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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坑工程概述

 1.1 基坑工程设计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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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基坑工程设计原则

施工便捷施工便捷
工期短

环保
基坑工程设计原则

经济

安全
基坑工程是基坑围护、水平承载

结构、 加固、降水、土方等工程

措施的总称。

上海地固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措施的总称。



1.2 基坑围护设计的主要影响因素

•是决定基坑大小、形
状与挖深的关键因素

•根据工期要求选择围
护形式状与挖深的关键因素

主体设计
护形式

工期要求

•根据场地条件与周边
环境的保护要求选择

•根据造价要求选择围
护形式

造价要求环境的保护要求选择
围护形式场地环境 造价要求

•土层分布及物理力学性质
•水文情况

地质水文

•值得注意的是，工期和造价往
往相互关联，应从工程总体考虑
二者的关系，而不是仅从围护造

水文情况
•不良地质地质水文 二者的关系，而不是仅从围护造

价本身考虑问题。



1.3基坑围护各类形式简介

顺作法顺作法
即采用临时围护体系。
施工时开挖到底后由下至上施工主体顺作法顺作法 施工时开挖到底后由下至上施工主体
结构。

广义的逆作法即水平承载结构与主体

逆作法逆作法
广义的逆作法即水平承载结构与主体
结构相结合的设计施工方法。
施工时可向下或同时向上施工。施 时可向下或同时向上施

上海地固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顺作法

1 2 3

放坡开挖 重力式围护
•采用重力坝或
土钉墙对基坑周

板式围护
•采用围护桩
（墙），结合内土钉墙对基坑周

边土体 进行加固，
使其依靠自身重
力挡土。

（墙），结合内
支撑或锚杆等组
成的支护体系。

力挡土。

上海地固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放坡开挖放坡开挖

1.将基坑周边放坡，使边坡

在基础地下室施工期间能

放坡开挖放坡开挖

在基础地下室施工期间能

够自立的围护方法。

优点 造价低、施工便捷、2.优点：造价低、施工便捷、
工期短、挖土方便。

3.缺点：仅适用于周边环境
简单的基坑；需占用大量
场地；变形较大，处理不场地；变形较大，处理不
当，可导致工程桩倾斜。

上海地固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重力式围护之重力坝重力式围护之重力坝

1.采用水泥土搅拌桩等对基

坑周边土体进行加固形成坑周边土体进行加固形成

重力式挡土结构。

2 优点 造价低、施工便捷、2.优点：造价低、施工便捷、
挖土方便。

3 缺点：变形较大；施工工3.缺点：变形较大；施工工
期较长，适用深度受限。

上海地固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板式围护体系

即挡土止水结构，承担基坑侧壁水土压力
地下连续墙

板式围护体系

• 地下连续墙
• 排桩（灌注桩居多）
• SMW工法（即型钢水泥土搅拌墙）

围护
结构

• 钢板桩
•WSP工法（即钢管桩连续墙）
为围护结构提供水平支撑力，包括：

水平承载
结构

为围护结构提供水平支撑力，包括
• 内支撑体系

 水平承载杆件（支撑）
竖向稳定控制杆件（立柱、立柱桩）结构 竖向稳定控制杆件（立柱、立柱桩）
• 土层锚杆

上海地固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版式围护结构

地下连续墙地下连续墙

1.采用原位连续成槽浇筑的

钢筋混凝土围护墙

地下连续墙地下连续墙

钢筋混凝土围护墙。

2.具有挡土和隔水双重作用。

3.在砂性较重的土层中施工
通常需进行槽壁加固。

上海地固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板式围护结构

排桩＋止水帷幕排桩＋止水帷幕

1.利用柱列式排桩形成挡土

墙

排桩＋止水帷幕排桩＋止水帷幕

墙。

2.有钻孔灌注桩、人工挖孔

桩、冲孔灌注桩等形式。桩、冲孔灌注桩等形式。

3. 通常需在排桩外侧设置封

闭止水帷幕，或采用咬合

桩工艺桩工艺。

上海地固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板式围护结构

SMW工法桩SMW工法桩

1.即三轴水泥土搅拌桩内插

型钢形成围护结构

SMW工法桩SMW工法桩

型钢形成围护结构。

2.型钢承载，三轴桩止水。

上海地固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板式围护结构

钢板桩钢板桩

1.通常采用槽钢板桩、小趾

口拉森钢板桩

钢板桩钢板桩

口拉森钢板桩。

2.在狭长形基坑尤其是市政

管线基槽中使用广泛。管线基槽中使用广泛。

3.优点：施工速度快，可回

收利用。

4 缺点 止水能力差，承载4.缺点：止水能力差，承载

力低，钢板桩打、拔对环

境影响较大。境影响较大

上海地固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水平承载结构

内支撑体系内支撑体系

1.内支撑体系包括水平支撑

（围檩、支撑）和竖向稳

定控制结构（立柱、立柱定控制结构（立柱、立柱

桩）。

2.包括水平内支撑和斜抛撑

两种型式。

3.按材料可分为钢支撑和钢

筋混凝土支撑筋混凝土支撑。

上海地固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1.地下连续墙兼做外墙即两

墙合一；

2 两墙合 的结合方式包括

围护墙与地下室外墙结合

2.两墙合一的结合方式包括

单一墙、分离墙、重合墙、

复合墙。Text in here
1 全逆作法（围护与主体全1.全逆作法（围护与主体全

面结合，地下室从自然地

面向下或同时向上施工）

支撑体系与结构梁板柱系统结合

地下结构梁板兼作支撑 或

2.半逆作法（围护与主体部

分结合，如采用临时围护

结合楼板作支撑或结构梁 1.地下结构梁板兼作支撑（或

结构梁作支撑）；

2.结构柱、工程桩（一柱一桩）

兼作立柱 立柱桩

结合楼板作支撑或结构梁

作支撑）

上海地固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兼作立柱、立柱桩。



逆作区域 优点优点

1、变形控制能力强，对环境

保护有利；

2、对场地需求小；2、对场地需求小；

3、有利于项目尽快出形象。

缺点缺点

1、暗挖出土速度慢，工期长；

2、对施工要求高（立柱桩与节点）；根据经验，1.5万平方米，地下

两层以上的基坑工程采用逆 3、对设备要求高。两层以上的基坑工程采用逆
作法，才具有造价优势。

风险点：漏水发现与处理

上海地固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风险点：漏水发现与处理



1.4 围护选型

安全性（包括变形控制能力）

经济指标

工期因素
围护选型围护选型围护选型围护选型

工期因素

施工便捷性
考虑要素考虑要素考虑要素考虑要素

场地因素



围护形式的选型

放坡（不宜大于5m）

重力坝（不宜大于6m）

土钉墙（不得大于5m）

按深度选型
（以上海为例）钢板桩（不宜大于6m）

SMW工法（不宜大于9 ）SMW工法（不宜大于9m）

灌注桩（不宜大于15m）灌注桩（不宜大于 ）

地下连续墙（不限）



围护结构造价比较

地下连续墙地下连续墙
以10m深基坑为例
•每延米围护造价约28000元
•若采用两墙合一，则可扣除地下室外墙的造价
•，增加相应工期与措施成本；

钻孔灌注桩钻孔灌注桩
以5m深基坑为例
•每延米围护造价约6700元
以10m深基坑为例
•每延米围护造价约19000元

，增加相应工期与措施成本；

SMWSMW工法工法
以5m深基坑为例
•每延米围护造价约5700元
以9m深基坑为例
每延米围护造价约15000元

重力坝重力坝 以5m深基坑为例
•每延米围护造价约8000元（不需水平承载结构）；

•每延米围护造价约15000元

钢板桩钢板桩

复合土钉墙复合土钉墙 以5m深基坑为例

以5m深基坑为例
•每延米围护造价约6000元；

复合土钉墙复合土钉墙

放坡放坡
以5m深基坑为例
•每延米围护造价约1000元（不需水平承载结构）；
但须注意的是，若土方费用较高，则放坡方案造价优势不明显。

以5m深基坑为例
•每延米围护造价约5000元（不需水平承载结构）；

上海地固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但须注意的是，若土方费用较高，则放坡方案造价优势不明显。



水平承载结构造价比较

10m深基坑

锚杆体系

10m深基坑
每延米造价约为：

（与基坑面积关系不大，
不适于软土地区）

6000 元6000 元
不适于软土地区）

支撑体系 600元600元
10m深基坑
折合每平方米造价约为：

支撑体系 600元600元折合每平方米造价约为：

（与基坑面积密切相关，以
上海软土地区为例）



工期比较

围护施工工期：
地下连续墙>重力坝>灌注桩＋止水帷幕

工法 钢板桩 放坡SMW工法 >钢板桩>放坡

养护期： 工期养护期：
钢板桩、钢支撑不需要养护，其余

均需养护

工期
影响
因素开挖工期：

无支撑围护体系开挖工期小于有支撑
围护体系

因素

围护体系



施工便捷性比较

放坡、
钢板桩等

重力坝、
工法、灌
注桩等

地下连续墙
板桩等 注桩等



所需场地比较

 

围护所需的场地
（即地下室到用地红线的最小距离）

包括：

• 施工操作面（通常为0.8m~1.0m）

• 围护体厚度
• SMW工法：0.65m、0.8m、

1.0m；

• 地下连续墙（两墙合一）：

0.8m、1.0m(有时需加上护壁

搅拌桩厚度及其间距 ；搅拌桩厚度及其间距)；
• 钻孔灌注桩：灌注桩桩径加

止水帷幕厚度及其间距；

重力坝：重力坝厚度（大于• 重力坝：重力坝厚度（大于

挖深的0.7倍）。

上海地固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1.5 地下水控制

止水
•通常采用水泥土搅拌桩止
水帷幕；

地下水控制包括：

• 对潜水的控制

• 对承压水的控制 止水
•地下连续墙，钢板桩、咬
合桩等具有自防水功能。

• 对承压水的控制
• 隔断；

• 降压。

基坑工程
地下水控制措施

.
•坑内降水可起到干燥开挖
面，加固被动区土体、降

降水
• 可设置坑内或坑外排
水沟、集水井等明排
措施。

排水

面，加固被动区土体、降
低承压水头，防止突涌破
坏等功能；

•坑外降水可起到减少作用
在围护上的水压力的作用；在围护上的水压力的作用；

•常用的降水方法有轻型井
点、管井（真空管井）等。

上海地固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二、基坑工程风险源与事故分析

 2.1基坑工程风险源

 2.2基坑破坏模式

 2.3 基坑事故的破坏性

 2.4 基坑工程事故分析与处理

 2.5 基坑风险警示录



2.1 基坑工程风险源

土木工程共性风险

认知不足 偷工减料

环境改变 管理不力环境改变 管理不力

上海地固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2.2 基坑工程破坏模式

围护结构破坏

周边环境破坏 土体失稳破坏

地下水灾害
影响主体工程安全

与正常使用 地下水灾害与正常使用



围护结构破坏

围护桩断裂破坏

锚杆拉断、拔出

支撑杆件强度破坏



土体失稳破坏

边坡滑移

重力坝失稳形式重力坝失稳形式

a: 整体滑动（踢脚破坏）
b: 倾覆失稳
滑移失稳c: 滑移失稳

拉锚失稳形式 a: 踢脚破坏
b: 整体滑动失稳b: 整体滑动失稳



内支撑基坑失稳形式 a: 围护墙踢脚变形
b: 水土流失引起结构失稳和
地面塌陷地面塌陷

c: 隆起破坏
d: 基坑突涌破坏
e: 管涌破坏
f 滑坡冲毁支撑、立柱f: 滑坡冲毁支撑、立柱



2.3基坑事故的破坏性

围护结构失效

1.周边建（构）筑物沉降、
倾斜、出现裂缝等；

2 管线变形 断裂等
周边环境破坏

2.管线变形、断裂等

人员伤亡人员伤亡

引起工程桩偏位 若工程桩
影响主体结构

引起工程桩偏位。若工程桩
为管桩，还有可能被挤断。
对其处理（纠偏、补桩）
费时费力费钱。



2.4 基坑工程事故分析与处理

设计缺陷

施工大意

对长边和时空效应认识不足

2.4.12.4.1
认知不足认知不足

2.4.12.4.1
认知不足认知不足 对长边和时空效应认识不足

对地质和水文情况认识不足

认知不足认知不足
引起的事故引起的事故
认知不足认知不足

引起的事故引起的事故

对周边环境认识不足



案例1

桩锚围护：
灌注桩断裂灌注桩断裂

案例分析案例分析

围护灌注桩桩径过小、桩距

过大、配筋过小，造成灌注

桩断裂 导致基坑破坏桩断裂，导致基坑破坏。

基坑工程概述及风险控制



灌注桩＋内支撑围护：

案例2 

灌注桩＋内支撑围护：
钢支撑失稳破坏

事故原因事故原因

第二道支撑按原设计为钢管

支撑，施工单位擅自改为

事故原因事故原因

支撑，施工单位擅自改为

型钢支撑。型钢受力后杆

件失稳，造成基坑破坏。

基坑工程概述及风险控制



复合土钉墙围护

案例3 

复合土钉墙围护

事故分析事故分析

事故原因：对地质条件变

化认知不足，采用不适宜

的围护结构，导致在软硬的围护结构，导致在软硬

土层交界处出现较大的基

坑水平位移；

事故处理：采用桩插入硬事故处理：采用桩插入硬

土层抗剪。





水泥土搅拌桩重力坝围护

案例4 

水泥土搅拌桩重力坝围护

事故原因事故原因

因基坑开挖时，未按照设

计要求分段开挖、分段浇

事故原因事故原因

会所

筑底板，在分段开挖时基

坑安全，后将留土挖出，

出现踢脚破坏。出现踢脚破坏。

盛

路

青
盛

青



钻孔灌注桩结合二道水平支撑

案例5 

钻孔灌注桩结合二道水平支撑

事故原因事故原因

基坑施工时，违反先撑后

挖的施工原则，导致基坑

事故原因事故原因

水平位移较大，围护桩出

现大肚皮现象。





案例6

事故 位于软土区域

事故分析事故分析

• 事故原因：位于软土区域

基坑，挖深10m，前期设

计采用钻孔灌注桩加土钉

基坑围护形式，围护结构

设计不当，导致邻近小区

地面开裂严重。地面开裂严重。

• 事故处理：后改为桩加旋

喷式锚杆支护。





混凝土支撑的垮塌

案例7

混凝土支撑的垮塌

原因原因

原因：设计问题与施工质量低

劣，应急处理不当。

问题处理：重做。问题处理：重做。



案例8

事故原因事故原因

钻孔灌注桩围护

• 在基坑开挖时，未清除钻孔

灌注桩表面附着的泥皮（厚

约 ～ ），后约300mm～500mm），后

泥皮坍塌，导致1人被埋死

亡。



案例9

事故原因事故原因

放坡开挖

• 某3～4m挖深基坑放坡开挖，

因过大的基坑水平位移导致

工程桩严重倾斜、断裂，后工程桩严重倾斜、断裂，后

采用不适宜的坑底打桩补桩

方案进行处理。





事故原因事故原因

案例10

• 未按照先撑后挖的顺序施工，

而先垂直挖坑、再加斜抛撑。

导致坑壁水平位移很大，地案例10 导致坑壁水平位移很大，地

下室外墙位置被侵占，地面

严重开裂。钻孔灌注桩+斜抛撑围护



不加斜撑的计算位移



加斜撑的计算位移



案例11

事故原因事故原因

• 未按设计要求卸土（2m），

坑边行走重车，导致临近房

屋开裂。屋开裂。



土钉墙减少土钉长度和注浆量

重力坝减少水泥掺量

围护桩长不够

2.4.22.4.2
偷工减料偷工减料

2.4.22.4.2
偷工减料偷工减料 围护桩长不够

坑底加固不做

偷工减料偷工减料偷工减料偷工减料

其他偷工减料情况



案例12

土钉墙围护

事故原因事故原因

土钉墙围护

基坑土钉用量不足，加之2
层土钉同时开挖，导致基
坑3面滑坡。



灌注桩＋斜抛撑围护：

案例13

灌注桩＋斜抛撑围护：
围护桩踢脚破坏

事故原因事故原因

1、主要原因为施工方偷工

减料。根据事后钻孔取芯试

验结果，三根试验围护桩，验结果，三根试验围护桩，

分别短了1m、3m、5m；

2、围护设计未及时跟进结

构变化。事故发生处为一构变化。事故发生处为一

局部深坑，是围护设计完成

后结构变更的结果，围护设

计未及时跟进。计未及时跟进。

3、监测数据未及时指导施

工，导致现场施工的盲目

化。

基坑工程概述及风险控制

化。



开挖面附近堆载

周边管线（水管）爆裂2.4.32.4.3
环境改变环境改变

2.4.32.4.3
环境改变环境改变

水文（如降雨）灾害

环境改变环境改变环境改变环境改变

关联工程的影响



地下水灾害

管涌管涌

流砂

基坑工程概述及风险控制



周边环境因素

尤其要注意：
• 浅基础建筑
• 老旧建筑
• 历史保护建筑

既有建筑

尤其要注意：
• 铸铁管线
老旧管线市政管线 • 老旧管线

• 煤气管线
• 原水管

河岸堤防

地铁
隧道

尤其是地铁保护要求较高，
对变形控制要求严格。

隧道

基坑工程概述及风险控制



工程地质因素

• 土体软弱，力学性质差，作用在围护

上的水土压力大，同时易产生流变变形
软弱土层

上的水土压力大，同时易产生流变变形
等不利情况。
• 尤其是坑底土层和桩端持力层土质差，
对基坑工程影响更大。

软弱土层

砂性土层

• 砂性土层通常力学性

质较好，对围护受力
有利，但应注意地下 不良地质

• 明浜、暗浜
• 厚填土层
地下障碍物砂性土层 有利，但应注意地下

水的安全性，防止基
坑流砂、管涌灾害。

不良地质 • 地下障碍物

承压水层
• 若场地地层中存在对基坑开挖

有影响的承压含水层，承压水突
涌灾害应引起高度重视。

周边水系

• 河流、湖泊
• 海

涌灾害应引起高度重视。

基坑工程概述及风险控制



莲花河畔倒楼事故

案例14

莲花河畔倒楼事故
倾覆高层一侧开挖

基坑，另一侧违规
堆土 两侧压力差堆土，两侧压力差
导致管桩断裂。



新视角 莲花河畔倒

案例14

新视角——莲花河畔倒
楼事故的启示：
(超重力坝围护结构的
破坏原型试验）破坏原型试验）

提高排桩2与围护结
构1的抗剪承载力；构1的抗剪承载力；
利用待回填的渣土增

加重力式围护结构的
承载力；超重力坝基坑围护结构
预留足够安全系数；
实现6～8m深基坑超
重力坝基坑围护。

超重力坝基坑围护结构

1—围护结构；

2－排桩；

图1

3－排桩顶板；

4－装土箱；

5 待回填渣土 图15－待回填渣土



重力式围护

案例15

重力式围护
周边环境破坏，
坑内工程桩破坏。

• 泵车作业导致坑外自来水

事故分析事故分析

• 泵车作业导致坑外自来水

管爆裂，高附加水压力导

致基坑向内位移约

800 使坑内大量工程800mm,使坑内大量工程

桩断裂、倾斜、脱节。

• 基坑抢险加固方案存在缺

陷，导致第二次险情出现陷，导致第二次险情出现



基坑工程概述及风险控制



案例16

地下连续墙结合内支撑

事故分析事故分析

地下连续墙结合内支撑

• 事故原因：根据时候钻孔取

芯结果，地下连续墙未达到

设计深度，开挖至坑底时基设计深度，开挖至坑底时基

坑发生突涌、渗水。

• 事故处理：临时向坑内灌水

以求暂时稳定。





冲孔咬合桩＋三道内支撑：

案例17

冲孔咬合桩＋三道内支撑：
海水涌入基坑

事故分析事故分析

事故原因： 1、由于咬合桩工

艺缺陷及施工质量问题，止

水素桩局部薄弱甚至缺失；水素桩局部薄弱甚至缺失；

2、海水自原有空洞渗入，随

着涨潮退潮冲刷素桩，最后

止水帷幕形成较大孔洞，海止水帷幕形成较大孔洞，海

水涌入。

事故处理：1、坑外挖土找到

透水通道，用棉被堵上；透水通道，用棉被堵上；

2、另设一道止水帷幕。沿基

坑临海一侧打设小趾口拉森

钢板桩。

基坑工程概述及风险控制



 基坑工程是一项复杂系统工程 需要勘察、设计

2.4.4 配合不当风险源2.4.4 配合不当风险源

 基坑工程是 项复杂系统工程，需要勘察、设计
、施工、监控等 所有责任相关主体的密切配合

 施工顺序至关重要

 超挖等于自掘坟墓 超挖等于自掘坟墓

 主体结构施工与基坑安全息息相关

 关联工程施工影响须重视

 擅自改变设计非常危险

 对土方开挖的管理问题突出



斜抛撑支护

案例18

斜抛撑支护

原因原因

原因：某基坑出现严重超挖、

基坑加深未进行加固、颠倒

先撑后挖的施工顺序、长期先撑后挖的施工顺序、长期

坑底不浇筑垫层与底板、未

按设计施工顺序要求施工，

导致邻近小区地面开裂。

问题处理：回填。



重力坝支护

案例19

重力坝支护

原因原因

原因：重力坝位移过大，坑内

挖土不当，导致大量工程桩

断裂倾斜。断裂倾斜。

问题处理：坑中坑抢险，补

桩。



土钉墙支护

案例20

土钉墙支护

原因原因

原因：未设计坑中坑加固，导

致坑中坑开挖时塌方，大量

工程桩倾斜断裂。工程桩倾斜断裂。

问题处理：坑中坑抢险，基

桩纠偏。



2.5 基坑风险警示录

• 风险源头多 环境关系密• 风险源头多，环境关系密

• 堵漏如救火，雨天需留意堵漏如救火，雨天需留意

• 超挖似掘坟，超载会山崩

• 抢险需及时，回填方胜利



三、基坑工程风险和成本控制

 3 1 风险与成本控制的最佳商业模式 3.1 风险与成本控制的最佳商业模式

 3.2 风险与成本控制的高效管理模式

 3 3 风险与成本管理的过程控制 3.3 风险与成本管理的过程控制

 3.4 风险与成本控制要诀



3.1 基坑工程风险和成本控制的最佳商业模式

现行商业模式不利于风险和成本控制现行商业模式不利于风险和成本控制



3.1 .1现行商业模式不利于风险和成本控制

 责任主体的多元化与基坑的工程价值取向不 致 责任主体的多元化与基坑的工程价值取向不一致

 主体责任的复杂关联性推高造价并延长工期

 一体化项目的条块分割导致综合管理效率低下 风险增加 一体化项目的条块分割导致综合管理效率低下，风险增加

 工程的隐蔽性与恶性市场竞争使得工程风险倍增



3.1 .2 成长模式



成长模式的优越性

 将精心勘察、精心设计与精心施工相结合

 使项目的责、权、利高度统一 使项目的责、权、利高度统 ，

可全过程高效控制风险

 可促进传统工艺与基坑围护新技术完美结合，

确保安全、节约造价、节省工期



3.2 基坑风险与成本控制的高效管理模式(EPC)

1家责任
主体单位主体单位

EPC模式.
1份权责1位优

明晰的
工程合

同

秀的岩
土工程

师



3.3、基坑工程风险与成本全过程控制

（1）摸清工程情况和特点

（2） 设计控制 （3） 施工过程控制

（4）应急措施（ ）应急措施

基坑工程概述及风险控制



3.3.1 摸清工程情况和特点

• 建筑年代、结构类型、基
础形式、埋置深度
历史保护建筑的保护要求•历史保护建筑的保护要求

•做好调查取证工作，对建
筑现状做影像存档工作

管线类型、埋深、材料、

既有建筑

• 管线类型、埋深、材料、
年代、管径

•原水管、河流污水管等重
要管线的保护要求

管线周边环周边环
境要素境要素
周边环周边环
境要素境要素

要管线的保护要求

• 与相关管理部门联系，了
解有关方面对地铁、隧道

地铁、隧道
境要素境要素境要素境要素 解有关方面对地铁、隧道

等的保护要求和临近工程
设计施工要求

河岸堤防
• 与相关管理部门联系，了
解有关方面对河岸堤防的
保护要求

基坑工程概述及风险控制



• 地层是否均匀，是否有局部缺
失土层
是否有软弱土层•是否有软弱土层

•是否有透水性强的土层
•坑底土层性质

场地土层特点

不良地质现象
工程地工程地
质要素质要素
工程地工程地
质要素质要素

• 暗浜、明浜的分布和埋深
•厚填土层的分布和厚度
•地下障碍物的埋深和位置不良地质现象质要素质要素质要素质要素

承压水
• 承压水的埋深、水头高度
、影响半径等

•可进行专项抽水实验

基坑工程概述及风险控制



3.3.2 设计控制

根据工程特点 当地经验合理选型根据工程特点、当地经验合理选型

精心设计考虑周全精心设计考虑周全

与总包、主体设计密切配合

设计过程控制设计过程控制设计过程控制设计过程控制

现场配合及时解决问题

•基坑工程风险和成本控制应从主体结构设计阶段开始基坑工程风险和成本控制应从主体结构设计阶段开始
•如将基坑挖深控制在评审限以外，可缩短工期、节省费用。
•又如若主体地下室外墙距离红线过近，则需选择某些费用较高
的围护形式，推高围护造价。

基坑工程概述及风险控制



3.3.3 施工过程控制

严格按设计意图施工

合理的施工组织设计

施工过程控制施工过程控制施工过程控制施工过程控制
控制坑边超载、严禁超挖

施工过程控制施工过程控制施工过程控制施工过程控制

加强监控，信息化施工

基坑工程概述及风险控制



3.3.4 应急措施

应急预案

应急措施应急措施应急措施应急措施

应急备料

应急措施应急措施应急措施应急措施

基坑工程概述及风险控制



3. 4 基坑工程风险和成本控制要诀

 商业模式 E P C

 一师一坑利管理

 建造全程应给力

 应急措施需落地



四、基坑围护新技术

4.1 基坑围护设计优化空间4.1 基坑围护设计优化空间

•各不同的设计单位、不同的设计人员技术水平参差不齐

•各个工程的地质条件千差万别各个工程的地质条件千差万别

•周边环境各不相同

•基坑本身个性明显基坑本身个性明显

•围护设计处于过于保守潮流期

•基坑围护新技术为基坑优化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基坑围护新技术为基坑优化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基坑围护新技术应用的动力与阻力并存

基坑工程概述及风险控制



4.2 基坑围护新技术

TRD工法TRD工法

钢管桩连续墙组合型钢支撑 钢管桩连续墙 桩锚组合型钢支撑

可回收锚杆可回收锚杆



4.2.1 TRD工法

TRD工法

Trench－Cutting& Re-mixing 

Deep Wall Methodp

将附有切割链条以及刀头的

切割箱插入地下，在进行纵向切切割箱插入地下，在进行纵向切

割横向推进成槽的同时注入水泥

浆 并与土体充分混合搅拌形成浆，并与土体充分混合搅拌形成

水泥土墙体的一种施工工艺。



4.2.1 TRD工法

优点：

适合于软土 粘土 砂土 砾 土等多种土层（1）适合于软土、粘土、砂土、砾石土等多种土层；

（2）连续施工时，无施工缝，止水效果好，水泥土墙体连续；

（3）可在其内插入型钢等加劲体，形成承载力较高的围护结构；

（4）施工深度大，适合于特深基坑围护止水。

缺点：

（1）施工设备大，造价高；

（2）施工过程中不易拐弯施工。



4.2.2 组合型钢桁架支撑

组合型钢桁架支撑组合型钢桁架支撑

采用高强度的型钢，经工厂

加工形成模块化的标准件，由模

块化组合标准件组成桁架结构作块化组合标准件组成桁架结构作

为支撑。



4.2.2组合型钢桁架支撑

优点：

单个构件重量小 便于拼装与拆除 全 收（1）单个构件重量小，便于拼装与拆除，可全回收；

（2）可形成多节点超静定结构，弥补了组合钢管支撑节点强度低的

缺陷；

（3）可形成较大跨度空间桁架，减少立柱与立柱桩的用量；

（4）可根据支撑受力大小确定型钢桁架的大小，布置灵活；

（5）施工速度快，不需养护。

（6）因可全回收，批量投产后造价低。

缺点：

（1）需施加预应力；

（2）与围护结构的连接需特殊处理。（2）与围护结构的连接需特殊处理。



4.2.3 桩锚（旋喷桩锚杆）

桩锚 旋喷桩锚杆桩锚（旋喷桩锚杆）

在土体中近似倾斜方向施工

旋喷桩的同时放置锚杆的杆体

（钢绞线）后形成的以水泥土作（钢绞线）后形成的以水泥土作

为锚固体的锚杆。



4.2.3桩锚（旋喷桩锚杆）

优点：

单锚承载力高（1）单锚承载力高；

（2）施工方便快速；

缺点：

（1）锚杆往往地下出红线，遭多城禁而不止；

（2）不适合软土地区较深基坑。



4.2.4 可回收锚杆

可回收锚杆

为了在基坑回填后不影响邻近地下空间开发或消除耐久为了在基坑回填后不影响邻近地下空间开发或消除耐久

性固体残留物而以多种方式对杆体进行回收的锚杆。

主要包括以下种类主要包括以下种类：

（1）U形无粘结钢绞线可回收锚杆；

（2）脆性材料无需回收锚杆（如玻璃纤维锚杆）；

（3）RCA可回收复合锚杆。



4.2.4 U形可回收锚杆

500旋喷桩

180X500锚头

胶皮 500旋喷桩

土体 2根15 2钢绞线

胶皮

U形锚横截面图

土体 2根15.2钢绞线

U形锚照片

U型锚工程应用 JCE回收地锚



 可回收的复合锚杆的具体形式——上海地固产品（RCA）



4.2.4 可回收锚杆

可回收锚杆的应用现状

（1）锚杆的杆体回收成功率低；

（2）锚杆的回收动力与意愿低；

（3）可回收锚杆造价高于不可回收锚杆；

（4）除RCA复合锚杆外，其他可回收锚杆均存在部分高

强固体残留；

（5）锚杆的回收需总包单位的配合。



五、案例分析

5.1 案例1：复杂地质与环境条件下的特深大基坑围护兼

作边坡支护工程设计－安庆马山国际大酒店基坑围护与作边坡支护工程设计 安庆马山国际大酒店基坑围护与

边坡支护工程设计；

5.2 案例2：钢管桩连续墙基坑围护新技术的开启——奉

贤南桥上院四期基坑围护设计、施工与监测



5.1：安庆马山国际大酒店基坑围护兼作边坡支护工程

工程概况

基坑挖深9.2～22m

工程概况

基坑面积4万m2

地质条件复杂

地层起伏较大地层起伏较大

地下水丰富

基坑邻近3幢小高层建筑



5.1 案例1

支护前的周边环境

（1）坡顶有三幢小高层建
筑，最近距离9m；

（2）已有边坡有过滑坡历
史；

（3）场地内存在一幢22层
结构封顶但未完工的建筑物。



5.1案例1：安庆马山国际大酒店基坑与边坡支护设计

基坑挖深22m

采用排桩 锚杆支护结构采用排桩+锚杆支护结构

无内支撑，便于土方开挖



5.1案例1：安庆马山国际大酒店基坑与边坡支护设计

利用消防通道兼作支护平台利用消防通道兼作支护平台；

采用自钻进精钢锚杆适应塌

孔土层并提供高承载力；

桩间植筋喷射砼挡土止水。



5.1案例1：安庆马山国际大酒店基坑与边坡支护设计

竣工时最大侧向位移18mm；0.0

1.0

2.0

-1
0 -8 -6 -4 -2 0 2 4 6 8 10 12 14 16 18 20

垂直位移 

点号 初始高

程(m) 

上一次高

程(m) 

本次高

程(m) 

本次量  

(mm) 

变化速

率

(mm/d) 

累积量

(mm) 

L1 4.10815 4.10207 4.10194 -0.13 -0.13  -6.21 

L2 3 87686 3 86880 3 86870 0 10 0 10 8 16

坡顶房屋最大沉降8mm；

达到了极佳的围护效果；

3.0

4.0

5.0

6.0

7.0

8.0

9.0

L2 3.87686 3.86880 3.86870 -0.10 -0.10  -8.16 

L3 3.92997 3.92245 3.92239 -0.06 -0.06  -7.58 

L4 5.34988 5.34349 5.34329 -0.20 -0.20  -6.59 

L6 4.39004 4.38463 4.38447 -0.16 -0.16  -5.57 

L7 5.51905 5.51346 5.51340 -0.06 -0.06  -5.65 

L8 5.35813 5.35240 5.35244 0.04 0.04  -5.69 

实现了基坑围护安全性与经

济性、可行性的高度统一。

10.0

11.0

12.0

13.0

14.0

15.0

16.0

L9 5.80253 5.79745 5.79752 0.07 0.07  -5.01 

L10 5.56953 5.56365 5.56376 0.11 0.11  -5.77 

L11 5.97035 5.96449 5.96448 -0.01 -0.01  -5.87 

L13 5.94232 5.93624 5.93627 0.03 0.03  -6.05 

L14 5.34952 5.34410 5.34403 -0.07 -0.07  -5.49 

L15 5.86513 5.85990 5.85977 -0.13 -0.13  -5.36 

17.0

18.0

19.0

20.0

21.0

22.0

23.0

L16 5.69017 5.68430 5.68415 -0.15 -0.15  -6.02 

L17 5.42075 5.41548 5.41544 -0.04 -0.04  -5.31 

L18 5.70205           

L19 5.70966 5.70300 5.70287 -0.13 -0.13  -6.79 

L21 6.02741 6.02517 6.02517 -0.10 -0.10  -2.24 

L22 6.39462 6.38764 6.38768 0.04 0.04  -6.94 
24.0

25.0

26.0

27.0

28.0

29.0

30.0

本次累计位
移
本次变化



5.2钢管桩连续墙

钢管桩连续墙成套技术

(Wall  made of  Steel  

Pipe  Pile，简称WSP工法）p

利用大直径钢管桩承担水土压力，

相邻钢管桩之间套接阻挡桩间土，相邻钢管桩之间套接阻挡桩间土，

接缝处设置止水空腔，通过在止

水空腔内安装弹性袋并充水密封水空腔内安装弹性袋并充水密封

邻桩接缝，实现“以水堵漏”目

的 形成连续墙体进行基坑围护的，形成连续墙体进行基坑围护。



上海市创新基金资助
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

海市创新基金资助

岩土师教材收录

基坑工程风险与成本控制



止水连接
钢管 由钢管桩承担水土压力，截面大，钢材省

技术原理技术原理 技术核心

插榫

连接板

水连接
钢管

止水腔壁

挡土连接

由钢管桩承担水土压力，截面大，钢材省

相邻桩套接阻挡桩间土，速度快，强度高

接缝设置多个止水空腔，双保险，易检修接 个 水 腔 检修

袋内充水密封邻桩接缝，可检测，自修复

微创法插拔施工钢管桩，微扰动，不带土

设计施工依据

可根据现行的基坑工程规范 及钢结构规范

进行设计和施工 创新点依据我司编写的进行设计和施工，创新点依据我司编写的

企业标准。

基坑工程风险与成本控制



技术核心

 “以水堵漏”方式解决钢管桩接缝止

水问题水问题

 “土塞补偿”方式实现钢管桩连续墙

微扰动全回收微扰动全回收

挖深13m的试验坑

基坑工程风险与成本控制



基坑工程风险与成本控制



工期优越性工期优越性

“钢管桩连续墙”较传统“钢管桩连续墙”较传统
工法可节约工期工法可节约工期11～～22个个
月月月月

钢管桩连续墙可以钢管桩连续墙可以

与桩基础同时施工，

且不需要养护。

基坑工程风险与成本控制



基坑工程风险与成本控制



基坑工程风险与成本控制



基坑工程风险与成本控制



环境优越性环境优越性

钢管桩连续墙施工现场 干无钢管桩连续墙施工现场 干
净
整
洁

无
泥
浆
拖洁拖
带

传统钻孔灌注桩施工现场

不
易

泥
浆易

管
理

浆
横
流

基坑工程风险与成本控制



5.2案例2－－上海顺寓国际社区四期工程

基坑特点：
 浅部有透水性强的砂质粉土分布；
 周边环境复杂 紧邻天然地基会所 距 周边环境复杂，紧邻天然地基会所，距

2层天然地基会所1.7m；
 周边管线多，距离基坑近（最近自来水

管距离钢墙0 5～1 5m） ；管距离钢墙0.5～1.5m） ；



5.2案例2：上海顺寓国际社区四期工程

基坑西侧和南侧采用钢管桩连续墙技术，
本工程传统方案造价约350万，优化方
案造价约280万。

基坑面积 5926m2基坑面积：5926m2
基坑周长：361m
基坑挖深：5.25m



5.2案例2：上海顺寓国际社区四期工程



5.2案例2：上海顺寓国际社区四期工程

钢管桩连续墙插入钢管桩连续墙插入

施工对环境的影响

甚微 本案例中的甚微，本案例中的

拖带沉降小于

2mm

OA－2排搅拌桩施工挤土产生上抬；

AB－修止期间的下沉；

BC 钢管桩连续墙施工期间的下沉BC－钢管桩连续墙施工期间的下沉；

CD－接缝处少量旋喷桩处理阶段少量上抬；

DE－降水及基坑开挖期间的微量下沉。



5.2案例2：上海顺寓国际社区四期工程

采用了土塞补偿法核心技术，监测时间 采用了土塞补偿法核心技术，

使得钢管桩连续墙拔出施工

对环境的影响甚微 本案例5
6
7
8
9

10

10
/2

10
/3

10
/4

10
/5

10
/6

10
/7

10
/8

10
/9

对环境的影响甚微，本案例

中的拖带沉降小于2mm，

采用钢管桩连续墙结合土塞
-4
-3
-2
-1
0
1
2
3
4

沉
降

观
测
值

/
m
m

采用钢管桩连续墙结合土塞

补偿法拔桩是消除拔桩拖带-10
-9
-8
-7
-6
-5
4沉

D1－1 D1－2 D1－3

影响的极佳途径。



六、结语

1、基坑工程风险源头多，包括地质条件、周边环境、各工种的配合等诸多

因素，因此基坑工程是土木工程中的一种高风险的工程类别，风险控制需

全过程的坚持与努力；全过程的坚持与努力；

2、因目前通行商业模式的局限性与各种习惯做法的较长期循环，基坑围护

设计目前处于过于保守的潮流期，但保守的设计并未带来风险的消除，目

前具备较大的优化空间。前具备较大的优化空间。

3、基坑工程具有使用期短、涉及的技术与管理纷繁复杂、破坏后果严重、

系统性强等特殊性，因此基坑工程应是土木工程领域最适于采用EPC商业模

式的工程类别之一，1师1坑的管理模式有利于基坑的风险与成本控制。式的工程类别之一，1师1坑的管理模式有利于基坑的风险与成本控制。

4、基坑围护工程领域的新技术开发与利用存在广阔的市场空间，合理采用

新技术，是破解当前基坑围护中成本与风险控制难题的技术途径。

5、钢管桩连续墙实现了围护结构的全回收循环使用，适用于多种土层中的

多种深度的基坑围护，较现有技术可节约工程造价20～30％；插拔施工快

速，可节省关键路线上的施工工期1.5～2个月。



基坑工程概述及风险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