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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文件 

津住建设〔2022〕33号 

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关于发布《天津市建筑基坑工

程技术规程》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根据《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关于下达 2019 年天津市工程建设地

方标准编制计划的通知》（津住建设[2019]27 号）要求，天津市勘

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修订完成了《天津市建筑基坑工程技术规

程》，经市住房城乡建设委组织专家评审通过，现批准为天津市工

程建设地方标准，编号为 DB/T29-202-2022，自 2022年 10月 1日

起实施。原《建筑基坑工程技术规程》DB29-202-2010 同时废止。 

各相关单位在实施过程中如有意见和建议，请及时反馈给天津

市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本标准由天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负责管理，天津市勘察

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 

 

 

天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2022年 8月 2日     



前  言 

根据《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关于下达 2019 年天津市工程建设地

方标准编制计划的通知》（津住建设[2019]27 号）要求，天津市勘

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会同有关设计、大学、施工、研究单位组成

编制组，遵照现行国家标准《建筑与市政工程地基础通用规范》GB 

55003、《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 50007 和行业标准《建筑基

坑支护技术规程》JGJ 120等的有关规定，总结天津市近年来的研

究成果和工程实践经验修订了本标准。 

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有：基本规定、土压力和水压力、地下

水控制、放坡、土钉墙与复合土钉墙、水泥土重力式挡墙、桩墙支

护结构、内支撑及锚杆设计、基坑逆作法、防连续倒塌设计原则、

环境保护、基坑开挖、基坑工程监测、附录。 

本次修订的技术内容主要包括：1.取消基坑支护设计等级，修

订细化了基坑工程安全等级划分标准；2.新增基坑工程环境保护等

级和基坑变形设计控制标准；3.调整放坡分级高度要求，增加抗滑

桩计算；4.增加土钉极限抗拔承载力验算公式，补充了大直径土钉

构造要求；5.修订了重力式水泥土挡墙截面内力计算和型钢水泥土

搅拌墙截面抗剪承载力验算；6.桩墙支护结构新增钢板桩、倾斜桩

内容，修订了整体稳定性验算，取消支撑力对整体稳定影响，对狭

长型管道沟槽支护提出宜考虑基坑宽度影响的规定；7.内支撑及锚

杆设计单独成章，对支撑体系布置、构件计算、构造要求进行了补

充细化；8.增加锚杆设计和装配式预应力型钢组合支撑；9.对基坑

逆作法设计内容进行了调整和细化；10.提供了钢立柱插入立柱桩

内的深度计算方法；11.增加基坑渗漏检测和回灌设计；12.新增防

连续倒塌设计原则一章；13.新增环境保护一章；14.充实了基坑开

挖与回填施工要求；15.对一级基坑监测提出自动化、实时化和可视

化要求；16.附录增加倾斜桩各类组合结构的适用条件，修正了地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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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总  则 

1.0.1 为了保证天津市建（构）筑物基坑工程的质量与安全，在

基坑支护工程的勘察、设计、施工及监测中做到安全适用、技术先

进、经济合理、保护环境，制定本规程。 

1.0.2 本规程适用于天津地区建（构）筑物的基坑工程勘察、支

护设计、施工及监测。 

1.0.3 基坑支护设计与施工，应综合考虑工程地质与水文地质条

件、基础类型、基坑开挖深度、降排水条件、周边环境对基坑变形

的要求、基坑周边荷载、施工季节、支护结构使用期限等因素，做

到合理设计、精心施工、严格监控。 

1.0.4 基坑工程除应符合本规程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行业

和本市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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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1  术 语 

2.1.1 基坑  foundation pit 

为进行建（构）筑物基础与地下结构施工所开挖的地面以下空

间。 

2.1.2 基坑周边环境 surroundings around foundation pit 

基坑开挖影响范围内包括既有建（构）筑物、道路、地表水体、

地下设施、土体及地下水等的统称。 

2.1.3 基坑侧壁 side of foundation pit 

构成建筑基坑围体的某一侧面。 

2.1.4 基坑支护 retaining and protection for foundation pit 

为保证地下结构施工及基坑周边环境的安全，对基坑侧壁及周

边环境采用的支挡、加固与保护措施。 

2.1.5 水土合算 total stress approach for lateral earth pressure 

合并计算作用于围护墙体与土体界面处的水压力和土压力。 

2.1.6 水土分算 effective stress approach for lateral earth pressure 

分别计算作用于围护墙体与土体界面处的水压力和土压力。 

2.1.7 支护结构 retaining and protection for excavations 

支挡或加固基坑侧壁的结构。 

2.1.8 支撑体系 bracing system 

由钢或钢筋混凝土构件组成的用以支撑基坑侧壁的结构体系。 

2.1.9 嵌固深度 value of embedded depth 

根据基坑支护结构验算条件确定的支护结构嵌入坑底以下深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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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0 排桩 soldier pile wall 

沿基坑侧壁以某种桩型按排列式布置及冠梁组成的基坑支护

结构。 

2.1.11 双排桩 double-row-piles wall 

由适当间距的前后两排桩，由连梁将前后两排桩桩顶固定组成

的门式刚架支护结构。 

2.1.12 倾斜桩结构 inclined retaining pile structure 

是指将竖直桩的桩底向基坑内或坑外倾斜一定角度所形成的

支护结构。 

2.1.13 地下连续墙 diaphragm wall 

分槽段用专用机械施工方法成槽、浇筑钢筋混凝土所形成的连

续地下墙体。 

2.1.14 水泥土重力式挡墙 gravity cement-soil wall 

由水泥土桩相互搭接形成的格栅或实体的重力式挡土止水结

构。 

2.1.15 土钉墙 soil nailing wall 

采用土钉加固的基坑侧壁土体与护面等组成的支护结构。 

2.1.16 型钢水泥土搅拌墙 soil mixed wall 

在连续套接的三轴水泥土搅拌桩内或等厚度水泥土连续墙内

插入型钢形成的复合挡土止水结构。 

2.1.17 装配式型钢组合支撑 assembly steel struts system  

由型钢支撑梁、组合围檩、立柱和连接件等装配构成的支撑系

统。 

2.1.18 冠梁 top beam 

沿支护桩（墙）排列方向设置在桩（墙）顶部的钢筋混凝土梁。

双排桩前后排桩之间设置的钢筋混凝土横梁称为连梁（link beam）。 

2.1.19 腰梁 middle beam 

设置在支护结构顶部以下传递支护结构与锚杆或内支撑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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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钢筋混凝土梁或钢梁。 

2.1.20 土层锚杆 soil anchor 

由设置于钻孔内、端部伸入稳定土层中的钢筋或钢绞线与孔内

注浆体组成的受拉杆体。 

2.1.21 支点刚度系数 stiffness coefficient of fulcrum bearing 

锚杆或支撑体系对支护结构的水平向反作用力与其位移的比

值。 

2.1.22 地下水控制 control of groundwater  

为保证支护结构施工、基坑挖土、地下结构施工在相对干燥环

境下进行，并保证基坑周边环境的安全而采取的排水、降水、隔水

或回灌措施。 

2.1.23 截水帷幕 waterproof curtain 

用于阻截或减少地下水通过基坑侧壁与坑底流入基坑和控制

基坑外地下水位下降而采用的幕墙状竖向连续截水体，习惯上一般

称为止水帷幕。 

2.1.24 时空效应 effect of time and space 

基坑工程施工中，基坑开挖的空间尺度、无支撑围护墙体的暴

露面积大小和时间长短对基坑变形的影响。 

 

2.2  符 号 

2.2.1 抗力和材料性能 

𝑐k  ——土的黏聚力标准值； 

𝜑k  ——土的内摩擦角标准值； 

𝑒  ——土的孔隙比； 

𝑘  ——土的渗透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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𝜔  ——土的天然含水量； 

𝛾  ——土的重力密度（简称土的重度）； 

𝛾cs  ——水泥土墙的平均重度； 

𝑓cks、cs  ——水泥土开挖龄期轴心抗压强度标准值、设计值； 

𝑚  ——地基土水平抗力系数的比例系数； 

𝑓ck、𝑓c  ——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标准值、设计值； 

𝑓yk、𝑓pyk  ——普通钢筋、预应力钢筋抗拉强度标准值； 

𝑓y、𝑓y
′  ——普通钢筋的抗拉、抗压强度设计值； 

𝑓py、𝑓py
′   ——预应力钢筋的抗拉、抗压强度设计值； 

𝑒pjk  ——基坑开挖面下𝑗点水平抗力标准值； 

𝐾pi  ——第𝑖层土被动土压力系数； 

𝑘Ti  ——第𝑖支点的支点刚度系数（弹簧）系数； 

𝑘si  ——基坑开挖面以下土体弹簧系数； 

𝑁𝑢  ——锚杆轴向受拉承载力设计值。 

2.2.2 作用和作用效应 

𝑒ajk  ——𝑗点水平荷载标准值； 

𝐾ai  ——第𝑖层土主动土压力系数； 

𝑀k  ——弯矩标准值； 

𝑉k  ——剪力标准值； 

𝑇kj  ——第𝑗层支点力标准值； 

𝑁  ——轴向力设计值； 

𝑁k  ——轴向力标准值； 

𝑀  ——弯矩设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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𝑉  ——剪力设计值； 

𝑇d  ——锚杆或内支撑支点力设计值。 

2.2.3 几何参数 

𝑠𝑎  ——排桩中心距； 

ℎ  ——基坑开挖深度； 

ℎd  ——支护结构嵌固深度； 

𝑑  ——桩身直径； 

𝑏  ——墙身厚度； 

𝐴  ——桩（墙）身截面面积。 

2.2.4 安全系数 

𝐾S  ——抗渗流安全系数； 

𝐾t  ——抗突涌稳定性安全系数 

𝐾L  ——抗隆起安全系数； 

𝐾q  ——抗倾覆安全系数； 

𝐾Z  ——整体稳定安全系数； 

𝐾h  ——抗水平滑动安全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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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1 设计原则 

3.1.1 支护结构按临时结构设计时，设计文件应明确支护结构

的设计工作年限且不应小于一年。当支护结构超过设计工作年限

而需继续使用时，应进行现状安全评估，不满足设计要求时应采

取加强措施。支护结构作为主体地下结构的一部分时，应满足主

体地下结构设计工作年限的要求。 

3.1.2 支护结构设计应满足下列功能要求： 

1 主体地下结构的施工空间要求； 

2 主体地下结构施工的安全环境要求； 

3 基坑周边环境的安全和正常使用要求。 

3.1.3 基坑支护设计应综合考虑基坑开挖深度、地质条件、周

围环境和破坏后果等因素，按表 3.1.3确定基坑工程安全等级。 

表 3.1.3 基坑工程安全等级 

安全等级 划分标准 

一级 
基坑深度不小于 14m（厚层软土地区不小于 12m）；支护结构作为

主体结构的一部分且主体结构安全等级为一级；破坏后果很严重 

二级 除一级和三级以外的基坑 

三级 
基坑深度不大于 6m（厚层软土地区不大于 5m），且周围环境无特

别保护要求，破坏后果不严重 

注：1  厚层软土地区是指软土累计厚度不小于 5m的地区； 

2  基坑周边环境存在变形特别敏感的邻近建（构）筑物或重点保护的古建筑物等有特

殊要求的建（构）物，当基坑工程安全等级为二、三级时，基坑工程安全等级应提

高一级； 

3  同一基坑工程，各区段基坑深度、地质条件、周边环境等不同时，可按不同的基坑

工程安全等级设计。 

3.1.4 根据基坑周边建筑物或设施的重要程度及其与基坑的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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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基坑工程环境保护等级可按表 3.1.4确定： 

表 3.1.4  基坑工程环境保护等级 

基坑工程周边环境 保护对象与基坑的距离关系 基坑工程环境保护等级 

重要保护对象 

s≤1.2H 一级 

1.2H<s≤2.0H 二级 

2.0H<s≤3.0H 三级 

注：1  H为基坑开挖深度，s为保护对象与基坑开挖边线的净距。 

2  重要保护对象包括：优秀历史建筑，有精密仪器与设备的建筑物、采用天然地基、

短桩基础、复合地基的重要建筑物，轨道交通设施、隧道、高架桥、自来水总管、

燃气管、重要的高压电杆及电缆等建（构）筑物及设施。 

3  对同一基坑的不同部位，依据基坑深度、环境情况可确定为不同的基坑工程环境

保护等级。 

4  当基坑影响范围内存在轨道交通设施、文保建筑等需特殊保护的对象时，基坑环

境保护等级尚应符合相关政府管理部门的规定。 

3.1.5 基坑支护结构构件的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设计，应采用下

述表达式进行计算与验算： 

0 d dγ S R                （3.1.5） 

式中：
0γ  ——支护结构重要性系数，应根据基坑工程安全等级确

定，一级取 1.1，二级取 1.0，三级取 0.9； 

dS  ——作用基本组合的效应(轴力、弯矩等)设计值； 

dR  ——支护结构构件的抗力设计值。 

作用基本组合的效应设计值按下式确定： 

d F kS γ S  

式中：  
Fγ ——作用基本组合的综合分项系数，临时性

支护结构取值 1.25，永久性支护结构取值详见

有关规范； 

 
ks ——作用标准组合的效应。 

 

3.1.6 整体滑动、倾覆与滑移、坑底隆起失稳、挡土构件嵌固段

推移、锚杆与土钉拔动、土体渗透破坏等基坑支护稳定性按下述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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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系数表达式进行计算与验算： 

k

k

R
K

S
               （3.1.6） 

式中：
kR  ——抗滑力、抗滑力矩、抗倾覆力矩、锚杆和土钉的极

限抗拔承载力等土的抗力标准值； 

kS  ——滑动力、滑动力矩、倾覆力矩、锚杆和土钉的拉力

等作用标准值的效应； 

K  ——安全系数。 

3.1.7 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设计，支护结构和周边环境的变形应按

下述表达式进行计算与验算： 

dS C               （3.1.7） 

式中：
dS    ——作用标准组合的效应(位移、沉降等)设计值； 

C    ——支护结构的水平位移、基坑周边建筑物和地面沉降

的限值。 

3.1.8 基坑工程设计应按下列要求确定支护结构及周边环境的

变形控制值： 

1 基坑周边既有建筑物的变形控制值应根据其结构类型、基

础埋深及形式、既有变形及倾斜值等因素并结合相关规范综合确定，

保证其安全和正常使用； 

2 轨道交通、地下管线、文保建筑等设施的变形控制值应满

足相关政府管理部门及相关设计规范的规定； 

3 支护结构构件作为主体地下结构的一部分时，其变形控制

值应满足主体结构变形限值要求。采用逆作法时，基坑回弹引起的

逆作结构的差异变形应小于其允许变形； 

4 临时支护结构的变形控制值应满足自身构件强度和周边

环境保护要求； 

5 当基坑周围环境没有明确的变形控制要求时，支护结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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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可按表 3.1.8确定基坑变形的设计控制值。 

表 3.1.8  基坑变形设计控制值（mm） 

基坑工程环境保护等级 支护结构深层水平位移 坑外地表沉降 

一级 25~40 20~30 

二级 35~60 30~50 

三级 50~80 40~65 

注：1  基坑安全等级高、地质条件差、环境条件要求高时取低值； 

2  当支护结构当作永久结构使用时，支护结构的变形控制值尚应满足建筑物的使用 

和抗裂要求。 

3.1.9 基坑支护结构与主体永久结构相结合的设计计算，除应符

合本标准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3.1.10 基坑支护设计应具备下列资料： 

1 岩土工程勘察报告； 

2 用地红线范围图、建筑总平面图、地下部分建筑结构设计

图纸； 

3 基坑开挖影响范围内环境调查资料，如场地周围道路河渠

及地下管网分布情况；临近建（构）筑物的分布情况、类型和结构

质量状况；保护区内轨道交通设施及运营状况等； 

4 相邻地下工程与基坑的间距及其施工情况； 

5 基坑分期开挖、时间间隔、施工进度计划。 

3.1.11 基坑支护设计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支护结构体系上的作用和作用组合确定； 

2 基坑支护体系的稳定性验算； 

3 支护结构的承载力、稳定和变形计算； 

4 地下水控制设计； 

5 电梯及集水井等坑中深坑的支护与降水设计； 

6 对周边环境影响的控制要求；  

7 基坑开挖与回填要求； 

8 支护结构施工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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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基坑工程施工验收检验要求； 

10 基坑工程监测与维护要求； 

11 主要风险源及应急预案。 

3.1.12 基坑支护设计计算应考虑下列荷载作用： 

1 土压力，水压力； 

2 地面超载； 

3 施工荷载； 

4 临近建（构）筑物的荷载； 

5 温度变化对支护结构的作用； 

6 其它不利于基坑稳定的荷载； 

7 支护结构作为主体结构一部分时，尚应按有关规范考虑相

关荷载作用。 

3.1.13 当场地内有地下水时，应根据场地及周边区域的工程地质

条件、水文地质条件、周边环境情况和支护结构形式等因素，确定

地下水控制方法。当场地周围有地表水汇流、排泻或地下水管渗漏

时，应对基坑采取保护措施。 

3.1.14 支护结构选型应考虑结构的空间效应和受力特点，结合基

坑规模、场地工程地质条件和水文地质条件、基坑深度、周边环境

条件、施工条件、工程经验综合分析，采用安全可靠、经济合理、

技术先进、便于施工的支护形式。 

3.1.15 基坑支护设计应考虑其结构水平变形、地下水的变化对周

边环境的水平与竖向变形的影响，应根据周边环境的保护等级、支

护结构安全等级及土的性质等因素，结合本规程表 3.1.8 和工程经

验综合确定基坑支护结构和周边环境的变形监测预警值，并提出基

坑支护结构变形超出监测预警值情况的处理措施。 

3.1.16 基坑开挖应对基坑工程和周边环境进行全过程监测，实施

动态设计和信息化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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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勘察要求 

3.2.1 初步勘察阶段应初步查明场地工程地质与水文地质条件、

初步判断开挖可能发生的问题和需要采取的支护措施。详细勘察阶

段应详细查明场地工程及水文地质条件，为基坑工程的设计与施工

提供可靠基础资料，并对支护方案提出建议。当详勘资料不能满足

基坑工程设计需要时，应专门对基坑工程进行补充勘察。在施工阶

段，基坑工程施工出现异常，应根据需要进行施工勘察。 

3.2.2 在岩土工程详细勘察阶段，对基坑工程应按下列要求进行

勘察工作： 

1 勘察的平面范围宜超出基坑开挖边界外开挖深度的 1~2倍，

在深厚软土区，勘察范围尚宜适当扩大。勘探孔宜布置在基坑开挖

边界附近及基坑内，基坑阳角处宜布置勘探孔。在基坑开挖边界外，

勘察手段以调查研究、搜集已有资料为主；对于复杂场地、斜坡场

地等情况，为查明某些专门问题时应布置必要的的勘探点； 

2 勘探孔间距宜为 20m~35m，当遇古河道、沟坑、填土厚度

变化较大、正常沉积地层变化大或有软弱夹层时应加密勘探点，并

应在基坑边线以外布设勘探点，查明分布规律。采取土试样和进行

原位测试的勘探孔数量，应根据地层结构、地基土的均匀性和工程

特点确定，且不应少于勘探孔总数的 1/2，钻探取土试样孔的数量

不应少于勘探孔总数的 1/3。控制性勘探点不应少于勘探点总数的

1/3，且每一基坑侧边不宜少于 2 个控制性勘探点、每个地貌单元

均应有控制性勘探孔； 

3 一般性勘探孔深度宜为开挖深度的 2~3倍，遇到坚硬黏性

土、碎石土和岩层，可根据岩土类别和支护设计要求减少深度；在

深厚软土区，一般性勘探孔深度尚应适当加深，控制性勘探孔应穿

透软土层底板 2m~3m；为降水或截水设计需要，控制性勘探孔应

穿透主要含水层进入隔水层 2m~3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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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岩土不扰动试样的采取和原位测试的间距宜 1m~2m。存在

对基坑稳定性有影响的软弱夹层时，应采取土试样或进行原位测试。 

3.2.3 基坑工程勘察应提供土的常规物理试验指标、土的抗剪强

度指标标准值、土的渗透性指标和其它设计要求提供的指标和参数，

提供的指标和参数应准确可靠。 

3.2.4 基坑安全等级为一级的基坑工程和有特殊要求的工程应

进行三轴不固结不排水（UU）和三轴固结不排水（CU）剪切试验，

必要时尚应进行回弹再压缩试验、基床系数试验。安全等级为一、

二级的基坑除应提供抗剪强度指标外，尚宜提供粉土和砂土的颗粒

级配曲线以及静止土压力系数等。 

3.2.5 水文地质勘察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当基坑附近有地表水体，地下水可能与其有水力联系时，

宜在其间布设一定数量的勘探孔或观测孔，以查明其补给、排泄条

件、水位变化规律； 

2 钻探时应及时测量孔内潜水初见水位和静止水位； 

3 当基坑坑底以下影响深度范围内有一层或多层承压水，且

有突涌可能时，应测量各层承压水稳定水位； 

4 地基土中含水层的划分宜按《天津市地基土层序划分技术

规程》DB/T29-191执行。 

3.2.6 当基坑工程场地水文地质条件复杂，在基坑开挖过程中需

要对地下水进行控制（降水或隔渗），且已有资料不能满足要求时，

应进行专门的水文地质勘察。需要回灌的工程应进行回灌专项勘察，

并应符合现行地方标准《基坑工程地下水回灌规程》DB/T29-252的

规定。 

3.2.7 基坑内钻探孔进入开挖深度以下承压含水层且承压水对

基坑工程有影响时，钻探结束后应及时封孔。一级基坑和深度大于

10m的二级基坑宜采用水泥浆封孔并进行钻孔标识，封孔结束后应

复测孔位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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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8 岩土工程勘察报告基坑工程勘察评价应包括下列主要内

容： 

1 分析场地的地层分布规律、周边环境；提供基坑工程设计

所需各层岩土的物理力学参数指标； 

2 对于安全等级为一、二级的的基坑工程和地质条件复杂的

三级基坑工程，应提供基坑周边的地质剖面图。宜提供各侧边含有

基坑设计参数的地质模型，或提供基坑周边分段的设计参数统计表，

满足基坑根据地质条件变化分段设计的需要； 

3 对基坑放坡开挖、支护方案提出建议；宜对整体稳定性进

行评价； 

4 评价地下水对基坑工程的影响，提出地下水的控制方法

（降水、隔水方案）建议及计算参数；提出是否需要进行坑底、侧

壁的渗透稳定性计算的建议；宜对基坑开挖施工中可能产生流砂、

管涌、突涌等现象的可能性及对工程的影响进行评价，并提出预防

措施建议； 

5 评价基坑开挖和降水施工对周围环境（邻近建筑物、道路

和地下设施等） 可能造成的影响、提出应注意的问题及其防治措

施； 

6 对施工阶段基坑工程的监测工作提出建议。 

3.3 环境调查 

3.3.1 基坑周边环境调查应包括以下内容： 

1 基坑开挖影响范围内建（构）筑物的层数、结构形式、基

础形式、埋深、建成时间、安全现状； 

2 基坑开挖影响范围内各类地下管线的平面位置、类型、材

质、管径、走向、接头形式、基础形式、埋深、压力、输送的物资、

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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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坑周边保护区内轨道交通设施及其运营状况、变形控制

要求； 

4 基坑周边道路分布及其交通状况； 

5 邻近工程基坑深度、支护形式以及建设状况； 

6 基坑周边河道、沟渠等状况。 

3.3.2 地下管线的调查宜采用搜集管线分布图为主，必要时可采

用物探法进行探测。 

3.3.3 环境条件复杂、保护要求高时，应进行专项环境调查，调

查结果应能满足环境影响分析与评价的需要。 

3.4 施工要求 

3.4.1 开挖前应结合支护设计要求编制基坑土方开挖与降水施

工方案。施工材料堆放及加工、临时施工道路和各种临时设施的布

置应符合基坑支护设计要求，基坑周边严禁超重堆载。 

3.4.2 基坑周边应作好地面截水和周边上下水管道的维护，保证

其畅通排泄，严禁各种地面水、管道水渗入坡后土体和基坑内。 

3.4.3 基坑开挖前，支护结构、基坑土体加固、降水等应达到设

计和施工要求。基坑土方开挖应考虑时空效应，符合分层均衡原则，

并采取措施对支护结构、降水井及工程桩进行保护，严禁超深开挖。 

3.5 监测要求 

3.5.1 基坑支护施工前应结合设计要求编制基坑监测方案，应对

支护结构的工作状况和基坑周边环境保护对象进行全过程监测。对

于临近重点保护对象的区域，监测应从支护结构施工开始。 

3.5.2 当基坑监测发现支护结构或周边环境的监测结果达到监

控报警值时，应及时通报建设、设计、施工、监理等各方，评价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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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和采取措施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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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土压力和水压力 

4.1 一般规定 

4.1.1 土压力计算应选择与挡土结构工作性状相适应的理论，一

般可采用朗肯土压力理论；对地下室外墙等永久结构应采用静止土

压力理论。 

4.1.2 作用于支护结构的土压力和水压力，对砂性土、粉土应按

水土分算的原则计算；对黏性土宜按水土合算的原则计算。 

4.1.3 土压力按水土分算时，一般应采用有效强度指标，也可采

用直剪固结快剪或三轴固结不排水（CU）强度指标；按水土合算

时，宜采用直剪快剪或三轴不固结不排水（UU）强度指标。土的抗

剪强度指标应采用标准值。 

4.1.4 淤泥、淤泥质土等透水性很差的软土，作用于支护结构的

土压力和水压力应采用水土合算、直剪快剪或三轴不固结不排水

（UU）强度指标；软土抗剪强度指标取值不应考虑降水对土体抗

剪强度的提高作用；暴露时间较长的基坑，软土强度应考虑随时间

降低的影响。  

4.1.5 当按变形控制原则设计支护结构时，作用在支护结构的计

算土压力可按支护结构与土体的相互作用原理确定。 

4.2 静止土压力 

4.2.1 静止土压力按下式计算： 

0 0 0i ip =K γ h q（ ）             （4.2.1） 

式中：
0p   ——静止土压力强度标准值（k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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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γ   ——计算深度内各土层的重度（kN/m3），地下水位以上

取天然重度，地下水位以下取浮重度； 

ih   ——各土层的厚度（m）； 

0q   ——地面的均布荷载（kPa）； 

0K   ——静止土压力系数。 

4.2.2 静止土压力系数宜由室内试验或现场原位测试等确定。当

有工程经验时，可按以下公式计算： 

0 1 sin 'K = φ               （4.2.2） 

式中： 'φ   ——土的有效内摩擦角。 

4.3 主动与被动土压力 

4.3.1 主动土压力和被动土压力可采用朗肯理论，按以下公式进

行计算： 

主动土压力强度标准值 0a a i i k ap =K γ h q c K（ ）-2
（4.3.11） 

被动土压力强度标准值 0p p i i k pp =K γ h q c K（ ）+2
（4.3.12） 

式中：
iγ    ——计算深度内各土层的重度（kN/m3）； 

ih    ——计算深度内各土层的厚度（m）； 

0q   ——地面均布荷载（kPa）； 

kc 、 kφ   ——土的黏聚力和内摩擦角标准值； 

aK 、 pK  ——朗肯主动与被动土压力系数。 

2tan (45 )
2

k

a

φ
K = -  

2tan (45 )
2

k

p

φ
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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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对于支护结构顶部或整体水平位移较小的内撑式桩墙等

支护结构，当采用弹性地基梁法计算支护结构内力及变形时，开挖

面以上的侧压力一般可按主动土压力计算，基坑坑底以下的侧压力

可取与开挖面处相等的矩形分布。 

4.4 水压力 

4.4.1 按水土分算原则计算时，作用在支护结构侧向压力为有效

土压力与水压力之和。有效土压力应按土浮重度计算；水压力应根

据地下水有无渗流作用，采用不同的计算模式。 

1 当地下水无渗流作用时，作用于支护结构水压力按静水压

力模式计算，支护结构主动侧和被动侧水头分别按基坑内外静止地

下水位确定； 

2 当地下水有渗流作用时，作用于支护结构的水压力应通过

渗流计算确定。 

4.5 特殊情况下的土压力 

4.5.1 当基坑周边有建（构）筑物荷载或施工荷载时，应考虑其

作用在支护结构上附加压力。 

4.5.2 集中荷载作用下，支护结构上的主动土压力可按图 4.5.2的

方法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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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2 集中荷载作用下的主动土压力   

4.5.3 均布荷载作用下，支护结构上的主动土压力，可按图 4.5.3

的方法计算。 

 
a—坑壁顶满布均布荷载；b—距支护结构顶 L处作用均布荷载； 

c—距支护结构顶 L处作用宽 L1的均布荷载 

图 4.5.3 均布荷载作用下的主动土压力 

4.5.4 当地面不规则时，支护结构上的主动土压力，可按图 4.5.4

及下列规定进行计算。 

dH
D

KpγD Kaγ(H+D)

2ΔEa/d

ΔEa=P√ Ka

C

D

E

B

φ

p

45°+φ/2

C
c1 c2

bk

L

C

D

c1 c2

d1 d2

b1

L L1

A

B

A A

B
qKa

b1

q

(a) (b) (c)

q

∞

45°+φ/2

B b1

45°+φ/2 45°+φ/2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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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4  地面非水平时，支护结构上主动土压力的近似计算 

1 图 4.5.4(a)的情况，支护结构上的主动土压力强度标准值可

按下列公式计算： 

2 2

2 2

cos cos cos
cos

cos cos cos
a

β β φ
p =γz β

β β φ

 

 
 （4.5.41） 

( ) 2' '

a a ap =K γ z h c K        （4.5.42） 

式中：β ——地表斜坡面与水平面的夹角（°）； 

 z ——取用的计算深度（m）； 

h' ——地表水平面与地表斜坡和支护结构相交点的距离

（m）。 

2 图 4.5.4(b)的情况，支护结构上的主动土压力计算时，可将

斜面延长至 C点，则 BAdfB为主动土压力的近似分布图形； 

3 图 4.5.4(c)的情形，可按图 4.5.4(a)及图 4.5.4(b)的方法叠加

计算。 

  

B

C

A d e

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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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 e

β

g feg

f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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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地下水控制 

5.1 一般规定 

5.1.1 地下水控制的设计与施工应满足支护结构设计要求。地下

水控制设计应与基坑支护设计统一考虑，因降水、排水和支护结构

水平位移引起的土体变形和地面沉降应控制在允许的范围内。 

5.1.2 应根据地层情况、含水层埋置条件、补给条件、地下水类

型等进行地下水控制设计。地下水控制措施主要包括隔水、降水、

减压、局部封底和回灌等，可单独或组合使用。 

5.1.3 基坑工程地下水控制设计应具备以下资料： 

1 各含水层厚度及顶底板高程； 

2 地下水的类型，地下水位标高和动态规律，各含水层之间

的水力联系； 

3 各含水层的水文地质及与降水相关的工程地质参数，工程

设计需要时还应有深层承压水抽水试验资料； 

4 含水层的补给、径流条件，基坑与附近地表水源的距离关

系及其水力联系； 

5 基坑开挖深度、尺寸，基坑周围建筑物与地下管线基础情

况，基坑支护结构类型； 

6 基坑工程施工季节内的气象资料及基坑维持时间。 

5.1.4 基坑降水设计应满足下列要求： 

1 应根据基坑规模、深度、环境条件、各土层渗透性和降低

水位的深度等合理选择降水井类型； 

2 基坑开挖及地下结构施工期内，地下水位应保持在开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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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不小于 1.0m； 

3 基坑底不发生地下水渗流及承压水突涌破坏； 

4 基坑降水应保证基坑周围建（构）筑物、地下设施和管线

等的安全使用。 

5.1.5 基坑降水可采用内降水或外降水。未设置隔水帷幕、隔水

帷幕未完全隔水或对承压水进行减压时，应做降水、减压对周围环

境的影响分析。 

5.1.6 基坑隔水帷幕应根据基坑深度、工程地质与水文地质条件、

周边环境保护要求、施工工艺能力综合确定，可采用水泥土桩墙、

地下连续墙、止水钢板桩等。 

5.1.7 水泥土桩墙隔水帷幕宜采用水泥土搅拌桩、高压旋喷桩和

等厚度水泥土搅拌墙，局部防渗漏可采用高压旋喷桩、RJP桩、MJS

桩、注浆等。 

5.1.8 基坑降水减压施工和运行，应对坑内外地下水位、坑内土

体及周围环境变形进行监测，保证基坑稳定和周围环境安全。 

5.2 渗透稳定性验算 

5.2.1 支护结构底部土体抗渗流或抗管涌稳定性可按下式验算： 

/s cK =i i                  （5.2.1） 

式中：
sK   ——抗渗流或抗管涌稳定性安全系数，不应小于 1.2； 

ci   ——坑底土体的临界水力坡度，根据坑底土的特性计

算：ic=(Gs－1)/(1＋e)； 

sG   ——坑底土的比重； 

e   ——坑底土的天然孔隙比； 

i   ——坑底土的渗流水力坡度，i = hw/L； 

wh   ——基坑内外土体的渗流水头（m），取坑内外地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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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差，见图 5.2.1； 

L   ——最短渗径流线长度（m）。 

 
  图 5.2.1  坑底土体渗流计算简图 

5.2.2 基坑开挖面以下存在承压水时，应按 5.2.2 式验算基坑底

部土体抗突涌的稳定性，如图 5.2.2所示。 

/t cz wyK =P P               （5.2.2） 

式中：𝐾t ——坑底抗突涌稳定性安全系数，不宜小于 1.10，坑

底有群桩桩基础或经加固处理时可取 1.05； 

𝑃cz  ——基坑开挖面以下至承压水层顶板间土的自重压

力，按土的天然重度计算（kPa）； 

𝑃wy  ——承压水的水头压力（kPa）。 

hw

ho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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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相对隔水层；2—承压水层 

图 5.2.2  坑底抗承压水示意图 

5.3 基坑渗漏检测 

5.3.1 安全等级为一级的基坑工程，大面积降水前应进行隔水帷

幕渗漏检测；安全等级为二级且周边环境条件复杂的基坑工程，大

面积降水前宜进行隔水帷幕渗漏检测。 

5.3.2 基坑渗漏检测应根据基坑设计情况及周边环境条件选择

有效的检测方法。 

5.3.3 基坑土方开挖前，对存在渗漏的隔水帷幕应进行堵漏加固

处理。 

5.4 回灌设计 

5.4.1 基坑工程需要采取地下水回灌时，应进行地下水回灌设计。

应通过现场试验结果确定回灌井结构、回灌方法、回灌流量、井数

量、深度及坑外地下水位控制值等设计参数。 

5.4.2 基坑地下水回灌应满足下列要求： 

ho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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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保证基坑周边建筑物、道路及地下设施等的安全和正常使

用； 

2 满足基坑抗渗流稳定性要求； 

3 满足基坑坑底抗突涌稳定性要求。 

5.4.3 确定采用回灌措施的基坑工程，应进行回灌前后地下水流

网分布条件变化和基坑周边地面变形的数值计算，验证回灌设计及

施工运行参数的可靠性。 

5.4.4 回灌工程设计资料依据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建筑与市政工程技术要求，包括回灌范围、回灌控制水位、

回灌时间、工程环境资料； 

2 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勘察资料； 

3 基础平面图、剖面图； 

4 基坑相邻建（构）筑物和市政管线的位置、基础、安全现

状等资料； 

5 基坑支护设计资料； 

6 施工进度及现场施工条件。 

5.4.5 基坑地下水回灌应满足下列要求： 

1 含水层厚度不宜小于 3.0m； 

2 含水层渗透系数不宜小于 1.0m/d； 

3 回灌井应布置在基坑边线 1.0m以外； 

4 回灌用水应采用清水，宜用降水井抽水进行回灌，回灌水

质应符合环境保护要求。 

5.4.6 基坑地下水回灌方式可根据水位回灌上升高度要求、场地

含水层岩性和渗透性、周边环境的变形控制要求等选用常压回灌、

加压回灌与加压组合回灌。 

5.4.7 当回灌井距建筑物较近时应考虑回灌井回扬时引起建筑

物的变形，宜采用回灌井成对布置，回灌井间距宜为 6m~12m。成

对布置的回灌井在回灌运行时，应轮流启动，当需对其中一个回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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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进行回扬时，启动另一个回灌井对同层地下水进行回灌。 

5.5 集水明排 

5.5.1 集水明排可采用排水沟和集水井排水，宜按下列规定布置： 

1 排水沟边缘离开坑边不宜小于 2.0m；在基坑四周或每隔

30m~40m宜设一个集水井； 

2 排水沟底面宜比挖土面低 0.3m~0.5m，集水井底面宜比沟

底面低 1.0m以上。 

5.5.2 排水沟与集水井的截面应根据排水量确定，抽水设备可根

据排水量大小及基坑深度确定。 

5.5.3 当基坑侧壁出现分层渗水时，可按不同高程设置导水管、

导水沟等构成明排系统；当基坑侧壁渗水量较大或不能分层明排时，

宜采用导水降水方法。基坑明排尚应重视环境排水，当地表水对基

坑侧壁产生冲刷时，宜在基坑外采取截水、封堵、导流等措施。 

5.5.4 集水明排可与管井降水相结合，坑底设置纵横向排水盲沟，

集水汇入管井。 

5.6 管井降水与减压 

5.6.1 管井由井管及井管外填料组成，井管可采用混凝土管井和

钢管井。 

5.6.2 混凝土管井构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滤水段采用无砂混凝土管，闭水段采用不透水混凝土井管，

井管节间应有可靠联接； 

2 井管内径应大于满足降水要求的水泵外径至少 50mm，井

管外径不宜小于 400mm，孔径应大于井管外径至少 300mm； 

3 对砂土含水层，滤水填料规格宜采用粒径 2.0mm~4.0mm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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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配砂石，并按式 5.6.2 复核选用；对粉土层宜采用中粗砂；对粉

质黏土层可按经验采用 3.0mm~5.0mm的渣石清料或中粗砂。 

50 50(6 8)D d                  （5.6.2） 

式中：
50D   ——填料小于该粒径的填料质量占总填料质量的 50%

所对应的粒径； 

50d   ——含水层小于该粒径的土颗粒质量占总土颗粒的

50%所对应的粒径。 

4 除滤水管外，其它位置应采用黏土或黏土球封严； 

5 用于观测井的管井成井后应按疏干井清洗。 

5.6.3 钢管井构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井管壁厚不应小于 4mm，滤水段宜采用有效空隙率不小于

15%的桥式过滤器，闭水段采用不透水钢管； 

2 井管内径应大于选定的水泵外径至少 50mm，井管外径不

宜小于 273mm，孔径应大于井管外径至少 300mm； 

3 对砂土含水层，滤水填料规格宜选用粒径 2.0mm~4.0mm的

级配砂石，并按式 5.6.3 复核选用；对粉土层宜采用中粗砂，对粉

质黏土层可按经验采用 3.0mm~5.0mm的渣石清料或中粗砂。 

50 50(8 12)D d              （5.6.3） 

式中：
50D  ——填料小于该粒径的填料质量占总填料质量的 50%

所对应的粒径； 

50d  ——含水层小于该粒径的土颗粒质量占总土颗粒的

50%所对应的粒径。 

4 除滤水管外，其它位置应采用黏土或黏土球封严。 

5.6.4 疏干井宜选用混凝土管井，疏干管井的深度应根据设计降

水深度、含水层的埋藏分布情况和管井出水能力确定，且不宜小于

坑底以下 5.0m。采用基坑内降水方案时，井深不应深于基坑隔水

帷幕和穿透坑底隔水层进入下部未封闭的透水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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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5 疏干井的数量与布置应能保证地下水位降至设计要求，根

据计算值结合类似工程经验确定。疏干井数量计算值可根据基坑总

涌水量和单井出水量按下式确定： 

1.1 /n= Q q                （5.6.5） 

式中：Q   ——基坑涌水总量； 

q   ——设计单井出水量。 

5.6.6 当基坑底部土体抗承压水突涌稳定性不能满足要求时，可

加深隔水帷幕穿透承压水层进入其下隔水层或设置减压井降低承

压水水头进行减压。降低承压水水头值应满足基坑底部土体抗承压

水突涌稳定性要求。 

5.6.7 当隔水帷幕插入承压水层中深度较大时，宜采用承压水坑

内减压方案。坑内减压井应采用钢管井，滤水器应位于承压水层内

且底端不宜深于隔水帷幕深度，采用有控制的自流方式减压。 

5.6.8 减压井施工应采取可靠工艺与技术措施，承压水减压运行

应根据按需减压的原则控制，并根据实际监测结果进行分析调整。 

5.6.9 降水引起的基坑周边建（构）筑物或地面沉降和不均匀沉

降可按分层总和法计算，见式 5.6.9。 

1

Δ Δ'n
zi i

s

i= si

σ h
s=ψ

E
           （5.6.9） 

式中： s   ——降水引起的建筑物基础或地面的固结沉降量； 

sψ   ——降水引起的地面沉降修正系数，根据工程经验选

取，无经验时可取 0.5~1.0； 

Δ '

ziσ   ——降水引起基坑周边建筑物基础或地面下第 i 土层

中点处的有效应力增量； 

Δ ih   ——第 i土层的厚度； 

siE   ——第 i土层的压缩模量，取土的自重至自重应力与有

效应力增量之和的压力段的压缩模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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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放坡 

6.1 一般规定 

6.1.1 当场地与环境条件允许时，基坑可采用全深度或部分深度

的放坡开挖方式，放坡宜优先采用坡率法进行设计，边坡坡率应通

过稳定性计算并结合地区经验确定。 

6.1.2 放坡深度大于 6m（软土大于 3m）时宜采用多级放坡，坡

间过渡平台宽度不宜小于 1.5m。边坡坡度应根据计算并结合土层

性质、开挖深度确定。 

6.1.3 放坡开挖应对边坡整体稳定性进行验算，分级放坡时应验

算边坡整体的和各级的稳定性。基坑坡脚附近有局部深坑时，应按

深坑的深度结合局部深坑的支护方法验算边坡稳定性。边坡整体稳

定性验算方法宜采用条分法，计算时应考虑坡顶施工超载的作用。 

6.1.4 边坡稳定验算时，土的抗剪强度宜采用十字板剪强度指标、

无侧限抗压强度指标、三轴不固结不排水剪强度指标；有经验时也

可采用直剪快剪强度指标。 

6.1.5 对于软土地区稳定性较差的边坡，可在坡体上设置抗滑桩，

抗滑桩可采用钻孔灌注桩、预制桩、钢板桩等桩型。采用抗滑桩加

固措施时，边坡整体稳定性验算应计入抗滑桩的抗滑作用。 

6.1.6 放坡开挖的基坑应在边坡布置降水井。单级放坡基坑的降

水井宜设置在坡顶，多级放坡基坑的降水井宜设置在坡顶、放坡平

台；降水对周边环境有影响时应设置隔水帷幕。 

6.2 边坡稳定验算 

6.2.1 土质边坡的稳定计算，可按平面问题考虑，宜采用圆弧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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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面按式 6.2.1-1计算。 

Rk

s

sd

M
F

M
              （6.2.1-1） 

式中：
sF  ——边坡稳定性系数，不应小于 1.20； 

sdM  ——作用于危险滑动面上滑动力矩的设计值

（kN·m/m）； 

RkM  ——危险滑动面上抗滑力矩的标准值（kN·m/m）。 

 
图 6.2.1-1  边坡稳定计算简图 

1 对于Msd宜用下式进行计算： 

 1 1 2 2 3 3 sinsd ki i i i i i i i i pM R q γ h γ h γ h b α M        

（6.2.1-2） 

式中：
kiq  ——作用于第 i土条顶面的建（构）物荷载或施工荷载

（kPa）； 

1ih  ——第 i土条零压线（浸润线）以上的高度（m）； 

1iγ  ——与
1ih 对应的天然重度（kN/m3）； 

2ih  ——第 i土条零压线（浸润线）以下，坡前水位以上的

土条高度（m）。对建筑工程，坡前水位为相应计

算情况的坑内水位；对市政工程，宜根据实际情况

确定坡前水位； 

O

R

R 浸润线

第i土条

h
1

h
2

h
3

α

b

q

W
α

τ

l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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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iγ  ——与
2ih 相对应的土的饱和重度（kN/m3）； 

3ih  ——坡前水位以下第 i土条高度（m）； 

3iγ  ——与
3ih 相对应的浮重度（kN/m3）； 

ib  ——第 i土条宽度（m）； 

iα  ——第 i土条滑弧中点切线与水平线的夹角（º）； 

pM  ——其他原因引起的滑动力矩（kN·m/m）； 

R  ——滑弧半径（m）； 

上式中，若边坡前后水位一致（无渗流）时，应取
2ih =0。 

2 对于MRk宜用下式进行计算： 

 1 1 2 2 3 3 cosRk ki i ki i i i i i i i i ki RPM R c L q γ h γ h γ h b α tgφ M        
（6.2.1-3） 

式中：
ki kic φ、  ——分别为第 i 土条滑动面上的粘聚力（kPa）和内

摩擦角（º）的标准值； 

iL  ——第 i土条滑弧长度（m）， / cosi i iL b α ； 

2iγ  ——与
2ih 对应的土的浮重度（kN/m），

2ih 的意义见

第 6.2.2条的有关规定； 

RPM  ——由基坑支护桩产生的每延米抗滑力矩

（kN·m/m）；可按式（6.2.1-4）计算，计算图示

见图 6.2.1-2。 

 2
cos

Δ

c i p a

RP i

M γh K K
M R α

d d





      （6.2.1-4） 

式中：
RPM  ——每延米边坡中的桩产生的抗滑力矩（kN·m/m），

当产生过桩底滑弧时，
RPM 取 0； 

iα  ——桩与滑弧切点至圆心连线与垂线的夹角； 

cM  ——每根桩身允许发挥的抗弯力矩（kN·m/m）； 

ih  ——切桩滑弧面至坡面的距离（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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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  ——
ih范围内土的重度（kN/m3）； 

p aK K、  ——分别为土的被动与主动土压力系数； 

d ——抗滑桩直径（m）； 

Δd  ——两桩间的净距离（m）。 

在式（6.2.1-3）中，如土坡前后水位一致时，应取
2ih =0。 

 
1-切桩滑弧； 2-过桩底滑弧； 

图 6.2.1-2  桩抗力力矩计算图示 

6.3 构造 

6.3.1 放坡开挖的基坑，坡顶应设截水台和无渗透排水措施。边

坡表面应采取护坡措施，护坡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护坡宜采用现浇钢筋混凝土面层，也可采用钢丝网水泥砂

浆或钢丝网喷射混凝土等方式；现浇钢筋混凝土和钢丝网喷射混凝

土护坡面层的厚度不应小于 50mm，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宜低于C20；

钢丝网水泥砂浆护坡面层的厚度不宜小于 30mm，砂浆强度等级不

宜低于MU5.0； 

2 护坡与坡体间宜设置垂直于坡面的插筋，插筋长度不宜小

O1

R2

R2

R1

R1

O2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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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0.5m，间距不宜大于 1m； 

3 护坡面层宜扩展至坡顶和坡脚一定距离，坡顶可与施工道

路，坡脚可与垫层相连； 

4 临时护坡也可采取铺塑料布、土工布等措施。 

6.3.2 放坡坡面可设置泄水管，泄水管应采取防止土颗粒流失的

反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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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土钉墙及复合土钉墙 

7.1 一般规定 

7.1.1 土钉墙支护适用于以非软土地基土层为主且周围环境条

件简单的基坑工程，存在软土地基土层时应有类似工程经验或实施

前进行可靠试验验证。 

7.1.2 土钉墙应按分层开挖、分层施作土钉及混凝土面层的工况

顺序进行设计和施工。 

7.1.3 土钉宜采用成孔注浆钢筋土钉，对易坍塌的填土与软土层

可采用打入式钢花管注浆土钉，也可采用加筋水泥土桩锚工艺施作

的大直径土钉。 

7.1.4 土钉墙可与水泥土桩、插芯水泥土桩、微型桩、预应力锚

杆、加筋水泥土桩锚中的一类或几类组合形成复合土钉墙。 

7.1.5 以加筋水泥土桩锚工艺施作的大直径土钉，其极限抗拔力

标准值宜由抗拔试验确定，无试验条件时可依据成桩工艺结合工程

经验选取。 

7.1.6 作为止水帷幕的水泥土搅拌桩，其桩体应满足防渗要求，

长度应满足抗渗流稳定性要求，同时，还应有一定的强度要求，以

发挥超前支护作用。 

7.1.7 淤泥、淤泥质土等透水性很差的软土，土钉墙支护整体验

算抗剪强度指标应取直剪快剪强度或三轴不固结不排水（UU）强

度标准值。 

7.2 设计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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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 土钉墙整体稳定性可按图 7.2.1采用圆弧滑动条分法按下

式验算： 

 
1-滑动面；2-土钉；3-喷射混凝土面层 

图 7.2.1 土钉墙整体稳定性验算 

0 s s R Tγ γ M M M≤           （7.2.1-1） 

 
1

Δ sin
n

s i i i i

i

M q b G θ


          （7.2.1-2） 

  
1

Δ sin tan
n

R i i i i i i i

i

M c l q b G θ φ


    （7.2.1-3） 

   , ,

1

cos sin tanm
K j j j K j j j i

T

j j

N θ α ξN θ α φ
M

S

  
             

（7.2.1-4） 

式中：
sγ  ——圆弧滑动稳定安全系数，对基坑开挖的各工况均

不应小于 1.3； 

sM  ——滑动土体的滑动力矩标准值； 

RM  ——滑动面上土的抗滑力矩标准值； 

TM  ——各土钉或锚杆在滑动面外的锚固段对滑动体的抗

τibi/cosθi

σibi/cosθi

h

O

αi

θi

3

q

2

1 1 1

ΔG

bi

N k,j/S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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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力矩标准值之和； 

iq  ——作用在第 i土条上的附加分布荷载值； 

ib  ——第 i土条的宽度； 

Δ iG  ——第 i土条的天然重度； 

iθ  ——第 i 土条上的滑弧面中点处的切线与水平面的夹

角（º）； 

i ic φ、  ——第 i土条滑弧面上土层的粘聚力、内摩擦角（kPa，

º） 

il  ——第 i土条上的滑弧面弧长（m）； 

,K jN  ——第 j层土钉或锚杆在滑动面外的锚固段的抗拔力，

应取土钉在圆弧滑动面外锚固体的极限抗拔力与

土钉筋体受拉承载力设计值的小值（kN）； 

jα  ——第 j层土钉或锚杆与水平面之间的夹角（º）； 

jS  ——第 j层土钉或锚杆的水平间距（m）； 

ξ  ——经验系数，取 ξ =0.5。 

7.2.2 土钉极限抗拔力可按图 7.2.2采用以下公式估算： 

,

1

n

R j j sui i

i

T πd q l


          （7.2.2） 

式中： ,R jT  ——第 j层土钉在滑动面外的极限抗拔力标准值（kN）； 

jd  ——第 j层土钉或锚杆的锚固体直径（m）； 

suiq  ——第 j 层土钉或锚杆在第 i 层土的极限摩阻力标准

值，由土钉抗拔试验确定，无试验数据时可根据工

程经验并结合表 7.2.2取值（kPa）； 

il  ——第 j层土钉在滑动面外穿越第 i土层中的长度（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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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土钉；2-喷射混凝土面层 

图 7.2.2 土钉极限抗拔力计算 

表 7.2.2 土钉与土体之间的极限摩阻力标准值 

土的名称 土的状态 成孔注浆土钉（kPa） 打入钢管土钉（kPa） 

填土  20~30 25~35 

淤泥质土  15~20 25~30 

粘性土 

软塑 

可塑 

硬塑 

坚硬 

20~30 

30~45 

45~60 

60~80 

20~35 

35~50 

50~65 

65~80 

粉土  40~80 50~90 

砂性土 

松散 

稍密 

中密 

密实 

30~50 

50~70 

70~90 
90~120 

50~65 

65~80 

80~100 
100~120 

7.2.3 土钉杆体的受拉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dj y sN f A≤             （7.2.3） 

式中： djN  ——土钉杆体的受拉承载力设计值（kN）； 

yf  ——土钉杆体的抗拉强度设计值（kPa）； 

β

(β+φm)/2

h
1

2

α
j

T
Rj

S
a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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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  ——土钉杆体的截面面积（m2）。 

7.2.4 土钉极限抗拔承载力标准值应符合下式规定： 

Rj

Rj

T
K

N
≥             （7.2.4） 

式中：K ——土钉抗拔安全系数，对于二、三级基坑 K分别不应

小于 1.6、1.4； 

  RjN  ——第 j层土钉的轴向拉力标准值（kN）,参照《建筑基

坑支护技术规程》JGJ 120进行计算。 

7.2.5 土钉墙及复合土钉墙侧向位移可综合考虑基坑开挖深度、

场地地质条件、微型桩刚度、土钉工法及长度、锚杆工法及长度等

因素，采用数值分析方法或工程类比法预估。 

7.3 构造 

7.3.1 土钉墙的坡度及土钉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土钉墙墙面的坡角不宜大于 70°，复合土钉墙面坡角可为

90°； 

2 土钉水平间距和竖向间距应通过计算确定，宜为

1.0m~2.0m；土钉与水平面夹角应根据土性和施工条件确定，宜为

5°~20°。 

7.3.2 成孔注浆钢筋土钉的构造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成孔直径宜取 70mm~130mm； 

2 土钉钢筋宜采用 HRB400级钢筋，钢筋直径应根据土钉抗

拔力设计要求确定，不宜小于 16mm，全长每隔 1m~2m 应设置定

位支架； 

3 土钉钢筋保护层厚度不宜小于 20mm； 

4 土钉孔注浆材料可采用水泥净浆或水泥砂浆，其强度不宜

低于 20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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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 打入钢花管注浆土钉的构造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钢管土钉杆体宜采用外径不小于 48mm、壁厚不小于

2.5mm 的热轧钢管制作。钢管上应沿杆长每隔 0.25m~1.00m 设置

倒刺和出浆孔，孔径宜为 5mm~8mm，管口 2m~3m范围内不宜设

出浆孔，杆体底端头宜制成锥形； 

2 钢管土钉的连接采用焊接时宜采用帮条焊接，接头强度不

应低于钢管强度，可采用数量不少于 3根、直径不小于 16mm的钢

筋沿截面均匀分布拼焊，双面焊接时钢筋长度不应小于两倍钢管直

径； 

3 打入钢花管土钉宜在钢管内进行压力注浆，注浆材料宜用

水灰比 0.45~0.50的水泥净浆。必要时可选用早强水泥或水泥浆中

掺入早强剂，注浆体强度等级不宜低于 20MPa。 

7.3.4 大直径土钉的构造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成孔直径 300mm~500mm，宜采用高压旋喷工艺施工，水

泥应采用普通硅酸盐水泥，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42.5级； 

2 加筋材料可采用钢筋或钢绞线； 

3 大直径土钉长度应按计算确定，且不宜小于 1.0~1.5 倍基

坑深度； 

4 大直径土钉间距宜为 1.5m~3.0m，两层以上钉体宜按梅花

形布置，钉体与水平面的夹角宜采用 15度~35度； 

5 土钉端部宜设钢围檩并用锚具锁定，钢围檩应具有足够的

强度和刚度。 

7.3.5 土钉墙混凝土面层的构造要求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土钉墙混凝土面层厚度不宜小于 100mm； 

2 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C20； 

3 混凝土面层应配置钢筋网和通长加强钢筋，加强钢筋应与

土钉焊接连接；钢筋网可采用 HPB300级钢筋，钢筋直径不宜小于

6mm，钢筋网间距不宜小于 250mm或直径 6.6mm冷拔钢丝双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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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而成，网眼间距宜取 200mm×200mm；钢筋网间的搭接长度不应

小于 300mm；加强钢筋截面面积不应小于土钉杆体截面面积的二

分之一，直径不宜小于 14mm； 

4 土钉墙面层与土钉钢筋或钢管土钉之间应有可靠连接。对

承受较大拉力的土钉，宜采用在面层上设置承压钢板等加强措施； 

5 当土钉墙后有滞存水时，可在含水土层部位的墙面设置泄

水管排水；泄水管间距宜为 1.5m~2.5m，泄水管可采用直径

40mm~100mm的塑料管制作，插入土体长度不宜小于 3.0m，管身

应设置透水孔，泄水管应采取防止土颗粒流失的反滤措施。 

7.3.6 当采用微型桩复合土钉墙时，微型桩的设计与构造应符合

下列要求： 

1 微型桩可采用小直径钢筋砼桩、钢管、型刚等；水泥土搅

拌桩内插芯体除微型桩外也可采用小直径钢筋笼； 

2 微型桩直径或等效直径宜取 50mm~300mm； 

3 微型桩桩间距宜取 0.5m~2.0m，嵌固深度不宜小于 2.0米，

桩顶上宜设置通长冠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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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水泥土重力式挡墙 

8.1 一般规定 

8.1.1 基坑周边环境条件较好、无特殊保护要求，基坑深度不宜

大于 6m（厚层软土地区不宜大于 4m），可采用水泥土重力式挡墙

支护结构。 

8.1.2 当场地存在有机质土、水土环境为强腐蚀或无工程经验时，

应通过试验确定水泥土重力式挡墙的适宜性。 

8.1.3 水泥宜采用普通硅酸盐水泥，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42.5 级，

水灰比不宜大于 0.5。水泥掺入比应根据土质条件确定且不宜小于

15%，在人工填土或淤泥质土层宜提高水泥掺量或掺加外加剂，必

要时应进行室内水泥土配比试验，试块应取现场地下水养护。 

8.2 设计计算 

8.2.1 水泥土重力式挡墙断面如图 8.2.1所示，应经试算确定。初

定尺寸可按式 8.2.1 估算，当水泥土墙兼做截水帷幕时，前排或后

排搅拌桩深度应满足抗渗流稳定性的要求。 

 0.8 ~1.2dl h ;  0.6 ~ 0.8b h    （8.2.1） 

式中：
dl  ——水泥土重力式墙嵌入基坑底面以下深度（m），软土

宜取大值； 

h ——基坑深度（m）； 

b ——水泥土重力式墙的底宽度（m），软土宜取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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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2.1 水泥土重力式支护结构断面 

8.2.2 水泥土重力式挡墙稳定性计算包括整体稳定、抗倾覆、抗

滑移和抗隆起稳定性计算。 

1 水泥土重力式挡墙沿墙底以下土中整体滑动的稳定性可

采用圆弧滑动法进行验算。采用圆弧滑动法时，其整体稳定性应满

足下式要求（图 8.2.2-1）： 

1 1 1

( Δ )sin ( Δ )cos tan
n n n

z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K q b G θ c l q b G θ φ
  

    ≤           

（8.2.2-1） 

式中：
zK  ——整体稳定性安全系数，不应小于 1.3； 

i ic φ、  ——第 i 土条圆弧滑动面处土的粘聚力标准值、内摩

擦角标准值； 

il  ——第 i土条圆弧滑动面的弧长； 

ib  ——第 i土条的宽度； 

iq  ——第 i土条顶面作用的竖向均布荷载标准值； 

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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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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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 iG  ——第 i土条土的自重； 

iθ  ——第 i 土条圆弧滑动面中点切线与水平面之间的夹

角。 

 

图 8.2.2-1 整体滑动稳定性验算 

2 抗倾覆稳定性验算应满足下式要求（图 8.2.2-2）： 

q a a p p GK E a E a Gx≤            （8.2.2-2） 

式中： qK  ——抗倾覆稳定性安全系数，不应小于 1.3； 

aa  ——水泥土重力式墙外侧主动土压力的作用点至墙底

内端点的竖向距离； 

pa  ——水泥土重力式墙内侧被动土压力的作用点至墙底

内端点的竖向距离； 

Gx  ——水泥土重力式墙重心至墙底内端点的水平距离。 

O

θi

qi=q0

bi

Li

ld
h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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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2.2-2 抗倾覆稳定性验算           图 8.2.2-3 抗滑移稳定性验算 

3 水泥土重力式挡墙抗滑移稳定性应满足下式要求（图

8.2.2-3）： 

tanh a pK E E G φ cb ≤           （8.2.2-3） 

式中：
hK  ——抗滑移稳定性安全系数，不应小于 1.3； 

a pE E、  ——作用在水泥土墙上的主动土压力、被动土压力标

准值； 

G ——水泥土墙的自重； 
c φ、  

——水泥土墙底面下土层的黏聚力、内摩擦角标准值； 

b ——水泥土墙的底面宽度。 

4 当基坑底为软土时，应按附录 A的规定进行基坑抗隆起

稳定性验算，基坑抗隆起稳定性安全系数 KL不应小于 1.4。 

8.2.3 重力式水泥土挡墙截面应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压应力： 

0 2

6 ki

F cs k cs

M
γ γ γ z q f

B

 
  

 
≤       （8.2.3-1） 

2 拉应力： 

2

6
0.15ki

0 F cs cs

M
γ γ γ z f

B

 
 

 
≤       （8.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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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剪应力： 

1

6

aki i pki

cs

E μG E
f

B

 
≤          （8.2.3-3） 

式中：
Fγ  ——作用的分项系数，取 1.25； 

Eaki、Epki 

 
——分别为验算截面以上的主动土压力标准值、被动

土压力标准值（kN/m），验算截面在坑底以上时，

取 Epki=0； 

csf  ——水泥土开挖龄期时的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kPa），

应根据现场试验或工程经验确定； 

iG  ——验算截面以上的墙体自重（kN/m）； 

z ——计算点在地表以下的深度（m）； 

γcs ——水泥土挡墙的平均重度，可取 18~19kN/m3，坑内

地下水位以下的墙体重度应取浮重度； 

kM  ——计算截面处的墙身弯矩标准值（kN·m）； 

kq  ——地面均布荷载（kPa）； 

ukq  ——水泥土无侧限抗压强度标准值（kPa）； 

B ——验算截面处水泥土墙的宽度（m）； 

μ ——墙体材料的抗剪系数，取 0.4~0.5。 

8.2.4 重力式水泥土挡墙进行正截面应力验算时，计算截面应包

括以下部位： 

1 基坑面以下主动、被动土压力强度相等处； 

2 基坑底面处； 

3 水泥土墙的截面突变处。 

8.2.5 重力式水泥土挡墙应力在墙底面处尚应满足下式： 

max 1.2 aσ f≤                （8.2.5） 

式中：
maxσ  ——截面最大应力（kPa）； 

fa ——经深度修正后的墙底面处地基承载力特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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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a），深度修正应自基坑底标高起算。 

8.3 构造 

8.3.1 水泥土重力式墙应采用水泥土搅拌桩相互搭接成格栅状

的结构形式，也可采用水泥土搅拌桩相互搭接成实体的结构形式。

采用格栅状布置时，相邻桩的搭接厚度不宜小于 200mm，水泥土

桩的置换率不宜小于 0.7，纵向墙肋之净距不宜大于 1.3m，横向墙

肋净距不宜大于 1.8m；墙体宽度大于等于 3.2m时，前后墙厚度均

不宜小于 1.2m。 

8.3.2 水泥土重力式挡墙顶部宜设置钢筋混凝土压顶板，板厚宜

取 200mm，板内应设置双向配筋，钢筋直径不宜小于 Φ8，间距不

宜大于 200mm。挡墙与压顶板之间宜设置连接钢筋，钢筋直径不

小于 Φ12，连接钢筋上端锚入压顶板，下端插入挡墙深度不宜小于

1.0m。 

8.3.3 在基坑平面不规则如向坑内的折角、基坑长边的中间部位、

基坑深度变化较大处、软弱土层区域等不利位置宜采取增加挡墙宽

度、搅拌桩搭接成实体、挡墙内插刚性芯体、坑内土体加固等加强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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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桩墙支护结构 

9.1 一般规定 

9.1.1 桩墙支护结构可分为悬臂式桩墙支护结构和内撑式（锚拉

式）桩墙支护结构。 

9.1.2 支护结构宜采用平面杆系结构弹性支点法进行结构分析，

并应考虑与内支撑结构相互之间的变形协调；当有可靠经验时，可

采用空间结构分析方法对支护结构进行整体分析或采用数值分析

方法对支挡式结构与土进行整体分析。 

9.1.3 止水帷幕宜采用连续搭接的水泥土搅拌桩墙，墙式支护结

构可兼作止水帷幕。 

9.1.4 桩墙支护结构的设计应包括以下内容： 

1 基坑稳定性验算； 

2 桩墙结构内力和变形计算； 

3 坑底局部深坑的支护设计； 

4 桩墙结构的构件截面强度和节点构造设计与计算； 

5 基坑开挖对周围环境的影响计算，必要时应提出相应工程

技术措施； 

6 支护结构兼作工程主体结构时，尚应按照相关规范进行永

久结构计算。 

9.1.5 桩墙支护结构应按最不利工况进行结构设计计算： 

1 基坑开挖至坑底的状况； 

2 对支撑式（锚拉式）支挡结构，基坑开挖至支撑施工面时

（各层锚杆）的工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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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体地下结构施工过程需要主体结构构件替换并拆除支

撑（锚杆）的工况，替换支撑（锚杆）的主体地下结构构件应满足

各工况下的承载力、变形及稳定性要求； 

4 对采用水平内支撑的支撑式结构，当不同基坑侧壁的支护

结构水平荷载、基坑开挖深度等不对称时，应分别按相应的荷载及

开挖状态进行支护结构计算分析。 

9.1.6 需要通过支锚对桩、墙体施加预压力时，预加压力的大小

宜取支撑轴向压力标准值的 0.3~0.8倍，并应考虑温度变化对支锚

力的影响。 

9.1.7 桩墙支护结构可根据受力条件分段按平面问题计算。桩式

支护结构计算宽度可取排桩的中心距，墙式支护结构计算宽度可取

单位宽度或一个墙段。 

9.2 设计计算 

9.2.1 桩墙支护结构基坑稳定性验算应包括支护结构抗倾覆稳

定性、基坑整体稳定性、坑底抗隆起稳定性和抗渗透稳定性。 

9.2.2 悬臂式桩墙支护结构抗倾覆稳定性应按下式进行验算（图

9.2.2）。  

a ak pkK M M≤               （9.2.2） 

式中：
aK  ——悬臂式桩墙支护结构抗倾覆稳定安全系数，不应

小于 1.20； 

akM  ——作用在桩墙外侧的主动土压力对桩墙底端的倾覆

力矩标准值，
1ak akM a E ； 

pkM  ——作用在桩墙内侧嵌固段上的被动土压力对桩墙底

端的抗倾覆力矩标准值， 1pk pkM b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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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2.2 悬臂式桩墙支护结构嵌固稳定性验算 

9.2.3 内撑式与拉锚式桩墙支护结构抗倾覆稳定性应采用图

9.2.3模型及式 9.2.3进行验算。 

a ak pkK M M≤               （9.2.3） 

式中：
aK  ——支锚式桩墙支护结构抗倾覆稳定安全系数，不应

小于 1.2； 

akM  ——作用在桩墙外侧的主动土压力对支点（多层支锚

为最下层支锚点）的转动力矩标准值，

2ak akM a E ； 

pkM  ——作用在桩墙内侧嵌固段上的被动土压力对支点的

抵抗力矩标准值， 2pk pkM b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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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单层支锚                         （b）多层支锚 

图 9.2.3 支锚式桩墙支护结构抗倾覆稳定性验算 

9.2.4 拉锚式桩墙支护结构抗倾覆稳定性还应按图 9.2.4 模型及

式 9.2.4进行验算。 

,

1

l

a ak pk Nk j

j

K M M M


≤          （9.2.4） 

式中：
aK  ——拉锚式桩墙支护结构抗倾覆稳定安全系数，不应

小于 1.3； 

akM  ——作用在桩墙外侧的主动土压力对桩墙底端的转动

力矩标准值； 

pkM  ——作用在桩墙内侧嵌固段上的被动土压力对桩墙底

端的抵抗力矩标准值； 

l  ——支点数； 

,Nk jM  ——第 j 个拉锚对桩墙底端的抵抗力矩标准值，按

 ,Nk j cj Tj dM =T h l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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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2.4 拉锚式桩墙支护结构抗倾覆稳定性验算 

9.2.5 桩墙支护结构应进行极限平衡状态下结构与土的整体稳

定性验算。整体稳定性验算可采用圆弧滑动条分法（图 9.2.5），并

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所有滑动体中，抗滑力矩与滑动力矩比值的最小值应符

合下列规定： 

Z s R TK M M M≤               （9.2.5-1） 

1 2

min , ,R T R T R T

S S S

M M M M M M

M M M

       
     

     

（9.2.5-2） 

式中：
zK  ——整体稳定性安全系数，不应小于 1.30； 

SM  ——滑动土体的滑动力矩标准值； 

RM  ——滑动面上土的抗滑力矩标准值； 

TM  ——各支锚对滑动体的抗滑力矩标准值之和。 

2 对任一圆心和半径的圆弧滑动体，其抗滑力矩与滑动力

矩的比值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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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 cos tan cos sin tan

Δ sin

i i i i i i i K j i j i j i j
R T

S i i i i

c l q b G θ φ N θ α ξ θ α φ SM M

M q b G θ

        


  


 

（9.2.5-3） 

式中：
ic  ——第 i土条滑弧面上土层的黏聚力标准值； 

iφ  ——第 i土条滑弧面上土层的内摩擦角标准值； 

il  ——第 i土条上的滑弧面弧长； 

iq  ——作用在第 i土条上的附加分布荷载标准值； 

ib  ——第 i土条的宽度； 

Δ iG  ——第 i土条的天然重度； 

iθ  ——第 i 土条上的滑弧面中点处的切线与水平面的夹

角； 

,N jN  ——第 j个支点的锚杆对圆弧滑动体的抗滑力；
,N jN 取

锚杆的极限抗拔力标准值，但锚杆的锚固段应取计

算滑动面以外的长度； 

jα  ——第 j个支点的支锚与水平面的夹角；对水平支撑，

取
jα  =0； 

jS  ——第 j个支点的支锚的水平间距：当支锚与两侧相邻

支锚的间距不同时，取  1 2 2s= s s ，此处，
1s 、

2s 分别为支锚与两侧相邻支锚的间距； 

ξ  ——经验系数，取 ξ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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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任一圆弧滑动面；2-拉锚； 

图 9.2.5 圆弧滑动条分法整体稳定性验算 

9.2.6 拉锚式桩墙支护结构整体稳定性验算，除满足 9.2.5 条规

定以外，尚应考虑可能发生的非圆弧滑动面情况。 

9.2.7 狭长型的基坑工程支护结构稳定性验算宜考虑基坑宽度

的影响。 

9.2.8 支挡式结构的嵌固深度应符合下列坑底隆起稳定性要求： 

 
  0

m2 d q c

b

m1 d

γ l N cN
K

γ h l q




 
             (9.2.8-1) 

2 tantan 45
2

π φ

q

φ
N + e

 
  

 
          (9.2.8-2) 

1

tan

q

c

N
N

φ


                 (9.2.8-3) 

式中：
bK  ——抗隆起安全系数不应小于 1.4； 

m1 m2γ γ、  ——分别为基坑外、基坑内挡土构件底面以上土的天然

重度(kN/m
3
)；对多层土，取各层土按厚度加权的平

均重度； 

dl  ——挡土构件的嵌固深度(m)； 

O

q

1

2

θi bi

αj

θi
τibi/cosθi

σibi/cosθi

N k,j/Sj

h
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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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基坑深度(m)； 

0q  ——地面均布荷载(kPa)； 

c qN N、  ——承载力系数； 

𝑐、𝜑 ——分别为挡土构件底面以下土的黏聚力(kPa)、内摩擦

角(°)。 

 

 

图 9.2.8 挡土构件底端平面下土的隆起稳定性验算 

9.2.9 当基坑底为软土时，应按附录 A 验算坑底抗隆起稳定性，

基坑坑底抗隆起稳定安全系数不应小于 1.4。 

9.2.10 桩墙支护结构内力与变形计算值、支点力计算值应根据基

坑开挖及地下结构施工过程的不同工况按下列规定计算： 

1 宜按竖向弹性地基抗力法计算。计算时应考虑支锚点的位

移、施工工况及支撑刚度等对结构内力与变形的影响。支护结构的

坑外侧压力，包括土压力、水压力和渗流压力等。支护结构采用竖

向弹性地基梁基床系数法的计算见附录 C； 

2 悬臂及单层支点结构的支点力标准值、截面弯矩标准值、

γm2D

γm1(h+D)+q0

q0

ld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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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力标准值可按静力平衡条件确定。 

9.3 排桩、地下连续墙支护结构 

9.3.1 支护桩墙选型应根据基坑开挖深度与规模、地质条件、周

边环境、场地条件及建设工期等因素综合考虑，可选择钻孔灌注桩、

预制混凝土桩、地下连续墙、劲芯水泥土搅拌桩墙、钢桩等桩型。 

9.3.2 排桩、地下连续墙混凝土结构承载力应采用承载能力极限

状态设计方法按《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 的规定验算，

钢结构承载力应采用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设计方法按《钢结构设计标

准》GB 50017的规定验算。 

9.3.3 桩墙支护结构的设计应满足施工工艺及环境保护要求，保

证其在施工及使用过程中必须具备的强度、刚度和稳定性。 

9.3.4 紧贴主体结构侧墙施工的支护桩墙，应根据支护桩墙施工

的允许倾斜度与偏差、基坑开挖时墙体可能产生的水平位移及施工

与测量误差等预留净空。 

9.3.5 支护桩桩间距应根据排桩受力及桩间土稳定条件确定，排

桩间距较大时，桩间土宜采用挂钢丝网喷射砂浆或细石混凝土等方

法防护。 

9.3.6 采用混凝土灌注桩时，支护桩的桩径、桩身混凝土强度等

级、钢筋配置和混凝土保护层厚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桩径应满足设计内力、变形要求，且不小于 600mm；桩身

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C25； 

2 支护桩的纵向受力钢筋宜选用HRB400、HRB500级钢筋，

单桩纵向受力钢筋不宜少于 6根； 

3 箍筋宜采用螺旋式箍筋，宜选用 HPB300级钢筋，箍筋直

径不应小于 8mm，箍筋间距宜取 100mm~200mm，且不应大于

4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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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沿桩身配置的加强箍筋应满足钢筋笼起吊安装要求，宜选

用 HPB300、HRB400级钢筋，其间距宜取 1000mm~2000mm； 

5 纵向受力钢筋的保护层不宜小于 50mm； 

6 纵向受力钢筋的搭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

计规范》GB 50010的相关规定。 

9.3.7 采用预制混凝土支护桩时，桩径、桩身混凝土强度等级、

钢筋配置等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于先张法预应力混凝土空心管桩及方桩、先张法预应力

高强混凝土矩形桩，桩径、配筋应满足设计内力、变形要求，桩身

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宜低于 C60，具体选用可参考相应图集； 

2 当支护桩弯矩较大，对变形要求较高时，可考虑采用复合

配筋先张法预应力混凝土支护桩。 

9.3.8 地下连续墙的墙体厚度宜按成槽机的规格，选取 600mm、

800mm、1000mm、1200mm、1400mm等。现浇一字形槽段长度宜

取 4m~6m，当成槽施工可能对周边环境产生不利影响或槽壁稳定

性较差时，应取较小的槽段长度。必要时宜对槽壁进行加固。地下

连续墙的转角处有特殊要求时，单元槽段的平面形状可采用 L形、

T形等。 

9.3.9 地下连续墙的槽段接头应按下列原则选用： 

1 地下连续墙宜采用圆形锁口管接头、十字钢板接头、工字

形钢接头等形式； 

2 当地下连续墙同时作为主体结构外墙时，且需要形成整体

墙体时，宜采用刚性接头；在采取墙顶设置连续冠梁、墙内侧接头

处设置结构壁柱、基础底板与地下连续墙刚性连接等构造措施的情

况下可采用柔性接头。 

9.3.10 采用地下连续墙时，墙身混凝土强度等级、钢筋配置和混

凝土保护层厚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地下连续墙的混凝土设计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C30；地下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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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墙用于截水时，墙体混凝土抗渗等级不应小于 P6；当地下连续

墙同时作为主体地下结构构件时，墙体混凝土抗渗等级应满足现行

国家标准《地下工程防水技术规范》GB 50108等相关规范的要求； 

2 地下连续墙的纵向受力钢筋应沿墙身每侧均匀配置，可按

内力大小沿墙体纵向分段配置，且通长配置的纵向钢筋不应小于

50%；纵向受力钢筋宜采用 HRB400级或 HRB500级钢筋，直径不

宜小于 16mm，净间距不宜小于 75mm； 

3 水平钢筋及构造钢筋宜选用 HPB300 或 HRB400 级钢筋，

直径不宜小于 12mm，水平钢筋间距宜取 200mm~400mm； 

4 地下连续墙的混凝土保护层厚度，临坑面不宜小于 50mm，

迎土面不宜小于 70mm。 

9.3.11 地下连续墙成槽施工前，应沿地下连续墙两侧设置导墙，

导墙宜采用混凝土结构，且混凝土的设计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C20。

导墙底面不宜设置在新近松散填土上，埋深不宜小于 1.5m。导墙

的强度和稳定性应满足成槽设备和顶拔接头管施工的要求。 

9.3.12 地下连续墙钢筋笼的吊装应满足整体稳定性和钢筋笼骨

架不产生塑性变形的要求，设置吊筋和纵横向起吊桁架。桁架主筋

宜采用 HRB400级或 HRB500级钢筋，直径不宜小于 20mm。 

9.3.13 桩墙支护结构的顶部应设置钢筋混凝土冠梁，冠梁的截面

尺寸应由计算确定，高度不宜小于 0.6d（d为桩径或墙厚），宽度不

宜小于 d＋200mm。悬臂桩墙冠梁钢筋配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 对梁的构造配筋要求。冠梁用

作支撑或锚杆的传力构件或按空间结构设计时，尚应按受力构件进

行截面设计。 

9.4 型钢水泥土搅拌墙支护结构 

9.4.1 型钢水泥土搅拌墙内插型钢宜采用 H型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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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2 型钢水泥土搅拌墙的设计计算应结合支撑体系的设置按

桩墙支护结构进行，并应满足变形控制要求。计算变形应控制在由

周边环境条件并结合基坑开挖深度所确定的容许变形值范围之内。

采用三轴水泥土搅拌桩内插型钢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型钢水泥

土搅拌墙技术规程》JGJ/T 199 相关规定；采用渠式切割水泥土连

续墙内插型钢时应依据现行行业标准《渠式切割水泥土连续墙技术

规程》JGJ/T 303 相关规定执行；采用铣削水泥土连续墙内插型钢

时可参考现行行业标准《渠式切割水泥土连续墙技术规程》JGJ/T 

303相关规定执行。 

9.4.3 型钢水泥土搅拌墙中搅拌墙和型钢应满足以下要求： 

1 墙身强度应满足计算要求，水泥应采用普通硅酸盐水泥，

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42.5 级，水泥掺入比不宜小于 20%，软弱土中

应适当提高水泥掺入比，水灰比宜为 1.0~2.0，具体指标应结合土

质条件和机械性能等因素通过现场试验确定。水泥土搅拌墙养护时

间不应少于 28天，28天无侧限抗压强度标准值不应小于设计要求

且不宜小于 0.8MPa； 

2 内插型钢应采用 Q235B或 Q355B级钢，规格、型号及有

关要求宜按《热轧 H型钢和部分 T型钢》GB/T 11263和《焊接 H

型钢》YB 3301选用。相邻型钢焊接接头位置应相互错开，竖向错

开距离不应小于 1m； 

3 型钢水泥土连续墙中墙身厚度变化处或型钢插入密度变

化处，墙厚及型钢插入密度宜作延伸过渡。 

9.4.4 型钢水泥土搅拌墙中型钢的间距和平面布置形式应核据

计算确定，型钢宜沿水泥土搅拌墙中心线布置，相邻芯材的净距不

宜小于 200mm，型钢间距变化较大处应采取过渡措施。常用的三

轴水泥土搅拌桩内插型钢布置型式有密插、插二跳一和插一跳一等

三种，如图 9.4.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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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密插型 

 
（b）插二跳一型 

 
（c）插一跳一 

图 9.4.4 搅拌桩和内插型钢的平面布置 

9.4.5 在基坑工程中采用型钢水泥土搅拌墙应满足以下要求： 

1 除环境条件有特别要求外，内插型钢应拔除回收并预先对

型钢采取减阻措施。型钢拔除的水泥土搅拌墙与地下主体结构之间

必须回填密实。型钢拔除时应考虑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对型钢拔除

后形成的空隙应采用注浆填充等措施； 

2 对于影响成墙质量的不良地质条件和地下障碍物，应事先

予以处理后再进行搅拌墙施工；同时应适当提高搅拌墙水泥掺量。 

9.4.6 型钢水泥土搅拌墙的墙体计算抗弯刚度，应只计算内插型

钢的刚度。 

9.4.7 型钢水泥土搅拌墙中的内插型钢入土深度应满足基坑抗

隆起、抗倾覆、整体稳定性和围护墙的内力、变形的计算要求，并

考虑地下结构施工完成后型钢能顺利拔出。在进行墙身内力和变形

b

D

b b b

D

b2b 2b

b b b b

2b 2b

D
b b b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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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以及基坑上述各项稳定性分析时，墙体的深度应以内插型钢底

端为准，不计型钢端部以下水泥土搅拌墙的作用。 

9.4.8 型钢水泥土搅拌墙应验算内插型钢的截面承载力，并应满

足下列规定： 

1 型钢水泥土搅拌墙的弯矩宜全部由型钢承担，并按下式验

算型钢的抗弯强度： 

0 F kM γ γ M Wf ≤            （9.4.8-1） 

式中：M  ——型钢水泥土搅拌墙的弯矩设计值（N·mm）； 

kM  ——型钢水泥土搅拌墙的弯矩标准值（N·mm）； 

Fγ  ——荷载效应综合分项系数，不应小于 1.25； 

W  ——型钢沿弯矩作用方向的截面模量（mm3）； 

f  ——钢材的抗弯强度设计值（N/mm2）。 

2 型钢水泥土搅拌墙的剪力应全部由型钢承担，并按下式验

算型钢的抗剪强度： 

0 F k v

Iδ
Q γ γ Q f

S
 ≤           （9.4.8-2） 

式中：Q  ——型钢水泥土搅拌墙的剪力设计值（N）； 

kQ  ——型钢水泥土搅拌墙的剪力标准值（N）； 

Fγ  ——荷载效应综合分项系数，不应小于 1.25； 

S  ——计算剪应力处的面积矩（mm3）； 

I  ——型钢沿弯矩作用方向的截面惯性矩（mm4）； 

δ  ——型钢腹板厚度（mm）； 

vf  ——钢材的抗剪强度设计值（N/mm2）。 

9.4.9 三轴水泥土搅拌桩内插型钢作为围护结构时，应验算水泥

土搅拌桩桩身局部抗剪承载力，包括型钢与水泥土之间的错动剪切

和水泥土最薄弱截面处的局部剪切，如图 9.4.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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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型钢与水泥土间错动剪切破坏验算图（b）最薄弱截面剪切破坏验算图 

图 9.4.9 搅拌桩局部抗剪计算示意图 

1 型钢与水泥土之间的错动剪切承载力应按下列公式进行

计算： 

1τ τ≤
                  

 （9.4.9-1） 

0

1

1.25 1k

e1

γ V
τ

d
             （9.4.9-2） 

1 1 / 2k kV q L              （9.4.9-3） 

1.6

ckττ                   （9.4.9-4） 

式中：
1τ  ——作用于型钢与水泥土之间的错动剪应力设计值

（N/mm2）； 

1kV  ——作用于型钢与水泥土之间单位深度范围内的错动

剪力标准值（N/mm）； 

kq  ——作用于型钢水泥土搅拌墙计算截面处的侧压力强

度标准值（N/mm2）； 

1L  ——相邻型钢翼缘之间的净距（mm）； 

1ed  ——型钢翼缘处水泥土墙体的有效厚度（mm）； 

τ  ——水泥土抗剪强度设计值（N/mm2）； 

ckτ  ——水泥土抗剪强度标准值（N/mm2），可取搅拌桩 28d

龄期无侧限抗压强度的 1/3。 

2 在型钢间隔设置时，水泥土搅拌桩最薄弱截面的局部受剪

d
e1

q

L1

V1 V2

q

d
e2

L2

V1 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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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载力应按下列公式进行计算： 

2τ τ≤                 （9.4.9-5） 

0

2

1.25 2k

e2

γ V
τ =

d
             （9.4.9-6） 

/ 22k k 2V q L             （9.4.9-7） 

式中：
2τ  ——作用于水泥土最薄弱截面处的局部剪应力设计值

（N/mm2）； 

2kV  ——作用于水泥土最薄弱截面处单位深度范围内的剪

力标准值（N/mm）； 

2L  ——水泥相邻最薄弱截面的净距（mm）； 

e2d  ——水泥土最薄弱截面处墙体的有效厚度（mm）。 

9.4.10 采用等厚度水泥土搅拌墙内插型钢作为围护墙时，应按本

规程 9.4.9条第 1款规定对型钢与水泥土之间的错动受剪承载力进

行验算。 

9.4.11 三轴水泥土搅拌桩宜采用套接法施工。铣削水泥土连续墙

当墙体深度较小且地质条件较简单时，可采用顺槽式施工顺序；穿

越存在深厚砂土、较厚填土、碎石土等复杂地层，或墙体深度较大

时，应采用跳槽式施工顺序。渠式切割水泥土连续墙深度较小时可

采用一步法施工；当土层较硬、墙深较大、防渗要求高时，应采用

三步法施工。 

9.5 双排桩支护结构 

9.5.1 双排桩主要由前、后排桩及连梁三部分组成，双排桩前后

排桩桩顶宜为等高或外高内低，排桩与桩顶连梁应采用刚性连接，

节点构造应满足刚性节点要求，形成门式刚架支护结构。 

9.5.2 双排桩应采用抗弯性能好的桩型，宜采用钻孔灌注桩，也

可采用预制混凝土桩、工字钢桩等桩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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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3 双排桩前后排桩平面布置可采用对齐、梅花交错、前密后

疏等形式布置。双排桩桩距不宜大于 3.0d，排距不宜小于 4.0d。前

后桩顶连梁宽度不宜小于 1.0d，高度不宜小于 0.8d，连梁刚度与双

排桩排距的比值宜取 1/6-1/3，当需加强双排桩桩顶刚度，排桩顶可

设置为钢筋混凝土顶盖板。前后排桩桩长可采用等长和非等长形式，

前排桩间距较大时，应采取挂网喷射混凝土等形式（图 9.5.3）。 

 

 
  （a）                    （b）               （c） 

图 9.5.3  双排桩常见的平面布置形式 

9.5.4 止水帷幕应布置在前后排支护桩之间并贴近前排支护桩。 

9.5.5 双排桩支护结构基坑整体稳定性、抗隆起稳定性和抗渗流

稳定性可依据本规程 9.2.5条、附录 A、5.2节等悬臂桩墙支护结构

相应验算方法进行，并宜考虑双排桩及其桩间土的重力作用。 

9.5.6 双排桩支护结构抗倾覆嵌固稳定性宜考虑双排桩及其桩

间土的重力作用，采用极限平衡法按下式进行验算。 

q a p GK M M M≤              （9.5.6-1） 

式中： qK  ——抗倾覆稳定性安全系数，不应小于 1.2； 

aM  ——主动土压力作用下的倾覆力矩； 

pM  ——被动土压力作用下的抗倾覆力矩； 

GM  ——双排桩及桩间土的自重作用下的抗倾覆力矩。 

当前、后排桩的嵌固深度、桩径和桩距均相同时，可按图 9.5.6

所示模型和下式进行双排桩支护结构抗倾覆嵌固稳定性验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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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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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6-2) 

 
2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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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πd πd
G h b S d γ S d lγ

   
       
   

 (9.5.6-3) 

式中：
aE  ——作用在排桩上的基坑外侧主动土压力标准值； 

ah  ——主动土压力
aE 的合力作用点至排桩底面的距离； 

pE  ——作用在排桩嵌固段上的基坑内侧被动土压力标准值； 

ph  ——被动土压力凡的合力作用点至排桩底面的距离； 

G ——双排桩、桩顶连梁和桩间土的自重之和； 

hL ——桩顶连梁的高度； 

bL ——桩顶连梁的宽度； 

γc ——桩和桩顶连梁混凝土的重度； 

Sy ——桩的中心间距； 

γm ——桩间土的加权平均重度。 

l ——桩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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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排桩；2－后排桩；3－连梁 

图 9.5.6 双排桩支护结构抗倾覆稳定性验算 

9.5.7 双排桩支护结构内力与位移计算宜按图 9.5.7 所示的前后

排桩分配土压力门式刚架框架结构模型计算。 

 

图 9.5.7 前后排桩分配土压力计算模型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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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排桩主动土压力：    , ,aak j ak je αe               （9.5.7-1） 

后排桩主动土压力：     , ,1bak j ak je α e            （9.5.7-2） 

式中：  
2

0 02 / /y yα= S S S S  

  0 45 / 2S =H tg φ   

 φ ——基坑深度范围内各土条等效内摩擦角厚度加权平

均值（度）； 

 H ——连梁顶至坑底的深度（m）； 

 q ——基坑外侧作用于连梁顶深度处的附加荷载（kPa）。 

9.5.8 双排桩支护结构内力与位移计算可按图 9.5.8 所示的考虑

前后排桩与土相互作用的门式刚架框架结构模型计算。 

 
1－前排桩；2－后排桩；3－连梁 

图 9.5.8 考虑前后排桩与土相互作用计算模型简图 

前、后排桩的桩间土体对桩侧的压力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Δc cp k y                （9.5.8-1） 

式中：
cp  ——计算深度处，前、后排桩的桩间土体对桩侧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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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按前、后排桩上的压力相等考虑； 

ck   ——桩间土的水平刚度系数； 

Δy  ——前、后排桩水平位移的差值；当其相对位移减小时，

取正值；当其相对位移增加时，取负值。 

桩间土的水平刚度系数 kc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s

c

y

E
k

S d



            （9.5.8-2） 

式中：Es ——计算深度处，前、后排桩间土体的压缩模量；当土

体为分层土时，应按计算点的深度分别取相应土层

的压缩模量； 

Sy ——前排桩与后排桩的中心间距； 

d ——桩的直径；当前、后排桩的桩径不相同时，取前、

后排桩的桩径平均值。 

9.6 加筋水泥土桩锚支护结构 

9.6.1 加筋水泥土桩锚的构造与布置应符合以下规定： 

1 直径不宜小于 300mm，高压旋喷加固体水泥宜采用普通硅

酸盐水泥，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42.5 级，水泥掺量不宜小于 25%，

在软弱的淤泥、淤泥质土、人工填土中可适当提高；旋喷加固体强

度指标应符合设计要求； 

2 杆体材料宜选用钢铰线、高强钢丝等劲性材料； 

3 宜在桩端设置桩径扩大段，桩端宜穿越软土底界进入较硬

土层，桩锚锚固段上覆土层厚度不宜小于 4.0m； 

4 倾角（即桩锚与水平面的夹角）应根据地层分布、环境要

求及施工工艺确定，宜为 1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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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加筋水泥土桩锚竖向中心间距（排距）不宜小于 5倍桩径，

水平中心间距（锚距）不宜小于 3倍桩径，桩径扩大段桩中心距不

宜小于扩大桩径的 2倍； 

6 杆体与腰梁的连接宜采用组合型钢梁，桩墙顶部压顶梁宜

采用钢筋混凝土梁；锚头与型钢腰梁连接节点处宜设置加劲板； 

7 锚头连接应锁定可靠、不松动、装卸方便并便于重复张拉。 

9.6.2 加筋水泥土桩锚支护结构可参照本规程 9.2.5条、附录 A、

5.2节进行计算和验算，并应符合以下规定： 

1 拉力应根据试验结果确定，并应考虑群锚效应； 

2 应只考虑滑动面以外长度极限抗拔力； 

3 支护结构内力与变形应根据基坑工程施工过程的不同工

况按照弹性抗力法计算，支点刚度系数可按下列公式计算，并应结

合类似工程经验考虑群锚效应。 

3

3

s c p

B

c f s p a

E E A A
K

E Al E A l



          （9.6.2-1） 

 s p m p

c

E A E A A
E

A

 
         （9.6.2-2） 

式中：KB ——基坑内弹性支座的压缩弹簧系数； 

Es ——桩锚锚杆杆体的弹性模量； 

Ec ——桩锚的组合弹性模量； 

Ap ——桩锚锚杆杆体的截面面积； 

A ——桩锚旋喷加固体的截面面积； 

lf ——桩锚的自由段长度。 

4 应按本规范规定的方法对桩锚的承载力设计值进行验算。

桩锚轴向受拉承载力设计值宜按照《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JGJ 

120或《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 50007规定确定； 

5 桩锚中杆体的截面面积应按下式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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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

d

p

py

T
A

f θ
≥               （9.6.2-3） 

式中：
dT  ——桩锚水平拉力设计值； 

θ  ——桩锚与水平面的夹角； 

pA  ——钢绞线等锚杆杆体截面面积； 

pyf  ——钢绞线等锚杆杆体抗拉强度设计值。 

9.6.3 加筋水泥土桩锚正式施工前宜进行试成锚施工，检验成桩

效果，验证桩锚设计参数及确定施工工艺与参数。 

9.6.4 斜抛撑桩锚锁定力值应根据地层条件及支护结构变形要

求确定，宜取为桩锚轴向受拉承载力设计值的 0.50~0.65倍。桩锚

的验收试验宜与施加预应力张拉锁定结合进行。 

9.7 钢板桩支护结构 

9.7.1 钢板桩可采用 U 型（拉森式）、工字型、H 型及组合型等

截面形式。设计时应考虑钢板桩的沉桩、拔出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9.7.2 钢板桩支护结构的内力、变形和稳定性验算应符合本规范

9.2节要求。其承载力验算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标准》

GB 50017的相关规定。 

9.7.3 基坑转角处的 U型（拉森式）钢板桩，宜根据转角的平面

形状做成相应的异形转角板桩。 

9.7.4 当钢板桩采用锁口式防水构造时，沉桩前应在锁口内填黄

油、沥青或其他密封止水材料。当有较高防水要求时，应单独设置

止水帷幕。 

9.7.5 可采用工字钢或 H型钢进行双排桩支护设计，双排桩之间

应在桩顶设置整体浇筑的钢筋混凝土冠梁和连梁，也可采用型钢连

梁形成桩顶纵横连梁，并应满足设计采用的桩与连梁的约束条件。 

9.7.6 钢板桩拔出后的空隙处理应根据周边环境采取注浆或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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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的措施。 

9.7.7 对钢板桩截面模量和惯性矩有较高要求时，可选择组合钢

板桩等措施来提高其力学性能。 

9.7.8 应综合考虑周边环境对噪音振动的要求，合理选择沉桩设

备和沉桩工艺，宜采用免共振振动锤或静压桩机施工。环境要求不

严格时，也可以选择振动沉桩法或锤击沉桩法施工。 

9.8 倾斜桩支护结构 

9.8.1 倾斜桩基坑支护结构宜按附录 B选型。 

9.8.2 倾斜桩基坑支护结构选型应根据地质条件、基坑深度、周

边环境条件、环境保护要求、施工作业面及施工工期等因素，通过

技术与经济比较确定。前排桩还应考虑主体地下结构、工程桩布置

等因素。倾斜桩及其组合结构选型时，应综合考虑下列因素: 

1 基坑深度； 

2 土的性状及地下水条件； 

3 基坑周边环境对基坑变形的承受能力及支护结构失效的

后果； 

4 主体地下结构和基础形式及其施工方法、基坑平面尺寸及

形状； 

5 支护结构施工工艺的可行性； 

6 施工场地条件及施工季节； 

7 经济指标、环保性能和施工工期。 

9.8.3 倾斜桩支护结构基坑整体稳定性、抗隆起稳定性和抗渗流

稳定性可参照本规程第 9.2节带支撑桩墙支护结构相应验算方法进

行，并宜考虑倾斜桩及其桩间土的重力作用。对于斜直交替支护结

构，其内力、变形计算可简化为带支撑的支护桩墙模型，有可靠的

设计经验时，也可采用有限元数值方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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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内支撑及锚杆设计 

10.1 一般规定 

10.1.1 内支撑体系应采用稳定的结构体系和可靠的连接构造，同

时应具有足够的刚度。 

10.1.2 支撑结构上严禁行车或堆放材料。当必须利用支撑构件兼

作施工平台或栈桥时，应进行专门的设计。 

10.1.3 在环境和土质条件允许时可设置土层锚杆。土层锚杆的锚

固段不宜设置在淤泥、淤泥质土以及松散填土等软弱地层中。 

10.2 内支撑体系设计 

10.2.1 支撑结构可采用钢筋混凝土支撑、钢支撑或钢与钢筋混凝

土混合支撑。内支撑结构宜采用超静定结构。 

10.2.2 支撑体系结构设计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材料选择和结构体系的布置； 

2 结构的内力和变形计算； 

3 构件的强度和稳定验算； 

4 构件的节点设计； 

5 结构的安装和拆除设计。 

10.2.3 支撑体系结构的选型与布置应根据下列因素综合考虑确

定： 

1 基坑平面的形状、尺寸和开挖深度； 

2 基坑周围的环境保护要求和邻近地下工程的施工情况； 

3 主体工程地下结构的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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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土方工程和主体地下结构的施工顺序和施工方法。 

10.2.4 支撑体系的平面布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水平支撑可采用对撑、对撑桁架、斜角撑、斜撑桁架、边桁

架及八字撑等构件组成的平面结构体系和圆形或拱形面支撑体系； 

2 支撑布置不应妨碍主体工程的施工； 

3 相邻支撑之间的水平距离应满足土方工程的施工要求； 

4 基坑平面形状有向内凸出的阳角时，应在阳角的两个方向

上设置支撑点，必要时应对阳角处的坑外地基进行加固处理； 

5 沿冠梁（腰梁）长度方向水平支撑点的间距，对于钢梁不宜

大于 4m，对于钢筋混凝土梁不宜大于 9m； 

6 围护结构为地下连续墙，且在每个槽段的墙体上有不少于 2

个支撑点时，可用设置在墙体内的暗梁代替腰梁； 

7 当相邻支撑间距较大时，可在支撑端部两侧另设八字撑与

冠梁（腰梁）连接。八字撑宜左右对称，长度不宜大于 9m，与冠

梁（腰梁）夹角宜为 45°~60°。当支撑端不对称且轴力相差较大时，

应在相邻支撑的节点间增设水平连杆； 

8 采用圆形或拱形平面支撑体系时，水平支撑宜采用角撑结

合辐射撑布置； 

9 当钢筋混凝土支撑长度较长或局部变形较大时，可设置钢

筋混凝土板带进行加强。 

10.2.5 支撑体系的竖向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水平支撑的层数应根据基坑开挖深度、土方工程施工、围护

结构类型及工程经验，由围护结构的计算工况确定； 

2 上、下各层水平支撑的轴线应尽量布置在同一竖向平面内。

竖向相邻水平支撑的净距不宜小于 3m； 

3 设定的各层水平支撑标高不得影响基础底板和主体工程施

工； 

4 立柱宜设置在纵横向支撑的交点处或桁架式支撑的节点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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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应避开主体结构柱及承重墙的位置； 

5 立柱的间距应根据支撑构件的稳定和竖向荷载的大小确定，

且不宜超过 15m。立柱下端应支承在较好的土层上，开挖面以下的

埋入长度应满足支撑结构对立柱承载力和变形的要求。 

10.2.6 对于平面尺度大的基坑，当场地的岩土工程条件能满足基

坑内预留土坡在斜撑安装和受力前的边坡稳定且具备可靠水平和

垂直承载能力的斜撑基础时，可采用如图 10.2.6 所示竖向斜撑体

系，预留土坡应有足够的宽度，保证土坡稳定性。 

 
1-围护结构  2-斜撑  3-斜撑基础  4-施工完成的主体结构基础 

5-后浇带部位甩筋  6-预留反压土坡  7-冠梁  8-截水台 

图 10.2.6 竖向斜撑体系 

10.2.7 竖向斜撑体系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竖向斜撑体系可由斜撑、冠梁（腰梁）和斜撑基础等构件组

成。当斜撑长度较大时，宜在斜撑中部设置立柱及水平连系杆件； 

2

7

8

3

4
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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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斜撑宜均匀对称布置，水平间距应通过计算确定； 

3 斜撑应设置可靠的支座，其位置不应妨碍主体结构施工。斜

撑宜采用钢支撑，坡度宜与基坑内土坡的稳定边坡一致。斜撑与冠

梁（腰梁）及斜撑与支座之间的连接，和冠梁（腰梁）与支护桩墙

之间的连接应满足斜撑水平分力和垂直分力的传递要求。 

10.2.8 冠梁（腰梁）的内力可按下列规定计算： 

1 冠梁（腰梁）的截面承载力设计可按水平方向的受弯构件计

算，当冠梁（腰梁）与水平支撑斜交，或冠梁（腰梁）作为边桁架

的弦杆时还应按压弯构件进行验算； 

2 现浇混凝土冠梁（腰梁）的支座弯矩，可乘以 0.8~0.9的调

幅系数进行折减，但跨中弯矩应相应增加； 

3 钢筋混凝土围檩的内力和变形可按多跨连续梁计算，钢结

构围檩可按简支梁计算，计算跨度取相邻水平支撑的中心距。 

10.2.9 支撑体系结构构件内力应按下列规定计算： 

1 支撑体系或其与锚杆混合的支撑体系宜按支撑体系与排桩、

地下连续墙的空间作用协同分析方法，计算支撑体系及排桩或地下

连续墙的内力与变形，现浇钢筋混凝土支撑节点可按刚接考虑，钢

支撑节点宜按铰接考虑； 

2 内支撑结构应进行竖向荷载作用下的结构分析：支撑体系

竖向荷载设计值应包括构件自重及施工荷载，构件的弯矩、剪力可

按多跨连续梁计算，计算跨度取相邻立柱中心距； 

3 支点水平荷载可沿冠梁（腰梁）长度方向分段简化为均布荷

载，对撑构件轴向力可近似取水平荷载设计值乘以支撑点中心距。 

10.2.10  支撑的截面承载力计算应按压弯构件计算，并应符合下

列规定： 

1 支撑截面的偏心弯矩除竖向荷载产生的弯矩外，尚应考虑

轴向力对构件初始偏心距的附加弯矩。构件截面的初始偏心距不宜

小于支撑计算长度的1/1000，对于钢筋混凝土支撑不宜小于2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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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钢结构支撑不宜小于 40mm； 

2 现浇混凝土支撑在竖向平面内的支座弯矩可以乘以 0.8~0.9

的调幅系数，但跨中弯矩需相应增加； 

3 支撑结构内力分析未考虑温度变化或支撑预加压力的影响

时，截面验算的轴向力宜乘以 1.1~1.2增大系数。 

10.2.11  支撑构件的受压计算长度可按下列方法确定： 

1 在竖向平面内取相邻立柱的中心距； 

2 在水平平面内取与计算支撑相交的横向水平支撑的中心距； 

3 钢结构支撑，当纵、横向支撑不在同一水平面内相交时，水

平平面内的受压计算长度取与计算支撑相交的相邻横向水平支撑

中心距的 1.5~2.0倍； 

4 当纵横向水平支撑的交点处未设置立柱时，支撑的受压计

算长度在竖向平面内，现浇钢筋混凝土支撑取支撑全长，钢结构支

撑取支撑全长的 1.2倍；在水平平面内取与计算支撑相交的相邻横

向水平支撑或连杆中心距的 1.0~1.2倍。 

10.2.12  立柱截面承载力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立柱截面承载力应按偏心受压构件计算，开挖面以下立柱

的竖向和水平承载力按单桩承载力验算； 

2 立柱截面的弯矩应包括下列各项： 

1) 立柱应按偏心受压构件进行截面承载力计算和稳定性验

算。计算偏心弯矩时，除考虑支撑竖向荷载对立柱形心的

偏心作用外，尚应考虑立柱轴向力对构件初始偏心距的附

加弯矩，偏心距应根据立柱垂直度按双向偏心进行计算； 

2) 立柱受压计算长度取竖向相邻水平支撑的中心距，最下一

层支撑以下的立柱取该层支撑中心线至开挖面以下 5 倍

立柱直径（或边长）处的距离。 

10.2.13  立柱桩应进行单桩竖向极限承载力验算，并满足沉降或

隆起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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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4  支撑结构的施工与拆除顺序应与支护结构的设计工况一

致。支撑拆除应按设计要求采取在主体结构与支护结构之间设置可

靠的换撑传力构件或回填夯实等措施后方可实施。支撑拆除时应采

取可靠的防护措施，并应对永久性结构采取保护措施，采用爆破拆

除前，尚应对周边环境采取隔离防护措施。 

10.2.15  支撑结构采用爆破拆除时，应在所爆破区域合理设计爆

破孔，混凝土支撑浇筑阶段预埋直径 40mmPVC 管，如后期钻孔，

应分析对混凝土构件的强度影响。 

10.3 构  造 

10.3.1 现浇钢筋混凝土冠梁（腰梁）和支撑的构造应符合下列规

定： 

1 各类现浇混凝土冠梁（腰梁）和支撑构件的构造除符合本节

的有关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混凝上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

的有关规定。钢筋混凝土冠梁（腰梁）和支撑构件混凝土强度等级

不应低于 C25； 

2 支撑体系混凝土应在同一平面内整浇，基坑平面转角处的

纵、横向冠梁（腰梁）应按刚节点处理； 

3 混凝土支撑的纵向钢筋直径不宜小于 16mm，沿截面四周纵

向钢筋的最大间距应小于 200mm。箍筋直径不应小于 8mm，间距

不宜大于 250mm。支撑的纵向钢筋在冠梁（腰梁）内的锚固长度不

宜小于 30倍钢筋直径； 

4 钢筋混凝土腰梁与围护结构之间不应留水平间隙。在竖向

平面内腰梁可采用吊筋或吊柱等连接构件与围护结构连接，连接构

件的规格与布置应根据腰梁与支撑的自重由计算确定； 

5 当混凝土冠梁（腰梁）与地下连续墙之间需要传递水平剪力

时，应在墙体上沿冠梁（腰梁）长度方向预留由计算确定的剪力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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筋或剪力槽； 

6 支撑的截面高度，不应小于其竖向平面计算跨度的 l/20，冠

梁（腰梁）的截面高度（水平向截面尺寸）不宜小于其水平向计算

跨度的 1/8。 

10.3.2 各类钢结构支撑构件构造除符合本节的有关规定外，尚应

符合国家现行《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 的有关规定。构件长

度的拼接宜采用高强螺栓连接或焊接，拼接点的强度不应低于构件

的截面强度。格构式的组合构件，不应采用钢筋作为缀条。 

10.3.3 钢梁的构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钢梁的截面宽度应大于 300mm，可采用 H型钢、工字钢或

槽钢以及其组合截面； 

2 钢梁的现场拼装点位置宜靠近支撑点，并不应超过钢梁计

算跨度的三分点以外，钢梁分段的长度不应小于支撑间距的两倍； 

3 钢梁安装牛腿可用角钢或直径不小于 25mm 的钢筋与支护

桩墙主筋或预埋件焊接组成钢筋牛腿，其间距不宜大于 2m。牛腿

焊缝应由计算确定； 

4 钢梁与混凝土桩墙之间空隙的宽度不宜大于 100mm，其间

用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C30的细石混凝土填嵌； 

5 支撑与钢梁斜交时，在钢梁与桩墙之间应设置由计算确定

的剪力传递构造，此时嵌填混凝土的宽度应满足剪力传递构件的锚

固要求； 

6 基坑平面的转角处，当纵横向钢梁不在同一平面相交时，其

节点构造应满足两个方向钢梁端部的相互支承要求； 

7 钢梁与钢支撑连接节点处应设置钢牛腿及吊筋等防脱落措

施。 

10.3.4 钢支撑的构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钢支撑的截面可以采用 H 型钢、钢管、工字钢或槽钢及其

组合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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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水平支撑的现场安装节点宜设置在纵横向支撑的交汇点附

近。相邻横向（或纵向）水平支撑间的纵向（或横向）支撑安装节

点数不宜多于两个； 

3 纵向和横向支撑的交汇点宜在同一标高上连接。当纵横向

支撑采用重叠连接时，其连接构造及连接件的强度应满足支撑在平

面内的强度和稳定要求； 

4 钢支撑与钢梁的连接可采用焊接或螺栓连接。节点处支撑

与钢梁的翼缘和腹板均应加焊加劲板，加劲板的厚度不宜小于

10mm，焊缝高度不应小于 6mm； 

5 钢支撑与腰梁斜交时，腰梁上应设置牛腿或采用其他能够

承受剪力的连接措施；支撑长度方向的连接应采用高强螺栓连接或

焊接。 

6 钢支撑受压构件的长细比不应大于 150，受拉连杆的长细比

不应大于 200。 

10.3.5 立柱的构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基坑开挖面以上立柱宜采用格构式钢柱，可采用钢管、H型

钢立柱； 

2 基坑开挖面以下立柱可采用直径不小于 650mm的钻孔灌注

桩，上部荷载不大时可采用与开挖面以上立柱截面相同的钢管及 H

型钢桩。当为钻孔灌注桩时，其上部钢立柱在桩内的埋入长度应不

小于钢立柱长边的 4倍，并与桩内钢筋笼焊接； 

3 立柱与水平支撑的连接可采用铰接构造，采取设置抗剪钢

筋或钢牛腿的抗剪措施，连接件在竖向和水平方向的连接强度应大

于支撑轴向力的 1/50。立柱在穿越主体结构底板处应设置可靠的止

水措施； 

4 立柱的长细比不宜大于 25。 

10.4 装配式预应力型钢组合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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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1 装配式预应力型钢组合支撑结构体系宜包括型钢组合支

撑梁、组合围檩、立柱和连接件等构件。 

10.4.2 型钢组合支撑的稳定验算、强度及变形计算应满足现行国

家标准《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 

10.4.3 构件承载力计算和验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根据结构整体分析结果对构件承载力进行验算； 

2 构件承载力计算应考虑施工偏心误差的影响，偏心距取值

不宜小于计算长度的 1/1000，且不宜小于 40mm； 

3 在计算轴向承载力时需要考虑螺栓开孔对构件截面削弱的

不利影响，计算稳定性和变形时可不考虑； 

4 围檩应考虑其承受的轴力； 

5 型钢支撑梁应按偏心受压构件进行计算。 

10.4.4 组合围檩与围护墙的连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围檩与围护墙之间应通过抗剪连接件连接，二者之间的空

隙应采用强度等级不低于 C25的细石混凝土填实； 

2 围檩底部的牛腿平面间距不宜大于 3m； 

3 对型钢-混凝土组合围檩，应在混凝土梁内预埋与型钢连接

的锚栓，锚栓数量每米不应少于 8M24。 

10.4.5 型钢支撑梁与围檩的连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型钢支撑梁与围檩斜交时应在交接处设置三角传力件； 

2 连接处的围檩应设置加劲板，加劲板间距不应大于 500mm，

加劲板的厚度应由计算确定且不小于 10mm。 

10.4.6 型钢支撑梁与立柱的连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托梁和托座应对型钢支撑梁在侧向和竖向形成有效约束； 

2 托梁与型钢支撑梁每肢型钢、托梁与托座之间均应采用螺

栓连接，螺栓数量应通过计算确定，托梁与型钢支撑梁每肢型钢之

间的连接螺栓不应少于 2M24，托梁与托座之间的连接螺栓不应少

于 4M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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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7 型钢组合支撑标准件及非标准件的钢材型号不应低于

Q355B,其余构件的钢材型号不应低于 Q235B。 

10.4.8 构件之间应采用高强螺栓连接，连接强度应满足支撑的受

力要求。 

10.4.9 型钢支撑梁和组合围檩宜由型钢标准件拼接形成，型钢标

准件宜采用 H350×350mm或 H400×400mm型钢，型钢腹板及翼缘

厚度不应小于 10mm。 

10.4.10  型钢支撑梁应配置预应力施加装置，预应力装置宜设置

于型钢支撑梁端部，预应力施加装置应具有多次施加预应力的功能。

型钢支撑梁预加轴力值不应小于支撑轴力标准值的 30%，不宜大于

80%，具体应结合基坑侧壁的变形控制要求及支护结构的内力情况

确定。 

10.5 锚杆设计 

10.5.1 土层锚杆宜采用由杆体、自由段、锚固段及锚头等组成的

注浆型预应力锚杆。 

10.5.2 锚杆杆体材料宜选用高强度低松弛的钢绞线、高强钢丝或

高强精轧螺纹钢筋，当锚杆抗拉极限承载力标准值小于 400kN时，

可采用 HRB400钢筋。 

10.5.3 锚杆布置与锚固体强度宜满足下列要求： 

1 锚杆锚固体上下排间距不宜小于 2.5m，水平方向间距不宜

小于 1.5m；锚杆锚固体上覆土层厚度不宜小于 4.0m。锚杆的倾角

以 15°~35°为宜； 

2 锚杆定位支架沿锚杆轴线方向宜每隔1.0m~2.0m设置一个，

锚杆杆体的保护层不宜少于 20mm； 

3 锚固体宜采用水泥砂浆或纯水泥浆，浆体设计强度不宜低

于 20.0MPa； 



82 

4 土层锚杆钻孔直径不宜小于 120mm。 

10.5.4 锚杆设计应包括以下内容： 

1 锚杆的平面与竖向布置。确定锚杆间距、排距和安设角度、

锚杆极限抗拔承载力标准值； 

2 锚杆选型。确定锚杆类型、自由段、锚固段长度、锚固体直

径、断面形状及施工工艺； 

3 锚杆筋体材料选型与设计； 

4 锚具、承压板、台座及腰梁设计； 

5 预应力锚杆张拉荷载值、锁定荷载值； 

6 锚杆试验和监测要求； 

7 对支护结构变形控制需要进行的锚杆补张拉设计。 

10.5.5 锚杆预应力筋的截面面积应按下列公式确定： 

1.35 t

p pt

N
A

γ f
≥

               

（10.5.5） 

10.5.6 土层锚杆锚固段长度
aL 应按基本试验确定，初步设计时也

可按下式估算： 

t

a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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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π D q



 
≥                 （10.5.6） 

 

式中： D  ——锚固体直径； 

K  ——锚杆抗拔安全系数，安全等级为二级、三级的基坑

工程，K分别应不小于 1.6和 1.4； 

sq  ——土体与锚固体间极限粘结强度标准值，由区域锚杆

抗拔试验结果统计分析算得。 

10.5.7 锚杆应在锚固体和外锚头强度达到设计强度的80%以上后

逐根进行张拉锁定，张拉荷载宜为荷载效应标准组合下锚杆拉力设

计值的 1.05~1.10倍，并稳定 5~10分钟后退至锁定荷载锁定，锁定

荷载宜取锚杆承载力特征值的 0.70~0.8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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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8 锚杆自由段的长度不应小于 5.0m，且穿过潜在滑动面进入

稳定土层的长度不应小于 1.5m；土层锚杆锚固段不应设置在未经

处理的软弱土层、不稳定土层和不良地质作用地段。锚固段在最危

险滑动面以外的有效长度应满足稳定性计算要求。 

10.5.9 对安全等级为二、三级的基坑工程可按物理参数或经验数

据设计，现场试验验证。 

10.5.10  加筋水泥土锚体采用高压旋喷注浆工艺形成大直径锚杆，

成孔桩径 300mm~500mm，杆杆材料宜采用钢绞线。具体设计参数

参照本节及本规程 9.6节的规定执行。 

10.5.11  围檩通常采用钢围檩，第一道锚杆也可结合冠梁采用钢

筋混凝土围檩。钢围檩可选用双槽钢或双工字钢，槽钢之间或工字

钢之间应采用缀板焊接连接，焊缝连接应采用贴角焊。围檩与支护

结构之间应可靠连接，能够承受围檩自重和锚杆轴力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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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基坑逆作法 

11.1 一般规定 

11.1.1 基坑逆作法支护结构的围护墙宜采用地下连续墙，作为地

下主体结构的一部分，宜与主体地下室的外墙相结合形成“两墙合

一”。地下主体结构的梁板可作为围护结构的内支撑。地下主体结

构的墙柱可作为支撑的主要立柱。 

11.1.2 基坑逆作法施工，宜用于基坑深、规模大、周边场地狭窄

且周围环境对变形有严格限制的基坑工程。 

11.1.3 基坑采用逆作法时，应做好可行性研究，并进行技术、经

济论证，应预估围护结构和主体结构基础沉降的适应性，并应对施

工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制定预防措施。 

11.1.4 按逆作法施工的基坑支护设计应与主体工程设计密切配

合，除具备正常施工所需的资料外，还应具备下列资料： 

1 完整的工程设计资料，包括完整的建筑设计和结构设计文

件和图纸； 

2 地下主体结构的使用及防水或排水要求； 

3 逆作法的工程范围，包括地下结构逆作法的同时，地面主体

建筑的施工要求等。 

11.1.5 逆作法施工应采取信息化施工，且逆作法施工中的主体结

构应满足结构的承载力、变形和耐久性控制要求。 

11.2 逆作法设计 

11.2.1 逆作法的设计应包含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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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坑支护围护结构与地下室侧墙、内支撑、地下结构楼盖体

系一体的结构分析计算； 

2 土方开挖及外运； 

3 临时立柱与永久立柱作法； 

4 地下连续墙与基础底板、楼板、梁的连接； 

5 立柱与底板和楼盖的连接； 

6 坑底土卸载和回弹引起的相邻立柱之间、立柱与侧墙之间

的差异沉降对已施工结构受力的影响分析计算； 

7 施工作业程序，混凝土浇筑及施工缝处理； 

8 结构节点构造措施。 

11.2.2 地下连续墙作为地下室永久结构使用时，地下连续墙的设

计计算及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分别按照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进行承

载力、变形计算和裂缝验算； 

2 墙身的防水等级应满足永久结构使用防水设计要求。地下

连续墙与主体结构连接的接缝位置（如地下结构顶板、底板位置）

根据地下结构的防水等级要求，可设置刚性止水片、遇水膨胀橡胶

止水条以及预埋注浆管等构造措施； 

3 与主体结构的连接应根据其受力特性和连接刚度进行设计

计算； 

4 墙顶承受竖向偏心荷载时，应按偏心受压构件计算正截面

受压承载力。墙顶圈梁与墙体及上部结构的连接处应验算截面受剪

承载力。 

11.2.3 主体地下结构的水平构件用作支撑时，支撑体系的设计计

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梁和板整体浇筑作为水平支撑体系时，应符合承载力、刚度

及抗裂要求。在出土口处先施工板下梁系形成水平支撑体时，应按

平面框架方法计算内力和变形，其肋梁应按偏心受压杆件验算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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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承载力和稳定性； 

2 对结构楼板的洞口及车道开口部位，当洞口两侧的梁板不

能满足支撑的水平传力要求时，应在缺少结构楼板处设置临时支撑

等措施；在各层结构留设结构分缝或基坑施工期间不能封闭的后浇

带位置，应通过计算设置水平传力构件； 

3 对地下结构的同层楼板面存在高差的部位，应验算该部位

构件的弯、剪、扭承载能力，必要时应设置可靠的水平转换结构或

临时支撑等措施； 

4 竖向荷载应考虑逆作施工阶段顶板覆土及施工超载，施工

超载应根据施工机械确定并宜考虑动力系数。 

11.2.4 地下结构支承立柱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竖向支承结构宜采用一柱一桩永久立柱形式。局部开口处

或竖荷载较大处，也可布置临时立柱和立柱桩； 

2 立柱应按偏心受压构件进行承载力计算和稳定性验算，立

柱桩应进行单桩竖向承载力与沉降计算； 

3 立柱可采用角钢钢格构柱、钢管柱及 H 型钢柱等形式。角

钢格构柱截面宽度不宜小于 420mm，角钢间距离不宜小于 100mm；

钢管柱直径不宜小于 500mm； 

4 需外包混凝土形成主体结构框架的支承立柱，内置钢骨的

保护层厚度不宜小于 150mm； 

5 在主体结构底板施工之前，相邻立柱桩间以及立柱桩与邻

近基坑围护墙之间的差异沉降不宜大于 1/400 柱距，且不宜大于

20mm。作为立柱桩的灌注桩宜采用桩端后注浆措施。 

11.2.5 地下结构支承立柱与水平结构连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连接构造应同时满足剪力和弯矩传递的要求； 

2 支承立柱为角钢格构柱、H型钢柱时，弯矩传递宜采用钻孔

钢筋连接法、传力钢板连接法等，剪力传递宜采用栓钉、钢牛腿等

连接方式传递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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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钢筋混凝土梁与钢管混凝土柱连接时，弯矩传递可采用井

式双梁、环梁、传力钢板、剪力销和变宽度梁的连接方式，也可采

用其他符合受力要求的连接方式； 

4 钢筋混凝土梁与钢管混凝土柱连接时，剪力传递可采用环

形牛腿、H型或 T型钢牛腿；钢筋混凝土无梁层板与钢管混凝土柱

连接时，剪力传递可采用台锥式环形深牛腿，也可采用其他符合计

算受力要求的连接方式。 

11.2.6 支承立柱插入立柱桩的深度应通过计算确定，并应符合以

下规定： 

1 带栓钉的钢管混凝土立柱插入深度不应小于 4倍钢管外径，

且不应小于 2.5m； 

2 未设置栓钉等抗剪措施的钢管混凝土立柱插入深度不应小

于 6倍钢管外径，且不应小于 3m； 

3 角钢格构柱插入深度不应小于 3m，插入深度范围内格构柱

的缀条或缀板的截面面积不应减小。 

11.2.7 支承立柱插入立柱桩部分，应满足下列构造要求： 

1 立柱桩的深度范围内，焊钉直径不宜小于 19mm，长度不应

小于杆径的 4 倍，竖向和横向间距不宜大于 200mm，且不应小于

杆径的 6倍； 

2 钢管外侧的混凝土保护层厚度不宜小于 150mm； 

3 钢管混凝土支承立柱插入立柱桩的范围及 2 倍桩径范围内

的箍筋应加密，间距不应大于 100mm。 

11.2.8 半逆作法施工时的水平框格支护体系，应按叠合梁的设计

方法进行二次计算，除应满足与面板叠合成整体后的受力与配筋要

求外，尚应进行施工期间肋梁承受水平轴向力和竖向荷载的强度验

算。宜采用平面框架法计算各层支撑结构的内力与变形，肋梁按偏

心受压构件设计。 

11.2.9 当施工作业时在框格肋梁上搭设走道和操作平台时，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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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施工荷载引起的强度验算。 

11.3 逆作法施工 

11.3.1  主体地下结构的施工，应在围护结构、防渗结构、竖向支

撑立柱以及基坑降水等施工完毕，并达到设计要求后进行。施工顺

序和施工工况应与设计工况相一致。 

11.3.2  逆作法施工应严格按照设计要求编制详细的施工组织设

计。作为围护墙支撑体系的地下主体结构内墙和楼层梁板，应待混

凝土达到设计强度后方可进行其下土方开挖。 

11.3.3  作为永久立柱时，立柱和立柱桩平面定位偏差不应大于

10mm，立柱的垂直度允许偏差不应大于 1/300，立柱桩的垂直度允

许偏差不应大于 1/200。 

11.3.4  临时竖向支承柱的拆除应在后期竖向结构施工完成并达

到竖向荷载转换条件后进行，并应按自上而下的顺序拆除。 

11.3.5  逆作法施工时，宜在上下层间的肋梁和边梁上每隔 1.0m左

右预留竖向洞孔（宜用直径 200mm~300mm左右的椭圆孔）。 

11.3.6  肋梁的宽度宜适当加大，下皮宜做成斜面。肋梁应预留插

筋与混凝土墙体的竖筋连接。当采用梁、板分次浇筑施工时，肋梁

上应预留箍筋与后浇的混凝土楼板结合。当肋梁的上下方有剪力墙

时，肋梁中应预埋竖筋与剪力墙钢筋连接。 

11.3.7  逆作法施工底板时，应采取措施使底板与立柱之间能连接

成整体。逆作法的地下连续墙与地下结构梁板的连接，应满足主体

结构的受力要求。底板应采用整体连接，接头钢筋应采用焊接或机

械连接。当地下室使用要求较高时，宜在墙内侧设置钢筋混凝土内

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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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防连续倒塌设计原则 

12.0.1 对开挖面积和开挖深度大、环境条件复杂、破坏后果严重

的基坑，基坑支护结构体系宜考虑防连续倒塌设计，并符合下列要

求： 

1 进行连续倒塌分析，确定支护结构体系中的重要构件和关

键传力部位； 

2 对支护结构重要构件和关键传力部位，采取避免直接遭受

偶然作用的措施； 

3 在支护结构容易遭受偶然作用影响的区域增加冗余约束，

布置备用的传力路径； 

4 增强支护结构重要构件和关键传力部位的承载能力和变形

性能。 

12.0.2 基坑支护结构防连续倒塌设计可采用下列局部加强措施： 

1 对多道水平支撑的长条型基坑，第一道水平支撑采用钢筋

混凝土支撑； 

2 对软土中采用钢支撑的长条型基坑，每隔一定距离设置组

合型加强支撑单元，包括水平支撑和竖向支承系统； 

3 立柱之间设置侧向稳定加强构件； 

4 土钉墙隔一定距离设置加强桩； 

5 重力式挡土墙隔一定距离在受拉区配置加强钢筋、加强桩； 

6 不同支护形式结合处，采取过渡措施。 

12.0.3 对支撑体系中重要构件和关键传力部位在基坑施工过程

中应进行重点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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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环境保护 

13.1 一般规定 

13.1.1 基坑支护设计宜优先选择绿色、环保、节能的材料、技术

和施工方法。基坑工程在满足自身功能的同时，还应满足周边环境

对变形、环保等方面的要求。 

13.1.2 基坑支护设计前应对基坑开挖影响范围进行环境调查，对

重要建（构）筑物、文物保护建筑及变形敏感建筑等进行保全鉴定；

对轨道交通设施的安全评估，应按《天津市城市轨道交通结构安全

保护技术规程》DB/T 29-279执行。 

13.1.3 基坑工程应从支护结构设计、支护结构施工、基坑降水及

土方开挖、地下结构施工、支撑拆除、肥槽回填等多个环节分别采

取相关措施减小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13.1.4 基坑开挖引起既有建（构）筑物的附加变形控制值宜结合

环境调查情况、保全鉴定结果综合确定；地下管线的附加变形控制

值应考虑管线的性质、材料、接头形式、有无压力等因素；轨道交

通设施的附加变形控制值应满足轨道交通管理部门的有关规定。 

13.2 环境保护措施 

13.2.1 基坑工程应根据周边环境保护要求进行变形控制设计。变

形控制设计应采用理论计算预估基坑开挖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当有

可靠的设计经验时可采用平面有限元方法进行分析；当基坑的空间

效应明显或保护要求较高时宜采用三维有限元方法进行分析，对基

坑工程进行全过程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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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2 可采取下列措施减少支护结构的变形： 

1 加大支护结构刚度； 

2 钢支撑预加轴力； 

3 优化施工顺序，必要时采取基坑跳仓、分仓开挖； 

4 坑内土体加固； 

5 对温度敏感的支撑体系，采取保温、隔热措施； 

6 超大型基坑混凝土支撑体系的施工缝采用微膨胀混凝土浇

筑。 

13.2.3 可采取以下保护措施减少环境变形： 

1 选择适当的支护桩型和施工工艺，减少挤土和振动； 

2 在基坑与保护对象之间设置隔离桩； 

3 在基坑与保护对象之间进行动态袖阀管注浆； 

4 对保护对象预先进行地基加固、结构补强、基础托换； 

5 对地下管线采取暴露、架空或改移； 

6 淤泥、淤泥质土较厚区域采用钢板桩等拟回收的支护桩时，

采用水泥土搅拌桩作为隔离墙。 

13.2.4 应结合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条件、基坑深度、周边环境保

护要求等进行地下水控制，可采取下列措施减少地下水对周边环境

的影响： 

1 合理选择止水帷幕形式及施工工法； 

2 设置坑内止水分隔墙； 

3 分层按需降水、减压； 

4 设置回灌井，减少坑外地下水水位下降； 

5 局部深坑处采用固底措施。 

13.2.5 相邻基坑距离较近且同期施工时，应分析确定最不利工况，

并对施工全过程各工况存在的相互影响进行理论计算，明确设计、

施工要求。 

13.2.6 对于因支护结构或工程桩施工引起的坑外地面沉陷或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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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等情况，宜采取物探手段探测塌陷范围和深度，必要时进行预加

固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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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基坑开挖与回填 

14.1 一般规定 

14.1.1 基坑开挖前应编制基坑开挖专项施工方案。方案应根据工

程地质条件、基坑支护与降水设计文件、环境保护要求、场地条件、

施工工法、施工工期和施工季节等因素综合确定。临水基坑尚应考

虑最高水位、潮位等因素。 

14.1.2 基坑开挖应遵循分层、分段、分块、对称、平衡、限时、

先撑后挖、严禁超挖等原则。 

14.1.3 基坑开挖应采用信息化施工和动态控制方法，建立信息反

馈制度。应根据监测数据适时调整施工顺序和方法。施工中出现险

情时，应及时启动应急预案处理。 

14.1.4 基坑开挖时应对平面控制桩、水准点、基坑平面位置、水

平标高、边坡坡度等经常复测检查。 

14.1.5 基坑开挖的质量验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地基基础

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2的相关要求。 

14.1.6 基坑回填施工前，应排除积水，清除虚土和建筑垃圾；填

土应按设计要求选料，分层填筑压实，压实系数应满足设计要求。 

14.2 基坑开挖 

14.2.1 基坑开挖施工要求，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基坑支护结构强度和降水达到设计要求后方可进行土方开

挖； 

2 基坑土方开挖顺序应与设计工况相一致；基坑开挖应与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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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土钉施工分层交替进行，并缩短无支护暴露时间； 

3 基坑周边、放坡平台的施工荷载应按设计要求进行控制，严

禁超载； 

4 基坑开挖至坑底应及时进行垫层施工封闭坑底，减小基坑

暴露时间和空间，垫层应浇筑到基坑围护墙边或放坡坡脚。 

14.2.2 基坑开挖可采用全面分层开挖或台阶式分层开挖的方式，

应严格控制开挖面坡度和分层厚度，开挖面坡度应根据设计要求结

合试开挖综合确定；软土层中应采取缓坡开挖方法。  

14.2.3 同一基坑当深浅不同时，土方开挖宜先从浅基坑开始，待

浅基坑垫层浇筑后，再开始挖较深基坑的土方。对相邻两个同时施

工的基坑工程，土方开挖宜先从深基坑开始，待基坑底板浇筑后，

再开始挖另一个较浅基坑的土方。 

14.2.4 局部加深的电梯井、水池，土方开挖前宜先对其边坡作必

要的加固处理或支护措施，邻近基坑边的局部深坑宜在大面积垫层

完成后开挖。 

14.2.5 机械挖土时，坑底以上 200mm~300mm范围内的土方应采

用人工辅助修底的方式挖除，放坡开挖的基坑边坡宜采用人工修坡，

严禁超挖。 

14.2.6 挖土机械、运输车辆不应直接在工程桩顶部和支撑上行走

或作业，当在上方行走或作业时，应采取保护措施。  

14.2.7 挖土机械不得碰撞工程桩、围护桩、支撑、立柱和立柱桩、

降水井井管、监测点等，其周边 300mm范围内的土方应采用人工

挖除。 

14.2.8 开挖混凝土支撑下方土方时，应及时清除支撑施工时的垫

层、模板。  

14.2.9 施工栈桥应进行专项设计，应按照设计要求对栈桥荷载进

行控制。 

14.2.10  挖土机械、运输车辆等直接进入基坑进行施工作业时，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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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保证坡道稳定的措施，坡道坡度不宜大于 1:8。 

14.2.11  采用逆作法、盖挖法进行暗挖施工时，应根据结构预留洞

口的位置、间距、大小设置通风设施及照明设施。 

14.2.12  基坑开挖应采取截排水措施，防止坑外水倒灌或渗入基

坑。 

14.2.13  基坑在冬季、雨季开挖时，应注意降雨、降温等预报，按

施工方案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 

14.2.14  基坑内应设置确保施工人员安全疏散的上下通道；基坑

边缘应设置安全护栏和明显的警示标志；夜间施工时，现场照明条

件应满足施工要求。 

14.2.15  在土方开挖过程中，当发现有毒有害液体、气体、固体时，

应立即停止作业，进行现场保护，并应报有部门处理后方可继续施

工。 

14.2.16  在特殊环境需要时，如在地铁、隧道等大型地下设施安全

保护区范围内的基坑工程，以及城市生命线工程或对位移有特殊要

求的精密仪器使用场所附近的基坑工程，其开挖尚应符合有关部门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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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基坑工程监测 

15.1 一般规定 

15.1.1 基坑工程均应进行基坑工程监测，安全等级为一、二级的

基坑工程应由建设单位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第三方实施监测。 

15.1.2 基坑工程设计阶段应由设计方根据工程现场及基坑设计

的具体情况，提出基坑工程监测的技术要求，主要包括监测项目、

监测频率和监测报警值等。 

15.1.3 监测方案应由监测单位在基坑工程施工前编制，并经建设、

设计、监理等单位认可，必要时还需与市政道路、地下管线、人防

等有关部门协商一致后方可实施。 

15.1.4 监测单位编写监测方案前，应了解委托方和相关单位对监

测工作的要求，并进行现场踏勘，搜集、分析和利用已有资料。 

15.1.5 监测方案应包括工程概况、监测依据、监测目的、监测项

目、测点布置、监测方法及精度、监测人员及主要仪器设备、监测

频率、监测报警值、异常情况下的监测措施、监测数据的记录制度

和处理方法、工序管理及信息反馈制度等。 

15.1.6 基坑监测频率应根据设计要求、基坑规模、对周围环境影

响等方面综合确定。 

15.1.7 监测单位应严格实施监测方案，及时分析、处理监测数据，

并将监测结果和评价及时向委托方及相关单位作信息反馈。当监测

数据达到监测报警值时必须立即通报委托方及相关单位。 

15.1.8 基坑总包单位应自行安排基坑监测工作，并与第三方监测

资料定期比对分析，指导施工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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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监测项目 

15.2.1 基坑工程现场监测的对象应包括：支护结构；相关的自然

环境；地下水状况；基坑渗漏水情况；基坑底部及周围土体；周围

建（构）筑物；周围地下管线及地下设施；周围重要的道路；其他

应监测的对象。 

15.2.2 基坑工程监测项目宜包括以下内容：桩墙顶水平位移； 孔

隙水压力；土体侧向变形； 桩墙体变形；桩墙体土压力；支撑轴

力；坑底隆起变形；地下水位；锚杆拉力；基坑周边地面及建筑的

沉降；基坑周围地下管线的垂直和水平位移；桩墙顶和立柱沉降监

测；裂缝监测；基坑渗漏监测等。 

15.3 监测点布置 

15.3.1 观测点的布置应满足以下要求： 

1 支护结构顶部或边坡土体顶部的水平位移和垂直位移观测

点应沿基坑周边布置，在每边的中部、端部和阳角部位均应布置观

测点，且观测点间距不宜大于 20m； 

2 围护结构、支撑的应力应变观测点和轴力观测点应布置在

受力较大且有代表性的部位，观测点数量视具体情况而定； 

3 基坑周围地表沉降、地下水位、墙背土体深层位移、墙背土

体的土压力和孔隙水压力的观测点宜设在基纵横轴线或其它有代

表性的部位，观测点数量视具体情况而定； 

4 地下管线的沉降观测点宜设置在地下管线顶部，必要时可

设置在管线底部地层内； 

5 对于在基坑周边距离不超过 3 倍基坑开挖深度的建（构）

筑物，应设置观测点，观测其变形，必要时尚应监测与基坑周边距

离超过 3倍基坑开挖深度的建（构）筑物的变形，有承压水减压要

求的基坑应适当放大监测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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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基坑周围地表裂缝、建筑物裂缝和支护结构裂缝的观测点

应选取其中裂缝宽度较大且有代表性的部位，进行重点观测，记录

其裂缝宽度、长度和走向。 

15.4 监测仪器与设备 

15.4.1 监测仪器和设备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监测仪器除了灵敏度和精度满足设计要求外，必须有良好

的稳定性和可靠度，不宜采用电阻应变式测头； 

2 孔隙水压力计、土压力计、钢筋计和轴力计等应在埋设安装

之前进行重复标定，标定资料和稳定性资料经现场监理审核后方可

埋设安装； 

3 现场使用的测斜仪应有计量部门颁发的质量合格证书和完

整的规格、质保书。测斜管应有包括断面尺寸、平整度和纵向扭转

误差等内容的质检证书，用由硬塑料（PVC）制作的测斜管宜埋设

在混凝土构件内；埋在土中的测斜管纵向应有良好的柔度； 

4 安全等级为一级基坑工程宜采用自动化实时监测仪器，监

测信息实时化、可视化。 

15.5 现场监测 

15.5.1 基坑监测过程中应注意如下事项： 

1 分步开挖时，每步开挖均应有完整的观测数据； 

2 如进行排水疏干作业，排水疏干前后都应有完整的观测数

据； 

3 雨后、冻融后应增加观测频次； 

4 位移、变形急剧变动时应增加观测次数； 

5 当变形超过有关标准或监测结果变化速率较大时，应加密

观测次数；当有事故征兆时，应连续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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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现场巡查应以填表、拍照、摄影等方式将观测到的有关信息

和现象进行记录，当地面开裂、邻近建筑物、道路、管线等设施变

形及挡土结构出现异常时，应立即停止继续开挖，除加强观测外，

应及时通知有关部门研究解决办法。 

15.6 数据处理与报告 

15.6.1 阶段性监测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1 该监测期相应的工程施工工况、气象及周边环境概况； 

2 该监测期的监测项目及测点的布置图； 

3 各项监测数据的整理、统计及监测成果的过程曲线； 

4 各监测项目监测值的变化分析、评价及发展预测； 

5 相关的设计和施工建议。 

15.6.2 阶段性监测报告应标明工程名称、监测单位、该阶段的起

止日期、报告编号，并应有监测单位章及项目负责人、审核人、审

批人签字。 

15.6.3 基坑工程监测总结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工程概况；监测

依据；监测项目；测点布置；监测设备和监测方法；监测频率；监

测报警值；各监测项目全过程的发展变化分析及整体评述；监测工

作结论与建议。 

15.6.4 总结报告应标明工程名称、监测单位、整个监测工作的起

止日期，并应有监测单位章及项目负责人、单位技术负责人、企业

行政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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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基坑抗隆起稳定性验算 

A.0.1 当基坑底为软土时，应按以下两种条件验算坑底抗隆起

稳定性。 

A.0.2 因基坑外的荷载及由于土方开挖造成基坑内外的压力差，

使支护桩端以下土体向上隆起，可按下式验算（图 A.0.2）。 

 
0c

L

N τ γt
K

γ h t q




 
                （A.0.2） 

 

图 A.0.2   基坑底抗隆起稳定性验算 

式中：
cN  ——承载力系数，

cN ＝5.14； 

0τ  ——由剪切试验确定的总抗剪强度（kPa）； 

γ  ——土的重度（kN/m3）； 

LK  ——抗隆起安全系数； 

t  ——支护结构入土深度（m）； 

h  ——基坑开挖深度（m）； 

q  ——地面荷载（kPa）。 

A.0.3 考虑支护桩墙弯曲抗力作用的基坑底土体向上涌起，可

按图 A.0.3、式 A.0.3验算。 

h
t

q

γ2t
γ1(h+t)+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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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0.3） 

 

图 A.0.3   基坑底抗隆起稳定性验算 

式中：
pM  ——基坑底部处支护桩、墙横截面抗弯弯矩标准值； 

LK  ——抗隆起安全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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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倾斜桩各类组合结构的适用条件 

表 B 各类支护结构的适用条件 

结构类型 示意图 俯视图 适用条件 

单排倾斜桩   
适用于较浅的 

基坑。 

斜直交替 

支护结构 
    

适用于较深的基坑

或桩顶位移限制较

严格 的基坑。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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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B 各类支护结构的适用条件 

结构类型 示意图 俯视图 适用条件 

斜直组合 

双排桩 

支护结构 
  

  适用于较深的基坑

或桩顶位移限制较

严格 的基坑。 

“八字形”与
“个字形”组合
支护结构 

    
适用于较深的基坑

或桩顶位移限制较

严格的基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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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B 各类支护结构的适用条件 

结构类型 示意图 俯视图 适用条件 

“X形”组合 
支护结构     

适用于较深的基坑

或桩顶位移限制较

严格的基坑，且工

作面较窄可以向坑

外布桩的基坑。 

注：1 俯视图中的数字分别表示：1—坑底线，2—冠梁，3— 内斜桩，4—竖直桩，5—连梁，6—外斜桩； 

2 倾斜桩无支撑支护结构适用于安全等级为一级，二级，三级的基坑； 

3 当基坑不同部位的周边环境条件、土层性状、基坑深度等不同时,可在不同部位分别采用不同的支护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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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侧向弹性地基抗力法的计算要点 

C.0.1 侧向弹性地基抗力法（图 C.0.1）计算桩、墙式支护结构，

采用竖向弹性地基梁的基床系数法计算。 

 

图 C.0.1  侧向弹性地基抗力法的计算要点 

C.0.2 基坑开挖引起的作用在支护结构上的侧向压力按本规程

有关规定计算，开挖面以上的侧压力一般可按主动土压力计算，基

坑底以下的侧压力，可取与开挖面处相等的矩形分布。 

C.0.3 基坑开挖面下的水平向基床系数的分布采用 m法，一般取

开挖面处为零，以下按三角形分布，其沿深度增加的比例系数“m”

取决于开挖面以下土的性质以及基坑开挖对土体强度的影响等因

素，宜通过试验确定，也可采用地区经验值。 

C.0.4 坑内开挖面以上的内支撑（拉锚）以弹性支座模拟。计算

中应考虑支锚的位移、刚度及施工工况等对变形和内力的影响。 

C.0.5 开挖面以下土的水平抗力系数的比例系数 m 宜根据单桩

Ea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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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荷载试验结果按《建筑桩基技术规范》（JGJ94）计算确定，

未进行试验时可结合工程经验与土性指标参考下表采用： 

表 C.0.5 地基土水平抗力系数比例系数 m 参考值  

序号 地基土类别 m值（MN/m4） 

1 淤泥 0.8~1.0 

2 淤泥质土 1.0~2.0 

3 软塑黏性土 2.0~4.0 

4 松散粉（砂）土、中密填土 4.0~6.0 

5 可塑黏性土、中密粉（砂）土、密实填土 5.0~7.5 

6 密实粉（砂）土 7.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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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对于要求严格程度不

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或“可”；反面词采用“不宜”。 

2  条文中指定应按其他有关标准、规范执行时，写法为“应符

合……规定”或“应按……执行”。 

 

 

 

 

 

 

 



 

108 

引用标准名录 

1《建筑与市政地基基础通用规范》                  GB 55003 

2《混凝土结构通用规范》                          GB 55008 

3《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 

4《钢结构通用规范》                              GB 55006 

5《钢结构设计标准》                              GB 50017 

6《地下工程防水技术规范》                        GB 50108 

7《热轧 H型钢和部分 T型钢》                    GB/T 11263 

8《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GB 50007 

9《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2523 

10《建筑地基基础工程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02 

11《建筑边坡工程技术规范》                       GB 50330 

12《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                        JGJ 120 

13《型钢水泥土搅拌墙技术规程》                   JGJ/T 199 

14《渠式切割水泥土连续墙技术规程》               JGJ/T 303 

15《建筑桩基技术规范》                              JGJ 94 

16《焊接 H型钢》                                  YB 3301 

17《天津市地基土层序划分技术规程》             DB/T 29-191 

18《基坑工程地下水回灌规程》                   DB/T 29-252 

19《天津市城市轨道交通结构安全保护技术规程》   DB/T 29-27 

 

 



 

  

天津市工程建设标准  

天津市建筑基坑工程技术规程 

 

 
 

 

DB/T 29-202-2022 

J11679-2022 

 

 

 

条文说明 

 

 

 

 

2022  天津  



 

 

 

制 订 说 明 

本规程制订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周密详尽的调查研究，总结

了我市建筑基坑工程勘察、设计、施工及监测等方面的实际工程经

验，同时参考了行业和外省市先进技术法规、技术标准制订了本规

程。 

为便于广大设计、施工、科研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本规程时

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天津市建筑基坑工程技术规程》编

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规程的条文说明，对条文规定的目

的、依据及执行中需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但是，本条文说

明不具备与标准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

标准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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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天津市近年来发展迅速，深基坑数量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

大，越来越深。鉴于上述情况，编制本规程指导天津地区基坑工程

勘察、设计、施工及监测。 

1.0.2  建（构）筑物基坑工程包括建筑工程基坑、市政工程基坑。

轨道交通基坑工程除基坑等级、变形控制、风险管控等自有规定内

容外，也应按本规程执行。 

本规程不适用于蓟州山区岩石地层条件。 

1.0.3  基坑工程要做到技术先进、安全可靠、经济合理、方便施工，

必须考虑相关各种条件与因素。 

1.0.4  基坑工程的设计理论与施工实践在不断发展，为尽量避免

重复，在其他规范、规程中有详细规定、说明的内容，包括图表公

式等，本规程不再纳入，具体应用时按相应的标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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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1 设计原则 

3.1.1  支护结构设计工作年限应满足基坑开挖和地下结构施工的

合理使用期，同时，基坑长时间暴露和降水会增大基坑工程安全风

险，因此，基坑支护设计有必要设定支护结构设计工作年限。基坑

支护结构的使用期，是指从基坑降水及土方开挖开始至完成主体地

下结构施工及肥槽回填完成、降水完全停止的时间段。支护设计可

结合项目工期需求、场地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条件、支护结构形式、

基坑周边环境及保护要求等综合因素确定基坑支护结构设计工作

年限。考虑到一年中的不同季节，地下水位、气候、温度等外界环

境的变化会使土的性状及支护结构的性能随之改变，而且有时影响

较大。为此规程规定支护结构设计工作年限不应小于一年。有时设

计预期的施工季节不一定与实际施工季节相同，即使对支护结构使

用期不足一年的工程，也能一年四季都适用。 

支护结构施工、基坑降水、土方开挖、地下结构施工应连续进

行。如特殊原因造成支护结构施工完毕但不能开挖，搁置时间过长

的，基坑开挖前应对支护结构的强度和止水帷幕的止水性能进行检

测，必要时应采取加强措施；若土方开挖和地下结构施工过程中出

现停工，应对停工的工况和季节、基坑工程及周边环境变形情况、

需要采取的措施等进行分析研判，确保停工期间不出现安全问题，

若停工导致支护结构超出设计使用年限的，复工前应对支护结构进

行安全评估，必要时采取加强措施满足安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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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本规程 2010版把基坑工程设计等级分为甲、乙、丙 3个等

级，同时又根据国家《建筑结构可靠度设计统一标准》将基坑工程

安全等级划分为一、二、三 3个等级。新修订的天津市地方标准《天

津市岩土工程技术规范》DB/T 29-20将基坑工程划分为甲、乙、丙

3个设计等级，同时规定甲、乙级基坑工程应进行基坑施工引起的

基坑环境变形验算，《天津市轨道交通地下工程质量安全风险控制

指导书》将基坑工程分为一、二、三级 3个安全等级。为便于应用，

不引起概念上的混淆，本次修订参考国家行业标准《建筑基坑支护

工程技术规程》JGJ120、上海市地方标准《基坑工程技术标准》

DG/TJ08-61、浙江省地方标准《建筑基坑工程技术规程》

DB33/T1096等，采用基坑工程安全等级分级。 

软土是指天然孔隙比大于等于 1.0，且天然含水量大于液限的

细颗粒土，包括淤泥、淤泥质土、泥炭、泥炭质土等。本条所指的

厚层软土主要是指滨海地区分布的厚层软土。基坑深度不小于 14m

（厚层软土地区不小于 12m）；支护结构作为主体结构的一部分且

主体结构安全等级为一级；破坏后果很严重，满足一条即可定为一

级基坑。主体结构安全等级分级参照国家标准《建筑结构可靠度设

计统一标准》及《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破坏后果具体

表现为支护结构破坏、基坑失稳或过大变形对基坑周边环境及主体

结构施工安全的影响。破坏后果很严重是指基坑支护结构破坏、基

坑失稳或过大变形对人的生命、经济、社会或环境影响很大；破坏

后果不严重是指基坑支护结构破坏、基坑失稳或过大变形不会危及

人的生命、经济损失轻微，对社会或环境影响不大。 

安全等级为三级的基坑深度由原规程 5m 调整为 6m（厚层软

土地区为 5m），主要是因为三级基坑工程通常是一层地下工程，

而此类基坑深度一般在 4m~6m之间且相当一部分超过了 5m。 

3.1.4  支护结构的主要作用，一是确保地下主体结构正常施工的

安全环境，二是确保周边环境的安全。因此本规程在提出基坑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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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等级的同时，也提出了基坑工程环境保护等级的概念。基坑工

程的环境保护等级是本规程 3.1.8条基坑工程变形控制值的主要确

定依据。 

天津大学郑刚教授针对某工程案例采用考虑土体小应变特性

的有限元模型，详细分析了围护结构内凸型变形模式下基坑开挖对

于坑外土体位移场的影响，进而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在保持围护结构

最大水平位移相同的情况下，悬臂型、复合型和踢脚型模式引起的

坑外土体各自的变形特点，并将 4 种模式下的变形特性进行对比，

得到如下结论：1、悬臂型：地表沉降曲线的最大沉降点发生在几

乎紧邻围护结构位置处，并随距离增大沉降值迅速减小，曲线表现

为三角形分布形式，并且沉降影响范围明显小于内凸型；2、复合

型：当围护结构变形表现为复合型模式时，与内凸型相似，沉降曲

线表现为凹槽分布形式。但是由于允许墙顶产生一定的位移，对土

体的约束减弱，导致紧邻围护结构位置产生一定的沉降。约 1倍坑

深以外，复合型与内凸型曲线分布基本一致，两种模式对坑外沉降

的影响范围相同；3、踢脚型坑外地表同样产生凹槽形沉降分布形

式，但与内凸型相比，沉降最大值略小,但距围护结构距离更远，并

且沉降影响范围更大；4、围护结构产生不同变形模式导致坑外沉

降曲线分布也不相同，除悬臂型坑外表现为三角形沉降外，其余曲

线均为凹槽形沉降；而沉降影响范围为悬臂型最小，内凸型和复合

型居中，踢脚型影响范围最大。 

 

 

（a）悬臂 （b）踢脚 

（c）内凸 （d）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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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1   围护结构典型变形模式            图 1-2 不同围护结构变形

模式下坑外地表变形对比 

综合上述研究成果，对于悬臂围护结构，坑外沉降曲线表现为

三角形分布形式，变形主要发生在 1.0H 范围内，为主要影响区，

 

（a）悬臂 （b）踢脚 

（c）内凸 （d）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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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H~2.0H 范围为次要影响区，沉降逐渐减小，2.0H~3.0H 为轻微

影响区，变形可忽略不计。对于有支撑围护结构，沉降曲线表现为

凹槽分布形式，主要影响区发生在 1.2H 范围内，1.2H~2.0H 范围

为次要影响区，2.0H~3.0H 范围为轻微影响区，变形可忽略不计。

故将 1.2、2.0、3.0倍基坑深度作为环境保护等级划分时坑外建（构）

筑物所处位置的分界点。

 

3.1.8  基坑工程的设计目的一是确保基坑自身安全，二是确保基

坑开挖过程中周边环境的安全和正常使用。因此，支护设计时应确

定支护结构及周边环境的变形控制值。不同的建筑，因其基础形式、

结构类型、基础埋深不同，其变形控制值会相差很大，比如天然地

基和桩基础建筑、长桩基础和短桩基础、有地下室和无地下室、不

同的地下室埋深等。对于一般民用基坑工程，根据天津地区工程经

验，如果周边没有重要的建（构）筑物需要保护，一层地下工程一

般为三级基坑，深度少于 6.0m，支护结构深层水平位移控制值一

般可达 80mm，二层地下工程一般为二级基坑，基坑深度在 10m左

右，支护结构深层水平位移控制值一般可达 60mm。三-四层地下工

程，一般为一级基坑，基坑深度在 15m~20m左右，支护结构深层

水平位移控制值一般在 25mm~40mm 之间，超过地下四层的基坑

工程，原则上支护结构深层水平位移控值不宜超过 40mm。天津小

白楼平泰大厦基坑工程，地下五~六层，基坑深度 24.25m~26.75m，

实测支护结构深层水平位移 29.06mm~37.35mm，平均值 35mm，坑

外地表最大沉降值 31.5mm。 

根据研究成果，复合型支护结构坑外约 0.5H 处地表土体沉降

最大，约 1.2H处地表土体沉降约为最大值的 0.5倍，约 2.0H处地

表土体沉降约为最大值的 0.2倍。参照上海市地方标准《基坑工程

技术标准》DG/TJ 08-61-2018，平均地表最大沉降约为 0.8倍的支

护结构最大侧移。按照周边重要建（构）筑物或地下管线沉降控制

值 20mm~30mm 和其环境保护等级为设计条件进行反算，环境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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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等级为三级的基坑，支护结构深层水平位控制值按 80mm考虑，

则坑外地表最大沉降 64mm,坑外 2.0H 相应的沉降预估 12.8mm，

满足环境保护要求；环境保护等级为二级的基坑，支护结构深层水

平位移控制值按 60mm考虑，则坑外地表最大沉降 48mm,坑外 1.2H

相应的沉降预估 24mm，满足环境保护要求；环境保护等级为一级

的基坑，支护结构深层水平位移控制值按 25mm~40mm考虑，则坑

外地表最大沉降 20mm~32mm，基本满足环境保护要求。同时在参

考天津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对地铁车站基坑工程变形控制指标

（表 1）、上海市地方标准《基坑工程技术标准》DG/TJ 08-61-2018

变形设计控制指标（表 2）、浙江省地方标准《建筑基坑工程技术

规程》DB33/T 1096-2014支护结构变形控制指标（表 3）、湖北省

地方标准《基坑工程技术规程》DB42/T 159-2012（表 4）、广东省

地方标准《建筑基坑工程技术规程》DBJ/T15-20-2016（表 5）的基

础上提出了表 3.1.8基坑变形设计控制值。 

表 1 基坑工程变形控制指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竖向 max（0.10%H,0.03） max（0.20%H,0.05） max（0.50%H,0.08） 

水平 max（0.14%H,0.03） max（0.30%H,0.05） max（0.70%H,0.08） 

表 2 基坑变形设计控制指标 

基坑环境保护等级 围护结构最大侧移 坑外地表最大沉降 

一级 0.18%H 0.15%H 

二级 0.3%H 0.25%H 

三级 0.7%H 0.55%H 

注：1  H为基坑开挖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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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支护结构变形控制值 

基坑设计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变形控制值 （0.2~0.5）%H （0.4~0.9）%H （0.8~1.2）%H 

注：1  H为基坑开挖深度，开挖深度深时取低值； 

2  环境条件要求高时取低值。 

表 4 基坑支护结构水平变形控制标准表 

基坑工程 

重要性等级 

变形控制标准 

δ 
说  明 

一级 

≤30mm 特殊重要保护对象，a＜H 

H为基坑开挖深度， 

a为保护对象距基坑边的距

离。 

≤40mm 
特殊重要保护对象，H≤a≤2H 

重要保护对象，a≤H 

≤50mm 一般保护对象及其他一级基坑 

二级 ≤80mm 除上述情况外 

注：1  特殊重要保护对象指一旦破坏危及社会公共安全，影响广泛，后果特别严重的生

命线工程。重要保护对象包括：优秀历史建筑，有精密仪器与设备的建筑物、采用

天然地基、短桩基础、复合地基的重要建筑物，轨道交通设施、隧道、高架桥、自

来水总管、煤气管、重要的高压电杆及电缆等建（构）筑物及设施。一般保护对象

包括：自来水管、污水管、电缆等市政管线，采用长桩或地下室埋深大于基坑开挖

深度的一般建筑物等。 

2  当支护结构当作永久结构使用时，支护结构的变形控制值尚应满足建筑物的使用和 

抗裂要求。 

3  三级基坑变形不作限制，但支护结构不应因变形过大而不能发挥正常使用功能。 

表 5 基坑环境等级及其支护结构水平位移控制值 

环境等级 适用范围 支护结构水平位移控制值 

特殊要求 

基坑开挖影响范围内存在地下

管线、地铁站、变电站、古建

筑等有特殊要求的建（构）筑

物、设施 

满足特殊的位移控制要求。基坑

支护设计、施工、监测方案需得

到周边特殊建(构)筑物、设施管

理部门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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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 基坑环境等级及其支护结构水平位移控制值 

环境等级 适用范围 支护结构水平位移控制值 

一级 

基坑开挖影响范围内存在浅基

础房屋、桩长小于基坑开挖深

度的摩擦桩基础建筑、轨道交

通设施、隧道、防渗墙、雨

(污)水管、供水总管、煤气总

管、管线共同沟等重要建(构)

筑物、设施 

位移控制值取 30mm且不大

0.002H 

二级 一级与三级以外的基坑 
水平位移控制值取 45mm~50mm

且不大于 0.004H 

三级 

周边三倍基坑开挖深度范围内

无任何建筑、管线等需保护的

建(构)筑物 

水平位移控制值取

60mm~100mm且不大于 0.006H 

注：1 H为基坑开挖深度； 

2 基坑开挖影响范围一般取 1.0H；当存在砂层、软土层时，开挖影响范围应适当加 

大至 2.0H； 

3 表中水平位移控制值与基坑开挖深度的关系需同时满足，取最小值； 

4 特殊要求和一级基坑，应严格控制变形。二、三级基坑的位移，如基坑周边环境许 

可，则主要由支护结构的稳定来控制。 

需特别指出的是，如果周边不存在需要保护的环境，围护结构

能够承受的最大水平位移将取决于支护结构的形式和材料性能。如：

5米深的基坑，周边场地开阔，如采用悬臂钢板桩支护，可能会产

生十几厘米的变形，同样的变形，水泥土重力挡墙可能就会倒塌破

坏，但采用悬臂灌注桩支护，仅会产生几厘米的变形。因此，表 3.1.8

基坑变形设计控制值不应是绝对的，可根据周边环境的具体情况以

及采用的支护结构形式适当调整变形控制指标。轨道交通、文保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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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等对变形要求极其严格，当基坑位于轨道交通设施安全保护区内，

或基坑开挖影响范围内有必须保护的文保建筑时，其变形控制值应

遵照政府相关管理部门有关文件和规定执行，没有明确规定的，应

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更为严格的变形控制指标。 

3.1.10  施工场地布置如施工加工区、堆料区及临时车道的位置如

先期可确定，设计应合理考虑其荷载并规定相关限载要求。 

3.1.11  对于基坑内部较深的集水井、电梯井等局部深坑，应进行

支护设计，同时降水井布置应适当加深加密。如局部深坑位于整体

基坑边缘，尚应考虑对整体支护结构的不利影响。根据《建筑与市

政地基基础通用规范》GB 55003第 2.2.5条规定，增加了基坑回填、

支护结构施工要求、施工验收及检验要求、维护要求等内容。 

3.1.13  地下水处理得当与否是基坑支护结构能否按设计完成预

定功能的重要因素之一，天津地区基坑出现的一些问题，常常与地

下水的降、排处理不当有关，因此，在基坑及地下结构施工过程中

应采取有效的地下水控制方法。 

3.1.14  支护结构选型是基坑支护设计施工中关键环节，涉及因素

较多，应综合分析确定。本规程对天津市应用较为广泛和成熟的支

护结构进行了规定，对其它支护结构可参照本规程及相关标准进行

分析其稳定性与受力变形后选用。桩墙式支护结构包括桩式和墙式

两种，桩式主要包括钻孔灌注桩排桩、预制桩、钢板桩等，墙式主

要包括地下连续墙、型钢水泥土搅拌桩墙（SMW工法、TRD工法、

CSM 工法）。对于本规程未涉及的其它支护结构可参照相关规定

执行。 

3.1.15  在正常使用极限状态条件下，基坑支护结构应能保证基坑

本身不破坏和确保基坑周边地面、地下管线及建（构）筑物的安全

使用，首先要合理确定支护结构水平位移和周边环境变形控制值和

预警值，变形控制值按本规程表 3.1.8确定，变形预警值包括变形

累计值及变化速率两部分，变形累计值一般为控制值的 70%，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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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率可参照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基坑工程监测技术标准》GB 50497

执行。如变形超过预警值应及时分析原因，并采取有效措施控制变

形，确保基坑工程和环境安全。 

3.2 勘察要求 

3.2.1  详勘资料不能满足基坑工程设计需要是指基坑的范围、深

度等条件发生较大变化时，原有资料不能满足基坑设计需要的情况，

应专门对基坑工程进行补充勘察。 

3.2.2  本条规定了建筑地基详细勘察阶段对需要支护的基坑工程

勘察工作要求。 

3.2.3~3.2.4  室内试验的主要项目是含水量、密度、抗剪强度和渗

透试验，对砂土等粗粒土宜进行水上、水下休止角试验。对于安全

等级为一级的基坑工程，应采用三轴不固结不排水（UU）和三轴

固结不排水（CU）剪切试验。基床系数宜通过原位测试和室内试验

并参照类似工程经验综合确定。 

3.2.6  当基坑工程场地水文地质条件复杂需对地下水进行降水或

隔渗控制时，应进行现场抽水试验的水文地质勘察。 

3.2.7  基坑工程勘察时，基坑内钻孔深度进入坑下的砂土、粉土承

压含水层时，钻探结束后应及时封孔，以防基坑开挖时承压水顺钻

孔产生突涌情况；或因钻孔与上下各含水层连通，基坑内降水时基

坑外有关含水层也随之下降，从而造成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对于安

全等级为一级的基坑和深度大于 10m 的二级基坑，钻探结束后应

复测孔位坐标，并在孔内及地表做好标识，可采用 φ≮50mm的 PVC

管、或 φ≮10mm的红色尼龙绳等，以便施工时针对承压水的控制

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3.2.8  基坑工程勘察的岩土工程勘察报告中，应提供基坑周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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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剖面图。宜提供各侧边含有基坑设计参数的地质模型，或提供

基坑周边分段的设计参数统计表，满足基坑根据地质条件的变化分

段设计的需要，这在基坑设计中是十分重要的，这些资料既可提高

基坑设计的安全度，也可以优化设计方案，降低工程造价。 

3.3 环境调查 

3.3.1~3.3.3  条文说明：和原规程相比，增加了环境调查一节的内

容。近年来，环境保护要求越来越高，基坑支护设计前需要对周边

环境状况进行必要的了解，以对基坑支护设计提供依据。根据计算

分析和以往工程经验，基坑开挖影响范围一般为基坑深度的 3倍，

其中 1.2 倍基坑深度范围为主要影响区，1.2~2 倍基坑深度范围为

次要影响区，其余为一般影响区。一般情况下，应调查 3倍基坑深

度范围内的周边环境状况，环境调查工作应由建设单位委托专业单

位进行，必要时尚应结合实际需求扩大调查范围。对于建（构）筑

物，可通过资料搜集、现场查看、检测和监测等多种手段全面掌握

其现状。对于文保建筑或距离基坑较近的天然地基建筑，变形控制

严格，保护要求高，为了给支护设计提供充分依据，同时兼顾相关

责任方自我保护的需要，可以作为证据保留，避免以后的不必要的

责任纠纷，需要在基坑开挖前进行保全鉴定，对结构的安全现状做

出综合评价，需做保全鉴定的建（构）筑物应为基坑边缘以外 3倍

的基坑开挖范围内。在天津市曾有在基坑开挖前进行建筑物纠偏的

案例。对于资料不全的老旧重要地下管线，可按现行行业标准《城

市地下管线探测技术规程》CJJ 61进行必要的探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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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监测要求 

3.5.1~3.5.2  从事基坑工程监测的机构所提供的数据和结果，不

仅直接关系到基坑的质量和安全，同时涉及到监测结果的权威性，

监测单位应具有相应资质证书，对保证成果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可

靠性是必要的。在软土区域以及临近重点保护对象的区域，支护结

构如止水帷幕、支护桩、地下连续墙的施工会对周边环境产生较为

明显的不可忽略的变形影响。监测结果应及时通报相关各方，及时

分析和采取措施，以确保监测结果的时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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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土压力和水压力 

4.1 一般规定 

4.1.1  本条对土压力计算理论作出规定。如有比朗肯土压力理论

更好的方法可用，或有与实际更符合的其它理论如库伦土压力理论、

数值分析、经验分布等，则也可以采用。 

4.1.2  本条对土压力计算原则作出规定。本次修订规定对于砂性

土、粉土“应”采用水土分算的原则，黏性土宜按水土合算原则保持

不变，这与目前天津地区实际基坑工程设计中所采用的计算原则是

一致的。 

目前国内对于采用水土分算还是水土合算的问题存在争议。如

行标《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JGJ 120规定黏性土和粘质粉土可

采用水土合算、砂质粉土和砂性土等应采用水土分算的原则。上海

市地方标准《基坑工程技术标准》DG/T J08-61逐步推进水土分算

的计算原则，规定土体作用在围护结构上的侧压力宜采用水土分算

的原则计算；并在条文说明中提出，对于黏性土当无条件取得有效

抗剪强度指标时可采用总应力固结不排水强度指标按水土分算方

法进行计算；有工程经验时也可按水土合算原则计算侧压力，但必

须采用配套的抗剪强度指标和稳定性系数。 

天津地区 20m 以上土层多以粘性土为主，粉土地层（及零星

粉砂层）主要分布于上部陆相层下部、第Ⅰ海相层中下部，一般为

薄层状或砂黏互层状。考虑到地质勘察及土工试验现状，有效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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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剪强度指标取得难度大的问题普遍存在，若采用固结快剪指标按

水土分算原则计算土压力，计算结果将与目前基坑支护经验存在较

大差别。水土合算方法虽然低估了主动土压力中的水压力而高估了

被动土压力中的水压力，但恰与朗肯土压力主动土压力偏大而被动

土压力偏小的特点相抵消，与实际工程经验相吻合。因此，本次修

订仍沿用黏性土宜按水土合算原则不变。 

4.1.3~4.1.5  自然状态土体内水平有效应力，可认为与静止土压

力相等。土体侧向位移会改变其水平应力状态。最终的水平应力，

随着位移的大小和方向可呈现出两种极限状态（主动极限平衡状态

和被动极限平衡状态）之间的任何状况，支护结构处于主动极限平

衡状态时，受主动土压力作用，处于被动极限平衡状态时，受被动

土压力作用。目前天津地区设计中一般采用直剪指标。勘察报告中

提供三轴试验指标的少，且不固结不排水强度指标一般较直剪试验

指标低，尚需总结采用三轴试验指标进行计算的经验。 

4.2 静止土压力 

4.2.1~4.2.2  对于不容许位移和限制很小位移的支护结构，在设

计中要考虑承受静止土压力。静止土压力系数 K0值随土体密实度、

固结程度的增加而增加。静止土压力系数 K0宜通过试验测定。当

无试验条件时对正常固结土也可按表 6估算。 

表 6 静止土压力系数 K0 

土类 坚硬土 

硬-可塑黏性

土、粉土、砂

土 

可-软塑 

黏性土 

软塑 

黏性土 

流塑 

黏性土 

K0 0.2 0.4 0.5 0.6 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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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主动与被动土压力 

4.3.1~4.3.2  库仑土压力理论和朗肯土压力理论是工程中常用的

两种经典土压力理论，无论用库仑或朗肯理论计算土压力，理论的

假设与实际情况都有一定的出入，加以在理论中也不可能对影响土

压力大小和其分布规律的各种因素及其相互作用加以全面考虑和

概括，所以只能看作是近似的方法，与实测数据有一定差距，有时

甚至差得很大，因此，土压力理论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不断予以

完善。 

一些试验结果证明，库仑土压理论在计算主动土压力时，与

实际较为接近；在计算被动土压力时，其计算结果与实际相比，

往往偏大。朗肯理论由于没有考虑到墙背边界条件，其计算结果

与实际比较，往往其主动土压力偏大，而被动土压力偏小。本规

程建议按朗肯土压力理论计算，有利于基坑的安全。 

4.4 水压力 

4.4.1  水压力计算应按有无渗流情况采用相应的水压力分布模式。

基坑内外的地下水位处于稳态渗流状态时，宜采用流网法分析。对

于深厚均匀土层处于稳态渗流状态时，也可按水压力简化分布（图

2）图形计算。D为支护结构防渗帷幕的插入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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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水压力简化分布图 

处于地下水位以下的水压力和土压力，按有效应力原理分析

时，水压力与土压力是分开计算的，概念比较明确。但是对黏性

土有效抗剪强度指标的确定，在实际工程中往往难以解决，往往

采用总应力法计算土压力，即将水压力和土压力合算。天津市对

此积累了一定的工程实践经验。然而这种方法低估了水压力的作

用，对此必须有足够的认识，才能恰当地协调工程的安全性和经

济性。 

4.5 特殊情况下的土压力 

4.5.1~4.5.4  基坑周围一般存在临近建筑物、构筑物及施工设备

及建筑材料，这些荷载对基坑稳定和受力变形不可忽略。 

对于基坑外侧地面不规则的情况，也可将支护结构顶面以上

土层按其重度、厚度及其与支护结构的距离折算成均布或局部均

布荷载 q，再计算作用于支护结构上的附加侧向土压力。 

  

D
Δ
h

γw.Δ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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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地下水控制 

5.1 一般规定 

5.1.1~5.1.8  天津市潜水位埋深较浅，静止水位一般在地面下

1.0m~1.5m左右，一般基坑设计施工均涉及降水、止水问题。其设

计与施工方法，需根据场地及周边工程地质条件、水文地质条件等

综合分析确定。 

基坑工程地下水控制有集水明排、大口井降水、隔水、承压水

减压等方法，可根据实际地层、地下水情况采用其中一种或几种方

法。 

基坑降水可采用内降水或外降水，基坑内降水应设置隔水帷幕，

基坑外降水应保证对基坑周围建（构）筑物、地下设施、管线等周

围环境安全使用。 

天津地区较浅基坑隔水一般采用双轴水泥深层搅拌桩。双头水

泥搅拌桩施工能力较弱，一般遇较厚粉土、砂土及深度较大时施工

会比较困难，一般施工深度以考虑 18.0m以内为宜。三轴搅拌桩施

工能力较强，效果较好，一般施工深度以考虑 30.0m以内为宜。施

工深度 30m以上的可考虑地下连续墙、TRD、CSM、RJP等。 

一级基坑深度较大，受承压水影响较大，要求抽水试验资料和

具有类似工程经验的专业降水单位编制基坑降水设计施工专项方

案通过技术论证后实施，对基坑工程安全非常重要。 



 

132 

5.2 渗透稳定性验算 

5.2.1~5.2.2  基坑工程抗渗流稳定性验算主要验算支护结构底部

土体的抗渗流或抗管涌稳定性以及基坑底部土体抗承压水突涌稳

定性。根据天津地区近几年的工程经验，群桩基础或坑底加固情况

下坑底抗突涌稳定性安全系数取不小于 1.05是比较恰当的。 

在基坑底部土体抗承压水突涌稳定性计算中，承压水水位对计

算结果影响很大。根据天津地区实际情况，承压水水位有一定的历

史变化，周围工程降水对承压水位也有一定的影响。 

5.3 基坑渗漏检测 

5.3.2  基坑渗漏探测方法有电阻率成像法、同步阵列电位法等。电

阻率成像法能探测基坑三维渗漏位置的；同步阵列电位法能探测基

坑渗漏平面投影位置，结合井中充电法能确定渗漏深度。 

基坑渗漏探测应考虑场地各种干扰及影响因素，包括电干扰、

电磁干扰、振动干扰、磁性干扰、温度干扰及接地条件变化、交通

影响、人流影响及场地狭窄影响等。 

电阻率成像法的仪器设备具备以下性能： 

1）多通道、多电极、全波形电法数据采集系统； 

2）不受采集装置的限制，任意排列组合 ABMN的位置，多

道数据同时采集； 

3）采集时，可监控电流大小，以及数据的可靠性（数据受外

界影响的情况）系统状态和参数设置的监测。 

多芯电缆应具有良好的导电和绝缘性能。 

两台或两台以上仪器在同一场地工作时应进行一致性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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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测参数的均方相对误差 ε应不超过设计精度的 1/3。ε应按下面

公式计算。 

            2

1

/ 2
n

i

i=

ε= u n                    （1） 

式中： iu  ——某台仪器某次观测值与该点各观测值平均数的相对误

差（i=1，2，…，n）； 

n    ——参与校验的全部仪器在校验点上观测次数之和。 

同一地电类型的测点，电性参数设定统一。 

探测成果图中所绘各种文字符号、图形符号，应全部列入图

例，说明其代表意义；图例排序应为地球物理探测符号、地质符

号、地物符号、其它符号。 

电阻率成像法探测基坑渗漏的技术要求如下： 

1）同一地电类型的测点，电性参数设定统一； 

2）探测成果图中所绘各种文字符号、图形符号，应全部列入

图例，说明其代表意义；图例排序应为地球物理探测符号、地质

符号、地物符号、其它符号； 

3）渗漏检测管应在基坑降水井、观测井施工时同期进行埋

设； 

检测数据采集时，应记录测孔中的水位，接地位置附近的地

形、地质及干扰情况，电极检查满足检测要求，电线与电极应连

接可靠，供电电流应稳定，井中与水下测量中，宜使用稳定性较

好的不锈钢电极或铜电极，多台仪器在同一场地工作时应避免相

互干扰。 

4）同一剖面宜进行多次检测，多次检测供电电压、电极距应

与原检测一致； 

当地形起伏较大（坡度大于 15°）时,应考虑地形影响并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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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改正，数据检查应设定合理的电极的门槛值，设定合理数据质

量数，有效数据的比例不少于 75%。 

5）数据处理宜设定合理的反演参数及迭代次数，结合工程地

质、水文地质条件分析反演结果，数据解释应结合已知地球物理

条件、勘察、设计等资料； 

6）检测成果中同一断面多剖面成果展示应采用相同的比例

尺，检测结论宜提供渗漏区域的三维定位，分级表述渗漏情况。 

5.4 回灌设计 

5.4.7  当基坑抗突涌稳定安全系数不足时，可对承压水层抽水减

压或采用止水帷幕截断承压含水层。当止水帷幕没有截断拟进行抽

水减压的承压含水层时，会引起基坑外地表附加沉降，并引发危害。

因此，当基坑降水或抽水减压引起基坑外地表附加沉降，并产生危

害时，可通过基坑外回灌井来控制沉降。 

当采用常压回灌时，基坑内各含水层水位应满足基坑渗流稳定

要求和坑底抗突涌安全要求。当采用加压回灌时，孔隙压力上升后，

水会沿着薄弱面向上传递，缝隙贯通各含水层，严重时会导致回灌

井周边土体涌水，最终回灌井失效，因此，除需满足基坑渗流稳定

和抗突涌安全要求外，为控制该类破坏，还应对回灌压力进行控制。 

5.5 集水明排 

5.5.1~5.5.3  采用集水明排时，尚须根据坑外场地环境条件，考虑

在坑外采取隔水、封堵、导流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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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管井降水与减压 

5.6.1~5.6.8  天津市基坑降水疏干井一般采用管井，积累了丰富

的工程经验。井深与井距应相协调，天津地区疏干管井常用井深一

般为基坑底以下 5m~7m，井距一般为 15m~25m。采用隔水帷幕的

基坑周边井深一般不应超过隔水帷幕的深度。 

管井滤水填料一般采用 3mm~5mm 小粒石，其含量不应小于

70%。 

随着基坑深度增加，承压水问题日益突出。未采用帷幕完全隔

断的承压水层，应验算坑底抗突涌稳定性，不满足要求时设置减压

井减压。 

5.6.9  基坑外降水与承压水减压将引起基坑外水位下降，相当于

地层中增加了附加荷载，将引起土层沉降。关于水位下降引起的土

层沉降计算一般采用分层总和法和数值分析法，分层总和法计算简

便，方便应用。 

对于部分深大基坑或周边环境复杂的基坑，天津地区常采用有

限元软件对基坑降水引起的地面沉降进行模拟分析，积累了大量经

验。 

利用有限元软件模拟基坑降水引起地面沉降时，应根据必要的

水文地质测绘、钻探、试验，在查明地质、水文地质条件的基础上，

对数值模型进行识别和验证。首先是根据室内和野外试验实测的渗

透系数、释水系数、释水率及有效孔隙度输入到软件相应模块中，

再根据实测水位曲线和理论计算曲线进行拟合，对不确定（经验值）

的参数进行调参，直至实测水位曲线和理论曲线吻合较好时（水位

差小于 0.5m），调参结束。再根据实测沉降数据，调整各层的土体

骨架成分弹性储水率和骨架成分非弹性储水率，直至实测和理论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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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的沉降曲线吻合。 

在总结基坑降水的设计理论和计算方法的基础上，以完成的群

井抽水试验和基坑降水项目作为研究对象，将降水条件下地下水三

维非稳定渗流数学模型与地面沉降数学模型相耦合，对深基坑降水

各地层的水文地质参数和地面沉降参数进行反分析，以识别和验证

数学模型。在此基础上，对模型中各参数（渗透系数、释水系数、

释水率、有效孔隙度及土体骨架成分的弹性储水率和骨架成分非弹

性储水率）的取值进行了对比分析。结合天津市勘察设计院集团有

限公司、广联等单位多年工程经验和课题研究成果，总结出不同岩

性土层各参数取值的规律和原则： 

1、不同岩性土层的渗透系数取值范围如下所示。 

表 7 天津地区渗透系数经验值 

岩性 渗透系数（m/d） 岩性 渗透系数（m/d） 

淤泥质土 <0.005 粉土 1.0~3.5 

粘土 0.005~0.01 粉砂 3.5~5.0 

粉质粘土（偏粘性） 0.01~0.1 细砂 5.0~8.0 

粉质粘土（偏粉性） 0.1~1.0   

垂直渗透系数一般很难通过野外抽水试验测得，但是可以通过

对实测和计算水位值拟合反演计算出垂直渗透系数，根据反演计算

分析： 

粉性和砂性土中水平渗透系数与垂直渗透系数差别较粘性土

小，一般情况下 1.2<kH/kV<2，粘性土中一般为 2.2<kH/kV<3.5； 

上部土层（主要指海相层）水平渗透系数与垂直渗透系数的比

值一般大于下部土层，分析主要是由于上部含水层具有水平层理所

致。 

2、释水系数和释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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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释水系数一般可通过野外抽水试验求得。释水率=释水系数

/含水层厚度； 

2）在模型中，潜水含水层和承压含水层的释水系数差距较大，

主要是因为在释出（或储存）水的机理方面是很不相同的。水位下

降时潜水含水层所释出的水来自部分空隙的排水。而承压水位下降

时承压含水层所释出的水来自含水层体积的膨胀及含水介质的压

密（从而与承压含水层厚度有关）。显然，承压水位下降时承压含

水层以此种形式释出的水，远较潜水含水层水位下降时释出的为小。

承压含水层释水系数一般较潜水含水层小 1~3个数量级； 

3）对于某些土层没有野外实测释水系数时，应根据其他不同

层位总的出水量进行反演计算，直至计算值和实测值拟合效果达到

规范要求； 

4）释水系数的大小与岩性、初始地下水位埋藏深度以及地下

水位下降速率等因素有关。故在天津地区潜水释水系数相对较稳定，

而承压水释水系数变化幅度较大，应根据场地地层岩性、初始水位

及降水速率等综合确定。 

表 8 天津地区给水度和释水率经验值 

潜水含水层 承压含水层 

岩性 给水度（释水系数） 岩性 释水率（1/m） 

淤泥质土 <0.02 粘土 1.0×10-3~2.6×10-3 

粘土 0.02~0.035 粉质粘土 1.3×10-3~5.0×10-4 

粉质粘土 0.03~0.045 粉土 1.0×10-3~4.9×10-4 

粉土 0.035~0.05 粉细砂 4.9×10-4~1.0×10-4 

粉细砂 0.05~0.08   

注：同一岩性的土层，随着深度的增大，释水率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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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有效孔隙度 

考虑到天津地区以孔隙水为主，且模型对于有效孔隙度的灵敏

度较低，故有效孔隙度可用孔隙度近似表示，即 ne≈n=e/(1+e)。根

据上述项目的分析统计，天津地区有效孔隙度在 0.30~0.67之间，

具体数据可根据岩土工程勘察报告提供的孔隙比进行近似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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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放坡 

6.1 一般规定 

6.1.1  按现行国标《建筑边坡工程技术规范》GB 50330，增加了土

坡设计的坡率法内容。坡率是指控制边坡高度和坡度、无需对边坡

整体进行支护而自身稳定的一种人工放坡设计方法。坡率法是一种

比较经济、施工方便的边坡治理方法，对有条件的且地质条件不复

杂的场地宜优先用坡率法。 

6.1.3  边坡坡脚附近局部深坑的支护形式和降水对整体边坡的稳

定性影响极大。设计时应充分掌握局部深坑的位置、深度和范围，

采取有效的支护和降水措施，确保边坡稳定。对以平面分析方法确

定的边坡稳定安全系数，应适当考虑边坡空间效应的不利影响。 

6.1.4  计算边坡稳定应根据土质和工程实际情况，合理选择土的

抗剪强度指标。边坡稳定性验算，宜用十字板剪强度、无侧限抗压

强度、三轴不固结不排水剪强度指标。直剪快剪，虽然方法简便，

各单位应用也较多，但缺点也较多，最主要是试验中土样易被扰动

且不能控制排水条件，试验过程中将产生不同程度的排水固结，这

种排水固结随土的性质、仪器的型式及操作人员的习惯等因素而不

同，常使试验结果分散。但因该方法简便，工程中应用也较多，积

累了一定的经验，因此在本条中规定“有经验时也可采用直剪快剪

强度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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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边坡稳定验算 

6.2.1  放坡开挖主要进行边坡稳定性验算。天津地区地下水位较

浅，一般按考虑地下水渗流方法验算；采用水泥土搅拌桩墙等隔水

措施进行基坑内降水情况下可按无地下水情况进行验算。 

当基坑工程场地受限，或受红线限制，会出现采用天然放坡稳

定性稍差的情况，增设抗滑桩是一种经济、简便的解决方法，近些

年常在基坑工程中使用，效果良好。对抗滑桩的受力机理的研究逐

渐增多。单排水泥土搅拌桩作止水帷幕时，不建议考虑其抗滑作用。 

7 抗滑桩间距估算 

众多学者在大量滑坡防治工程实践中发现，抗滑桩间的土体会

形成类似隧硐顶和桥梁拱圈的作用机理,称为桩间土拱效应。土拱

受到滑坡推力作用后，立即将推力的大部传递（分摊）到相邻抗滑

桩上，这就是抗滑桩设计的原理和依据。土拱受到滑坡推力后，即

发生沿滑动方向的压缩滑移变形，同时将滑坡推力向两侧传递到抗

滑桩侧面上（图 3a）。制约这个变形的是土拱内土颗粒的抗剪强度。

当变形到两桩之间的平直联线时，即达到最大允许变形，或曰临界

变形（图 3b）。大于这个变形，土拱即发生破坏。土拱发生破坏时，

传递到土拱两侧的滑坡推力转向土拱中间，块体产生应力松驰，向

滑动方向发生滑移流动（图 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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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桩 

图 3  土拱变形破坏示意图 

由此得出土拱发生破坏的条件是过大的滑坡推力与土拱内部

较低的土颗粒抗剪强度耦合作用的结果。要预防土拱过大变形与破

坏，首先考虑的是准确确定最大桩间距，而桩间距过小，则会造成

工程上的浪费。根据相关文献资料，对于土质地层，根据《建筑基

坑支护技术规程》JGJ 120中对排桩的土反力计算宽度的规定，抗

滑桩的桩间距 Bp可以按下式估算： 

圆形桩   d≤1.0m时， 0.9(1.5 0.5)pB d   

       d＞1.0m时， 0.9( 1.0)pB d   

矩形桩   d≤1.0m时， 1.5 0.5pB d   

      d＞1.0m时， 1.0pB d   

8 抗滑桩桩身受力分析 

目前，实际工程中应用抗滑桩时，仅考虑了抗滑桩对边坡整体

稳定性的影响，并未考虑抗滑桩自身的受力情况，因此抗滑桩仅按

构造要求进行桩身配筋，这种设计方法缺乏可靠的理论依据，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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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隐患。结合天津滨海软土地区典型土层的一层地下车库基坑

（深 6.0m左右）工程，对抗滑桩桩身受力情况进行分析，得出了

抗滑桩桩身受力的大致规律。 

基坑开挖深度选为 6.0m，采用两级放坡，第一级坡高 3.0m，

坡体坡度系数为 1.5，台宽 1.5m；第二级坡高 3.0m，坡度系数 1.5。

抗滑桩采用 Φ600@1500钻孔灌注桩，有效桩长为 12.0m，桩顶位

于放坡平台位置处。采用天津地区的典型土层条件，土层参数如表

9所示： 

表 9  模型土层参数表 

层号 
土层 

名称 

厚度 
m 

ω 

（%） 

γ  

（kN/m3） 
e IP IL 

c 

（kPa） 
（） 

Es 

（MPa） 

①2 素填土 3.2 26.8 19.2 0.797 16.0 0.45 8.0 6.0 2.2 

③ 淤粘 1.7 48.4 17.2 1.359 20.6 1.19 11.5 4.5 2.45 

⑥1 粉粘 3.2 28.5 19.2 0.822 11.1 0.86 11.5 10.8 8.72 

⑥2 淤粘 3.4 37.2 18.2 1.086 16.6 1.03 15.1 4.5 3.55 

⑥3 粉粘 3.0 26.3 19.2 0.787 12.5 0.72 13.5 16.7 6.22 

⑦ 粉粘 3.2 21.6 19.3 0.621 11.5 0.45 21.5 15.7 7.03 

⑧ 粉粘 4.8 25.9 19.7 0.742 14.1 0.54 12.5 16.4 5.96 

注：表中 c，值均为标准值，其余指标均为平均值。 

有限元数值计算中土体采用硬化模型（Hardending Soil model），

混凝土结构采用弹性模型，考虑土体和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计算

模型模拟了初始地应力场、临近地面荷载对地应力场的影响、围护

结构的施工等影响因素，对抗滑桩的内力进行计算分析。有限元模

型及计算结果图 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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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a）有限元模型图 

 

图 4（b）开挖至坑底位置处基坑总位移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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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c）土体破坏模式图 

 

图 4（d）  开挖至坑底位置处抗滑桩弯矩图 

根 据 以 上 计 算 结 果 ， 单 根 抗 滑 桩 最 大 弯 矩 为

172.48×1.5=258.7kN·m，经计算抗滑桩截面配筋为 10Φ20。而按照

构造要求截面配筋为 8Φ16，桩身受弯承载力小于桩身所受弯矩，



 

145 

存在安全隐患。因此在抗滑桩设计中，应采用相关软件进行内力计

算，以确保基坑安全。 

9 强度折减法在抗滑桩设计中的应用 

为研究抗滑桩在边坡稳定中的作用，本次采用瑞典圆弧法及强

度折减法对同一模型进行计算，并对计算结果进行比较。基坑深度

6.0m，采用两级放坡，第一级坡高 3.0m，台宽 1.5m；第二级坡高

3.0m，坡度系数分别取为 1:1.1、1:1.2、1:1.3、1:1.4、1:1.5。抗滑桩

采用 600mm桩径的钻孔灌注桩，根据理论公式进行估算，并结合

天津地区工程经验，抗滑桩间距取为 1.2m，有效桩长为 12.0m，土

层力学参数如表 10所示： 

表 10 模型土层参数 

土层 
厚度 

（m） 

γ  

（kN/m3） 

c 

（kPa） 

 

（） 

Es 

（MPa） 

淤泥质土 10 18.0 8.0 9.0 2.0 

粘土 15 19.0 15.0 20.0 5.0 

经计算，不同计算方法得到的结果如表 11所示： 

表 11 安全系数对比表 

坡度系数 1:1.1 1:1.2 1:1.3 1:1.4 1:1.5 

整体稳定性安全系数 

瑞典圆弧法 

纯放坡 
0.789 0.820 0.841 0.863 0.884 

强度折减法 

纯放坡 
0.870 0.918 0.929 0.953 0.977 

强度折减法 

抗滑桩 
1.345 1.371 1.379 1.421 1.461 

桩身最大弯矩（kN*m） 373.73 348.78 337.30 314.21 292.6 

由于目前抗滑桩设计时，采用瑞典圆弧法进行计算的常规设计

软件无法得到抗滑桩的内力，因此必须借助有限元手段进行分析，

有限元软件采用强度折减法。而现行规范中没有对强度折减法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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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坡体稳定性系数做一个明确的规定。本次对同一模型采用两种方

法进行计算，以得出两种方法计算结果的关系，为采用强度折减法

计算需达到的整体稳定系数提供标准。 

表 12 不同方法计算结果对比表 

坡度系数 1:1.1 1:1.2 1:1.3 1:1.4 1:1.5 

纯放坡整体稳定性 

安全系数 

瑞典圆弧法 0.789 0.820 0.841 0.863 0.884 

强度折减法 0.870 0.918 0.929 0.953 0.977 

较瑞典圆弧法相差百分比 10.3 11.9 10.5 10.4 10.5 

根据以上分析结果，强度折减法计算结果相较瑞典圆弧法计算

结果略大 10%，若瑞典圆弧法整体稳定性安全系数要求满足 1.2，

则采用强度折减法计算得到的边坡整体稳定系数应不小于

1.2×1.1=1.32。 

总而言之，抗滑桩的桩间距不宜大于理论公式估算值，以充分

发挥桩间土的土拱效应，防止桩间土失稳。抗滑桩的布置大大增强

了边坡的整体稳定性，桩身亦受到了可能远大于构造配筋所提供的

承载力，并且坡度系数对抗滑桩的受力状态及受力大小影响较大，

因此，在工程设计中，根据土质情况，应尽量放缓边坡坡度，以防

坡体失稳导致抗滑桩处于临近悬臂的支护状态，同时也能尽量减少

抗滑桩所受的内力。采用强度折减法计算布置抗滑桩的坡体整体稳

定性时，其整体稳定性安全系数不宜小于 1.3。 

6.3 构造 

6.3.1 坡顶设截水台，主要是防止雨水倒灌基坑。天津地区的土层

地质条件较差，放坡开挖的基坑边坡留置时间较长时，均应采取护



 

147 

坡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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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土钉墙及复合土钉墙 

7.1 一般规定 

7.1.3  对于常规的加筋水泥土桩锚，采用高压旋喷工艺施工，直径

300mm~500mm，以钢筋、钢绞线为加筋体，并施加预应力，垂直

向的称之为加筋水泥土桩体，斜向的称之为加筋水泥土锚体。在实

际工程应用中，也有加筋水泥土锚体，不施加预应力， 锁定前不

张拉，且全程高压旋喷注浆，不设自由端，其作用相当于常规土钉，

鉴于其直径相对较大，可称之为大直径土钉。  

7.1.7  当放坡开挖不能满足基坑稳定性与变形要求时，可考虑采

用土钉墙支护开挖。土钉墙支护近年来在天津市有一定的应用，但

相对较少，软土地区实施前应进行土钉工艺试验及试开挖准备工作。

当采用土钉墙不能满足基坑稳定性与变形要求时可进一步考虑采

用复合土钉墙支护，如图 5所示，复合土钉墙主要有以下两种形式。 

 
图 5（a）普通复合土钉墙 

h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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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b）刚性桩复合土钉墙 

1-土钉；2-预应力锚杆；3-喷射混凝土面层；4-插芯水泥土桩、微型桩等 

图 5 复合土钉墙 

7.2 设计计算 

7.2.1  当基坑面以下存在软弱下卧土层时，整体稳定性验算滑动

面中应包括由圆弧与软弱土层组成的复合滑动面；对于复合土钉墙，

组合形式比较多，在进行圆弧滑动稳定分析计算时，不同支护措施

由于变形不能协调，提供的抗滑力矩不能够同时发挥到极限，实际

组合作用比较复杂。实际计算时，应结合当地工程经验合理确定折

减系数，当无可靠经验时，可将组合支护措施仅作为安全储备，不

参与定量计算分析。 

7.2.2  当以该公式或单钉试验确定土钉抗拔力时，应考虑群钉效

应。 

7.2.1~7.2.5  土钉墙设计计算主要包括整体稳定性及土钉抗拔承

载力计算，通常采用数值分析方法进行变形估算。 

h
l d

1

2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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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构造 

7.3.4  在天津市武清区、广西北海市、江苏省张家港市及安徽省芜

湖市等多个项目中应用了加筋水泥土桩锚工艺施作的大直径土钉

复合土钉墙基坑支护形式，其中广西北海项目紧邻北部湾，基坑深

度范围内主要为粉土粉砂夹淤泥质土层，江苏省张家港市及安徽省

芜湖市项目位于长江阶地，基坑深度范围内分布有深厚淤泥质土层，

土层含水量高，力学性能差。项目基坑采用大直径土钉，其竖向围

护结构体为双轴或三轴水泥土搅拌桩内插直径 50mm或 100mm钢

管、20#工字钢或直径 200mm微型钢筋笼等劲性材料，基坑总最大

深度约 12.0m，其中复合土钉墙垂直支护高度 4.5m~6.5m。土钉成

孔直径 300~500mm，采用高压旋喷工艺施工，加筋材料采用钢绞

线，土钉水平间距 1.5m~2.0m，竖向间距 1.5m~2.5m，土钉与水平

面的夹角采用 15°~35°。钢绞线之间采用槽钢或工字钢组合成的围

檩进行连接，提高整体性。大直径土钉在多个项目中得到成功应用。 

7.3.5  土钉墙构造要求非常关键，要注意土钉墙的坡度及土钉的

布置、土钉构造、土钉墙混凝土面层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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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水泥土重力式挡墙 

8.1 一般规定 

8.1.1  水泥土重力式挡墙是目前应用较多的一种重力式挡墙形式，

可采用双轴搅拌桩或三轴搅拌桩。一般适用于较浅基坑，在天津市

区（非软土地区）一般不大于 6.0m，滨海软土地区一般不大于 4.0m。

为保证水泥土挡墙形成连续的挡土结构，桩与桩宜搭接不少于

200mm。为保证形成复合体，格栅结构的格子不宜过大。为保证水

泥土的质量，水泥强度等级不宜过低，水泥土无侧限轴心抗压强度

试验指标一般不宜小于 0.8MPa，同时应强调在水泥土强度达到设

计要求时方可开挖。 

8.1.2  水泥在有机质含量大于 5%的土层中，有可能不凝固或者发

生后期崩解。因此，必须进行现场和室内试验确定其适用性。 

土水的腐蚀性对水泥土的强度影响较大。天津市勘察设计院集

团有限公司曾专门进行过研究，针对滨海新区某工程水泥搅拌桩试

验水泥土配合比试验工作。场地原为塘沽盐场盐池，分布有深厚的

淤泥和淤泥质粉质粘土，平均厚度大于 10m，地下水对混凝土结构

具有强腐蚀性。试验水泥采用 42.5 级普通硅酸盐水泥（简称普硅

水泥）、42.5级高抗硫酸盐水泥两种。试验结果如下： 

1）在自来水养护条件下，随着普硅水泥掺量从 15%上升至 25%，

水泥土试件的强度随水泥掺量的增加而增加；且随着龄期增长强度

均有大幅度提高。 

2）在现场水养护条件下，采用普硅水泥配制的水泥土试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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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护至 90d 时试件因腐蚀破坏，最终使水泥土胀裂而失去抗压能

力。 

3）采用普硅水泥掺入粉煤灰并不能提高本工程水泥土在现场

水养护条件下的抗压强度；相反，由于粉煤灰掺入后，水泥土试块

的强度发展变慢，加快了水中腐蚀离子对水泥土的腐蚀。 

4）采用高抗硫酸盐水泥配制水泥土强度随着水泥掺量的增加

而增加。 

5）采用高抗硫酸盐水泥配制水泥土抗腐蚀性能较为明显。通

过以上实验结论可以看出，在强腐蚀环境中，不宜采用水泥土重力

式挡墙，除非通过试验确定有效的抗腐蚀性措施。 

在深厚软黏土地区，由于土质粘性较大，导致水泥难以搅拌均

匀，也会影响水泥土桩质量，此类地区采用水泥土重力式挡墙应慎

重。 

8.1.3  有可靠经验时，也可采用强度等级不低于 32.5 级矿渣硅酸

盐水泥。如采用三轴水泥土搅拌桩挡墙，水泥掺入比宜取 20%~22%。

计算水泥掺入量时，土的重度应根据岩土工程勘察报告取值。为提

高水泥土无侧限抗压强度，可提高水泥掺量或添加外加剂。 

外加剂有三乙醇胺、木质素磺酸钙、碳酸钙、氯化钙等。三乙

醇胺为早强剂，掺入量一般为水泥重量的 0.05%；木质素磺酸钙为

减水剂，掺入量一般为水泥重量的 0.2%。三乙醇胺和木质素磺酸

钙还具有处理有机质与细颗粒的作用。 

8.2 设计计算 

8.2.1  初定尺寸是根据天津地区工程经验确定，实际尺寸应结合

理论计算确定。 

8.2.2  水泥土重力式挡墙各项稳定性安全系数是综合我国几种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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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的数据，结合天津市的工程经验确定的。 

8.2.3  式中 csf 为水泥土开挖龄期时的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kPa），

应根据现场试验或工程经验确定。现场试验可根据设计要求的施工

工艺、水泥掺量、水灰比、外掺剂等进行现场试成桩，搅拌桩刚搅

拌完成、处于流动状态时，及时沿桩长范围进行取样，采用现场地

下水室内浸水养护办法，取得相对于开挖龄期（不少于 28天）试

块的无侧限轴心抗压强度平均值。开挖前现场抽芯试验，是受人为

因素影响较大，取得的轴心抗压强度值一般偏低，难以满足设计要

求。 

8.3 构造 

8.3.1  水泥土重力式挡墙前墙厚度不宜少于两排搅拌桩且不小于

1.2m，前墙搅拌桩如果仅是一排，实际工程中经常会在第一、二排

桩之间出现开裂现象，造成局部墙体倒塌。 

8.3.2  在水泥土挡墙顶面设置钢筋混凝土面板，有利于加强挡墙

的整体性，减少变形，并可防止地表水渗入水泥土格栅。水泥土搅

拌桩施工时需要开挖导槽，基坑开挖时导槽内水泥浆液已经硬化，

在一定程度上也能起到压顶板的作用，因此，在天津非软土区域，

周边环境条件较好时也有较多不做压顶板的成功案例。 

8.3.3  当需要增强墙体的抗拉性能并提高挡墙抗变形能力时，前

墙或后墙宜在格栅墙处插入钢板桩、预制桩、钻孔灌注桩等加强构

件，构件上端应锚入压顶板。挡墙内插刚性芯体截面抵抗矩可按组

合截面的惯性矩的方法进行计算。近年来，天津市水泥土重力式挡

墙设计越来越多的在前墙或后墙、格栅之间设置钢板桩、预应力管

桩以及钻孔灌注桩等刚性桩体，尤其是软土地区，克服了纯水泥土

重力式挡墙的缺点，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其作用一是提高了重力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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挡墙的抗弯能力，尤其是抗拉强度；二是减少了挡墙的厚度，和刚

性桩的结合使用，达到了既安全又经济的目的；三是提高了挡墙韧

性和抗变形能力，在挡墙出现变形过大时不至于突然折断倒塌，为

抢险留出比较充裕的时间。 

挡墙内插刚性芯体： 

 

图 6 挡墙内插刚性芯体 截面抵抗矩计算示意图 

形心线到中心线距离计算：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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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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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式中： 0y  ——墙截面形心线到中心线的距离（m）； 

0A  ——单位长度上水泥土墙的面积（m2）; 

1A  ——单位长度上排桩的换算面积（m2）; 

1y  ——桩圆心到水泥土墙中心的距离（m）; 

t

d

y 1

d

y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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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E  ——水泥土墙的弹性模量（MPa）; 

1E  ——桩的弹性模量（MPa）; 

d ——桩的直径（m）； 

t ——桩间距（m）； 

b ——水泥土墙的厚度（m）。 

组合截面的惯性矩：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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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1 0 1

012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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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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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桩墙支护结构 

9.1 一般规定 

9.1.1  桩墙支护结构包括桩式支护结构和墙式支护结构。支护桩

墙一般采用钻孔灌注桩、预制混凝土桩、钢板桩、型钢水泥土搅拌

桩墙和地下连续墙等。对钢筋混凝土桩墙，通常按受弯构件进行计

算，必要时，也可考虑按偏心受压构件进行计算。对矩形截面和沿

截面周边均匀配置纵向钢筋的圆形截面构件，其正截面和斜截面承

载力均可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 进行

设计。 

9.1.3  止水帷幕施工工艺的选择应结合基坑开挖深度、周边环境

的重要性、止水帷幕深度、地质条件等因素综合确定。基坑较浅、

止水帷幕深度较小、周边环境保护要求一般、地层以微透水或不透

水的粘性土为主时，可选择双轴水泥土搅拌桩施工工艺；基坑深度

不超过地下二层、止水帷幕深度较深、周边环境保护要求较高、地

层以弱透水、密实度为中密状态的粉土粉砂层为主时，可选择三轴

水泥土搅拌桩施工工艺；基坑深度超过地下两层，帷幕深度大，粉

土粉砂层厚度大、连续分布且密实度为密实状态时，可采用 TRD

或 CSM等厚度水泥土地下连续墙施工工艺。 



 

157 

9.2 设计计算 

9.2.1~9.2.5  基坑稳定问题直接与支护结构体系的变形稳定以及

基坑的工程地质、水文地质条件有关。基坑失稳的形态和原因是多

种多样的，由于设计上的过错、漏项或施工不慎，均可造成基坑失

稳。 

基坑失稳可分为两种主要的形态：（1）因基坑土体的强度不足、

地下水渗流作用而造成基坑失稳，包括基坑内外侧土体整体滑动失

稳；基坑底土因承载力不足而隆起；地层因承压水作用、管涌、渗

漏等等导致基坑工程破坏。基坑设计时必须满足支护桩稳定入土深

度、基坑底土隆起稳定性、基坑底土渗流稳定性、基坑边坡整体稳

定性等四个方面要求。（2）因支护结构（包括桩、墙、支撑系统等）

的强度、刚度或稳定性不足引起支护结构系统破坏而造成基坑倒坍、

破坏，需要设计时对各项进行验算。 

9.2.6  对于拉锚式桩墙支护结构，当拉锚体系与土的相互作用超

出了土体的承载能力，从而在支护结构底部向其拉结方向形成一条

深层破裂面，其破裂面为折线形，与圆弧面相差较大，特别是当锚

固段在支护桩墙底部以上的情况容易发生，如图 7所示。 

 

图 7 拉锚式桩墙支护体系折线形滑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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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7  基坑支护设计中，支撑式支护结构需要满足以最下层支点

为轴心的圆弧滑动稳定性要求，一般通过增加支护结构的嵌固深度

满足其稳定性。然而，对于管道沟槽等狭长型基坑，由于基坑的宽

度通常只有 1.4m~5.0m，空间效应明显，两侧较近的土体相互增加

了彼此的被动土压力，增加了支护两侧的抗滑力，使得两侧土体的

滑弧相互截断，进而保证了管沟的稳定性。因此，不宜仍采用传统

的半无限土体的单元计算模型进行稳定性计算。 

内撑式桩墙支护结构进行抗倾覆稳定性计算时，宜考虑基坑宽

度对抗倾稳定性的影响。基坑宽度可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为窄基

坑，破裂角小于土体内摩擦角，被动区破坏楔体基本可实现自身稳

定；第二类为一般宽度基坑，基坑被动区土体破坏时，侧墙体对破

坏楔体产生约束作用，基坑宽度越小，抗倾覆稳定性越好。第三类

为宽基坑，基坑宽度不再对抗倾覆稳定性产生有利影响。 

 

1-最后一道支撑；2-窄基坑；3-一般宽度基坑；4-宽基坑 

图 8 基坑宽度分类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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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坑宽度对嵌固深度影响较大，天津市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

司曾专门进行过相关研究。天津临港经济区某管道沟槽基坑深度约

7.0m，宽度 4.0m。该项目场地表层为 6m厚冲填土，其下为 9m厚

淤泥质土，含水量均在 45%左右。按照常规启明星计算软件输出结

果，定长 12.0m 钢板桩无法满足基坑稳定性验算，需采用 18m 桩

长的钢板桩，即嵌固长度穿过淤泥质土层才可满足规范中对稳定性

要求。 

采用有限元软件进行模拟后，验证基坑宽度对基坑稳定性的影

响较大，基坑浅部卸荷 3.0m，桩顶设置一道钢支撑，采用定长 12.0m

钢板桩作支护桩，桩端置于淤泥质土层中，该项目后期开挖效果良

好，并成功将类似经验应用于地质条件相近的狭长基坑工程中，施

工效果良好。 

狭长型的基坑支护稳定性验算宜采用考虑基坑宽度影响因素

的有限元方法进行分析。 

9.2.10  桩墙支护结构的内力与变形计算是比较复杂的问题，合理

的计算模式应是考虑支护结构―土―支点三者共同作用的空间分

析。为便于计算，采用分段平面问题计算，分段长度可根据具体结

构及土质条件确定，排桩计算宽度取桩中心距，地下连续墙由于其

连续性可取单位宽度。 

支护结构分析应按工况计算，考虑开挖的不同阶段及地下结构

施工过程中对已有支撑条件拆除与新的支撑条件交替受力情况进

行。 

目前我国支护结构设计中常用的方法可分为弹性支点方法与

极限平衡法，工程实践证明，当嵌固深度合理时，用弹性支点方法

确定支护结构内力及变形较为合理。 

在拉锚式桩墙支护结构设计中，考虑到刚度变化，对于支护结

构而言按平面问题计算不尽合理，只有当支护结构周边条件完全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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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支撑体系才可简化为平面问题条件，按平面问题计算；而对于

锚杆支点而言，由于锚杆腰梁间基本上不存在相互影响，假定为平

面问题比较合理。因此，考虑刚度的冠梁或支撑结构体系与支护结

构的共同作用结果应是采用空间协同作用分析方法，所谓的分段平

面问题实际上是将空间分析计算出的内力结果分段合并处理。 

9.3 排桩、地下连续墙支护结构 

9.3.1  钢桩可采用工字钢、拉森板桩、H型钢等；预制桩可采用预

应力矩形桩或方桩、预应力管桩等；水泥土搅拌桩墙可采用三轴水

泥土搅拌桩、渠式切割水泥土搅拌墙（TRD）、铣削深搅水泥土搅

拌墙（CSM），劲芯水泥土搅拌桩墙的芯材可采用 H 型钢、钢管、

钢筋混凝土预制构件等劲性构件。 

9.3.9  当地下连续墙同时兼做止水帷幕时，地下连续墙接缝位置

存在渗漏风险。可在基坑开挖前做渗漏检测，在渗漏位置根据场地

条件采用品字形三重管管高压旋喷桩或采用弧形 RJP、MJS等工艺

进行封堵；地连墙长度满足受力及止水要求，加长仅做止水要求地

连墙段配筋满足构造配筋即可。 

9.4 型钢水泥土搅拌墙支护结构 

9.4.1  型钢水泥土搅拌墙中三轴水泥土搅拌桩直径通常为 650mm、

850mm 二种。内插型钢截面宜按如下尺寸取用：1 搅拌桩直径为

650mm时，内插型钢常用截面有 H500×300、H500×200；2搅拌桩

直径为 850mm时，内插型钢常用截面有 H700×300。深度一般不超

过 3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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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10 多年来，天津引进了等厚度水泥土连续墙，包括渠式切

割（TRD）和铣削（CSM）两种成墙技术。等厚度水泥土连续墙可

用作截水帷幕，当插入芯材时，可结合内支撑或锚杆等用于支护结

构。芯材考虑钢构件、钢筋混凝土预制构件，通常为 H型钢。 

TRD 墙体厚度宜取 550mm~850mm，常用厚度宜取 550mm、

700mm、850mm，墙深不宜大于 50m。当墙体厚度为 700mm 时，

内插 H 型钢截面宜采用 H500×300、H500×200；当墙体厚度为

850mm时，内插 H型钢截面宜采用 H700×300。 

CSM墙厚宜取 700mm~1200mm，一般为 50mm的模数，单幅

墙体长度宜取 2.8m。导杆式设备成墙深度不宜大于 60m；悬吊式

设备成墙深度不宜大于 80m。内插 H 型钢截面宜采用 H700×300。 

目前型钢水泥土搅拌墙已在上海、天津、武汉、南昌、苏州、

福州等众多城市成功应用，取得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 

型钢水泥土搅拌墙的选型与设计应充分考虑到经济合理和方

便施工，以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对于深大基坑，除考虑技术因素

外，还要考虑工期、后期拔出条件等施工因素。型钢如不能回收，

工程造价将显著增加，这种支护形式的经济性将明显下降。在强度

高、中密~密实的砂性土层，搅拌形成的水泥土强度高，当型钢插

入较深时，起拔难度加大，曾有工程在起拔过程出现型钢断裂而导

致回收失败的案例。对于深大基坑，型钢的租赁时间相应较长，设

计时应考虑这一因素。 

9.4.2  型钢水泥土搅拌桩墙的设计是与支撑体系的设计密切相关

的。一般水泥土与型钢之间有一定粘结强度，能保证其共同工作，

因此可近似墙式支护结构考虑。工程经验表明，一般情况下型钢水

泥土搅拌墙设计主要是由周边环境条件并结合基坑开挖深度所确

定的容许变形值所控制的。当基坑周边环境对地下水位变化较为敏

感，或搅拌桩桩墙身范围内大部分为砂（粉）性土等透水性较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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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时，若实际变形较大，搅拌桩桩身易产生裂缝、造成渗漏、后果

是比较严重的，这种情况时型钢水泥土搅拌桩墙支护结构的计算变

形控制应进一步从严。 

9.4.3  水泥搅拌桩的桩身强度应满足设计要求。水泥一般采用普

通硅酸盐水泥，强度等级不低于 42.5级，水泥掺入比不小于 20%，

水灰比 1.5~2.0，在型钢依靠自重和必要的辅助设备可插入到位的

前提下应取下限。搅拌桩 28 天无侧限抗压强度标准值不宜小于

0.8MPa。在特别软弱的淤泥和淤泥质土中，由于桩身强度往往较低，

搅拌桩水泥掺量应适当提高，具体的掺入比可在试成桩时综合确定，

保证搅拌桩的桩身强度满足设计要求。根据工程习惯，搅拌桩水泥

土的强度一般以龄期 28 天的无侧限抗压强度为标准。近几年，尽

管用型钢水泥土搅拌墙的基坑围护工程数量已较多，但搅拌桩的现

场实际的强度实测资料还相当少。有工程实际测试资料显示，龄期

28 天的无侧限抗压强度达到 1.0MPa~1.2MPa，但也有测试数据显

示，龄期 28天的无侧限抗压强度 qu仅在 0.4MPa~0.8MPa。 

实际上，搅拌桩的强度值与强度测试方法有关。根据现场被加

固土样和施工实际使用的水泥、拌合水进行的室内试验，得出的强

度数值都较高，但其测试数值难以反映在地下经过现场搅拌成型的

搅拌桩实际强度。 

在搅拌桩达到龄期后，通过钻取桩芯(如用 ф110 钻头)，连续

钻取全长范围内的桩芯，对试块进行无侧限抗压强度试验，一般被

认为是比较可靠的试验方法。但由于钻取桩芯一般采用水冲法成孔，

取芯过程中易对试样产生影响。而且取芯完成后．对试样的处置方

式，对试验结果也有影响，如取芯试样暴露在空气中的时间长短及

风吹后试样水分的流失等。 

搅拌桩完成后几天内进行现场原位测试(如静力触探)，是一种

较方便和直接的测试方法，但需要建立现场原位测试结果与实际强

度的对应关系，以及实际强度与养护时间的相关关系。这方面需要



 

163 

积累资料。 

本规程有关施工和质量检查与验收的条文中提出了宜在型钢

水泥土搅拌桩的搅拌桩刚搅拌完成、处于流动状态时，及时沿桩长

范围进行取样，采用浸水养护办法，取得强度试验值。 

本规程 2010 版规定型钢水泥土搅拌桩龄期 28 天的无侧限抗

压强度不宜小于 1.0MPa。大量工程实际测试资料显示，部分地区

或土层实测强度往往小于 1.0MPa，开挖效果并未受到影响。因此，

本次修订将水泥土搅拌桩龄期 28天的无侧限抗压强度改为不宜小

于 0.8MPa。 

搅拌桩实际的桩身强度需要有关各方积极摸索，寻求有效和实

际可行的试验和原位测试的方法。这对于推广并规范型钢水泥土搅

拌桩这一围护形式具有重要意义。 

型钢水泥土搅拌墙可兼作止水帷幕，其抗渗性能应满足墙体自

防渗要求，水泥土搅拌桩墙入土深度，应满足基坑抗渗流和抗管涌

稳定性的要求，用于阻隔或截断承压水时，应结合承压水减压措施，

使坑底土体的抗突涌稳定性满足要求。 

9.4.6  型钢水泥土搅拌墙一般都考虑在地下结构施工完成后拔除

型钢。型钢的重复利用在节省工程造价、环境资源的重复利用上都

有积极的意义。型钢拔除时，对周边环境有一定影响。当环境条件

对变形要求较高时，应采用跟踪注浆、跳孔拔除等具体措施，减少

型钢拔除对环境的不利影响。而且型钢拔除前，水泥土搅拌墙与地

下室外墙间应回填密实，如采用黄砂、泡沫混凝土回填等，避免型

钢拔除后围护体在侧向水土压力作用下发生较大变形。 

9.4.7  在型钢水泥土搅拌墙中，内插型钢与搅拌桩之间粘结强度

的研究还很不充分，因此对这二者之间的共同作用还难以明确。在

型钢表面使用减摩隔离剂对型钢的拔除是有利的，但对于型钢和搅

拌桩之间的粘结有不利的影响。这种粘结是很难与钢筋混凝土中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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筋和混凝土的粘结相提并论的。通常我们认为：搅拌墙的作用主要

在于抗渗止水，除此以外的基坑各项稳定性和桩体内力、位移的计

算均只考虑型钢的作用。 

日本材料协会曾做过 H 型钢与搅拌墙共同作用的试验研究，

试验结果证明同样的荷载水平下，搅拌墙与型钢结合体的挠度要比

H型钢的挠度小一些，抗弯刚度提高约 20%。但从实际工程的监测

数据看，型钢水泥土搅拌墙实际发生的变形比计算值偏大，组合体

实际的刚度提高程度与试验数据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条文中规

定在设计计算中一般仅考虑由型钢单独承受作用在桩体上的水土

压力。搅拌墙对桩体刚度的提高作用作为一种安全储备。 

9.4.8  考虑到型钢水泥土搅拌墙为临时结构，支护结构的强度一

般均能满足要求，本规程在对型钢水泥土搅拌墙中的型钢进行截面

承载力验算时，支护结构侧向水土压力采用标准值进行计算，将计

算得到型钢的弯距和剪力标准值乘以 1.25 变为内力设计值，再进

行型钢的抗弯强度和抗剪强度的验算。 

9.4.9  搅拌桩的局部抗剪在当基坑开挖深度较大、内插型钢的间

距较大、紧贴坑边有较重的超载（如建筑物、高填土等）时，这一

问题是不容忽视的。基坑外侧水土压力作用下，型钢水泥土搅拌墙

的素水泥土段需要承担局部剪应力，应进行型钢边缘之间素水泥土

段的错动受剪承载力和受剪截面面积最小的最薄弱面受剪承载力

验算。根据型钢间水泥土抗剪破坏模式，最大剪应力出现在坑外水

泥土压力最大的区域，一般位于开挖面位置。在大多数工程中的局

部受剪承载力验算时，型钢与水泥土之间的错动受剪承载力作为控

制指标，水泥土最薄弱面受剪承载力验算作为校核。在进行型钢与

水泥土间错动受剪承载力计算时，de1应取迎坑面型钢边缘至迎土

面水泥土搅拌桩边缘的距离，基坑开挖过程中为避免迎坑面水泥土

掉落伤人，多将型钢外侧的水泥土剥落。 

对水泥土抗剪强度标准值
2τ 与 28d无侧限抗压强度

uq 换算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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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原冶金部建筑研究总院 SMW工法研究组的研究成果如下：

当垂直压应力
0σ =0和

uq =1MPa~5MPa时，水泥土的抗剪强度
cτ =

（0.3~0.45）
uq ，当 0σ 较小时， 2c uτ q ；当

0σ 较大时，

2c uτ q 。而日本标准根据试验得到的抗剪强度和单轴抗压强度

的关系，当
uq >3MPa时，抗剪强度

cτ > 3uq 。当抗压强度
uq

<3MPa时，抗剪强度
cτ 可一律取为 3uq 。 

虽然目前工程中搅拌桩的取芯强度普遍不高，但从实际应用情

况来看，工程均可以安全实施，并未因为局部抗剪不足而发生破

坏。综合以上国内外的研究成果以及型钢水泥土搅拌墙技术的实

际应用情况，水泥土抗剪强度标准值
cτ 取 3uq 是合理的。与行业

标准《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JGJ 120中对于支护结构的设计安

全水准的相关规定相统一，在确保总安全系数为 2的前提下，进

行水泥土的抗剪计算时考虑 1.6的材料抗力分项系数以及 1.25的

荷载分项系数。 

9.4.11  铣削水泥土搅拌墙施工，可采用顺槽式施工或跳槽式施工

两种方式。 

 

图 9（a） 顺槽式施工示意图 

 

图 9（b） 跳槽式施工示意图 

渠式切割水泥土连续墙施工，通常采用一步和三步施工法。一

步施工法，就是通过切割、搅拌、混合，主机一步完成施工的施工

方法，该方法在主机切割、搅拌土体的过程中同时注入切割液和固

1 2 3

1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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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液；三步施工法，就是通过切割、搅拌、混合，主机经往、返、

往三步完成施工的施工方法。第一步横向前行时注入切割液切割，

一定距离后反向回行（第二步），然后主机正向回位（第三步），同

时链状道具底端注入固化液，使切割土与固化液混合搅拌。 

9.5 双排桩支护结构 

9.5.3  迎坑面前排桩间距较大时，应采取挂钢筋网喷射混凝土等

形式，防止桩间土脱落。粘性的土层宜选择前后对齐矩形布置，砂

性大的粉质粘土以及粉土、砂土等地层宜选择前密后疏形式布置。

对于预制混凝土桩、工字钢桩等桩型，应注意前后桩顶的连梁设计，

应采取刚性节点连接形式，必要时设置钢筋混凝土顶盖板。 

9.5.8  基坑深度较大，采用双排桩可解决单排桩抗弯刚度不足。在

深度不大，不便加撑或加撑不经济时，采用双排桩。双排桩一般可

不加支撑，控制变形能力较单排桩强，方便开挖施工，在天津地区

大量基坑工程中应用，效果良好。双排桩内力计算也有多种方法，

以弹性抗力法理论依据较充分，应用较多。 

当基坑深度较深时，即便是双排桩桩端嵌固于较好土层中，单

纯的靠双排桩自身的刚度很难控制基坑的变形，因此在实际工程的

应用中受到了诸多限制。针对基坑较深时双排桩变形较大的问题，

可以采取以下两种方法减少双排桩的变形。 

方法一、加固双排桩桩间土 

基坑开挖深度为 8.0m，双排桩的有效桩长为 20.0m，嵌固深度

为 12.0m，排间距为 2400mm，桩间距为 1500mm，桩径均为 800mm。

基坑外超载取值为 10kPa，模型内土层分为两层：上部为淤泥质粉

质粘土层，厚度 H=10m，c=10kpa，φ=10°，γ=18kN/m3；下部为粉

质粘土层，厚度 H=20m，c=15kpa，φ=25°，γ=20kN/m3。土体本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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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二维模型中采用 Hardening-Soil 模型[30]，三维模型中采用

Drucker-Prager模型。 

 

图 10 水平位移对比图 

从上述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由于双排桩桩间土的加固作用，

双排桩桩顶水平位移为 7cm左右，相对于纯双排桩情况下的 10cm，

减少了近 30%。说明通过一定的施工工艺使双排桩桩间土硬化，并

使其与双排桩共同作用，那么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双排桩的水

平位移及整个基坑的变形，进而可进一步拓展双排桩的应用范围。 

方法二、双排桩结合拉锚 

通过双排桩结合一道大间距、大角度拉锚（防止拉锚出红线），

并进行了有限元模拟分析。基本计算条件同方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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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水平位移对比图 

拉锚作用于前排桩间冠梁上，与地面的夹角大于 60°，拉锚的

水平距离约为 7.0m，锚的长度为 14.0m，采用加筋水泥土桩锚工艺，

拉锚端部进入好土层。从上述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单纯双排桩支

护条件下的位移为 10cm左右，当作用拉锚时双排桩桩顶的水平位

移最大值仅约为 4cm，在拉锚的作用下支护桩的水平位移减少了近

60%。因此，该组合支护形式既方便施工，又能有效的控制基坑的

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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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加筋水泥土桩锚支护结构 

9.6.4  作用在板式支护结构上的水、土压力可以由内支撑维持其

平衡，也可以从坑外设置拉锚的型式维持其平衡。由于拉锚设置在

围护墙的背后，为挖土、结构施工创造了空间，有利于提高效率和

工程质量。 

天津地区由于建筑密集和普遍存在深厚的软土层，传统锚杆用

于支护结构的拉锚体系，为使锚杆力能够有效地传递，需要穿越的

范围和深度都比较大，所需的锚杆长度一般都比较长，锚杆有可能

超越用地红线，因此，受到地层条件和环境条件的限制，传统锚杆

的使用并不很广泛，加筋水泥土桩锚技术出现后，天津市津勘岩土

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经过十几年深入研究和数十个工程的应用，总体

上看是成功的，解决了传统锚杆在天津地区抗拉承载力低、水平位

移较大以及锚头区域地表裂缝较大问题。加筋水泥土桩锚是一种有

效的支护型式，应用于面积较大基坑会带来明显的经济效益和施工

综合效益，在国内应用比较广泛，因此本规程规定在方案合理、环

境条件许可时可以采用。 

根据天津市津勘岩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实施的多个大角度加

筋水泥土桩锚的成功案例，大角度在天津深厚软土层中取得很好的

效果。本规程规定桩锚倾角宜为 15°~35°与《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

程》JGJ 120或《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 50007规定一致。根

据以往的施工经验和一些文献资料，大角度锚杆在控制地表裂缝等

方面有较好效果。 

桩锚锚头与腰梁的连接节点，受力比较复杂，应力也相对比较

集中，为防止围檩受力后变形过大，避免桩锚和腰梁的局部失稳，

减小节点处的变形，通常应在该处设置加劲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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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计算应考虑群锚效应，特别是桩锚间距小于规定的最小距

离要求时。当桩锚布置时的间距较小时，可考虑调整桩锚角度等方

法确保桩锚的最小间距。 

9.8 倾斜桩支护结构 

9.8.1  倾斜桩结构是由倾斜式挡土构件和冠梁组成的支护结构体

系的总称。倾斜桩结构可采用不同桩型，包括预制桩，灌注桩，型

钢等。当施工区域内存在较厚砂层或易垮塌土层时，可采用倾斜搅

拌桩中插入预制桩或型钢的构造方法，此时斜搅拌桩可承担止水帷

幕的作用。 

倾斜桩倾斜的角度不宜大于 30°。在此范围内，斜桩在发挥自

身斜撑作用的同时还可作为基坑的围护结构。当倾斜角度大于 30°

时，斜桩的作用以斜撑作用为主，自身挡土作用不明显，不能将其

作为围护桩的一部分，结构形式逐渐向斜抛撑转变。 

倾斜桩支护结构具有多种组合结构形式，其结构类型包括：纯

斜桩，斜直交替桩，“八字型”桩等。倾斜桩结构的具体形式应根据

选型因素和适用条件选择。 

9.8.2  纯斜桩结构（单排斜桩）相较于传统的悬臂直桩而言，其工

作状态下所受的主动土压力减小，被动土压力增加。因此，可以凭

借自身的结构优势，达到较好的支护效果。在基坑深度较浅（6m以

内）的软弱土层，其支护效果与传统竖直桩加支撑的支护效果相当。

因而可以起到节省支撑造价，缩短支撑建造和拆除的工期等优势。

在竖直悬臂桩与纯斜桩的基础上，可以衍生出多种基坑支护形式。

包括外斜/竖直组合，内斜/竖直组合，“八字型桩”等。斜直交替桩

结构（外斜/竖直组合，内斜/竖直组合）为纯斜桩与竖直桩组合而

成的复合式结构，一般在桩顶设置帽梁以连接直桩和斜桩。斜直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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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桩中，斜桩可借助自身的桩身摩擦力和桩底支承力提供很好的支

撑作用，阻止桩顶位移的发展。直桩可借助自身的桩身摩擦力阻止

结构向基坑内倾覆。相比于竖直桩与纯斜桩，斜直交替桩易于控制

水平变形,挡土构件内力分布均匀,当基坑较深或基坑周边环境对支

护结构位移的要求严格时,常采用这种结构形式。斜直交替结构中

斜桩和直桩的比例可以根据具体的场地条件来确定。工程中常采用

“一直一斜”，“两直一斜”，“两斜一直”的做法。“八字型桩”是由向

基坑内部和外部的斜桩组合而成的支护结构。“八字型桩”的水平变

形可以比斜直交替桩更小，适用的基坑深度较其他倾斜桩结构更大，

但占用的场地也较大,当不适合采用其他支护结构形式且在场地条

件及基坑深度均满足要求的情况下,可采用“八字型桩”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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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内支撑及锚杆设计 

10.1 一般规定 

10.1.1~10.1.2  内支撑体系一般由冠梁（腰梁）、水平支撑和立柱

三部分组成。桩墙支护结构中，桩墙的厚度通常较小，而且在水平

方向往往是不连续的，因此必须靠支撑结构才能建立起整体刚度。

挡土结构所受的外力作用也不同于其它结构，除了场地的岩土工程

性质外，还受到环境条件、施工方法和时空效应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往往会产生计算难以预估的变形。为了适应上述的特殊情况，因此

支撑体系必须是稳定的，连接构造必须确保传力和变形协调的可靠

性，通常采用多次超静定结构形式，其目的在于即使局部构件失效，

也不致影响整个支撑体系的稳定。 

为使支撑体系能有效地传递和平衡作用于围护墙上的水平力，

减少支护结构的位移，支撑平面应具有足够的水平刚度，这是围护

墙和支撑结构协同工作的基础。除支撑构件自身刚度和节点构造满

足本章有关规定外，应重视支撑体系总体刚度的分布，避免突变，

尽可能使水平力作用中心与支撑刚度中心保持一致，并满足本章规

定的变形要求。 

平面支撑体系和竖向斜撑体系是两种基本的常用体系。在实际

工程中，根据具体情况也可以采用类似的其它形式。 

平面支撑体系可以直接平衡支撑两端围护墙上所受到的侧压

力，其构造简单，受力明确，适用范围较广。但当构件长度较大时，

应考虑构件自身的弹性压缩对基坑位移的影响。此外，当基坑两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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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平作用力相差悬殊时，围护墙体的位移会通过水平支撑而相互

影响，此时应调整支护结构的计算模型。 

竖向斜撑体系的作用是将支护桩墙所受到的水平力通过斜撑

传到基坑开挖面基础底板上。其施工流程是：围护墙完成后，先对

基坑中部的土方采用放坡开挖，然后施工基础底板，安装斜撑，再

挖除四周留下的土坡。对于平面尺寸较大，形状不很规则的基坑，

采用竖向斜撑体系施工比较方便，也可节省支撑材料。但墙体位移

受到坑内土坡变形、斜撑弹性压缩以及斜撑基础变形等多种因素的

影响，在设计计算时应给予合理考虑。此外，土方施工和支撑安装

必须保证其对称性。目前，国内也有基坑工程在土方开挖前直接施

工钢斜撑，将支护桩墙所受到的水平力通过斜撑传到基坑开挖面以

下的地基土上，土方整体开挖，不再保留反压土体，这种支护形式

一般适用于对变形有一定的要求但不很严格的基坑工程，墙体位移

受坑内土体性质影响较大。 

当必须利用支撑构件兼作施工平台或栈桥时，除满足本章有关

规定外，尚应满足作业平台（或栈桥）结构的强度和变形的要求，

因此需进行另外的专门设计。 

10.2 内支撑体系设计 

10.2.1  预应力钢结构支撑除了自重轻、安装和拆除方便、施工速

度快以及可以重复使用等优点外，安装后能立即发挥支撑作用，对

减小由于时间效应而增加的基坑位移，是十分有效的。但是钢支撑

的节点构造相对比较复杂，如安装处理不当，会由于节点的变形或

节点传力的不直接而引起基坑过大的位移甚至造成支撑体系失稳。

因此，提高节点的整体性和施工技术水平是至关重要的，近年来，

装配式预应力型钢和钢管支撑形式的研究和应用得到了很大的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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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已在全国很多城市项目当中成功应用，积累了大量的设计和施

工经验。 

现浇混凝土支撑由于其刚度较大，整体性好，可以采取灵活的

布置方式适应于不同形状的基坑，而且不会因节点松动而引起基坑

的位移，施工质量相对容易得到保证，所以使用面也较广。但是混

凝土支撑在现场需要较长的制作和养护时间，制作后不能立即发挥

支撑作用，需要达到一定的强度后，才能进行其下的土方作业，施

工周期相对较长。混凝土支撑的拆除主要有爆破拆除和机械拆除两

种方法，近年来，随着基坑工程的深度和规模不断发展，爆破拆除

的应用越来越多，拆除技术日益成熟，同时，混凝土材料的粉碎再

处理利用研究也成为业内关注的课题。 

10.2.3  支撑结构选型包括支撑材料和体系的选择以及支撑结构

布置等内容。由于基坑规模、环境条件、主体结构以及施工方法等

的不同，难以对支撑结构选型确定出一套标准的方法，应根据实际

工程，结合本条所列主要因素综合考虑确定，其目标是在确保基坑

安全可靠的前提下做到经济合理、施工方便。 

10.2.4  本条规定了平面支撑体系布置需遵循的基本准则，但应结

合具体工程灵活掌握。冠梁（腰梁）、水平支撑和立柱是平面支撑

体系的基本构件。冠梁（腰梁）的作用是加强围护墙体的整体性，

并将所受到的水平力传递给支撑构件。因此，要求具有足够的平面

刚度并与围护墙紧密的结合。水平支撑是平衡围护墙上水平作用力

的主体构件，要求传力直接、平面刚度好而且分布均匀。立柱的作

用是保证水平支撑的纵向稳定，加强支撑体系的空间刚度和承受水

平支撑传来的竖向荷载，要求具有较好的自身刚度和较小的垂直位

移。 

环形平面支撑体系可以为土方施工留出较大的作业面，通常采

用现浇混凝土结构。设计时应考虑荷载作用和挖土的不对称情况，

以及立柱不均匀沉降等对环形支撑结构内力和稳定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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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主体地下结构与支护结构相结合的体系外，支护结构与主体

地下结构的施工期通常错开，为了不影响主体结构施工，支撑轴线

应避开主体工程的柱网轴线，其目的是减小支撑体系对主体结构施

工时的影响，尤其是支撑立柱。 

基坑阳角处的内力比较复杂，是应力集中的部位，稍有疏忽，

最容易在这些部位出现问题。基坑平面的设计首先应尽量避免出现

阳角。当不可避免时，需作特别加强，即使在两个方向上加了对撑，

也往往由于荷载的不对称性而使墙体产生复杂的变形，无足够的经

验可借鉴时，可对该处支护桩墙、止水帷幕进行适当加强或对阳角

处的坑外地基进行加固，以减小围护墙体的侧向变形或压力。 

当利用设置在地下连续墙内的暗梁代替腰梁时，由于相邻槽段

的墙体和墙内暗梁的不连续性，因此要求在单个槽段的墙体暗梁上

有两个以上的支撑点，支撑点要求均匀对称，以保持墙体稳定和传

力的可靠，此时暗梁的抗弯刚度和强度必须得到保证。一般用在受

力对称均匀的长条形基坑中部。 

10.2.5  在基坑竖向平面内需要布置水平支撑的数量，应根据基坑

深度和土方开挖施工要求，由具体工程的支护结构计算确定。 

确定水平支撑的数量和设置标高时，除满足支护结构的承载力

要求外，还应考虑土方作业和主体工程施工等方面的要求，就土方

作业而言，机械挖土时，根据目前施工配备的土方车辆和挖机型号

通常需要大于 3m。 

为了不影响地下主体工程施工，支撑顶面与主体结构水平构件

底面之间的净距离不宜小于 300mm；支撑底面与主体结构底板或

楼板之间的净距离不宜小于 800mm。多道支撑时，为减小围护墙

的位移和内力，最下一道支撑的标高应尽可能降低。 

上下各层水平支撑通过立柱形成空间结构，加强水平支撑的刚

度，对控制围护结构的位移起有效的作用。但立柱的下沉或由于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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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土回弹而上抬，以及相邻立柱间的差异沉降等因素会导致水平支

撑产生次应力，同时削弱支护结构的平面刚度。因此，立柱应有足

够的插入深度，并选择好的支承土层，同时应具有足够的自身刚度，

通常应尽可能结合主体工程桩设置。 

10.2.6  采用竖向斜撑体系的基坑，在基坑中部的土方开挖后和斜

撑未形成前，基坑变形取决于围护墙内侧预留的土坡对墙体所提供

的被动抗力，因此保持土坡边坡的稳定至关重要，必须通过计算确

定可靠的安全储备。以天津市某工程为参照，利用有限元分析了反

压土对支护结构变形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当反压土高度不变时，

随着反压土宽度增加，支护结构的变形会逐渐减小，达到某一宽度

后变形基本趋于稳定；当反压土平台宽度不变时，反压土越高，支

护结构的变形越小。根据研究成果，建议在保证土坡稳定的前提下，

反压土留土高度宜不小于基坑开挖深度的 2/3，反压土平台宽度不

小于基坑开挖深度的 1/2。 

斜撑基础的变形将直接引起围护墙的水平位移，要求斜撑基础

有足够的承载能力，包括基础与地基土的水平力传递。 

斜撑对基础的作用力由垂直和水平两个方向上的分力构成。垂

直分力由基础底面的地基土和工程桩承受，如基础为天然地基，为

减小基础的竖向位移，基底反力的最大值不宜大于地基承载力的

70%。当基坑两侧的斜撑不能同步作用时，应验算基础与土的剪力

传递。当主体工程采用群桩基础时，可用厚度不小于 200mm的混

凝土加厚垫层传递水平力。利用主体结构基础兼作斜撑基础时，则

可以忽略斜撑基础的位移影响。 

10.2.7  斜撑支座与围护墙之间的水平距离，是根据土坡的稳定和

围护墙的位移控制要求以及方便斜撑的安装确定的，斜撑与围护墙

之间的夹角不宜小于 45°。 

10.2.11  钢结构支撑，当纵横向支撑采取重叠连接时，由于整体

性较差，在验算支撑平面内的纵向稳定时，受压计算长度应根据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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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构造情况取 1.5~2.0倍的相邻横向支撑的中心距，当节点处设有

立柱，且连接可靠时取小值，达不到可靠连接时取大值。 

10.2.12  单向布置的平面支撑体系，支撑平面内的纵向稳定需由

立柱来保证，为此规定了立柱验算需考虑支撑轴力引起的附加力矩。 

10.2.14~10.2.15  近年来，爆破拆除法拆除混凝土支撑越来越多

在天津市深大民用基坑工程中得到应用。天津湾 D 地块项目，地

下三层，三道混凝土支撑；天津马场道东侧 A 地块项目（平泰大

厦），地下五层，四道混凝土支撑。以上两个项目，均为市中心比

较繁华的场地，周边环境复杂。第一层支撑均采用机械破碎的方式

拆除，其余层支撑均采用爆破拆除为主，小型镐头机破碎为辅的方

式进行拆除。此方法较大的缩短了支撑拆除所占用的施工工期，亦

减少了工程成本和噪声、粉尘的产生。对于爆破拆除的工程，一般

情况下应采用前期布置爆破孔的方法，尽可能减少后期钻孔的工期

和造价，由操作工人根据各类支撑设计的孔深、孔距与排距的具体

尺寸，在工地浇灌支撑混凝土时，将直径 40mm的 PVC管插入逐

步凝固的混凝土支撑梁中，固化后即形成支撑有序的预埋炮孔。为

严格控制爆破区域，减小爆破震动，增强爆破效果，前期处理采取

先切割再爆破的方法拆除支撑结构，切割部位的腰梁和地连墙杆件

完全分开，阻止爆破振动的传递。为确保刚格构柱的安全，格构柱

周边的炮孔通常采用多预埋孔、分散装药的方法进一步减小爆破振

动；格构柱中心的混凝土不预埋炮孔，四面的炮孔同时起爆，由于

相对的方向上的作用力是瞬间作用的并且相对方向上的作用力相

互抵消，可以保证格构柱在爆破后不会产生变形。实践证明，爆破

没有造成围护结构及刚格构柱产生破坏，也没有造成止水帷幕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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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构  造 

10.3.1~10.3.4  当支护墙冠梁、腰梁分布不连续，支撑采用斜交

布置时，沿冠梁、腰梁长度方向需传递水平力，此时应在与冠梁（腰

梁）接合面的支护墙体上设置受剪钢筋或剪力槽。 

支撑结构，尤其是钢结构支撑的整体刚度依赖于构件之间的合

理连接。支撑结构的设计除确定构件截面外，须重视节点的构造设

计，钢结构支撑构件的拼接应满足截面等强度的要求。常用的连接

方法有焊接和螺栓连接。螺栓连接施工方便，尤其是坑内的拼接，

但整体性不如焊接好，为减小节点变形，宜采用高强螺栓。钢支撑

之间、钢支撑与围护墙之间的连接构造必须确保传力和变形协调的

可靠性，基坑支护施工图关于钢支撑连接节点详图的设计，应满足

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筑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的要求。 

规定钢梁（冠梁或腰梁）最小截面宽度，是出于对支撑与钢梁

连接节点的整体性能考虑。 

钢梁在基坑内的拼接点由于操作条件限制不易做好，尤其在靠

支护桩墙一侧的翼缘连接板较难施工。设计时应将接头设置在截面

弯矩较小的部位，并尽可能加大坑内安装段的长度，以减小安装节

点的数量。基坑转角部位应加腋角，按刚性连接设计。 

由于支护桩墙的表面不平整，尤其是钻孔灌注桩，为使钢梁与

支护桩墙接合得紧密，防止钢梁截面产生扭曲，在钢梁与支护桩墙

之问应采用细石混凝土填实。支撑与钢梁斜交时，为使支护桩墙侧

压力有效地传递给支撑，在钢梁与支护桩墙之间须设置剪力传递装

置，对地下连续墙可通过预埋钢板，钻孔灌注桩则通过钢梁的焊接

件。同时应特别重视嵌填混凝土的质量。 

纵横向水平支撑采用重叠连接时，则相应的钢梁在基坑转角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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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同一平面内相交。此时，应在钢梁的端部采取加强构造措施，

以防止两个方向上钢梁的端部产生悬臂受力状态。 

钢支撑常用的截面形式除可以采取钢梁相同的截面形式外，还

有钢管支撑，常用直径有 500mm 或 600mm，钢管管壁厚

9mm~16mm。 

减少钢支撑在基坑内的安装节点，有利于提高支撑的整体刚度，

减小受力后节点变形而引起的基坑位移。因此，安装长度宜大一些，

通常应大于相邻横向支撑的中心距，且两个相邻横向支撑之问的纵

向支撑不宜多于两个安装节点。 

纵横向水平支撑应尽可能设置在同一标高上，采用定型的十字

节点连接，这种连接整体性好，节点比较可靠。采用重叠连接，虽

然施工安装方便，但支撑结构的整体性较差，应尽量避免采用。 

支撑与钢梁的连接节点，受力比较复杂，应力也相对比较集中，

为防止支撑和钢梁的局部失稳，减小节点处的变形，通常都在该处

设置加劲板。斜向支撑的端部与钢围檩应采用钢牛腿连接， 

10.3.5  立柱通常在基坑开挖面以上采用格构式钢柱，主要是考虑

主体工程底板钢筋施工的方便。开挖面以下部分通常采用灌注桩，

由于立柱受水平力作用，为此要求上下立柱整体连接，上柱插入下

柱的长度宜按受拉或受弯考虑，且不小于钢立柱长边的 4倍，并一

次成桩。当主体工程桩不为钻孔灌注桩时，为方便成桩，也可采用

截面不小于 350×350的 H型钢或钢管。 

10.4 装配式预应力型钢组合支撑 

10.4.1  型钢组合支撑是基坑工程中的一种新的支撑形式。其采用

工厂预制的标准化构件现场装配而成，无需养护，省工省时，主要

构件均可循环再利用，无建筑垃圾的产生，可根据要求施加预应力



 

180 

以控制基坑变形，符合绿色、节能、环保的可持续发展建设要求。

该支撑形式（图 12）在南方尤其是与天津地质条件类似的浙江省的

应用已很广泛，天津地区红桥五十一中北地块项目中利用此支撑技

术，应用效果良好。型钢也可采用组合角钢、钢管等替代。 



 

 

 

1-组合围檩； 2-三角传力件；3-单肢型钢；4-盖板；5-系杆；6-托梁；7-立柱;  8-预应力装置 

  图 12(a)结构体系平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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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保力盒；2-预应力装置 

图 12(b)预应力装置示意图 

天津市红桥五十一中北地块项目基坑支护设计案例，该工程长

度约 213米，宽度约 35米，地下两层，基坑深度 10.7米，周边环

境比较复杂，采用两道预应力型钢组合支撑的形式。支撑体系采用

对撑+角撑的支撑形式，该形式受力明确，通过沿基坑中部对边设

置的对撑基本上控制了基坑中部围护体的变形，角部区域设置角撑

约束，可缩短支撑的跨度，增加角部支撑刚度，有利于控制短边跨

中基坑变形。如此布置形式，各个区域的受力明确，且受力体系相

对独立。分段施工、流水作业，采用对撑、角撑的布置形式各个区

域的相对独立，可实现分块抽条开挖，并能跟进及时浇筑对撑，可

有效的控制基坑变形。并且每个分块支撑形成并达到一定设计强度

后即可继续向下开挖，大大加快了整体施工进度。基坑监测结果：

桩顶水平位移量 10mm~16mm，周边地表及管线竖向位移沉降量为

29.8mm~38.7mm。红桥五十一中北地块项目采用预应力型钢组合

支撑系统，为天津地区首例采用该种工艺的工程，今后在相似的工

程案例中可进一步的推广应用。 

10.4.4  型钢组合围檩与围护墙之间可通过设置 T 型传力件连接，

T型传力件如图 13-1和图 13-2所示。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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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H型钢围檩；2-工法桩 H型钢；3-T型传力件 

图 13-1 T 型传力件平面图 

 

1-T型传力件；2-型钢围檩翼缘；3-螺栓孔 

图 13-2 T 型传力件详图 

当围护墙为型钢水泥土连续墙，T 型传力件直接与型钢焊接；

当围护墙为灌注桩、地下连续墙时，可在围护墙内预埋钢板，T型

传力件焊接于预埋钢板上。 

当围护墙为型钢水泥土搅拌墙或灌注桩时，可隔一根桩设置一

个 T型传力件；当围护墙为地下连续墙时，T型传力件间距不大于

1米。在三角传力件附件区域或其他剪力较大区域，T型传力件应

加密，或采取其他有效的抗剪措施，如增加抗剪件。 

10.4.8  型钢组合支撑的所有构件均应由高强螺栓连接装配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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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于一些受力较大且形状复杂的部位，当采用螺栓连接不能满足

工程安全要求时，可根据设计计算结果辅以焊接连接。 

10.4.10  预应力装置由 H型钢标准件设置加劲板后制成的加载横

梁，与型钢或钢板制成的保力盒和垫板组成。加载横梁与对撑或角

撑杆件垂直连接，其平面布置如图 14所示。 

 
1-加载横梁；2-加载千斤顶(加载后移除)；3-型钢支撑梁； 

4-保力盒；5-内插垫片 

图 14 预应力施加装置平面图 

施加预应力并在整个基坑开挖过程中维持预应力是型钢组合

支撑应用效果的重要环节。施加预应力成功与否，直接影响到基坑

变形控制效果。预应力的施加应遵循对称、分级、均匀的原则，应

仔细核实预应力的大小、位置等，严防漏加、超加等问题。 型钢

支撑梁的预加轴力值一般根据基坑变形控制要求，由计算确定；适

当地预加轴力可以改善围护墙的受力条件，有效控制基坑变形。但

是根据实际工程经验，预加轴力值太小，起到的作用有限；预加轴

力太大，则有可能在施加预加轴力后造成基坑周边土体破坏。因此

有必要对预加轴力的大小进行限制。在进行基坑变形计算时，应考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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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到型钢支撑梁预加轴力的数值限制。 

10.5 锚杆设计 

10.5.2  锚杆杆体材料的选择受其锚杆拉力设计值、地质条件和施

工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当锚杆拉力设计值较大、锚固的地层强度较

高时，宜选用钢绞线或高强精轧螺纹钢筋作为杆体。 

10.5.6  天津地区地下水位较高，软弱土层较厚，一级基坑工程变

形要求严格，破坏后果严重，不适宜采用锚杆支护技术。 

10.5.10  天津地区地下水位较高，软弱土层较厚，传统锚杆桩径

较小，通常为 90mm~130mm，用于支护结构的拉锚体系，所需的

锚杆长度一般都比较长，需要穿越的范围和深度都比较大，往往受

到红线范围、旧有建筑和相邻工地打桩和基坑开挖的影响，抗拉承

载力可靠度也不高，因此目前应用较少。加筋水泥土锚体，采用高

压旋喷工艺施工，锚体质量可靠，桩径大，抗拔承载力高，该技术

出现后，经过近几年深入研究和数十个工程的应用，总体上看是成

功的，基本上解决了传统锚杆在天津地区抗拉承载力可靠度低的问

题。 

10.5.11  锚头结构由锚具、承压板、围檩等组成。钢筋混凝土腰梁

一般为整体现浇，长度较长，可按连续梁设计；钢围檩需在现场安

装拼接，每节一般按简支梁设计，长度较长时也可按连续梁设计。

钢围檩所用槽钢规格常在[18~[36之间，工字钢规格常在 I16~I32之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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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基坑逆作法 

11.1 一般规定 

11.1.1  “两墙合一”地下连续墙，有单一墙、复合墙和叠合墙三种

形式： 

5 单一墙，采用地下连续墙作为地下结构外墙使用，地下

连续墙全部承担施工阶段和使用阶段的作用； 

6 复合墙，地下连续墙作为地下结构外墙的一部分，基坑

土方开挖结束后，基底进行防水施工，并延伸至经平整后的地下

连续墙表面，以地下连续墙作为模板，施工钢筋混凝土衬墙；地

下连续墙与钢筋混凝土衬墙之间的结合面不承受剪力，使用阶段

的墙体内力可按刚度比例分配； 

7 叠合墙，地下连续墙作为地下结构外墙的一部分，地下

连续墙表面凿毛处理后，通过预埋筋与钢筋混凝土衬墙、地下结

构梁板等构件相连，地下连续墙与内衬墙结合面可承受剪力，使

用阶段设计的墙体厚度可取地下连续与内衬墙厚度之和。 

根据对围护结构的支撑方式，基坑工程逆作法分为下列三类作

法： 

7 全逆作法：利用地下各层钢筋混凝土整体肋形楼盖对围

护结构形成水平支撑； 

8 半逆作法：利用地下各层钢筋混凝土肋形楼盖中先期浇

筑的交叉肋梁对围护结构形成框格式水平支撑； 

9 部分逆作法：利用基坑内沿四周暂时保留的局部土方对

围护结构形成水平支撑，即基坑中部用正作法，基坑边部用逆作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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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11.1.4  本规定“基坑工程逆作法”指的是针对基坑工程中

借助于地下结构自身的能力对基坑产生支护作用，来保证基坑土方

的开挖，即利用地下各层楼盖的水平刚度和抗压强度，使楼盖成为

基坑围护桩墙的水平支点，利用基坑外不同方向土压力（包括被动

土压力）的自相平衡来抵消其对坑壁围护桩墙的不利影响。因此，

在施工时一般先作楼盖，再挖楼盖下面的土方。与常规基坑支护结

构相比，逆作法可严控基坑变形，有利于周边环境保护，还可以利

用首层楼板作为施工场地，但地下结构施工周期较长，与正施顺做

法相比，挖土相对不方便，应与正施顺做法综合进行技术经济对比

选用。 

11.2 逆作法设计 

11.2.4  立柱桩在浇灌过程中，砼导管需穿过钢立柱或钢管。若角

钢格构柱的边长过小，导管上拔时易卡住；角钢之间的空隙过小，

浇筑混凝土时易造成骨料在钢格构柱内外分布不匀；钢管立柱内径

过小，则钢管内砼的浇筑质量难以保证。因此需对角钢格构柱的最

小截面及钢管立柱的最小直径进行规定。 

11.2.6  先插法或后插法施工的钢管混凝土立柱，在逆作施工阶段

受力状态为偏心受压，弯矩不大，插入立柱桩的深度主要由受压控

制，参考下面公式计算。 

1、带焊钉的支承立柱插入立柱桩内的深度可参考下式计算： 

c b

d c

v

h v

N f A
l

N
u

S S



 
 
 

≥
                     （5） 

0.43 0.7c

v s c c s uN = A E f A f≤           （6） 

式中：
dl  ——插入立柱桩内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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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支承立柱的竖向荷载设计值； 

bA  ——立柱截面面积（mm2），支承立柱为角钢格构柱时，

应为各角钢截面面积总和；当为钢管混凝土柱时，

应为钢管外径截面面积； 

u  ——立柱截面周长（mm），支承立柱为角钢格构柱时，

应为各角钢内外边长总和；当为钢管混凝土柱时，

应为钢管外径周长； 

hS  ——焊钉横向间距； 

vS  ——焊钉竖向间距； 

c

vN  ——单个圆柱头焊钉的受剪承载力设计值； 

sA  ——焊钉钉杆截面面积； 

uf  ——圆柱头焊钉极限抗拉强度设计值，应按现行国家标

准《电弧螺柱焊用圆柱头焊钉》GB/T 10433确定； 

cE  ——灌注桩桩身混凝土弹性模量； 

cf  ——灌注桩桩身混凝土抗压强度设计值。 

钢立柱插入下部混凝土立柱桩内的长度，应满足钢立柱轴向压

力向立柱桩可靠传递的要求，并通过计算确定。其轴向压力由插入

长度范围内的焊钉抗剪承载力之和、立柱底部混凝土承压力以及柱

表面与混凝土之间的粘结力共同承担。计算公式中未考虑柱表面与

混凝土之间的粘结力，此项作为安全储备。 

2、未设置焊钉的支承立柱插入立柱桩内的深度可参考下式计

算： 

c b

d

N f A
l K

uσ


≥                  （7） 

式中：
dl  ——插入立柱桩内的深度； 

N  ——支承立柱的竖向荷载设计值； 

K  ——安全系数，取 2.0~2.5； 

bA  ——立柱截面面积（mm2），支承立柱为角钢格构柱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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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为各角钢截面面积总和；当为钢管混凝土柱时，

应为钢管外径截面面积； 

u  ——立柱截面周长（mm），支承立柱为角钢格构柱时，

应为各角钢内外边长总和；当为钢管混凝土柱时，

应为钢管外径周长； 

cf  ——灌注桩桩身混凝土抗压强度设计值； 

σ  ——粘结设计强度，如无试验数据可近似取混凝土的抗

拉设计强度值
tf （N/mm2）。 

考虑到逆作施工阶段钢管混凝土柱的受力为控制阶段，在底板

及底纵梁混凝土浇筑封闭前，柱桩连接节点相当于现行国家标准

《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 和行业标准《高层民用建筑钢结构

技术规程》JGJ 99中外包式柱脚，其外包混凝土的构造高度要求为

不应小于钢柱外径的 2.5倍，结合逆作法地下工程中钢管混凝土立

柱的直径一般为 0.6m~1.0m，对应的插入桩基深度的构造要求为

1.5m~2.5m，考虑到逆作施工阶段桩基混凝土超灌因素，本规程规

定插入深度不应小于 3.0m。使用阶段，由于钢管混凝土立柱被底

板及底纵梁混凝土所约束，故构造高度应取外包式高度和底梁高度

之和，按插入深度不应小于 3.0m和常规底梁高度计算，已满足相

关规范要求，插入深度不应小于 3.0m的要求是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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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防连续倒塌设计原则 

12.0.1  由于城市地下空间的开发，深基坑施工主要在城市密集区

进行，以及基坑过程作为临时性结构，设计安全度相对较低，目前

深基坑和超深基坑的发展呈大深度、大规模、高造价、高风险的特

点。近 20年间由于大量城市 CBD多高层建筑、地铁车站及地下交

通枢纽建设，基坑工程的单体建设规模不断增大。基坑深度从 10m

以内增加至 20m~30m甚至更深。例如天津站交通枢纽基坑开挖深

度 32.5m，上海地铁 4号线修复工程基坑 41m等。基坑在深度增加

的同时，面积也可达 50000m2~150000m2。例如天津仁恒海河广场

深基坑总面积达 100000m2，天津大悦城基坑面积达到 70000m2，天

津 117 大厦基坑总面积 124100m2；天津站交通枢纽面积基坑面积

约 50000m2，上海虹桥综合交通枢纽工程基坑面积达到 150000m2。

同时，由于基坑越来越大、越来越深，基坑的内支撑体系的规模也

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长度方面，地铁车站、交通枢纽的基坑的

长度可达 300m~800m。 

对于大长度、大深度、大面积的基坑工程，尤其当周围建筑物、

道路、地下管线等地上、地下设施密集时，一旦发生破坏，破坏程

度和规模将非常巨大，后果也十分严重。其破坏后果可远高于一幢

建筑物的破坏后果，特别是地铁车站深基坑，具有大长度、大深度

的特点，沿长度方向的连续坍塌可达 40m~100m，使整条线的地铁

通车时间可拖延一年以上。例如上海地铁四号线隧道坍塌、杭州地

铁湘湖路车站深基坑坍塌、新加坡地铁 Nicoll Highway基坑坍塌、

科隆地铁隧道坍塌等，均造成了重大人员和财产损失及重大社会影

响。然而，这些重大事故均是因整个基坑支护体系的局部失效引起

的。 

连续破坏问题首先在结构工程中得到重视。连续倒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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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ive collapse）指的是指结构部分构件或局部发生破坏后，

由于内力重分布导致其周围构件相继发生破坏甚至导致整个结构

完全倒塌的现象。连续倒塌破坏具有两个特点，“连续性”与“不成

比例性”，即后续破坏紧随最初的破坏（连续性），并且最终产生破

坏的范围远大于初始破坏（不成比例性）。例如，由于恐怖袭击、

燃气爆炸、火灾、车辆撞击、地震等偶然的突发因素使得结构体系

的局部构件产生破坏，进而导致结构大范围的破坏甚至结构的整体

倒塌。 

1968年 5月 16日，英国伦敦 25层、64m高的 Ronan Point公

寓由于煤气爆炸发生连续性倒塌。煤气爆炸发生在 18层楼的角部，

进而使得预制构件发生竖向多米诺骨牌式垮塌。 

自此之后，结构连续倒塌问题及建筑的冗余度引起了研究者的

关注，至今已有 40 多年，其间又发生了多起重大连续倒塌事件。

例如 1995年 4月 19号美国俄亥俄洲的Murrah联邦大厦发生恐怖

炸弹袭击事件，汽车炸弹在距离大厦 4.75m的地方被引爆，炸毁了

结构的底层柱并击穿了楼板与转换大梁，由于失去转换大梁与楼板

的支撑，旁边的底层柱随后因为失稳发生破坏从而导致其上部分相

继发生破坏，最终结构一侧发生整体倒塌。2001年 9月 11日世贸

双塔被恐怖份子用民航客机自杀攻击而撞毁倒塌。每次重大事故都

会更加引起世界范围对建筑结构连续倒塌问题及结构冗余度的研

究热潮。 

冗余度（Redundancy）是结构体系抵抗连续倒塌能力的一种体

现及衡量标准。如果一个结构具有充足的冗余度，那么其在初始局

部破坏的情况下，就可以改变原有的受力路径，“跨越”初始破坏，

使初始局部破坏不向外扩展，并且最终达到新的平衡与稳定状态，

避免连续性倒塌和破坏的产生。简而言之，如果结构的局部构件遭

到外部偶然荷载的作用而突然破坏，理想的结构应该仍然能够继续

承担荷载，而不至于连续倒塌。总体来讲，结构冗余度有两层作用，

概括如下： 

1）提高结构在设计荷载下的可靠性； 

2）降低结构对意外或偶然荷载情况的敏感性。冗余度设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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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在结构工程中已经应用很广，重大建筑物的建设均需进行冗余度

设计以提高其抵抗连续倒塌的能力。 

在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多个国家和地区均制定了相关的规

范或指导性文件，对结构连续倒塌分析做出了分析方法和评判标准

的说明。英国在 1968年 Ronan Point公寓倒塌事件后，最早制定相

关规范，影响很大。其 Building Regulation, BSl00混凝土规范规定，

结构在偶然荷载下不应发生与初始破坏不相称的大面积坍塌，并提

出了拉结强度设计、构件的跨越能力设计以及关键构件设计三种设

计方法。加拿大现行建筑规范（NBCC，National Building Code for 

Canada）强调结构关键构件和关键节点的设计，指出设计中应提供

多传力路径（增大冗余度）。欧洲规范 Eurocode 1，类似英国规范，

提出拉结强度法、拆除构件法、关键构件法等抗连续性倒塌设计方

法。美国总务管理局（GSA）制定的《政府办公建筑及重要现代建

筑的连续倒塌分析与设计指南》中提出了抗连续性倒塌的概念设计

方法，包括提高结构冗余度、延性、连续性以及考虑反向荷载作用

等。美国国防部（DOD）制定的《建筑结构抵御连续倒塌统一设施

标准》（UFC 4-023-03）指出，对于低安全等级的建筑，应保障其水

平和竖向拉结强度，对于高安全等级的建筑，除保障其水平、竖向

拉结强度外，还需满足多路径传递法的要求，以及结构延性和完整

性的要求。上述抗连续性倒塌规范的编制时间表如图 15所示。 

 

图 15 各国抗连续倒塌规范编制时间表 

国内对连续倒塌分析的研究起步较晚。2002年实行的《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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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中未对抗连续性倒塌方面做出明确规定，

仅在第 3.1.6条中规定：结构应具有整体稳定性，结构的局部破坏

不应导致大范围的倒塌。规范只对结构抗连续倒塌进行了定性的说

明，并没有具体的方法和要求，缺乏可操作性。随后在国外相关成

果及规范的基础上，国内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在 2010年实行的《混

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 中引入了防连续倒塌设计原则。国

内在部分重要建筑的设计过程中也引入了抗连续性倒塌分析方法，

如国家体育场（鸟巢）、广州电视塔及广州西塔等工程。 

对重大的基坑与地下工程来说，引入防连续倒塌设计思想，考

虑深基坑与地下工程的具体特点，可起到如下作用： 

1）通过对基坑支护体系进行冗余度分析，可在不增加造价或

增加较少造价的，提高基坑支护体系抵抗因局部破坏或局部变形过

大引起整个支护体系失效或变形过大的能力； 

2）通过对支护结构体系进行冗余度设计，在支护结构构件

（Component）和支护结构体系（System）方面均保证其有预期的

安全度； 

3）由于基坑支护体系的变形、受力及安全是极大程度依赖于

施工过程，因此，进行考虑施工不同阶段、不同施工方案的支护结

构体系的冗余度分析，可优化施工方案、最大程度保障支护结构体

系安全； 

4）通过对基坑支护体系中各构件进行冗余度分析，可明确地

确定对支护结构体系安全有重大影响的构件，可指导施工过程中对

其重点保护，并对制定基坑监测中针对性度地选择重点监测构件、

监测项目等起到有力指导作用，使基坑工程信息化施工提到更高的

一个水平。 

12.0.3  支撑体系中不同位置构件的重要性是不同的。因此，如能

优先对水平支撑的重要构件和关键传力部位在基坑施工过程中进

行重点监测，对于保障基坑的安全无疑更具针对性。重要构件和关

键传力部位可通过拆除构件法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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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环境保护 

13.1 一般规定 

13.1.1  支护设计、施工应贯彻新时代创新、绿色的新发展理念。

秉承此理念，近年来，一些新的基坑支护结构形式如“两墙合一”地

下连续墙、SMW工法桩、型钢等厚度水泥土地下连续墙、装配式

预应力钢支撑、预应力桩（矩形桩或管桩）等发展迅速，并越来越

多的被业内人士接受。 

13.1.2  基坑周边环境调查和保全鉴定，对支护设计和环境安全至

关重要。一是支护设计的需要，环境调查和保全鉴定是支护结构变

形控制设计最重要的依据之一；二是相关责任方自我保护的需要，

可以作为证据保留，避免以后的不必要的责任纠纷。3倍基坑开挖

深度范围内的重要建（构）筑物、基坑外 50m范围内的文保建筑应

做保全鉴定。 

13.1.3  减小对基坑周边环境的影响应从相关各个环节去控制。在

设计阶段，应认真分析地层条件和周边环境条件，结合基坑深度，

选择安全、合理的支护形式，对于重点部位做到重点保护，避免无

差别设计；地下连续墙施工，要严防槽壁坍塌发生，在土质疏松、

槽壁距离重点保护对象较近时应采取槽壁加固措施；在软土地区，

挤土支护桩型如预制桩、高压旋喷桩等，侧向挤压现象明显，周边

环境保护等级较高时应慎用；降水设计施工应考虑周边环境对地下

水的敏感性，结合地层条件采取安全可靠的全封闭或悬挂式止水帷

幕，并按需降水减压，以减少降水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土方开挖过



 

195 

程应充分考虑时空效应，如控制开挖速率、分层分区开挖、均衡对

称开挖、分区浇筑垫层和安装支撑等都可起到明显的变形控制作用。 

13.1.4  地下空间施工必然会对周边环境产生影响，周边环境的附

加变形控制指标是影响其安全正常使用的重要因素，直接制约着基

坑支护方案的确定。应考虑以下三个方面：1、基坑工程施工引起

的环境变形增量不能对环境造成破坏，要建立变形增量控制指标；

2、既有变形（包括沉降和倾斜）和变形增量的和不能超过环境允

许变形量，要建立总量控制指标；3、在增量变形和总量变形可能

超过环境的变形控制指标时，要及时采取应急控制措施。现行国家

标准《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 50007 所列的变形及建筑倾斜

允许值，是指新建建筑物的允许变形，不能等同于基坑开挖引起的

附加变形，对于既有建筑的安全评价，既有建（构）筑物倾斜和沉

降量，应通过现状测量及其竣工图（很重要）准确推断。《民用建

筑可靠性鉴定标准》GB 50292以及《危险房屋鉴定标准》JGJ 125

对房屋的可靠性和危险性标准做了规定，都可供设计参考。地下管

线种类很多，所允许变形与管材、接头构造形式、有压无压等直接

相关，其中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是接头构造，即接缝允许张开值所控

制，设计时首先要通过资料搜集，必要时可通过现场揭盖调查、管

线仪探测及地质雷达等多种方式进行场地管线详细探查，查明地下

管线的种类、埋深、分布位置、材质、管径等信息，管线若年代久

远，地面以下极有可能存在局部空洞等安全隐患，对一些重要的道

路可通过物探法进行探测，以查明局部空洞的平面位置、深度范围。 

13.2 环境保护措施 

13.2.1  在复杂城市环境条件下，深基坑工程支护设计不仅要保证

基坑自身的安全，还需要重点关注基坑周边环境的安全。在验算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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坑的稳定性和承载力是否满足规范要求的同时，必须把变形验算做

为基坑支护设计的主要控制条件，即把传统的强度控制设计转变为

变形控制设计。 

根据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表明，空间效应主要受土层、坑深及基

坑的平面尺寸等因素的影响。当采用理论公式进行计算时，空间效

应的影响可以通过对主动土压力系数的折减来体现，主动土压力系

数自基坑阴角处开始一定范围内应乘以空间效应影响系数 K，且 0

≤K≤1.0。在空间效应影响范围内，随着与角边界距离的增加，深

基坑空间效应的影响系数 K 逐渐减小。目前针对基坑空间效应的

影响分析，大多数是通过数值分析的方法进行计算，由于目前有限

元分析软件及土体的本构模型较多，实际计算中应结合天津地区土

层的特性选择合理的本构模型，并严格按照实际开挖工况进行。本

构模型关键性参数应采用相关试验获得，当无具体试验时，应有足

够的依据说明参数取值的合理性。 

13.2.2  要降低基坑工程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关键是减小基坑支护

结构自身的变形。支护桩（墙）的直径（厚度）和嵌固深度、支撑

杆件的截面尺寸、支撑的水平向及竖向间距、竖托柱的间距和截面、

竖托桩的桩径和长度等，这些参数都会影响支护结构的综合刚度。 

钢支撑减少支护结构变形的优势在于可预加轴力，轴力预加值

一般为轴力标准值的 30~80%。目前，一种伺服式轴力自动补偿系

统已开始推广应用，以自动化控制为手段，可以自动采集监测数据，

在轴力下降时可以自动补偿，轴力超过设计报警值时能够自动报警，

尤其适用于地铁车站深基坑工程、地铁保护区内的深基坑工程以及

周边环境异常复杂的深基坑工程。 

基坑分仓施工，是指将一个大基坑分成几个小基坑并在不同的

时间段分别施工，可以有效减小基坑变形，分仓时应综合考虑基坑

的规模、深度、地层条件、周边的环境状况等因素，这种设计一般

用于临近地铁车站、隧道区间的基坑工程，在进行分仓施工时还应

考虑施工工序对环境变形的影响，根据课题研究成果，先近后远的

施工工序计算隧道的变形量略小于先远后近的工序，在实际设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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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时应结合工程实际情况并通过理论分析和经验判断，选择合理的

施工工序。 

坑内土体加固在天津地区应用较少，但在一些深大基坑及变形

控制非常严格的基坑工程中也有应用，可仅在坑底一定范围、深度

内加固，也可同时在坑底以上一定范围、深度内加固。 

13.2.3  袖阀管注浆系统主要由塑料阀管（外管），注浆芯管（内

管），橡皮套，密封圈等组成。根据需要灌注任何一个注浆段，还

可根据灌浆效果重复灌浆。通过多点、定量均衡的注浆，注浆体可

在地层中均匀分布、均匀连接，可大大提高被加固段的地层的稳定

性和强度。需要指出的是，正式注浆前应进行工艺性注浆试验，以

确定工艺参数，注浆期间应加强监测，严格控制注浆压力和注浆量，

防止过度注浆引起支护结构及保护对象结构的损坏。对于淤泥、淤

泥质土较厚的软土区域，采用钢板桩、H型钢等拟回收的支护桩时，

在拔桩阶段经常有临近道路开裂的现象发生，甚至造成无法回收的

结果。因此，在设计阶段，一定要提前考虑拔桩时的环境保护措施，

常用的办法是利用止水帷幕作为隔墙，再辅以大间距跳拨等施工措

施。在环境保护要求较高时，应避免设计回收式支护桩。 

13.2.4  近年来，天津市止水帷幕的类型发展较快，如从早期的双

轴水泥土搅拌桩到三轴（五轴）水泥土搅拌桩，至现在的 TRD、

CSM 等厚度水泥土搅拌墙、钢筋混凝土地下连续墙等，局部受限

区域止水措施从早期的普通高压旋喷桩（单管法、二重管法、三重

管法）到现在的大直径、大深度的MJS（Metro Jet System）、RJP

（Rodin Jet Pile）高压旋喷桩，虽然成本有所增加，但止水效果越

来越好。对于帷幕类型的选择，应紧密结合地层的特点尤其是透水

性较好的粉土、粉砂层的埋深、厚度以及密实度等，同时考虑周边

环境分布及保护要求，选择悬挂式止水帷幕或全封闭式止水帷幕。 

13.2.5  相邻基坑工程同时施工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应事先

协调好双方的施工进度、流程等，尽量避免最不利的工况出现，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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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相互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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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基坑开挖与回填 

14.1 一般规定 

14.1.1  基坑开挖前应综合考虑多种因素，主要是为了达到基坑施

工安全、保护周边环境和方便施工的目的。基坑开挖施工方案的主

要内容一般包括工程概况和特点、地质勘察资料、周边环境、基坑

支护设计概况、施工平面布置及场内交通组织、挖土机械选型、施

工进度及劳动组织安排、挖土工况、挖土方法、降排水措施、季节

性施工措施、支护变形控制和环境保护措施、监测方案、安全技术

措施、风险源分析和应急预案等。施工方案应按照《危险性较大的

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住建部令 2018年 37号文件执行。 

14.1.2  基坑开挖应防止一步挖土深度过大，造成基坑内土体失稳、

滑动以致立柱桩、基础桩偏移，因此，应合理分层；当基坑面积较

大时，应分段、分块开挖，并本着对称、间隔开挖的方式确定各分

块开挖的先后顺序，充分利用未开挖部分土体的抵抗能力，有效控

制土体位移，以达到减缓基坑变形、保护周边环境的目的；当基坑

采用内支撑支护时，开挖顺序或分块原则尚应满足支撑体系受力平

衡的要求；另外，基坑开挖到某一深度后，变形会随暴露时间增长，

因此，基坑开挖宜连续施工，越快越好，尽量缩短基坑每一步开挖

的无支撑暴露时间。坑底的局部超挖或不按设计工况任意增加开挖

深度、严重时会造成支护结构“踢脚”和基坑失稳，施工过程中必须

注意避免。 

14.1.3  基坑开挖时，由于没有实行信息化施工或虽有监测但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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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及时和不准确而引起工程质量事故时有发生，基坑开挖工程实

行信息化施工和动态监测已显得十分必须和重要。土方工程的施工

与监测应密切配合，施工监测设计应针对特定的地质、环境和施工

条件下可能发生的工程间题，确定监测项日和各个项目监测数据的

控制指标。同时在施工组织设计中应事先做出当监测数据达到警戒

指标时所必须采取的应变措施。监测应跟踪土方开挖程序，并及时

的将监测数据与工况记录配套提供，以便及时根据支护结构变形和

地面环境的变形速率，调整基坑开挖方案和节奏，预防工程事故的

发生，确保施工顺利进行。 

14.1.6  基坑回填的质量与结构的抗浮以及地下室埋深有关，所以

对压实方式和压实系数提出了要求。施工过程中，应检查基坑开挖

和回填的施工质量控制、技术措施是否符合设计要求、施工组织设

计或专项施工方案。 

14.2 基坑开挖 

14.2.1  围护结构的水平位移不仅与相邻土层、结构平面和竖向刚

度有关，同时还与基坑开挖方式、特别是开挖面应力释放有关。因

此，对设有内支撑、多层锚杆或土钉支护结构的基坑土方开挖顺序

应与设计工况一致，每次开挖高度不宜过大。锚杆、土钉施工分层

交替进行，尽量加快锚杆、土钉施工速度，减少无支护暴露时间。 

合理控制基坑周边及放坡平台施工荷载，是保证基坑施工安全

的关键。基坑边堆置建筑材料，或沿挖方边移动工具和机械距基坑

上部边缘不宜少于 2m，若现场存在不可避免的超过设计规定的荷

载，则应根据实际情况重新进行计算并根据计算结果采取加固措施。

基坑开挖的土方应及时外运，不得在基坑边堆置弃土，若需在场内

进行部分堆土时，应经设计单位同意，并采取相应的技术措施，合

理确定堆土平面范围和高度，以免对基坑和周边环境产生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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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减少基坑暴露时间，开挖至坑底标高后应及时进行垫层施工，

并浇筑到基坑围护墙边或放坡坡脚，以控制坑底变形。工程桩应随

土方开挖分层凿除设计标高以上部分，工程桩顶处理宜在垫层浇筑

完毕后进行。 

14.2.2  本条提出基坑开挖分层方式包括全面分层开挖和台阶式

分层开挖。天津地区常用的开挖方式为台阶式分层开挖，包括岛式

开挖、盆式开挖和斜面分层分段开挖等。 

岛式开挖方式是先开挖基坑周边的土方，挖土过程中在基坑中

部形成类似岛状的土体，然后再开挖基坑中部的土方。岛式开挖适

用于支撑系统沿基坑周边布置且中部留有较大空间的明挖法基坑

工程。如边桁架与角撑相结合的支撑体系、圆环形支撑体系、圆形

基坑等。土钉支护、土层锚杆支护的基坑也可采用岛式土方开挖方

式。 

盆式开挖方式是先开挖基坑中部的土方，挖土过程中在基坑中

部形成类似盆状的土体，然后再开挖基坑周边的土方。盆式开挖由

于保留基坑周边的土方，减小了基坑围护暴露的时间，对控制基坑

变形和减小周边环境的影响较为有利。盆式开挖一般适用于基坑周

边环境保护要求较高或支撑较为密集的大面积明挖或暗挖法基坑

工程。 

狭长形基坑可采用纵向斜面分层分段开挖的方法，可从一端向

另一端开挖，也可从中间向两端开挖。纵向斜面分层分段开挖的方

法适用于地铁车站、明挖隧道、地下通道、大型箱涵、市政管沟、

管廊等狭长形基坑。基坑土方开挖方式是多样的，可根据基坑面积、

形状、深度等选用不同的分层开挖方式。 

开挖过程中控制开挖面坡度和分层厚度尤为重要。为防止开挖

面的坡度过陡而引起土体位移、工程桩移位等，基坑开挖前应验算

边坡稳定性，并结合试开挖综合确定开挖面坡度，软土地区坡度尽

量放缓。根据天津地区的地质条件和工程实践，分层厚度一般不大

于 4m，软土地区应根据土质情况减小分层厚度。 

14.2.3  对不同深浅的同一基坑，土方开挖从浅坑开始，待底板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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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后再挖深部基坑土方，以减少深坑的挡土高度，对基坑的稳定性

有利，同时也可以简化深基坑的支护结构。对同时施工的相邻不同

深度的基坑，土方开挖先从深基坑开始，主要是有利于浅基坑的施

工，使浅基坑的施工更安全可靠。 

14.2.4  基坑内的局部深坑可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确定开挖方法。一

般情况下，深度超过 1.5m、距离围护墙或边坡坡脚不超过 3m的局

部深坑宜采取大面积垫层施工完毕后再开挖的方式。开挖较浅且地

质条件较好的局部深坑可随大面积土方同步开挖。 

14.2.5  基底以上 200mm~300mm 范围内的土方采用人工辅助修

底，放坡开挖基坑的边坡采用人工修坡，主要是为了防止机械超挖

和机械扰动坑底或边坡土体，并加强对工程桩的保护；当工程桩为

预制桩或现浇素混凝土桩时，人工修底的高度宜进一步放大。 

14.2.6  挖土机械和运输车辆若直接在支撑上行走或作业，而支撑

设计在未考虑相应的竖向荷载时，则支撑可能会产生下沉、变形、

甚至断裂等情况，这种情况对基坑和周边环境的安全会造成严重后

果。土方开挖过程中挖土机械和运输车辆应尽量避让支撑，若无法

避让，一般情况下可采取在支撑上部覆土并铺设钢板等方法，使荷

载均匀传递至支撑下方土体，必要时应设置专门的施工栈桥。若工

程桩较密或现场条件限制，而需在桩顶进行挖土作业时，应在桩顶

覆土并铺设钢板等进行保护，以防止工程桩承受侧向荷载。 

14.2.7  为避免机械挖土造成工程桩、围护桩、支撑体系、降水井

井管等位移和损伤，在各种工程桩和支护结构构件区域挖土应设专

人进行监护，挖土机械应进行避让，周围土体应采用人工挖除的方

法。 

14.2.9  天津地区基坑规模越来越大，而场地越来越小，施工栈桥

的应用越来越广泛。施工栈桥通常宜结合第一道支撑进行设计，设

计时应考虑基坑平面形状、施工场地、进度、施工方法、行走车辆

荷载等因素。施工过程中作用在施工栈桥上的各种荷载应控制在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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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栈桥设计允许范围内。 

14.2.10  若机械设备需直接进入基坑进行施工作业时，其入坑坡

道除了考虑其本身的稳定性外，还应考虑机械设备的外形尺寸及爬

坡能力。根据目前常用施工机械所具备的爬坡能力，一般可以满足

1:8 的坡道坡度要求，对于一些特殊的机械，应根据机械爬坡性能

确定合适的坡道坡度。 

14.2.11  由于暗挖是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下进行挖土作业，暗挖区

域受挖土机械尾气和地下有害气体影响，空气质量较差，一般情况

下预留洞口不能满足自然通风要求，故需设置专用的通风系统。暗

挖封闭作业区域光线较差，照明系统的及时设置对土方开挖的安全

施工非常重要，照明系统应随挖土过程及时设置。 

14.2.12  土方开挖前，基坑边缘地表都应设有排水沟、集水井或

截水台，排水沟应做好防渗措施，防止基坑周围地面积水、地表水

倒流入坑内或渗入基坑侧壁土体。 

14.2.13  雨季开挖土方，工作面不宜过大，应逐段分期完成。基坑

顶面和坑底应有良好的排水系统。在潮汛期间，应有防洪措施，防

止坑外水浸入基坑。冬季施工须防止坑底受冻。如挖至坑底未及时

浇筑垫层时，需留适当厚度的土层或以保温材料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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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基坑工程监测 

15.1 一般规定 

15.1.1  对需进行监测的基坑工程做了规定。规定了基坑监测实施

单位应具备资质，特别要强调应具备工程勘察和工程测量这两方面

专业知识。 

安全等级为三级，但环境保护等级较高的基坑也应进行第三方

监测。 

设计人员应根据基坑工程的具体情况提出基坑监测要求。目前

基坑工程的设计计算还不能十分准确，无论是计算模式还是计算参

数，常常和实际情况不完全一致。为了保证工程安全，监测是非常

必要而且是必须做的工作，调整支护设计，遇到紧急情况时，应及

时发出警报，以便采取应急措施。基坑监测报警值的确定与各个基

坑工程的具体情况有密切关系，例如相邻建筑物距离基坑远近、基

础类型及埋深、结构本身的可靠程度、周围地下管线的埋设情况等

等，在目前条件下难以统一具体数值，只能参照本规程规定并由基

坑设计人员根据基坑工程实际条件来确定。 

15.1.2  考虑到基坑监测范围及内容的广度、尤其是对大型地下设

施、城市生命线等工程位移控制，应事先与相应管理部门取得联系，

协调确定报警值等，因此强调监测方案须经设计、监理、业主或承

包商及相关单位共同确认后实施的重要性。设计方确定监测频率和

监测报警值应符合《建筑基坑工程监测技术标准》GB 50497及《城

市轨道交通工程监测技术规范》GB 50911相关章节的规定。 

15.1.3~15.1.6  规定了监测单位编写监测方案的具体的要求。 

15.1.7~15.1.8  现场监测的结果应认真分析整理，仔细校核，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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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应可靠、正确，并及时提交当日报表；当监测值达到报警值，应

及时签发报警通知。 

15.2 监测项目 

15.2.1  每个基坑工程都必须监测，但监测项目的选择既关系到基

坑工程的安全，也关系到费用的大小。任意增加监测项目是对工程

费用的浪费，但盲目减少监测项目则很可能因小失大，造成严重的

后果，本条规定就是在这样的原则指导下，结合目前国内的监测技

术水平和工程应用现状提出的。本次修订特别增加了对施工状况、

基坑渗漏水情况的工程现场监测。 

15.2.2  本条列出了相应的监测项目，具体要求监测的项目应与设

计结合确定。 

孔隙水压力计有水管式和钢弦式两种，目前常采用的是钢弦式。

钢弦式分间歇震荡和连续震荡两种。间歇震荡式结构简单可靠，但

要求有较好的二次测读仪表。连续震荡输出等幅波，采用一般频率

计便可测读。 

测斜仪常采用应变式和伺服加速度式两种，前者简单、价廉，

后者精密、价高。除了进口的测斜仪之外，国内的产品质量也有很

大提高，在实际工程中应用情况良好。 

土压力的监测有土拱效应，影响测量精度，一般均应加压力囊，

以减少土拱效应。土压力盒的埋设需很细致认真，埋设质量直接影

响测读值的精度。 

轴力计宜采用钢弦式或油压扁顶，宜获得可靠资料。 

坑底隆起的监测难免使挖土不能按惯例进行，因此只有在挖土

工序的支持、配合下才可能进行这项测试；曾采用过多种方法进行

这项测试，比较可行的方法是埋设分层沉降管，在坑底以上套保护

管，开挖时将保护管固定在支撑上，测试者站在支撑上用沉降仪在

沉降管内侧读开挖过程中坑底下各层土的隆起量。 

锚杆拉力常采用钢弦式钢筋计测试，也可用应变计。前者需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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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锚杆，两端对接；后者不需要断开锚杆，与锚杆并连。 

基坑渗漏水监测可采用电阻率成像法，通过探测基坑周围土体

电阻率的变化监测基坑渗漏水情况。 

15.3 监测点布置 

15.3.1  在基坑边缘开挖深度 3倍范围内的需要保护的物体（含建

筑物、地下管线等）均应作为检测对象，具体范围应根据土质条件、

周边保护物的重要性等确定。由于距离基坑周边 3H范围内的地层

是受基坑开挖影响比较大的区域，对距离基坑周边 3H范围内需要

重点保护物体也应作为监测对象。 

15.4 监测仪器与设备 

15.4.1  基坑监测自动化是监测技术发展的趋势，监测信息实时化、

可视化可有效监测基坑工程的安全，作到及时预警和预测，有效保

证基坑工程开挖的安全，宜逐步推广应用。 

15.5 现场监测 

15.5.1  现场巡查可采用人工目测的方法，并辅助以量尺、锤、放

大镜、照相机、摄像机等器具，巡查信息应与仪器监测数据进行对

比分析。 

15.6 数据处理与报告 

15.6.1~15.6.4  基坑工程概况是指基坑规模的简要叙述，内容包

括：基坑开挖面积、尺度、开挖深度和基坑围护结构体系的形式及

基坑降水型式等；周边环境概况是指简要叙述周边环境复杂程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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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的影响。 

监测依据主要包括委托监测合同，基坑支护设计图纸文件，基

坑工程施工组织设计、基坑周边地形图、地下管线图，相关单位和

主管部门的要求等。 

基坑周边环境是指在影响范围内经过现场踏勘和相关资料收

集的基础上叙述基坑每侧边邻近地下管线的种类、分步、直径、材

质和埋深与基坑侧边的距离，是否有特殊要求的环境，如地下轨道

交通、大直径的燃气管、原水管，污、雨水泵站、防汛墙、防汛闸

等，或有特殊监测要求的环境。 

各监测项目全过程的发展变化分析是指基坑施工监测工作中

应测和选测项目中有代表性的监测点，该点能全过程反应整个基坑

施工过程中围护结构受力、变形和周边环境变形与时间、工况的关

系及基坑围护结构受力、变形与周边环境变形之间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