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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建筑工程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

一种复杂地质条件水泥土地下连续墙施工方法，

以解决现有TRD工法在强度较高密实碎石土地

层，切削困难，施工进度缓慢，设备磨损大等问

题。具体步骤包括：探明地质条件，勘察该深度范

围土质特点，进行相应的试成墙工作；进行双轮

铣深搅切削施工；进行地下连续墙成槽机抓斗清

理碎石土施工；进行回填素填土施工；进行TRD水

泥土连续墙施工，本发明的复杂地质条件水泥土

地下连续墙施工方法具有避免设备耗损，节省切

削时间，降低水泥土连续墙施工难度，提高施工

质量和施工效率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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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复杂地质条件水泥土地下连续墙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探明地质条件，勘察该深度范围土质特点，进行相应的试成墙工作；

步骤二、进行双轮铣深搅切削施工；

步骤三、进行地下连续墙成槽机抓斗清理碎石土施工；

步骤四、进行回填素填土施工；

步骤五、进行TRD水泥土连续墙施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复杂地质条件水泥土地下连续墙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复杂地质条件自上而下分为三个深度，所述第一深度主要由粘性土、粉土、砂土构成，土质

强度较低；所述第二深度主要由碎石土构成，土质密实程度高；所述第三深度主要由强风化

砾岩、粘性土等不透水层构成，强度一般。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复杂地质条件水泥土地下连续墙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TRD水泥土地下连续墙施工范围内分布密实碎石土，底部入不透水层，对成槽施工质量及护

壁泥浆质量控制有很高要求，传统工艺无法进行正常施工及高效作业；

所述步骤二双轮铣深搅切削施工，是通过两个铣轮绕水平轴旋转切削搅拌原位土体，

注入水泥浆等固结作用浆液充分搅拌形成均匀的水泥土墙体，可用作防渗墙、挡土墙或对

地层进行加固改良，本施工方法仅使用双轮铣深搅设备切削功能，切削粘性土、粉土、砂土

至碎石土层层顶；

所述步骤三地下连续墙成槽机抓斗清理碎石土施工，是利用地下连续墙成槽机抓斗清

除较硬原位土体性能优越，将碎石土抓出，并抓至不透水层；

所述步骤四回填素填土施工，是利用挖掘机回填素填土，以补充地下连续墙成槽机抓

斗清理碎石土后的土层空缺，以保证施工质量；

所述步骤五TRD水泥土连续墙施工，是将满足设计深度的附有切割链条以及刀头的切

割箱插入地下，在进行纵向切割横向推进成槽的同时，向地基内部注入水泥浆等固结作用

浆液，以达到与原状地基的充分混合搅拌在地下形成等厚度连续墙的一种施工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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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地质条件水泥土地下连续墙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建筑工程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复杂地质条件水泥土地下连续墙施

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TRD工法由日本90年代初开发研制，是能在各类土层和砂砾石层中连续成墙的成

套设备和施工方法。其基本原理是利用链锯式刀具箱竖直插入地层中，然后作水平横向运

动，同时由链条带动刀具作上下的回转运动，搅拌混合原土并灌入水泥浆等固结作用浆液，

形成一定厚度的墙。其主要特点是成墙连续、表面平整、厚度一致、墙体均匀性好。主要应用

在各类建筑工程、地下工程、护岸工程、大坝、堤防的基础加固、防渗处理等方面。

[0003] 但是，TRD设备因其切削能力所限，在地层较厚、强度较高的密实硬质地层，设备切

削困难，施工进度缓慢，甚至无法施工。

[0004] 双轮铣深搅工法，通过两个铣轮绕水平轴旋转切削搅拌原位土体，注入水泥浆等

固结作用浆液充分搅拌形成均匀的水泥土墙体，可用作防渗墙、挡土墙或对地层进行加固

改良，是一种高效施工的新技术。具有切削性能强，施工精度高等优点。但在强度较高密实

碎石土地层中切削困难，设备磨损大，施工进度缓慢。

[0005] 目前，水泥土地下连续墙施工根据特定地质条件一般用到双轮铣深搅设备或TRD

设备独立作业，常因单一设备连续施工，造成设备耗损。在面临复杂地质施工条件时，无法

发挥设备的最大优势，施工进度缓慢。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复杂地质条件水泥土地下连续墙施工方法，采用铣抓

结合的处理方式，即采用双轮铣深搅设备切削碎石土层以上土层，其施工垂直度可达到

3‰，为地下连续墙成槽机抓斗施工起到导向作用，然后通过地下连续墙成槽机抓斗清理大

粒径碎石土并进入不透水层，抓斗施工后形成连续的开放槽段，最后利用TRD设备搅拌注

浆，形成水泥土连续墙，以解决现有TRD工法在强度较高密实碎石土地层，切削困难，施工进

度缓慢，设备磨损大等问题。

[0007] 本发明是这样实现的，一种复杂地质条件水泥土地下连续墙施工方法，包括以下

步骤：

步骤一、探明地质条件，勘察该深度范围土质特点，进行相应的试成墙工作；

步骤二、进行双轮铣深搅切削施工；

步骤三、进行地下连续墙成槽机抓斗清理碎石土施工；

步骤四、进行回填素填土施工；

步骤五、进行TRD水泥土连续墙施工。

[0008] 进一步，所述复杂地质条件自上而下分为三个深度，所述第一深度主要由粘性土、

粉土、砂土构成，土质强度较低；所述第二深度主要由碎石土构成，土质密实程度高；所述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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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深度主要由强风化砾岩、粘性土等不透水层构成，强度一般。

[0009] 进一步，所述TRD水泥土地下连续墙施工范围内分布密实碎石土，底部入不透水

层，对成槽施工质量及护壁泥浆质量控制有很高要求，传统工艺无法进行正常施工及高效

作业；

进一步，所述步骤二双轮铣深搅切削施工，是通过两个铣轮绕水平轴旋转切削搅拌原

位土体，注入水泥浆等固结作用浆液充分搅拌形成均匀的水泥土墙体，可用作防渗墙、挡土

墙或对地层进行加固改良，本施工方法仅使用双轮铣深搅设备切削功能，切削粘性土、粉

土、砂土至碎石土层层顶；

进一步，所述步骤三地下连续墙成槽机抓斗清理碎石土施工，是利用地下连续墙成槽

机抓斗清除较硬原位土体性能优越，将碎石土抓出，并抓至不透水层；

进一步，所述步骤四回填素填土施工，是利用挖掘机回填素填土，以补充地下连续墙成

槽机抓斗清理碎石土后的土层空缺，以保证施工质量；

进一步，所述步骤五TRD水泥土连续墙施工，是将满足设计深度的附有切割链条以及刀

头的切割箱插入地下，在进行纵向切割横向推进成槽的同时，向地基内部注入水泥浆等固

结作用浆液，以达到与原状地基的充分混合搅拌在地下形成等厚度连续墙的一种施工工

艺。

[0010] 本发明优先选择切削性能强的双轮铣深搅设备切削粘性土、粉土、砂土，双轮铣深

搅设备切削后，双轮铣深搅设备后方同时进行地下连续墙成槽机抓斗清理碎石土施工，并

随后进行挖掘机回填素填土施工，回填素填土施工后，TRD水泥土连续墙随后施工。

[0011] 本发明提供的复杂地质条件水泥土地下连续墙施工方法，是将多种设备排开沿同

一方向同时施工，避免传统工法中单一设备在硬质地层长时间工作带来的设备耗损。充分

利用设备各自优势：双轮铣深搅设备切削性能强；地下连续墙成槽机抓斗清除较硬原位土

体性能优越；TRD设备施工成墙连续、表面平整、厚度一致、墙体均匀性好。另外，使用地下连

续墙成槽机抓斗清理碎石土，可避免双轮铣深搅设备或TRD设备在硬度极大的碎石土层施

工时造成的设备耗损，降低水泥土连续墙的施工难度，有效节省切削时间，提高施工质量和

施工效率。

附图说明

[0012]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中复杂地质条件水泥土地下连续墙施工方法的流程图。

[0013]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中复杂地质条件水泥土地下连续墙施工方法的施工状态图。

[0014]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中复杂地质条件水泥土地下连续墙施工方法中下放切割箱施

工状态图。

[0015]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中复杂地质条件水泥土地下连续墙施工方法中TRD设备前行

切削施工状态图。

[0016] 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中复杂地质条件水泥土地下连续墙施工方法中TRD设备回程

切削施工状态图。

[0017] 图6为本发明实施例中复杂地质条件水泥土地下连续墙施工方法中TRD设备搅拌

固化成墙施工状态图。

[0018] 图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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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粘性土、粉土、砂土层；2-碎石土层；3-强风化砾岩、粘性土等不透水层；4-素填土； 

5-双轮铣深搅设备；6-地下连续墙成槽机；7-挖掘机；8-TRD设备；9-水泥土地下连续墙体；

10-切割箱。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以下结合说明书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描述。

[0020] 实施例：

一种本发明的复杂地质条件水泥土地下连续墙施工方法在某住宅区施工中的具体应

用，该住宅区周边已建成密度较大住宅区域，原施工地层自上而下分为三个深度，第一深度

主要由粘性土、粉土、砂土构成；第二深度主要由碎石土构成；第三深度主要由强风化砾岩、

粘性土等不透水层3构成。该地下连续墙形状近似“L”型，基坑采用厚800mm水泥土地下连续

墙内插H型钢加1～2道旋喷锚杆的支护形式。基坑开挖深度6.91～10.16m，施工深度18.5m，

止水帷幕进入强风化砾岩、粘性土等不透水层3不小于1.5m以彻底截断承压含水层。

[0021] 本实施例复杂地质条件水泥土地下连续墙施工方法流程如图1所示，具体包括如

下步骤：

（1）探明地质条件，经勘察，该施工地层自上而下岩层分布为：粘性土、粉土、砂土层1;

碎石土层2;强风化砾岩、粘性土等不透水层3。选择切削性能强的双轮铣深搅设备5进行试

成墙。双轮铣深搅设备5施工至14m时（即绝对标高56.5-14=42.5m），钻进困难。已进入强风

化砾岩、粘性土等不透水层3。

[0022] （2）由双轮铣深搅设备5切削粘性土、粉土、砂土层1至碎石土层2层顶，切削过程控

制速度并加大用水量，保证泥浆比重不大于1.3。

[0023] （3）利用地下连续墙成槽机6抓斗将碎石土层2抓出，并抓至强风化砾岩、粘性土等

不透水层3以下1m，达到设计深度。

[0024] （4）利用挖掘机7回填素填土4，以保证成墙质量。

[0025] （5）TRD设备8主机在预切槽位置就位，相应施工位置需铺设钢板以满足施工要求。

[0026] （6）吊放预埋箱。用挖掘机7开挖深度约3m、长度约2m，宽度约1m的预埋穴，下放预

埋箱，然后将切割箱10逐节放入预埋箱内。

[0027] （7）切割箱10与TRD设备8主机连接。首先TRD设备8主机移动至预埋穴位置连接切

割箱10，然后TRD设备8主机再返回预定施工位置进行竖向切削，如此反复，直到满足设计深

度要求。

[0028] （8）前行切削。注入切削液（膨润土浆液），对于可以自造泥浆的地层和区域，可不

配置膨润土浆液，直接注入自来水。

[0029] （9）回程切削。注入切削液，对土体进行二次切削。

[0030] （10）搅拌固化成墙。注入水泥浆等固结作用浆液，与原位土体充分搅拌，形成等厚

的水泥土地下连续墙体9。

[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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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对前述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或者全部技术特征进行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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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例技术方案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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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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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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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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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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