管井结合

轻型井点降排水方法，其具体方法如下：第一步

勘察场地：首先对于针对码头、堤坝等水利建筑

进行挖基坑施工作业前，对需要待挖基坑的面积

和所挖的深度进行拉线测量，同时需要对待挖基

坑位置与相邻地表水体之间距离进行测量。第二

步土质数据分析：收据获取勘察场地近一年的降

雨量的数据、地表水分蒸发量的数据以及待挖基

坑底部地下水水位的变化数据，然后将所获得的

数据进行进行整理分析，然后对所获得的整理分

析的数据绘制数据统计列表和基坑施工位置地

质剖面图，有益效果：井点孔设于待挖基坑的周

围，从而能够增加井点降排水的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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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水利工程基坑管井结合轻型井点降排水方法，其特征在于：其具体方法如下：

第一步勘察场地：首先对于针对码头、堤坝水利建筑进行挖基坑施工作业前，对需要待

挖基坑的面积和所挖的深度进行拉线测量，同时需要对待挖基坑位置与相邻地表水体之间

距离进行测量；

第二步土质数据分析：收据获取勘察场地近一年的降雨量的数据、地表水分蒸发量的

数据以及待挖基坑底部地下水水位的变化数据，然后将所获得的数据进行整理分析，然后

对所获得的整理分析的数据绘制数据统计列表和基坑施工位置地质剖面图；

第三步场地整平：对待挖基坑位置进行整平，通过挖掘机对场地的凸面土壤进行整平

挖起，挖出的土壤通过建筑工地转场车转送到场地的凹面填充，将凸面多余的土壤填补到

凹面处，然后通过压平机对填补土壤的位置进行压实压平，再通过水平检测仪对整平后的

场地进行测量，然后再由推土机和压平机进行整平调整；

第四步基坑井点管施工：首先需要冲孔形成冲点孔，然后将冲点管放置于冲点孔中并

且通过砂石对冲点孔进行填砂，然后再用粘土对冲点孔进行封口：

1）冲孔，在排管槽的一侧通过钻孔机进行井点孔的设置，在钻孔机对井点孔进行钻孔

时，必须保证钻孔机钻头钻孔时的垂直度，并且保证井点孔开挖的准确性，从而能够保证井

点孔的垂直度，方便井点管的插入，所述井点管的一端固定设有滤网管；为保证施工质量，

钻孔前，首先固定钻孔机的底座，从而能够增加钻孔机在钻孔过程中的稳定性和强度，避免

了钻孔机自身高度的沉降而造成钻孔钻头的弯折损坏；

2）埋管，井点孔完成后，然后通过起吊装置将预先准备的井点管放入到井点孔中，在放

置的过程中通过限位设备对井点管进行限位，以保证井点管能够垂直的进入到井点孔中，

避免井点管与井点孔之间造成碰撞而发生坍塌；

3）井点孔填砂，井点管放入到井点孔之后，然后向井点管外壁与井点孔之间进行填充

泥沙，增加填砂的过程中，同样保证井点管处于竖直状态，由起吊设备和限位设备对其进行

固定限位，并且使井点孔与井点管之间进行同轴放置，填砂完成后再将起到设备和限位设

备进行撤出；

4）封口，在井点孔的顶部一端处填充粘土对井点孔和井点管之间进行井点孔封口，然

后将抽水泵和抽水软管放入到井点管中，当不需要对基坑进行降水后，向井点管中进行灌

注速凝混凝土对井点管进行封口；所述封口向井点管中灌注混凝土时，灌注完成后通过震

动排气泵对井点管中的空气进行排出，并对井点管中的混凝土进行夯实，增加了稳固性；

第五步井点管降水管道排设：场地整平后，对场地的周边进行开挖排管槽，并抽水总

管、吸水管、抽水软管、抽水泵、排水泵、连通管、排水管以及排水沟槽进行排设；所述井点管

降水管道排设的具体方式，所述排管槽的内部设有所述抽水总管，所述抽水总管上设有若

干所述吸水管，所述吸水管远离所述抽水总管的一端设有所述抽水软管，所述抽水软管远

离所述吸水管的一端设有所述抽水泵，所述抽水总管的一侧中间设有所述连通管，所述连

通管远离所述抽水总管的一端与所述排水泵的一端连接，所述排水泵远离所述连通管的另

一端与所述排水沟连通；

第六步防渗透沟槽施工：在待挖基坑的一侧通过挖机进行挖出一条排水槽，所述排水

槽的另一端与积水池或者河流连接，所述排水沟槽通过的内部通过混凝土和砖块进行对其

而成，同时在排水沟槽的内部设有防水层；在对基坑进行挖坑过程中挖基坑的边缘坡面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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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设有支护装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水利工程基坑管井结合轻型井点降排水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井点管填砂时，首先向井点管中加入砂石，当砂石的距离与地面之间的为1米时，停

止填砂，然后通过震动棒对砂石进行震实，然后再在砂石的上方添加粘土，同样适用振动棒

将其震实。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水利工程基坑管井结合轻型井点降排水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井点管在基坑完全施工挖置完成后，对其进行取出抽水软管和抽水泵进行封口，并

且所述井点管在挖基坑之前半个月进行铺设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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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水利工程基坑管井结合轻型井点降排水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水产品养殖设计领域，具体来说，涉及一种水利工程基坑管井结合轻

型井点降排水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在对于码头、堤坝等水利建筑进行施工时，对于开挖基坑的位置与地表水体间距

离较近，将会导致基坑施工位置的地下水水位相对较高，将会造成地表水渗透至基坑内，另

一方面造成地下水水位高于基坑底部，从而造成基坑内积水严重，影响基坑施工质量，现有

的基坑降水一般采用集水井降水，集水井降水是一种人工排降法。它具有施工方便，用具简

单，费用低廉的特点，在施工现场应用的最为普遍。能够排除地下潜水、施工用水和天降雨

水，但是该方法将会造成降水的工作效率低，增加工作人员的劳动强度，所以有必要提供一

种水利工程基坑管井结合轻型井点降排水方法来解决以上存在的问题。

[0003] 针对相关技术中的问题，目前尚未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相关技术中的问题，本发明提出一种水利工程基坑管井结合轻型井点降排水

方法，以克服现有相关技术所存在的上述技术问题。

[0005]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这样实现的：

[0006] 一种水利工程基坑管井结合轻型井点降排水方法，其具体方法如下：

[0007] 第一步勘察场地：首先对于针对码头、堤坝等水利建筑进行挖基坑施工作业前，对

需要待挖基坑的面积和所挖的深度进行拉线测量，同时需要对待挖基坑位置与相邻地表水

体之间距离进行测量。

[0008] 第二步土质数据分析：收据获取勘察场地近一年的降雨量的数据、地表水分蒸发

量的数据以及待挖基坑底部地下水水位的变化数据，然后将所获得的数据进行进行整理分

析，然后对所获得的整理分析的数据绘制数据统计列表和基坑施工位置地质剖面图；

[0009] 第三步场地整平：对待挖基坑位置进行整平，通过挖掘机对场地的凸面土壤进行

整平挖起，挖出的土壤通过建筑工地转场车转送到场地的凹面填充，将凸面多余的土壤填

补到凹面处，然后通过压平机对填补土壤的位置进行压实压平，再通过水平检测仪对整平

后的场地进行测量，然后再由推土机和压平机进行整平调整；

[0010] 第四步基坑井点管施工：首先需要冲孔形成冲点孔，然后将冲点管放置于冲点孔

中并且通过砂石对冲点孔进行填砂，然后再用粘土对冲点孔进行封口。

[0011] 1)冲孔，在排管槽的一侧通过钻孔机进行井点孔的设置，在钻孔机对井点孔进行

钻孔时，必须保证钻孔机钻头钻孔时的垂直度，并且保证井点孔开挖的准确性，从而能够保

证井点孔的垂直度，方便井点管的插入；为保证施工质量，钻孔前，首先固定钻孔机的底座，

从而能够增加增加钻孔机在钻孔过程中的稳定性和强度，避免了钻孔机自身高度的沉降而

造成钻孔钻头的弯折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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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2)埋管，井点孔完成后，然后通过起吊装置将预先准备的井点管放入到井点孔中，

在放置的过程中通过限位设备对井点管进行限位，以保证井点管能够垂直的进入到井点孔

中，避免井点管与井点孔之间造成碰撞而发生坍塌；

[0013] 3)井点孔填砂，井点管放入到井点孔之后，然后向井点管外壁与井点孔之间进行

填充泥沙，增加填砂的过程中，同样保证井点管处于竖直状态，由起吊设备和限位设备对其

进行固定限位，并且使井点孔与井点管之间进行同轴放置，填砂完成后再将起到设备和限

位设备进行撤出；

[0014] 4)封口，在井点孔的顶部一端处填充粘土对井点孔和井点管之间进行井点孔封

口，然后将抽水泵和抽水软管放入到井点管中，当不需要对基坑进行降水后，向井点管中进

行灌注速凝混凝土对井点管进行封口。

[0015] 第五步井点管降水管道排设：场地整平后，对场地的周边进行开挖排管槽，并抽水

总管、吸水管、抽水软管、抽水泵、排水泵、连通管、排水管以及排水沟槽进行排设；

[0016] 第六步防渗透沟槽施工：在待挖基坑的一侧通过挖机进行挖出一条所述排水槽，

所述排水槽的另一端与积水池或者河流连接，所述排水沟槽通过的内部通过混凝土和砖块

进行对其而成，同时在排水沟槽的内部设有防水层。

[0017] 本方法进一步的，所述井点管降水管道排设的具体方式，所述排管槽的内部设有

所述抽水总管，所述抽水总管上设有若干所述吸水管，所述吸水管远离所述抽水总管的一

端设有抽所述水软管，所述抽水软管远离所述吸水管的一端设有所述抽水泵，所述抽水总

管的一侧中间设有所述连通管，所述连通管远离所述抽水总管的一端与所述排水泵的一端

连接，所述排水泵远离所述连通管的另一端与所述排水沟连通。

[0018] 本方法进一步的，所述井点管的一端固定设有滤网管。

[0019] 本方法进一步的，在对基坑进行挖坑过程中挖基坑的边缘坡面处进行设有支护装

置，基坑开挖一般采用横撑式土壁支撑，同时横撑式土壁支撑可分为水平挡土板及垂直挡

土板两大类。水平挡土板的布置又分为间断式和连续式两种。当湿度小的粘性土挖土深度

＜3m时，可用间断式水平挡土板支撑，当对松散、湿度大的土可用连续式水平挡土板支撑，

挖土深度可达5m；对松散和湿度很高的土可用垂直挡土板式支撑，其挖士深度不限。

[0020] 本方法进一步的，所述井点管填砂时，首先向井点管中加入砂石，当砂石的距离与

地面之间的为1米时，停止填砂，然后通过震动棒对砂石进行震实，然后再在砂石的上方添

加粘土，同样适用振动棒将其震实。

[0021] 本方法进一步的，所述封口向井点管中灌注混凝土时，灌注完成后可以通过震动

排气泵对井点管中的空气进行排出，并对井点管中的混凝土进行夯实，增加了稳固性。

[0022] 本方法进一步的，所述井点管可在基坑完全施工挖置完成后，对其进行取出抽水

软管和抽水泵进行封口，并且所述井点管可在挖基坑之前半个月进行铺设降水。

[0023]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通过在待挖基坑的周围设有若干井点孔，并且在井点孔的内

部设有井点管，从而能够实现地下水通过进水孔渗入到井点管中，同时井点管中设有抽水

软管和抽水泵，抽水泵的一侧设有防水线缆与地面的电源电性连接，从而在启动抽水泵时，

从而能够实现对井点管中的积水进行抽出，同时启动排水泵，排水泵能够将抽水泵抽入到

抽水总管中的积水进行抽取排出，然后通过排水沟进行排出到待收集槽中，由于井点孔设

于待挖基坑的周围，从而能够增加井点降排水的工作效率，同时在井点管的一端设有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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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能够对地下水位中的淤泥进行过滤，避免淤泥对井点管造成堵塞，影响积水的正常抽

出，大大的增加积水排放的稳定性，同时在排水沟的有混凝土和砖块砌成，并且在其表面设

有防水层，避免抽出积水再次渗透到地下，造成抽水的影响，该装置能够实现提高基坑井点

降排水的工作效率。

附图说明

[0024]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中所

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发明的一些实施

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

得其他的附图。

[0025] 图1是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一种水利工程基坑管井结合轻型井点降排水方法实施

例的流程图；

[0026] 图2是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一种水利工程基坑管井结合轻型井点降排水方法实施

例中第四步井点孔钻孔的流程图；

[0027] 图3是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一种水利工程基坑管井结合轻型井点降排水方法基坑

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4是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一种水利工程基坑管井结合轻型井点降排水方法中基

坑的主视图；

[0029] 图5是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一种水利工程基坑管井结合轻型井点降排水方法中基

坑的俯视图。

[0030] 附图标记：

[0031] 1、排管槽；2、抽水总管；3、吸水管；4、水软管；5、抽水泵；6、连通管；7、排水泵。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

范围。

[0033] 下面，结合附图以及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做出进一步的描述：

[0034] 实施例一：

[0035] 请参阅图1，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一种水利工程基坑管井结合轻型井点降排水方

法，其特征在于：其具体方法如下：

[0036] S101第一步勘察场地：首先对于针对码头、堤坝等水利建筑进行挖基坑施工作业

前，对需要待挖基坑的面积和所挖的深度进行拉线测量，同时需要对待挖基坑位置与相邻

地表水体之间距离进行测量；

[0037] S103第二步土质数据分析：收据获取勘察场地近一年的降雨量的数据、地表水分

蒸发量的数据以及待挖基坑底部地下水水位的变化数据，然后将所获得的数据进行进行整

理分析，然后对所获得的整理分析的数据绘制数据统计列表和基坑施工位置地质剖面图；

[0038] S105第三步场地整平：对待挖基坑位置进行整平，通过挖掘机对场地的凸面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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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整平挖起，挖出的土壤通过建筑工地转场车转送到场地的凹面填充，将凸面多余的土

壤填补到凹面处，然后通过压平机对填补土壤的位置进行压实压平，再通过水平检测仪对

整平后的场地进行测量，然后再由推土机和压平机进行整平调整；

[0039] 实施例二：

[0040] S107基坑井点管施工：首先需要冲孔形成冲点孔，然后将冲点管放置于冲点孔中

并且通过砂石对冲点孔进行填砂，然后再用粘土对冲点孔进行封口。

[0041] 1)冲孔，在排管槽的一侧通过钻孔机进行井点孔的设置，在钻孔机对井点孔进行

钻孔时，必须保证钻孔机钻头钻孔时的垂直度，并且保证井点孔开挖的准确性，从而能够保

证井点孔的垂直度，方便井点管的插入；为保证施工质量，钻孔前，首先固定钻孔机的底座，

从而能够增加增加钻孔机在钻孔过程中的稳定性和强度，避免了钻孔机自身高度的沉降而

造成钻孔钻头的弯折损坏；

[0042] 2)埋管，井点孔完成后，然后通过起吊装置将预先准备的井点管放入到井点孔中，

在放置的过程中通过限位设备对井点管进行限位，以保证井点管能够垂直的进入到井点孔

中，避免井点管与井点孔之间造成碰撞而发生坍塌；

[0043] 3)井点孔填砂，井点管放入到井点孔之后，然后向井点管外壁与井点孔之间进行

填充泥沙，增加填砂的过程中，同样保证井点管处于竖直状态，由起吊设备和限位设备对其

进行固定限位，并且使井点孔与井点管之间进行同轴放置，填砂完成后再将起到设备和限

位设备进行撤出；

[0044] 4)封口，在井点孔的顶部一端处填充粘土对井点孔和井点管之间进行井点孔封

口，然后将抽水泵和抽水软管放入到井点管中，当不需要对基坑进行降水后，向井点管中进

行灌注速凝混凝土对井点管进行封口。

[0045] 实施例三：

[0046] S109第五步井点管降水管道排设：场地整平后，对场地的周边进行开挖排管槽，并

抽水总管、吸水管、抽水软管、抽水泵、排水泵、连通管、排水管以及排水沟槽进行排设；

[0047] S1011第六步防渗透沟槽施工：在待挖基坑的一侧通过挖机进行挖出一条所述排

水槽，所述排水槽的另一端与积水池或者河流连接，所述排水沟槽通过的内部通过混凝土

和砖块进行对其而成，同时在排水沟槽的内部设有防水层。

[0048] 另外，在一个实施例中，所述井点管降水管道排设的具体方式，所述排管槽1的内

部设有所述抽水总管2，所述抽水总管2上设有若干所述吸水管，所述吸水管3远离所述抽水

总管2的一端设有抽所述水软管4，所述抽水软管4远离所述吸水管3的一端设有所述抽水泵

5，所述抽水总管2的一侧中间设有所述连通管6，所述连通管6远离所述抽水总管2的一端与

所述排水泵7的一端连接，所述排水泵7远离所述连通管6的另一端与所述排水沟连通；

[0049] 另外，所述井点管的一端固定设有滤网管；

[0050] 实施例四：

[0051] 另外，在一个实施例中，在对基坑进行挖坑过程中挖基坑的边缘坡面处进行设有

支护装置，基坑开挖一般采用横撑式土壁支撑，所述横撑式土壁支撑可分为水平挡土板及

垂直挡土板两大类，所述水平挡土板的布置又分为间断式和连续式两种；当湿度小的粘性

土挖土深度＜3m时，可用间断式水平挡土板支撑，当对松散、湿度大的土可用连续式水平挡

土板支撑，挖土深度可达5m；对松散和湿度很高的土可用垂直挡土板式支撑，其挖士深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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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支护装置能够对基坑所挖的侧边或者坡面进行防护，增加其侧边或者坡面的安全性，避

免凝土的坍塌，增加了基坑挖掘施工过程中的安全性；

[0052] 实施例五：

[0053] 另外，在一个实施例中，所述井点管填砂时，首先向井点管中加入砂石，当砂石的

距离与地面之间的为1米时，停止填砂，然后通过震动棒对砂石进行震实，然后再在砂石的

上方添加粘土，同样适用振动棒将其震实；

[0054] 另外，在一个实施例中，所述封口向井点管中灌注混凝土时，灌注完成后可以通过

震动排气泵对井点管中的空气进行排出，并对井点管中的混凝土进行夯实，增加了稳固性；

[0055] 另外，在一个实施例中，所述井点管可在基坑完全施工挖置完成后，对其进行取出

抽水软管和抽水泵进行封口，并且所述井点管可在挖基坑之前半个月进行铺设降水。

[0056] 综上所述，借助于本发明的上述技术方案，通过在待挖基坑的周围设有若干井点

孔，并且在井点孔的内部设有井点管，从而能够实现地下水通过进水孔渗入到井点管中，同

时井点管中设有抽水软管和抽水泵，抽水泵的一侧设有防水线缆与地面的电源电性连接，

从而在启动抽水泵时，从而能够实现对井点管中的积水进行抽出，同时启动排水泵，排水泵

能够将抽水泵抽入到抽水总管中的积水进行抽取排出，然后通过排水沟进行排出到待收集

槽中，由于井点孔设于待挖基坑的周围，从而能够增加井点降排水的工作效率，同时在井点

管的一端设有过滤管，能够对地下水位中的淤泥进行过滤，避免淤泥对井点管造成堵塞，影

响积水的正常抽出，大大的增加积水排放的稳定性，同时在排水沟的有混凝土和砖块砌成，

并且在其表面设有防水层，避免抽出积水再次渗透到地下，造成抽水的影响，该装置能够实

现提高基坑井点降排水的工作效率。

[0057]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

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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