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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视野

临近地铁软基中超深超大基坑支护技术与分析

丘建金
（深圳市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深圳 518029）

[摘  要]  本文结合两个在建的典型深、大基坑工程，分析了在滨海软土地区复杂地质条件下，采用排桩加扩大头锚索和可

回收锚索支护的可靠性及其变形规律；当基坑距地铁较近时，通过在坑内预留部分土体提供反力的“反中心岛”开挖支护

方式，将大基坑分成小基坑，减少支撑跨度，既能降低造价又可加快工期；通过数值模拟和现场监测验证了此类支护的可靠

性，可为类似工程项目提供参考。

[关键词]  软土；地铁保护；深、大基坑；扩大头锚索；分区开挖 

Super-Deep and Super-Large foundation excavation technology near metro in coastal soft soil area

Qiu Jianjin
(Shenzhen Municipal Design & Research Institute Co.Ltd., Shenzhen, 518029)

Abstract: The reliability and deform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wo ongoing super-large and super-deep foundation excavation projects 

with complicated geological conditions near adjacent Metro in coastal soft soil area are analyzed in the paper, among which one 

foundation excavation is supported with soldier piles plus enlarged and recyclable anchors, and the other foundation with combined 

supporting systems, where the central excavated soil is reserved to support the foundation pit near the Metro using the bracing system, 

the advantage of such bracing system can not only reduce the construction cost but also shorten construction period. The reliability and 

feasibility of the above two foundation excavation projects are further verified by the in site monitoring data and numerical analysis 

results, which can also provide reference for similar engineering projects.

Keywords: soft soil; Metro protection; deep and large excavation; head-enlarging techniques of anchor; partition excavation

0 引言

随着城市超高层建筑和城市综合体的发展，基

坑工程已向超深[1]（大于30m）和超大[2]（单体占地

面积超过10万m2）变化，给基坑支护带来更多挑战，

如紧邻地铁之类对变形要求严格的建（构）筑物时
[3][4][5]，对基坑支护的设计和施工要求就更高。对

于此类深、大基坑，常见的基坑支护方式为[6]排桩

（或地连墙）+内支撑支护、排桩（或地连墙）+锚

索支护、排桩（或地连墙）+锚索+支撑共同支护。

内支撑支护结构虽能很好的控制基坑周边

位移，但对于深、大基坑，其支护造价较高，对

后续工程桩及地下室结构施工工期影响较大。采

用桩锚支护则能减少工程造价，增大基坑内施工

操作场地，便于后续施工[7]。大连远洋大厦基坑

深25.6m[8]，采用11排锚索支护，最大水平位移

28.7mm。但桩锚支护结构占用较多基坑场地外空

间，这对基坑周边地铁施工造成一定影响，采用可

回收锚索和扩大头锚索可以很大程度上解决普通预

应力锚索的这些缺点。本文介绍的深圳后海湾某综

合发展项目就属此类。该基坑支护采用了扩大头锚

索来解决软土地层中锚固力的可靠性，并通过可回

收锚索来解决支护对后续地铁施工的影响。

Zhang Jiantong1, Chen Gang2, Deng Yipin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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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对于深大基坑，还可以采用“中心岛”

式施工方案[9]，邸国恩等[10]在面积超过5万平的基

坑中采用“中心岛顺作。周边环板逆作”，取得了

较好的经济效益。东方万国企业中心项目[11]占地7

万平米，基坑深10m，采用“反中心岛”法，在中

间预留土体，施工时先开挖基坑周边土体，待周边

工程桩及支护结构施工完毕后，再开挖中心土体。

本文介绍的壹方商业中心就属于此类。该超大型基

坑通过在中心区预留反压土体的方法解决了超长支

撑杆件体系复杂，支护造价过高的缺陷，同时在条

件允许的一侧采用了桩锚体系以加快工程进度，很

有特点，可供类似工程参考。

1 深圳后海湾某综合发展项目

1.1 工程概况

深圳后海湾某综合发展项目位于深圳市海德三

道和科苑路交汇处东南角，北临深圳湾体育中心，

东南角离内湾公园内湖约100m，北侧海德三路为在

建地铁11号线，西侧科苑路为待建地铁15号线。基

坑占地约5.6万m2，设4层地下室，基坑开挖深度为

24.44～30.44m，基坑总平面图如图1所示：

1.2 地质条件

拟建场地原始地貌为滨海，后经填海而成，软

土层较厚，北侧和西侧部分经过填石处理。场地内

地质条件复杂，地质特征见表1，地下水主要为砾

砂层中的孔隙潜水和基岩裂隙水，混合地下水埋深

1.80～9.40m。

基再开挖基坑，工期将滞后一年以上。为加快工

程并降低基坑工程造价，本基坑决定采用排桩加

锚索的支护方案：（1）支护结构采用排桩，桩型

为钻孔灌注桩，直径1.4m，间距1.7m；（2）根据

基坑深度不同，设置6～7道锚索，锚索成孔直径

180mm，其中北侧考虑到对地铁施工区域的保护，

锚索锚固长度受限，采用扩大头锚索减少锚固长

度，西侧为减少对后续地铁15号线施工影响，采用

可回收锚索；（3）填石层较厚区域采用桩间三管

旋喷桩止水，淤泥层较厚区域采用桩后双排水泥搅

拌桩搭接三管高压摆喷桩止水。基坑北侧扩大头锚

索和基坑西侧可回收锚索剖面图如图2、图3所示：

锚索长度受限，考虑到基坑深度和坑底以上土层情

况，采用扩大头锚索替代普通预应力锚索。

普通预应力锚索成孔直径为180mm，采用扩大头

锚索，扩孔后直径为350mm。根据基坑相关规范[12]，

锚杆轴向抗拔极限承载力标准值由下式确定：

Rk=πd∑qsk,ili
从上式可以看出，经过扩孔后，锚索的锚固段

长度约减少至普通锚索的一半，这样可以在锚固段

受限时提供必要的锚固力，而且在扩大头变截面处

土层受压，这对软土层中的锚索可保证锚固力的可

靠性。

设计前仔细核对地铁隧道与基坑的位置关系，

锚索的长度和倾斜角度依地铁隧道位置和埋深不同

和进行调整。扩大头锚索利用履带式锚固钻机DL-

135机械扩孔。锚杆注浆水泥为普通硅酸盐水泥：

P.O.42.5R，水灰比为0.45～0.50，第一次注浆压

力为0.5MPa，注浆量约为1.0m3，第二次注浆压力为

2.0～2.2MPa，注浆量约为0.8m3。施工过程中通过

严格控制注浆压力和注浆量来保证施工质量。

1.3.4 可回收锚索设计与施工

基坑西侧临近待建的地铁15号线，为减少对

后续地铁施工的影响，此段采用可回收锚索支护。

可回收锚索相当于压力型锚索，其钢绞线为非粘

结的，端部的承载体承受锚拉力。本项目采用日

本JCE式可回收锚索，承载体长约2m。该锚索钢绞

线数在设计钢绞线数上多1根回收控制锚索，回收

时，使用JCE专用千斤顶拉扯中间回收控制锚索，

破坏锚索固定端头，达到回收的效果，回收的钢绞

线能重复使用2～3次。

1.4 现场监测情况

在基坑北侧、西侧和南侧分别选一监测断面

作为扩大头锚索、可回收锚索和普通预应力锚索支

护的代表，比较这三个典型断面支护桩深层水平位

移、桩顶水平位移和锚索应力的监测值，见下图。

从支护桩变形可以看出，扩大头锚索变形最

小，普通锚索在上部软土层变形较大，但下部土层

强度较好时，对桩身变形控制较好。

由于软土中锚索的锚固力可靠性在开工前受到

广泛质疑，业主和监理工程师在现场严格控制锚索

施工质量，包括成孔长度、扩大头直径、注浆量等

都严格控制，层层把关，确保了锚索质量。从以上

监测数据中可以看出，采用扩大头锚索和可回收锚

索可以满足在软土地层中锚拉力的可靠性，为类似

图1 总平面图

图2 基坑北侧临地铁11号线段剖面图（扩大头锚索）

图3 基坑西侧临地铁15号线段剖面图（可回收锚索）

表1 土体物理力学参数

地层名称 厚度/平均值H(m) ρ（g/cm3） c(kPa) φ(°) Es(MPa)

人工填土、石 3.20～13.50/8.85 1.95 5 10

淤泥 0.60～11.70/7.00 1.62 5 3 2.50 

粘土 0.30～6.10/3.00 2.00 20 20 4.00 

砾砂 0.40～8.90/4.3 1.85 0 30

砾质粉质粘土 0.40～30.50/15.34 1.85 25 22 6.50 

全风化花岗岩 1.20～16.00/8.90 1.90 30 28 10.00 

强风化花岗岩 3.30～36.00/12.00 1.95 40 35 15.00 

1.3 设计方案

1.3.1 工程特点及难点

本工程设计和施工的主要特点和难点有：

（1）地质条件复杂，淤泥层深厚，西侧和北侧有

较厚的填石层，东南侧临内水湖，地下水位高；

（2）北侧临在建地铁11号线，西侧临待建地铁15

号线，影响支护方案的选择。除北侧和西侧临近市

政道路外，其余均为待建空地；（3）基坑开挖深

度及开挖面积均大，周边环境对基坑变形控制要求

高；（4）场地内待建建筑较多，工期紧，需便于

工程桩及地下室结构施工；（5）基坑使用年限为3

年，使用年限长。

1.3.2 围护结构方案

本基坑的北侧和西侧紧邻地铁，宜采用排桩

加内支撑的支护结构，但内支撑将影响工程桩基施

工，按设计进度，待桩基施工图完成后，先施工桩

1.3.3 扩大头锚索设计与施工

基坑北侧临近正在施工的地铁11号线，除地铁

隧道范围外，还需考虑3m范围的地铁保护区，锚索

锚固段端头距基坑支护边线水平距离为15～2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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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土超深基坑提供了经验。

2 壹方商业中心项目

2.1 工程概况

壹方商业中心项目位于深圳市宝安区新湖路

与创业一路交汇处南侧，东北侧为新湖路，地下为

已运营的地铁1号线，用地红线离地铁1号线最近仅

约13m；西北侧为创业路，地下为已运营的地铁5号

线，用地红线离地铁5号线最近约23～40m；北侧角

部为地铁1号线与5号线换乘站，本项目与地铁站设

置了预留通道，用地红线距离地铁出入口仅1.2m；

西侧为宝华路，地下为地铁5号线；南侧为富春

街，街对面为多高层民用建筑；东侧为兴华路，路

对面为高层民用建筑。

本项目总占地面积为99390.04m2，地块周长为

1299.98m。基坑开挖深度约17米，属于临近地铁的

超大型超深基坑。基坑总平面图如下图所示：

图4 支护桩深层水平位移

图5 支护结构水平位移-时间关系曲线

图7 总平面图

图9 基坑西侧典型剖面图（B-B剖面）

图10 整体模型有限元网格

图8 基坑与地铁位置情况（A-A剖面）

图6 锚索内力监测成果（第二排锚索）

2.2 地质条件

拟建场地位于宝安新城中心区，接近海岸线，

所处地貌为滨海滩涂，已围海造陆形成平坦场地，

浅表地层以填土（石）和海陆交互相沉积物为主，

属典型的软土地层。场地地下水主要是赋存于粗砾

砂层孔隙和基岩强、中风化层裂隙中。地下水位埋

深为：1.5～5.8m。

2.3 设计方案

2.3.1 工程特点及难点

本工程设计和施工的主要特点和难点：（1）

地质条件复杂，地下水位高，有深厚淤泥；（2）

基坑开挖范围大，根据甲方开发进度要求，需分

区分批开挖；（3）临近已运营的地铁1号线和5号

线，对基坑变形控制要求高；（4）施工工期紧。

2.3.2 围护结构方案

本基坑由于紧邻运营中的地铁，显然不能采

用锚索，只能采用内支撑的支护结构。但由于基坑

面积大，支撑长度达370m，支撑结构体系复杂，支

撑杆件截面要求很大，支撑造价超过亿元，为降低

表2 土体物理力学参数

地层名称 厚度/平均值H(m) ρ（g/cm3） c(kPa) φ(°) Es(MPa)

填石 1.50～9.00/3.16 1.75 10 8

淤泥 0.70～11.30/5.78 1.57 6.5 3.5 2.00 

粉质粘土 0.60～6.20/3.15 1.99 25 10 6.50 

淤泥质土 0.70～3.30/1.64 1.70 10 5 3.00 

粗砾砂 0.90～12.30/4.33 2.05 0 35 8.5

工程造价，根据项目建筑布局，将本基坑分成三个

区段：第一区段为北侧商业区，第二区段为南侧住

宅区，第三区段为中间裙楼商业区。第一区段临地

铁，采用咬合桩+内支撑支护，第二区段靠近市政

道路，采用桩锚支护结构。第三区段为场地中心预

留的30～50m宽的反压土体——“中心岛”，将大

基坑分隔成两个小基坑——第一区段和第二区段。

“中心岛”预留自然土体为第一区段支撑体系提

供支反力，减少支撑体系跨度，从370m降至150m

以内，从而降低工程造价。施工顺序为：第一、二

区段先施工，第三区段后施工：①先对南侧和东侧

范围（主要为二区）的支护桩、锚索进行施工且同

时进行土方开挖外运；②施工北侧一区的咬合桩和

止水帷幕，再在施工一区的工程桩，然后施工内支

撑并进行土方开挖；③待一二区的地下室施工完毕

后，再对中间土体进行开挖，并进行内撑临时支

护，直至地下室工程的施工对接完毕。

该方案的关键是预留土体的宽度，宽度太大将

对后继施工带来困难，宽度太小可能使支撑体系产

生刚体平移，对地铁运营产生影响，本项目经反复

计算分析并与主体设计院多次协调，形成30～50m

宽的预留土条。

2.4 数值模拟分析

为研究深基坑分区施工对地铁的影响，采用

Midas/GTS软件建立三维模型进行分析，在分析过

程中采用Mohr-Coulomb本构关系来模拟基坑土体应

力应变关系。根据基坑开挖过程，共分为13个步骤

进行计算。整体模型共有310206个单元，124350个

节点。图中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单元组，如土层

单元组，支护结构单元组。整体有限元网格如下图

所示。

根据基坑开挖过程，共分为13个施工步骤，其

中工况8（一区开挖到底）和工况13（二区开挖到

底）最为重要，计算各个施工步中基坑支护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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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坑周边、地铁结构的变形和内力值，比较工况8

和工况13中支护结构、“中心岛”和周边地铁支护

结构位移变化情况。详见表3、表4。

房，虽然该局部工期滞后，但对项目总工期没有影

响。该基坑支护工程既保证了周边地铁的安全运

营，又降低了工程造价，是切合实际的成功案例，

可供类似工程参考。

（3）深大基坑设计时，采用多种支护结构，

多种计算方法进行分析，可以保证支护结构的安

全，现场监测结果显示，支护结构的变形和受力处

于可控范围。

（4）在超大基坑中心预留土体反压，可有效

解决支撑体系复杂，造价高昂的问题，本项目通过

计算分析并经实测验证，预留土条宽度大于30m可

以保证支护体系安全，支护的变形也处于可控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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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支护结构、车站及隧道放大图

图12 支护结构水平位移、支撑轴力示意图

项目 工况 极值（mm）

支护结构
工况8 23.0

工况13 36.2

土条支护结构
工况8 19.8

工况13 23.1

地铁
工况8 1.5

工况13 7

表3 各工况计算结果汇总

表4 环梁内力组合结果汇总

项目 组合 轴力 弯矩（kN×m）

第一道大环梁
轴力最大组合 -1.88e4 4.84e3

弯矩最大组合 -1.68e4 5.22e3

第一道小环梁
轴力最大组合 -1.97e4 -2.99e3

弯矩最大组合 -1.62e4 -6.49e3

第二道大环梁
轴力最大组合 -1.42e4 4.54e3

弯矩最大组合 -1.11e4 4.86e3

第二道小环梁
轴力最大组合 -1.34e4 2.36e3

弯矩最大组合 -1.06e4 -4.29e3

上述计算结果体现如下规律性：

（1）基坑施工过程对支护结构的影响——基

坑施工引起支护结构的最大水平位移为36.2mm（基

坑整体开挖到底），位于基坑北侧。

（2）基坑施工过程对土条支护结构的影

响——基坑施工引起土条支护结构的最大水平位移

为23.1mm（基坑整体开挖到底），位于土条西北

侧。

（3）基坑施工引起隧道及车站的上抬和

侧移——基坑开挖引起五号线最大水平侧移为

3.4mm。基坑开挖引起一号线 最大水平侧移为

7mm。基坑开挖引起地地铁车站最大水平位移值为

3.5mm，最大竖向位移为3.4mm。

2.5 现场监测情况

根据监测报告，基坑支护结构顶水平位移：一

区最大水平位移为15.82mm，二区最大水平位移为

31.00mm，三区最大水平位移为14.00mm，中心岛水

平位移向坑内移动。支撑轴力：第一道大环撑最大

轴力为-1.10e4kN,小环撑最大轴力为-0.89e4kN；第

二道大环撑最大轴力为-2.28e4kN,小环撑最大轴力

为-1.96e4kN。详见下图。

3 结论

（1）软土地层采用锚索，其有效锚固力一般

不大，而且会引起支护结构较大的变形，本文介绍

的深圳后海湾某综合发展项目基坑工程，通过采用

机械扩大头锚索，严格控制施工质量，证明锚索工

作安全可靠，实测支护桩顶最大位移51.60mm，桩

身最大位移39.70mm，支护结构处于安全状态。

（2）针对壹方商业中心超大型基坑，采用中

心预留土体的方法，将大基坑变形为小基坑，大大

减小了支撑长度，降低了工程造价，同时南侧急于

销售的住宅部分由于采用了桩+锚索支护方案，大

大加快工期，而预留土体的中心部分为多层商业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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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深基坑工程常用的支护方式为土钉墙、桩锚、

桩撑等支护结构方式。对桩锚支护结构来讲，基坑

变形较大，安全风险较高；对于桩撑支护结构来

讲，土方挖运困难，后期拆撑、换撑工作量大，严

重影响工程进度。

在天健广州商业住宅楼、南宁领航大厦基坑

工程中，为便于土方工程施工、保证基坑安全，我

们采用了“上撑下锚+排桩”联合支护，取得了良

好的效果。该技术采用“排桩+一道内支撑+锚索”

的支护结构，是一种既能保证深基坑安全又能方便

土方挖运的支护形式，很好的解决了基坑安全、土

方挖运的难题，兼有桩锚、桩撑两种支护结构的优

点，弥补了二者的不足之处。不仅基坑安全性得到

了保障，而且为后期挖土、结构施工创造了空间，

有利于提高施工效率。

深基坑上撑下锚+排桩联合支护工法是采用

“排桩+锚索+一道内支撑”的支护形式；内支撑

设置在基坑顶部，下部为桩锚，构造简单，受力明

确，为基坑土方挖运、地下室结构施工创造了空

间，有利于提高施工效率。

深基坑上撑下锚+排桩联合支护技术

周保生，徐亚非
（深圳市市政工程总公司，深圳 518028）

[摘  要]  深基坑工程通常采用土钉墙、桩锚、桩撑等支护结构。受环境、地质、基坑深度等多种条件影响土钉墙支护方案

使用受到较多限制，桩锚支护方案存在基坑变形较大的风险，桩撑支护方案不利于土方挖运以及换撑、拆撑对施工的干扰，

而采用“排桩+一道内支撑+锚索”联合支护结构，既能保证深基坑安全又能方便土方挖运，很好的解决了基坑安全、土方挖

运的难题，兼有桩锚、桩撑两种支护结构的优点，弥补了二者的不足。该技术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关键词]  深基坑；上撑下锚；排桩；联合支护；方案比选

Combined support technology of upper brace and lower anchor and pile row in deep foundation pit

Zhou Baosheng , Xu Yafei
(Shenzhen Municipal Engineering Corporation, Shenzhen, 518028)

Abstract: Deep foundation pit is usually supported by soil nail wall support, pile-anchor support, pile-brace support and other supporting 

structure. Influenced by environment, geology, pit depth and other conditions, the use of soil nailing wall support is restricted. The pile-

anchor support carries the risk of large deformation. The pile-brace support is not conducive to earthwork excavation and transportation, 

and the replacement and dismantling of braces. The combined support structure of upper brace and lower anchor and pile row can not 

only ensure the safety of deep foundation pit but also facilitate earthwork excavation and transportation. This technology has both the 

advantages of pile-anchor and pile-brace support structure, which makes up for the deficiency of both. This technology has certain 

application value.

Keywords: deep foundation pit; upper brace and power anchor; pile row; Combined support; scheme comparison and selection

1 工程概况

天健广州商业项目位于广州天河区广园快速路

以北，北环高速及东环高速的西南方向，原天河区

广州氮肥厂地段，该项目拟建两栋商业写字楼，A

栋14层，B栋9层，下设4层地下室。

基坑北侧为天坤三路，用地红线距离用地下

室外墙线为20.0m；基坑西侧为健明四路，基坑西

北侧为2层售楼中心，售楼中心距离地下室外墙线

为7.2m；基坑东北角为土堆，土堆为2.0-3.8m，

土堆坡脚距离地下室外墙线为11.2m；基坑东侧为

荒废家具厂工棚，最近位置距离地下室外墙线为

12.9m；基坑西侧为板房，板房距离地下室外墙线

为16.2m。基坑北侧有给水管和电力管线，最近

位置距离地下室外墙线为19.9m；基坑西侧有给

水管和电力管线，最近位置距离地下室外墙线为

21.2m。基坑呈长方形，基坑周长约333m，基坑开

挖深度17.5m。基坑工程安全等级为一级。基坑土

层参数如表1。

图1  深基坑上撑下锚+排桩联合支护形式实景 图2  上撑下锚深基坑支撑体系示意图

表1 基坑土层参数表

序号 土层名称 厚度(m) γ(kN/m3) c(kPa) φ(°) m(MN/m4) Kmax(MN/m3) qs(kPa)

1 填土 1.00 19.0 8.00 10.00 4.0 0.0 20.0

2 粉质黏土 6.10 19.0 25.00 20.00 17.4 0.0 46.0

3 粉质黏土 5.80 19.5 33.00 23.00 23.2 0.0 56.0

4 强风化岩 2.00 20.5 48.00 26.00 31.4 0.0 120.0

5 中风化岩 30.00 24.8 50.00 70.00 192.0 0.0 360.0

2 方案比选

为了确定合理的基坑支护方案，在深基坑支护

设计中做了方案比选。

选取EF段剖面作为方案比选的典型，EF段剖面

图见3。

选择三种基坑支护方式进行比选，三种支护方

式分别如下：

（1）基坑支护方式一为“上撑下锚”支护形

式，即咬合桩+一道钢筋混凝土内支撑+三排预应力

锚索。

（2）基坑支护方式二为“桩锚”支护形式，

即围护桩+4排预应力锚索。

（3）基坑支护方式三为“内支撑”支护形

式，即围护桩+2道内支撑。

采用理正深基坑支护软件对三种方案进行了计

算分析，计算结果见表2。

表2 三种支护方案计算分析结果

序号 支护方式 支护结构 基坑最大位移（mm）

1 上撑下锚 咬合桩+一道钢筋混凝土内支撑+三排预应力锚索 13.89

2 桩锚 咬合桩+4排预应力锚索 23.21

3 内支撑 咬合桩+2道内支撑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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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知，三种方案均能满足基坑支护安全

性，但是内支撑方式需要采用两道支撑，为后续施

工带来不便，而上撑下锚能为后续土方挖运带来便

利。采用桩锚方式基坑变形偏大。实际实施采用了

方案一。

3  基坑支护方案

经过方案比选，基坑支护采用了排桩+一

道钢筋混凝土内支撑+三排预应力锚索的支护方

案，围护桩桩兼做止水帷幕。围护桩采用搅拌桩

+φ1200@2000钢砼钢筋混凝土灌注桩桩，每相邻

钢筋混凝土灌注桩钢砼桩之间设2根φ750@550搅拌

桩。基坑支护平面布置图如图7。

4  施工流程

深基坑上撑下锚+排桩联合支护施工流程图见

图8。

5  技术要点

5.1 搅拌桩、旋挖桩施工

支护桩施工分成两序，一序桩为水泥土搅拌

桩，二序桩为钢筋混凝土桩，在相邻的一序桩施工

初凝之后，采用旋挖钻机切割施工二序桩。钢筋混

凝土桩直径为1200mm，采用旋挖钻机成孔，灌注

C30混凝土，成桩垂直度0.3%，孔位偏差10mm。

图3  基坑支护典型剖面图

图4  上撑下锚支护方案计算结果

图5  桩锚支护方案计算结果

图6  内支撑支护方案计算结果

5.2 冠梁施工

支 护 桩 顶 设 置 钢 筋 混 凝 土 冠 梁 ， 冠

梁 高 度 为 8 0 0 m m ， 宽 度 为 1 4 0 0 m m ， 主 筋 为

2*12Φ22+2*3Φ18，箍筋为2*Φ8@ 200，结点处箍

筋间距加密为2*Φ8@100，砼强度为C30，支护桩嵌

入冠梁长度为10mm。冠梁施工严格控制其中线位置

和顶标高。

5.3 内支撑施工

内支撑为钢筋混凝土结构，截面尺寸有

700mm×1000mm、800mm×1000mm、600mm×600mm

三种。立柱采用钢管立柱609 mm×16mm。支撑混凝

土设计强度等级C30，钢筋保护层厚度采用30mm。

5.4 预应力锚索施工

预应力锚索要求采用套管钻机成孔，成孔直径

不小于150mm。锚索钢绞线采用强度为1860Mpa的低

松弛高强钢绞线，进孔前除去油污、除锈。锚索注

浆采用二次高压注浆工艺：第一次注浆自孔底向外

压浆，至孔口冒浓浆后完成；第二次注浆为高压注

浆，利用预留注浆管，待第一次注浆体初凝之后，

进行压力注浆，初始注浆压力应大于2.5MPa，稳定

压力大于1.0MPa，注浆量按水泥用量控制，应不少

于1.5包/m。锚索张拉分为4级，第一级张拉值为

设计值的0.1倍，稳定5分钟；第二级张拉值为设计

值的0.5倍，稳定5分钟；第三级张拉值为设计值的

0.8倍，稳定5分钟；第四级张拉值为设计值的1.05

倍，稳定10分钟，然后退至锁定值进行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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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立柱及立柱桩施工

立柱可采用钢格构、钢管、型钢或钢管混凝土

等形式。当采用灌注桩作为立柱基础时，钢立柱锚

入桩内的长度不宜小于立柱长边或直径的4倍。立

柱长细比不宜大于25。立柱与水平支撑的连接可采

用交接。立柱穿过主体结构底板的部位，应采用有

效的止水措施。

天健广州商业住宅楼项目立柱桩采用钻孔桩，

成孔直径1.0m，成孔后，放入Φ609钢管，钢管的

垂直度偏差不大于0.5%。第一次混凝土灌注至基

坑底，初凝后向钢管内再次浇筑同强度混凝土至

注满成桩。采用C30混凝土浇筑，钢筋保护层厚度

70mm。

凿除；（2）爆破拆除；（3）绳锯静力切割。

绳锯切割技术是混凝土拆除的新技术，施工作

业速度快、噪音低、无震动，无粉尘废气污染。而

且切口平直光滑，无需善后加工处理，为切断面以

后的处理也提供了方便。既解决了结构的安全性问

题，也同时解决施工的工期及环保问题。

6  基坑变形监测结果

根据最近一次（2017年2月4日～2017年2月13

日）基坑监测情况，详见表3。基坑支护最大位移

为14.6mm，基坑顶面土体最大沉降量为23.77mm，

内支撑最大轴力1738.21kN，支护桩最大深层水平

位移15.13mm。基坑监测值处于允许范围内，基坑

处于安全稳定状态。在基坑施工及使用过程中没有

出现过安全风险。

图7  基坑支护平面布置图 图8 施工流程图

图9  支护桩布置

图10 搅拌桩、旋挖桩施工

图11 立柱桩及立柱施工

图12 土方挖运现场图

图13 内支撑拆除

5.6 挂网喷砼施工

坡面挂φ6@200×200钢筋网，锚头部位设水平

通长的加强连结钢筋。喷射砼的标号C20。

5.7 土方挖运

土方开挖遵循先撑后挖、分层、分段开挖的

原则，每层开挖深度不超过当排锚索设计标高下

500mm，土方分段开挖长度每段不得超过30米。

该深基坑支护方案为土方挖运提供了较大的方

便，见土方挖运现场图。

5.8 换撑及支撑拆除

为保证拆撑过程中基坑稳定性，拆撑前必须进

行换撑，本工程采用换撑梁进行内支撑的置换。

内支撑拆除采用绳锯切割拆除，辅助人工风镐

破除，大部分切除的混凝土块直接吊装外运破除，

局部零星的现场内破除后外运。先切割连系杆件，

如角撑、横向联系次梁等，将内力传递到纵向主梁

上，再对主梁切割卸荷，将力传递到结构本体上，

形成内力传递的有序性。

混凝土支撑拆除最大的难点就是对周边结构产

生不良影响，从而留下安全隐患。混凝土拆除共有

3种工艺方式方法可提供选择：（1）风镐或镐头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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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效益分析

天健广州商业住宅楼基坑工程采用上撑下锚+

排桩联合支护结构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不仅保

证了基坑的安全，而且大大提高了施工进度，降低

工程成本，具有一定的推广应用价值。

（1）采用该技术保证了基坑安全。由于基坑

上部采用一道内支撑、下部采用锚索与支护桩联合

作用，可以有效控制基坑的水平位移以及沉降的发

生。基坑监测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点。

（2）采用上撑下锚+排桩支护技术，只需一

道内支撑，减少了拆撑的工程量，减少了混凝土垃

圾的产生；同时不占用基坑空间，便于后期土方外

运、地下室结构施工，节省工期。与桩撑支护方案

相比，减少了内支撑对土方挖运的阻碍和干扰，大

大加快了土方挖运进度。由于采用了“上撑下锚+

排桩联合支护结构”，天健广州商业住宅楼项目共

节约工期52天。

（3）提高了施工效率，降低成本。天健广州

表3 最近一次监测数据汇总表

监测时间（2017年2月4日～2017年2月13日）

商业住宅楼项目基坑支护及土方工程节约直接成本

368万元。同时，由于基坑工程的提前完成，工期

的缩短降低了项目总成本。

8 结论

通过方案对比和工程实践可知，深基坑上撑

下锚+排桩联合支护技术与内支撑支护、桩锚支护

方案相比，很好的解决了基坑安全、土方挖运的难

题，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对地下室结构施工的干扰，

兼有桩锚支护、桩撑支护结构的优点。该技术具有

一定的推广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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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项目 基坑顶面沉降 支护桩顶部水平位移

数据名称 累计最大变形量 最大速率 报警值 累计最大变形量 最大速率 报警值

数值 -23.77mm -0.925mm/d
±30mm
±5mm/d

+14.6mm -0.90mm/d
±24mm
±5mm/d

监测项目 内支撑轴力 地下水位

数据名称 报警值 最大轴力值 本期最大变形值 累计最大变形量 最大速率 报警值

数值 详见监测成果表 +1738.21KN 188.70KN -2.914m -0.115m/d
±4.0m
±0.5m/d

监测项目 锚索应力 立柱沉降

数据名称 报警值 最大应力值 本期最大变形值 累计最大变形量 最大速率 报警值

数值 详见监测成果表 +253.36kN +0.48kN
-5.1mm
(LZ19)

-1.27mm/d
(LZ18)

±35mm
±3mm/d

监测项目 支护桩深层水平位移（测斜）

数据名称 累计最大变形量 最大速率 报警值

数值
+15.13mm
(C03-6.0m)

-1.98mm/d
(C02-0.5m)

±24mm
±5mm/d

应用研究 

侧墙加强带联合PVC管裂缝控制技术研究

盛宴，张平，向明姣
(深圳市天健坪山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深圳 518000)

[摘  要]  针对水工池体超长混凝土墙体容易出现裂缝的问题进行研究，提出了一种PVC管和加强带联合使用的裂缝控制技

术，能有效预防超长混凝土墙体裂缝的产生，而且解决了因伸缩缝导致的建筑外墙观感欠缺的问题。实践证明，相比于传统

设置后浇带、诱导带、加强带等无缝施工工艺，该方法高效、简洁、经济，缩短工期，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  加强带；PVC管；裂缝控制；超长墙体

Research on crack control technology of side wall reinforced strip combined with PVC pipe

Sheng Yan , Zhang Ping , Xiang Mingjiao 
(Shenzhen Tagen Pingshan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Co. Ltd., Shenzhen, 518000)

Abstract: Aimed at the problem of cracks in the super-long concrete wall of hydraulic pool,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a joint crack control 

technology of PVC pipe and expansion reinforced strip, which can effectively prevent the cracks in the super-long concrete wall and 

solve the problem of shortcomings in appearance of the external wall caused by expansion joints. It has been proved by practice that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seamless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such as post-pouring strip, induction strip and reinforced strip, this 

method is efficient, simple, economical, can shorten the construction period., and has a wide application prospect.

Keywords: Reinforced strip; PVC pipe; crack control; super-long wall

0  前言

一直以来，在土木建筑工程之中，混凝土结

构都占据着主导地位。然而混凝土结构由于内外

因素的作用往往会不可避免地出现裂缝[1-3]。裂缝

是混凝土结构物承载能力、耐久性及防水性降低的

罪魁祸首。而超长混凝土墙体存在的裂缝控制问题

长久以来都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亦是工程界长期

存在的施工痛点[4-5]。本文通过总结前人的研究成

果，对伸缩缝、后浇带、诱导缝[6]、加强带[7]等裂

缝控制技术进行梳理归纳，在裂缝控制原理“放”

与“抗”的基础上，结合现场技术人员常年的施工

经验，独创出一套将设置膨胀加强带和埋设PVC管

联合起来使用以达到预防裂缝目的的裂缝控制施工

技术。

1 工程概况

罗芳水厂现状工程设计总规模35万m3/d，分

两期建设，一期工程规模10万m3/d，二期工程规模

25万m3/d。一期工程于1998年建成并投入运行；二

期工程2001年建成并投入运行。本次提标改造工

程需要利用原二期氧化沟及预留地一次性建设40万

m3/d污水厂，建设期间保留原一期10万m3/d运行, 

新建速沉池来去除进水中的大量悬浮物，新建MBR

工艺来提高出水水质，进行臭氧除色消毒后作为再

生水利用。本项目共设24座膜池，建成后日均处理

污水40万m3/d，为华南地区最大膜系统结构。墙体

规格为142.1m×0.8m×5.9m，其中两座MBR膜池的

墙体采用本技术施工。项目场地平面布置情况，见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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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方案选择

通过对类似工程项目超长结构墙体质量问题进

行统计归类，共调查分析500个点，存在问题的共

计85点。问题可以归纳为“温度裂缝、收缩裂缝、

蜂窝麻面、表面不平整、其他”共5大类，见图2。

从图2可以看出，超长混凝土墙体在施工过程

中存在的主要质量问题为墙体裂缝。在工程中大多

采用设置后浇带的方法解决上述问题，然而在实际

运用中，此种方法对工程进度、施工管理、施工阶

段防水等均造成不利影响。若采用加强带施工，虽

然可以缩短工期，但不能很好的控制墙体裂缝的产

生。鉴于此，针对本项目MBR膜池超长墙体的施工

提出一种连续加强带联合PVC管的裂缝控制技术，

将该技术与后浇带、连续加强带两种备选方案进行

技术对比。

（1）设置后浇带。根据《混凝土结构设计规

范》GB 50010-2010的要求，对超长墙体进行分段

浇筑，段与段之间按相关规定留设后浇带，当先行

浇筑的混凝土墙体收缩变形过程基本结束，拉应力

得到有效的释放后（40～60d），再对留设的后浇

带进行浇筑封闭，从而形成完整的墙体外观。

（2）采用连续加强带。在混凝土收缩应力发

生的最大部位，即墙体超长方向的中间位置，设置

连续式膨胀加强带，加强带贯穿池底板、墙板及顶

板。带内和带外混凝土一起浇筑，两侧均不埋设止

水钢板。

（3）连续加强带联合PVC管施工。在连续式膨

胀加强带施工工艺的基础上结合预埋设的PVC管，

使得“抗”与“放”的裂缝控制原理得到充分有效

的应用。膨胀加强带的设置为“抗”，小口径PVC

管的埋设为“放”。

我们从三个方面对以上三种方案进行了对比

分析。从施工效果来看，采用后浇带两侧施工完成

后留有施工缝，结构体受温缩裂缝影响自防水效果

不理想；连续加强带施工不产生施工缝，具有自防

水效果，可有效地控制施工中产生的收缩裂缝，难

以控制后期使用中产生的温差裂缝； 采用连续加

强带联合PVC管施工可有效地控制后期收缩裂缝和

温度裂缝，结构体防渗效果好。从施工难度来看，

采用后浇带施工，后浇带处的保护清理及钢筋除锈

难度高；采用连续加强带法施工、连续加强带联合

PVC管施工均可连续浇筑施工，且施工工艺简单。

从工期来看，采用后浇带施工，需待两侧混凝土结

构收缩稳定后才能施工，工期长；而采用连续加

强带、连续加强带联合PVC管施工方法均可连续施

工，缩短了工期。

综合来看，对于超长混凝土墙体的裂缝控制，

图1 项目场地平面布置图

图2 超长混凝土墙体质量问题排列图
图3 墙体钢筋安装

选择加强带联合PVC管施工是最为合适的。

3 技术原理与优点

该技术在传统裂缝控制技术基础上，结合现场

施工经验，针对超长混凝土墙体的施工，研发出了

一种无缝施工的工艺。即在超长混凝土墙体中设置

膨胀加强带的同时埋设小口径PVC管，利用混凝土

凝固的“抗”与PVC管的“放”组合裂缝控制原理

进行裂缝控制。超长混凝土墙体是指单元长度超过

现行国家标准GB 50010-2010《混凝土结构设计规

范》所规定的混凝土伸缩缝最大间距的结构。

膨胀加强带的设置为“抗”，在超长墙体的

中间部位设置2m宽的膨胀加强带，加强带中掺入的

混凝土膨胀外加剂，它不仅能提高抗渗性，使混凝

土内部产生一定量的预应力，并且能抵消或部分抵

消混凝土干缩、蠕变等引起的拉应力，从而提高混

凝土的抗裂性。此外，加强带的设置实现了无缝施

工，整体浇筑成型，无需设置后浇带，结构具有自

防水效果，防渗漏性强。

小口径PVC管的埋设为“放”，按设计规范绑

扎完墙体的钢筋框架后，沿墙体钢筋中轴线每间隔

3m布置一根管径20mm、略高于墙体的PVC管。由于

实际工程应用中膨胀加强带混凝土膨胀时产生的预

应力难以估测，埋设的PVC管恰好能够有效地释放

多余的应力，使结构体内部达到应力平衡的状态。

此外，混凝土凝固过程中产生大量水化热，埋设的

PVC管能吸收混凝土释放的热量，降低结构体内外

温差，从而减少温度裂缝的产生。

通过加强带和埋设的PVC管这种技术手段恰好

能将混凝土结构因收缩变形、内外温差等原因产生

的应力释放，实现结构体内部的应力平衡，有效的

控制破坏性裂缝的产生。

4 工艺流程

施工准备→测量放线→钢筋制作安装→埋设

PVC管→设置加强带→模板施工→混凝土浇筑→拆

模养护。

4.1 施工准备

（1）包括施工图纸审查、各项技术制度的建

立、技术交底和编制实施性施工组织设计、施工前

期试验等。

（2）对业主、设计单位提供的图纸、标准、测

点等数据进行实地检测并在现场建立施工测量控制网。

4.2 测量放线

开工前，由设计单位把平面控制点和高程控制

点与施工单位进行交验。需用全站仪测放各轴线位

置及标高控制点，以轴线位置推算底板及内外墙的

位置，用墨线打出。用钢尺量出加强膨胀带的位置

及预埋PVC的位置，并进行复测验收。

4.3 钢筋制作安装

（1）钢筋安装前设置水平钢筋定位架，水平钢

筋定位架严格按照墙截面尺寸及钢筋设计要求自制

专用。定位架在底板浇筑混凝土后取下循环使用。

（2）立竖向钢筋及竖向钢筋定位架：先将竖

筋及竖向钢筋定位架与下层伸出的搭接筋绑扎定

位，竖向钢筋定位架间距@4000mm。

（3）根据竖向钢筋定位架对其余的纵、横筋

进行绑扎，竖向筋位置不再绑扎其他竖向筋，直接

代替此处的竖向受力筋。

（4）墙筋应逐点绑扎，于四面对称进行，避

免墙钢筋向一个方向歪斜，水平筋接头应错开。一

般先立几根竖向定位筋，与下层伸入的钢筋连接，

然后绑上定位横筋，接着绑扎其余竖筋，最后绑扎

其余横筋。（墙体钢筋安装见图3）

4.4 埋设PVC管

（1）按设计规范绑扎完墙体的钢筋框架后，

在墙体钢筋中间每间隔3m的位置插入管径20mm、略

高于墙体的PVC管，用胶带将管口密封，通过钢丝

将PVC管与钢筋框架进行绑扎固定。（见图4）

（2）布置时，在墙体钢筋的中间位置进行拉

线并在3m的间隔处进行标记。在拉线的标记处插入

PVC管。

（3）对于墙体连接处的弧形部位，在弧形两

端内侧埋入同样规格的PVC管。

（4）预埋的PVC管比墙体高出一定高度，待混

凝土凝固后截去高出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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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设置加强带

（1）在墙体长度方向上每间隔30m设置一条膨

胀加强带，不足60m墙体的则在长度方向的中间位

置设置一条加强带。

（2）加强带设置宽2m，加强带位置比两侧混

凝土提高一个等级浇筑（从墙体的一端按顺序依次

进行浇筑），因此两侧用钢丝网隔离。

（3）加强带两侧设置一层孔径5mm×5mm的钢

丝网，并按200mm～300mm设一根竖向φ16mm的钢

筋予以加固，其上下均应留出不小于25mm混凝土保

护层，钢丝与钢丝网、上下水平钢筋及竖向加固盘

必须绑扎或焊接牢固，不得松动，以免浇筑混凝土

时被冲开，引起两种混凝土混合，影响加强带的效

果。

4.6 模板施工与混凝土浇筑

（1）所有模板均采用1830×915×18mm双层涂

膜的木胶合模板，用50×100×2000mm木枋作背楞

或搁栅，通用的φ48.3×3.6mm钢管，φ16mm对拉

螺杆加固的支撑体系，穿墙螺杆间距600mm，图5。

（2）浇筑前，检查混凝土的均匀性和坍落

度；对模板、钢筋和预埋件进行检查；模板如有缝

隙，要填塞严密，模板内面涂刷脱模剂。

（3）加强带的设置为在墙体长度方向上每间

隔30m设置一条，不足60m墙体的则在长度方向的中

间位置设置一条加强带。由于池墙较长，为方便施

工，墙体混凝土浇筑时从墙体一头开始浇筑，首先

浇筑普通段混凝土，混凝土等级为C30；然后浇筑

加强带混凝土，混凝土等级为C35；最后浇筑普通

段混凝土。依此类推，直至墙体另外一头。混凝土

的浇筑要连续进行，从墙体的一端按同方向顺序浇

筑，不允许间断。

（4）混凝土浇筑时第一层浇筑高度控制在

30cm左右，防止混凝土自重过重导致模板跑模，待

混凝土有了强度以后在逐步向上推进，分层浇筑、

振捣。分层厚度控制在50cm内，混凝土下料点应分

散布置，图6。

4.7 拆模养护

（1）对于墙侧模板，可在砼终凝，并养护24

小时后，砼强度不小于1.2Mpa后拆除。侧模拆除

后，柱墙面上立即围盖湿麻布袋，加强砼的养护。

（2）采用洒水养护方式，保证混凝土表面处

于湿润状态。

（3）抗渗混凝土养护时间不少于14天。

（4）混凝土强度达到75%前，不得在其上踩踏、

堆放物料、安装模板及支架。混凝土成型见图7。

5 实施效果分析

5.1 裂缝检查分析

通过严格执行各项措施，经过各个环节实施

后，对现场实物重新进行全面检查，共检查400个

点，不合格点共计9个，其中温度裂缝、收缩裂缝不

合格率占33%，且总合格率变为97.75%。如图8所示，

可以看出，实施本技术后结构裂缝有明显减少。

5.2 经济社会效益分析

由于采用加强带联合PVC管代替传统的后浇带

进行墙体裂缝的控制施工，混凝土墙体可以整体连

续施工，减少了二次支模、二次浇筑、后期钢筋除

锈、施工缝凿毛等各种人力物力资源的投入，省时

省力，同时也缩短了工期降低了成本。经济效益分

析见表1。

图4 PVC管的埋设 图6 浇筑混凝土

表1  经济效益分析

图5 模板施工

图7 混凝土成型后 图8 完工后的超长混凝土墙体质量问题排列图

设置后浇带施工（1m3） 加强带联合PVC管施工（1m3）

对比内容 数量（m3）
单价

（元/m3）
合价（元） 对比内容 数量（m3）

单价
（元/m3）

合价（元）

1 人工费 1 42 42 人工费 1 42 42

2 材料 1 105.2 105.2 材料 1 120.5 120.5 

3 机械设备 1 125.6 125.6 机械设备 1 115.3 115.3 

4
后浇带
二次施工

1 20.5 20.5

5 合计 293.3 合计 2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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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知：采用本工法进行超长墙体施

工，每立方米可节省293.3-277.8=15.5元。以罗

芳水厂项目为例，其一座MBR膜池墙体体积约为

9023.65m3，共有2座膜池采用本工法进行施工，共

节约15.5×9023.65×2=279733.15元。

采用加强带联合PVC管施工，加强带可以与普

通墙体一体化施工，省去了二次支模、杂物清理、

钢筋除锈、两侧混凝土凿毛等工作。简化了施工

过程，降低了施工难度，加快施工进度，缩短了工

期，节约了成本。而且达到了设计抗渗要求，有效

地预防了混凝土墙体裂缝的产生，也没有后浇带分

次浇注施工可能填缝不好留下的渗漏隐患，整体浇

筑成型的工艺使墙体具有较高的防渗漏性。

此外，加强带掺加的膨胀剂，对混凝土、钢

筋、周围环境没有任何侵蚀影响。使用该方法完全

避免了剔凿产生的噪音、粉尘等污染，符合“四节

一环保”方针的要求。

6 结论

加强带联合PVC管裂缝控制技术实施后有效的

预防了混凝土墙体裂缝的产生，同时也使墙体实现

了结构自防水，具有较高的防渗漏性。不仅能整

体浇筑成型，而且施工简单、工期短、成本造价低

廉，可广泛应用于超长墙体工程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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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研究 

清水混凝土小型构件的预制及其质量控制研究

张宪彬，黄小芳，申双田，廖典将
（深圳市天健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深圳518109）

[摘  要]  本文以预制路缘石为依据，研究清水混凝土在路缘石预制中的应用及其表观质量的影响因素，从而对小型构件预

制外观质量控制措施进行探讨，为生产清水混凝土路缘石提供依据，为工程施工增加亮点。

[关键词]  清水混凝土；表观质量；路缘石

Study on Prefabrication and quality control of as cast finish concrete small components

Zhang Xianbin, Huang Xiaofang, Shen Shuangtian, Liao Dianjiang
(Shenzhen Tagen Engineering Research limited Company, Shenzhen,518109)

Abstract: Based on the prefabricated curb, this paper studies the application of fair faced concrete in the prefabrication of curb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ts apparent quality, so as to discuss the control measures for the appearance quality of small component 

prefabrication and provide the basis for the production of fair faced concrete curb.

Keywords: fair faced concrete; apparent quality; curb

0 前言

随着城市发展，道路不断升级拓宽，路缘石

和人行道板砖等市政小型预制构件的需求量在不断

增长。目前，路缘石、人行道板砖的材质多为大

理石或普通混凝土，其中大理石属于天然石材，属

于不可再生资源，价格昂贵，且面临资源枯竭；而

普通混凝土受外界因素影响较大，容易受到破坏，

导致更换率高，增加了维护成本，众多工程实践表

明，以普通混凝土制备的路缘石在3～6个月后即出

现黑斑，在一两年后，便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脱皮，

严重影响了路面工程的整体外观和附属工程的使用

质量。因此寻求一种材料作为现有路缘石的替代品

迫在眉睫。清水混凝土作为兼具结构与装饰功能的

建筑产品，不仅能够根据工程实际需求进行强度

等级、耐久性设计，而且以其精美外观、顺畅的线

条，光洁如镜，浑然天成的效果深得人们的青睐[1]。

清水混凝土具备生产加工路缘石和人行道板砖等市

政工程预制构件的优越特性。

经过学习考察浩捷水泥制品厂有限公司、江苏

苏博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后，鉴于市政道

路中路缘石在安装不久后便出现的表观质量缺陷，

拟以清水混凝土配制为目标，以此进行路缘石预

制，对既有路缘石材质升级优化，提高道路外观质

量、降低路面维护成本，为后续小型预制构件生产

施工提供依据。

1  试验准备

1.1 设备

主要仪器设备见表1，图1。

简 讯

广州首座可升降桥面的跨江大桥正式通车

广州市首座直升式开启桥——番禺区光明大桥正式通车，同时成为广东省内最大跨径、最大提升重量的开启

桥。

光明大桥北接长堤西路，南连南堤路，桥头两侧与被交路均采用平交，该段范围内路线平面为直线，大桥全

长115.857米，其中桥梁全长98.6米，主桥主跨53.6米，桥宽24米，两侧引桥跨均为22.5米，采用双向4车道，两

侧各设4米人行道，桥梁直接与两侧堤岸连接。

提升主跨的钢桥面铺装，在番禺区首次采用超薄高韧GT-10沥青混合料结构层，其厚度仅5厘米。开启跨结构

为了与桥位处弯曲的河流现状相适应。采用了独特的斜向布置，在国内开启桥中也是首创。开启及闭合时间各约

为2.5分钟，在运营期间，番禺区交通运输局将根据社会通行需求及日常养护需求进行开启，航道船舶设施需要

通过时，通过《进、出船舶预约登记》登记批准后开启通行，除此以外，光明大桥每月在非交通繁忙时段进行固

定检修提升，确保桥梁处于良好的营运状态。

南方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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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主要仪器

表1 主要仪器设备一览表

表2 原材料性能试验结果

1.2 材料

1.2.1 水泥

首先选用同一厂家、同一品种、同一强度等

级的水泥[2]，同时，还应考虑水泥的保水性、与外

加剂的适应性等性能指标。若水泥的保水性好，将

有利于提高混凝土拌合物的保水性，减少离析和泌

水。水泥与外加剂的适应性好，有利于混凝土拌合

物坍落度的控制，降低混凝土坍落度的经时损失。

本试验所用水泥为台泥（英德）水泥有限公司生产

的P·O 42.5R级散装水泥。

1.2.2 集料

砂石的级配和粒形对混凝土拌合物的和易性影

响很大，级配和粒形好的砂石有利于改善混凝土拌

合物的和易性，粗集料应选用连续粒级，颜色要均

匀，表面洁净（最大粒径不宜大于25mm），细集料

宜选用II区级配含泥量相对较低的中砂。最终选定

集料为惠州石场粒径5-20mm的花岗岩碎石和中砂。

1.2.3 掺合料

目前常用的掺合料有矿渣粉和粉煤灰，目的是

减少水泥掺量，从而减小水泥收缩，增加混凝土体

积稳定，减少混凝土的干缩裂缝。混凝土表面密实

性的提高，有利于提高混凝土的耐久性，掺加掺合

料可改善混凝土和易性，便于浇注成型。选用矿物

掺合料，除了考虑其活性外，还应着重考虑其细度

和颜色，矿物掺合料的颜色应均匀稳定；随着粉煤

灰掺量的增加，黑斑明显增多，镜面效果较差[3]，

矿渣粉与水泥颜色一致，且成分与水泥接近，清水

混凝土的颜色必须均匀稳定，故采用掺矿渣粉，限

制使用粉煤灰，本试验取消了粉煤灰的掺入。矿渣

粉宜选用比表面积在400m2/kg以上S95级矿渣粉，试

验所用掺合料为唐山曹妃甸盾石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S95级粒化高炉矿渣粉。

1.2.4 外加剂

外加剂种类繁多，有减水剂、脱模剂、缓凝

剂、消泡剂、膨胀剂等，根据不同的需求合理使用

外加剂可以提高混凝土拌合物性能，现如今配合比

设计中减水剂是必不可少的外加剂，减水剂宜使用

聚羧酸系高性能减水剂，着重考虑外加剂与其他材

料的适应性、黏度改善、气泡控制和减少混凝土体

积变形。本试验选用广东科隆智谷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的聚羧酸缓凝高性能减水剂。

1.2.5 脱模剂

脱模剂的合理选择对试件的外观质量起着十分

重要的作用，常用脱模剂分水性脱模剂和油性脱模

剂，油性脱模剂较水性脱模剂脱模后试件表面更光

滑。本试验采用水性脱模剂、普通废机油、花生油

作对比。

1.2.6 水

所用水为城市自来水。

1.2.7 环境

所有材料拌和前应放置在20℃±5℃室内。材

料相关技术指标见表2。

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 厂家

1 混凝土搅拌机 SJD60型 胜飞试验机械厂

2 磁性振动台 ZHDC-100 中国人民电器集团

3 路缘石钢模板 50cm*40cm*18cm 自行加工定做

4 振捣棒 25mm 浙江振海

5 压力试验机 WHY-2000 上海华龙

6 坍落度筒 / /

序号 材料名称 性能指标

1 水泥
安定性

标准稠度用水量
（%）

初凝时间（min） 终凝时间（min）
3d抗压强度
（MPa）

28d抗压强度
（MPa）

合格 26.2 167 204 30.2 53.7

2 砂
细度模数 级配区 含泥量（%） 表观密度(kg/m3) 堆积密度(kg/m3) 氯离子含量（%）

2.6 II 1.5 2570 1560 0.003

3 碎石
含泥量（%） 泥块泥量（%） 针片状含量（%） 表观密度(kg/m3) 堆积密度(kg/m3) 压碎值（%）

0.5 0.1 6 2650 1450 10.6

4 外加剂
减水率（%） 含固量（%） PH值

31.2 15.6 5.67

5 矿渣粉
密度（g/cm3） 比表面积（m2/kg） 7D活性指数（%） 28D活性指数（%） 三氧化硫（%）

2.94 433 86 99 1.08

6 水
可溶物（mg/L） 不溶物（mg/L） PH值

氯化物含量
（mg/L）

141 72 7.78 13.27

1.3 试验方案

1.3.1 配合比设计

配合比是混凝土质量控制中的关键因素，配

合比参数包括用水量、水胶比、胶凝材料用量和砂

率，应尽量避免用水量过多造成泌水、浮浆和离

析，避免导致色差和水纹水线等表观质量缺陷[5]，

可按普通混凝土配合比设计原则。清水混凝土配合

比设计除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混凝土结构工程施

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2015、《普通混凝土

配合比设计规程》JGJ 55-2011的规定外，清水混

凝土配合比设计应考虑普通混凝土的工作性能、力

学性能、耐久性能、经济性以外，还需要满足“内

实外美”的要求[4]。

对于一定配合比的清水混凝土，通过控制其黏

度，保证新拌状态时的流动性及包裹性，可使混凝

土表面呈现出色泽均匀、美观的镜面效果[5]。

此次试验以C25、C40两个配比为基础，在保

证混凝土拌合物性能的前提下，通过调整外加剂掺

量严格控制水胶比，使各个配合比的混凝土的工作

性相近，再对比配比掺加掺合料与不掺加掺合料的

试件外观质量以及混凝土强度，从而确定最终的配

比。初步配合比见表3。

1.3.2 模板、脱模剂的选择

要达到镜面混凝土的标准，模具的重要性不容

忽视。本试验采用钢模板，通过浇筑混凝土前把模

板表面除锈及抛光，然后均匀涂抹脱模剂，严格控

制其尺寸，接缝处应密封不漏浆。因采用钢模板，

可拆卸，所以只需涂抹很薄一层就可，保持钢模板

与未涂抹之前相近的光洁度与均匀度。

脱模剂的合理选择对试件的外观质量起着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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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强度等级 水胶比 水泥 矿渣粉 砂 碎石 水 外加剂

09161 C40 0.40 400 / 734 1056 160 X

09162 C40 0.40 352 48 734 1056 160 X

09163 C25 0.52 320 / 698 1140 166 X

09164 C25 0.52 282 38 698 1140 166 X

序号 脱模剂名称 价格（元/kg） 颜色/纯度 脱模后效果

1 废机油 2～3 黄褐色，有杂质 有黑色油印

2 苏博特水性脱模剂 20 黄色，无杂质 光泽度一般，无油印

3 花王水性脱模剂 38 黄色，无杂质 价格太高，取消使用

4 花生油 16 黄色，无杂质 光泽度较好，无油印

表3 试验配合比一览表

编号 坍落度（mm） 90min坍落度损失（mm） 和易性 7天强度（mpa） 28天强度（mpa）

09161 100 30 好 43.8 50.6

09162 120 20 好 42.3 51.2

09163 110 30 好 28.2 35.5

09164 120 20 好 26.5 36.7

表5 混凝土工作性能和力学指标比较

表7 脱模剂对比一览表

编号 强度等级 离析 泌水 浮浆 脱模后外观质量颜色 满意度

09161 C40 无 无 无 灰白色，均匀光滑，少许气泡 一般

09162 C40 无 无 无 灰白色，均匀光滑，少许气泡 满意

09163 C25 无 无 无 灰白色，均匀光滑，有色差，气泡较多 一般

09164 C25 无 无 无 灰白色，均匀光滑，少许气泡 满意

表6 不同配合比混凝土外观质量比较

（单位：kg/m3）

编号 强度等级 水胶比 水泥 矿渣粉 砂 碎石 水 外加剂

09161 C40 0.40 400 / 734 1056 160 5.20

09162 C40 0.40 352 48 734 1056 160 5.20

09163 C25 0.52 320 / 698 1140 166 4.16

09164 C25 0.52 282 38 698 1140 166 4.16

表4 混凝土配合比 （单位：kg/m3）

重要的作用，常用脱模剂分水性脱模剂和油性脱模

剂，油性脱模剂较水性脱模剂脱模后试件表面更光

滑。本试验采用水性脱模剂、普通废机油、花生油

做对比。

1.3.3 混凝土的搅拌、成型、养护

搅拌时间：较普通混凝土长20～30s。成型：

为保证表观质量的均匀一致，可以先用同配比的水

泥砂浆“打底”3～5公分，分两层装料，每层振捣

20s～30s比较适宜，为减少表面气泡，在振捣完成

后30min复振20s。养护：初凝后就可进行养护，

养护水采用洁净自来水，且初期是带模养护，使构

件表面保持湿润即可；脱模后可以在构件整个表面

洒水养护，采用覆盖薄膜的养护方式，保持在养护

过程中混凝土表面保持湿润，养护时间不得少于7

天。

2  试验结果

2.1 配合比的影响

通过配合比的调配，因C25混凝土水灰比较

大，饰面效果较C40稍差，气泡相对较多，加矿渣

粉和不加矿渣粉外观质量相近，最终确定配合比及

外观质量、后期强度如下表。通过比较强度及外观

质量，C25和C40均能达到要求，经过对比，对强度

要求不高的可以采用编号09164配合比进行预制，

如对强度有较高要求，则采用编号09162配合比。

配合比相关参数及外观，混凝工作性能及强度如下

表4～表6，构件成型见图2。

图2  09161～09164 构件成型图

2.2 模板、脱模剂

经过实际生产中的应用，塑料模具脱模效果最

好，甚至可以不用脱模剂，但是开模费用高，在实

际应用中有尺寸上的限制，适用于需要做填缝的构

件。钢模板可拆卸，脱模方便，重复利用率高，适

合做预制构件，但混凝土表面易形成气孔和石状纹

理甚至锈痕。

油性脱模剂较水性脱模剂脱模后试件表面光

滑，经试验以植物油（花生油）作为脱模剂能起到

很好的外观效果，且获取途径方便安全快捷，所以

可以将植物油作为脱模剂使用。

2.3 搅拌、成型、养护

普通混凝土宜搅拌2min以上，清水混凝土搅拌

时间较普通混凝土长20s～30s有利于减少成型后的

气泡。通过“打底”成型，有利于各标号混凝土的

外观质量均匀一致。温湿度在构件成型前7天对颜

色影响较大，即使是同一批混凝土，温湿度不同可

造成构件的颜色不一，应重视成型后在同一温湿度

下进行养护。

3  结论

通过实践可以制作出外观均匀一致、光洁程度

较高、不同强度等级的清水混凝土路缘石,既可以

代替目前价格高昂的大理石及普通混凝土，用于路

面可增强公路的美观和耐久性，也可以指导小型预

制构件的生产，用于公园花坛及路面砖，为工程提

质创优增加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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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冻土抗折试验技术及抗折特性研究

李 嘉，刘艾轩，李有志
(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518034)

[摘  要]  人工冻结法施工技术目前已经广泛应用于隧道、地铁等工程，在地铁联络通道中，人工冻结法形成的人工冻土墙

用作临时支撑，承担上部压力和侧向土压力作用，处于压弯联合作用，在一定的应力组合下可能会出现抗拉破坏。目前关于

冻土的抗拉强度已有学者采用不同试验方法进行了相关研究，但试验方法都存在一定的缺陷，且与人工冻土墙实际受力状态

存在一定差别。本文设计并研制了人工冻土抗折试验设备，该设备满足抗折试验规范的要求，且能减小试件与加载装置接触

不良引起的误差。利用该设备进行了冻土的抗折试验，研究了不同土质的人工冻土受含水率和冷冻温度的影响规律，为工程

设计、施工提供一定参考。

[关键词]  人工冻土；抗折试验设备；抗折强度；含水率；冷冻温度

Research on artificial frozen soil bending test technology and bending property

Li Jia, Liu Yixuan, Li Youzhi
(Shenzhen Tagen<Group>Co.Ltd., Shenzhen, 518034)

Abstract:  Artificial freezing ground method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tunnels, metro and other projects, in the connecting passage in 

metro, the artificial frozen soil wall, which is formed by artificial freezing method, is often used as temporary support. The artificial 

frozen soil wall is in the joint action of pressure and bending moment, for it takes the upper pressure and lateral earth pressure at same 

time, so there may be tensile stress in the profile, which may cause brittle failure. At present, some scholars have carried out researches 

on the tensile strength with different test methods, but they are insufficiency and have a certain difference in stress state between 

the specimen and the actual support structure. A bending test instrument was designed and manufacture, which satisfies the code’s 

requirements, and reduces the error caused by poor contact between the specimen and loading device. Bending test on artificially frozen 

soils was launched using this instrument, and the test on influence law of moisture content and freezing temperature on artificially 

frozen soils’ strength was also launched. The conclusions can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Keywords:  artificially frozen soils; bending test instrument; bending strength; moisture content; freezing temperature

0  引言

1955年，人工冻结法施工技术首次应用于开

滦林西风井开凿建设工程，此后人工冻结法应用范

围不断扩大，目前已大量应用在隧道、地铁土层加

固，特殊地段工程事故处理，基坑工程等工程中。

人工冻结法施工形成的人工冻土的物理性质直接影

响到工程、设备和施工人员的安全，因此设计、施工

人员应准确掌握人工冻土的性质。我国从20世纪70年

代即开展了人工冻土方面的初步试验，目前已形成较

成熟的冻土试验理论，如土工试验方法标准[1]规定了

冻土的密度、含水率、导热系数、冻胀量的试验方

法，煤炭行业已经形成了较成熟的人工冻土物理力

学性能试验行业标准[2]，试验方法的标准化对工程

及完善冻土理论有重要意义[3]，但目前还需对人工

冻土在城市建设中的相关试验方法和标准进行深入

研究和统一。

在工程设计和施工中，同岩石、混凝土等脆

性材料一样，冻土的抗拉强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力

学指标，在城市地铁工程中，人工冻结法施工技术

形成的人工冻土墙常用做地下联络通道的临时支护

帷幕，承担上部压力和侧向土压力作用，此时冻土

处于压弯联合作用，此外材料截面有的部分处于压

缩应力状态，有的地方则处于拉伸应力状态，这就

需要对人工冻土的抗折强度进行试验研究，试验方

法和试验设备的选取是获取正确的人工冻土抗折强

度指标的前提条件，因此本文首先对试验方法和试

验设备进行了研究，利用该设备对人工冻土进行试

验，通过破坏模式验证了试验设备的合理性，同时

对不同影响因素下的人工冻土抗折强度进行研究，

为工程设计提供了合理的参数。

1 人工冻土抗折强度试验技术

1.1 人工冻土墙的实际受力状态和试验方法分析

以天津在建地铁五号线采用人工冻结法施工的

某联络通道为例，其截面结构简图如图1所示：

学者对其缺陷进行了分析：

朱元林和D.L.Carbee[4]、彭万巍和沈忠言等[5～6]

均采用单轴拉伸的试验方法研究了冻土的抗拉强

度。理想的直接拉伸试验要求在试件轴向施以均匀

的拉应力，而固定试件两端的夹具难以制作，并且

无法消除试件微裂隙和其它制作缺陷的影响，该方

法极易造成结果的较大误差。

马芹永[7]、赵景峰[8]参考岩石抗拉强度的测定

方法，分别采用劈裂法、巴西劈裂试验测定冻土的

抗拉强度，该方法沿圆柱体试样直径方向上施加线

性荷载，使试样内部沿径向产生拉应力破坏，从而

由弹性理论解析出抗拉强度。劈裂法具有试样制作

和试验方法简单易操作等优点，但试验拉伸强度公

式是来自二维问题的弹性力学解答，而实际情况并

不满足该公式所要求的平面应力或平面应力条件，

不能真实地反映岩石的抗拉强度[9]。

吴成义[10]采用三点加载方式进行了人工冻土的

抗弯试验研究，该试验方法也有不足，试件断裂破

坏面不一定在弯矩最大处，造成试验结果稳定性分

析评价不够准确。

基于以上方法存在的问题，本文采用两点加载

的抗折强度试验方法进行研究。两点加载的抗折（即

弯曲抗拉）强度试验是材料强度的重要试验，该试

验方法试件破坏时破坏面同时处于受弯和受拉的状

态，因此材料的抗折强度是其抗弯性能和抗拉性能的

综合体现，研究表明材料的抗折强度和抗拉强度有

着密切的联系[11]，且两点加载的试验方法容易控制

破坏面发生在两个加载点之间，可以减小试验结果的

离散，在岩石、混凝土等脆性材料中应用普遍，煤

炭行业的人工冻土规范也规定了抗折试验的方法。

采用抗折试验测定其抗折（即弯曲抗拉）强度

相对于单轴拉伸法和劈裂法确定其抗拉强度更符合

材料实际状态下的应力。

1.2 人工冻土抗折设备的设计与研制

参考煤炭行业人工冻土物理力学性能试

图1  天津地铁三号线某联络通道示意图

图2  地铁联络通道人工冻土墙受力示意图

1—混凝土管片；2、5—主隧道；3—支护层；

4—结构层；6—泵房

地铁联络通道人工冻结法施工形成的人工冻

土墙受力状态如图2所示，冻土墙处于压弯联合作

用，或者横向弯曲作用，截面可能会出现拉应力

区。对于这种受力状态，极易引发难以预料的脆性

破坏，造成工程事故。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人工冻土进行抗拉强度试

验，由抗拉强度分析复杂应力状态下人工冻土的工

程性质，抗拉强度的试验方法主要有：单轴拉伸试

验、劈裂试验、三点加载法，这三种试验方法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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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试样受力示意图

验抗折强度试验 [2 ]的要求，试件采用尺寸为

50mm×50mm×200mm的长方体土样，设计两个加载

点，分别位于跨度的两个三等分点处，加载图示如

图3(a)所示。

式中， f f为试件的抗折强度； l为支座间距；

b、h分别为试件截面的宽度和高度。

为实现上述加载方式，本文在冻土单轴压力机

基础上进行改进，设计制作了抗折试验设备，如图

4所示。

该设备在人工冻土单轴抗压试验设备基础上制

成，恒温箱（最低温度-40℃）可保证试验过程中试件

温度恒定，控制系统可以设定加载方式由力或位移控

制，数据采集系统可自动采集试验过程中施加的荷载

和位移等变量，设备的应力传感器量程为0～100kN，

精度1%，位移传感器量程0～50mm，精度1%。

试件受力情况可以简化为简支梁受集中荷载，

弯矩图如图3(b)所示，试样两个加载点之间的部分

收到均匀的弯矩作用，从而可以控制试件的破坏面

发生在两个加载点之间。根据对简支梁在集中荷载

下的强度计算公式，当冻土试件发生屈服或脆性断

裂时，可用下式计算梁的抗折强度。

1-加压头，2-试样，3-支座头

(a)加荷装置示意图

(b)试件弯矩图

ff= = =
W

6

6 PlM
bh2 b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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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过程中不断积累经验，对设备进行了持续

的改进，其中加压头和支座头是设备完成抗折试验

的重要部件，其设计如图5(a)所示。支座头和加压

头都由钢材制成，表面硬度远大于试件的硬度，故

将其做成直径10mm的弧形端面避免在加载过程中由

于应力集中引起试件产生过大压痕甚至支座压入试

件，加压头的两个加载点和支座头的一个承载点设

计为可绕试件宽度方向转动，保证试件与加载装置

接触良好，避免试验中试件和加压头点接触引起的

误差，制作完成的加压头和支座头如图5(b)所示，

支座头固定于压力机底座，加压头铰接于压力机的

压力轴。抗折试验装置置于温度可控的试验箱内，

控制试验过程中试样周围温度波动不超过±0.1℃。

1.3 人工冻土抗折试验设备的验证

利用研制的人工冻土抗折试验设备进行冻土抗

折强度试验，以60N/s的速度连续而均匀地加载，如

图6(a)所示，数据采集系统记录下试验过程中施加的

荷载和试件的挠度，由式(1)可换算得到试件的抗折

强度，典型的抗折强度-挠度关系曲线如图7所示。

试验加载初始阶段，抗折强度随挠度增长，两

者关系接近线性，当应力超过极限强度后，试件突

然断裂，几乎不能再承受荷载，试件破坏时裂纹突

然出现在拉应力一侧并急剧向压应力侧发展直至试

件断裂，试件承受荷载急剧减小，没有荷载逐渐衰

减过程，呈典型的脆性破坏特征。观察破坏后的试

件形态，可以均存在一条明显的几乎贯穿整个横截

面的主裂缝，如图6(b)所示。

2  不同土质人工冻土的抗折试验

人工冻土的冷冻温度和含水率是两个重要的参

数，对人工冻土抗折强度有重要影响，本文利用设

计研制的抗折试验设备研究冷冻温度和含水率对抗

折强度的影响规律。

（1）

图4  抗折试验设备示意图

1-压力机；2-恒温箱；3-加压头；4-人工冻土试件；

5-支座头；6-数据传输线；7-控制和数据采集装置

2.1 实验方案

试验分别研究粉质黏土、黏土和粉砂三种土

质人工冻土的抗折性质，试验分两组进行：第一组

试样由不同土质的原状土制成，分别在-10℃、-

15℃、-20℃下进行抗折试验；第二组试样由对

应土质的重塑土制成，并分别配制不同含水率

（15%、20%、25%、30%、35%、40%）的重塑土制作

试样，在-10℃下进行抗折试验。

2.2 试验结果及分析

（1）温度对抗折强度的影响

不同土质的原状土试样在不同试验温度下的抗

折强度-挠度曲线如图8所示。

图5  人工冻土抗折试验设备的加压头和支座头

图6  人工冻土抗折强度试验

图7  典型的抗折强度-挠度关系曲线

(a)加压头和支座头设计

(a)加载图示

(b)实际制作的加压头和支座头

(b) 试件破坏形态

(a) 试验温度为-10℃

(b) 试验温度为-15℃

图8  原状土不同温度下抗折强度-挠度关系曲线

(c) 试验温度为-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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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冻土试样在不同温度下的抗折强度

由不同土质试样的抗折强度-挠度曲线可知，

三种土质的人工冻土试样均呈现典型的脆性破坏。

加载初始阶段，应力随应变快速增长，曲线接近直

线，且冷冻温度较高时（如-10℃）不同土质增长

速率差别较大，冷冻温度较低时（如-20℃）不同

土质增长速率差别较小。

将不同土质的原状土试件在不同温度下的抗折

强度统计，如表1所示，由表1可以看出，试件抗折

强度随温度下降而增大，且温度对抗折强度的影响

非常明显，粉砂、黏土和粉质黏土在-20℃时的抗折

强度分别比-10℃时增强了3.35、3.34和2.79倍。

温度/℃
抗折强度/MPa

粉砂 黏土 粉质黏土

-10 2.54 2.21 1.90

-15 6.51 6.05 4.63

-20 8.51 7.39 5.30

5 14.5 28.9 1.621

6 12.9 28.4 1.633

（2）含水率对抗折强度的影响

为了试验含水率对人工冻土抗折性能的影响，

分别制作了含水率为15%、20%、25%、30%、35%、

40%的粉砂、黏土和粉质黏土重塑土试样在-10℃下

进行抗折试验，得到不同土质人工冻土的抗折强度

随含水率变化的关系曲线，如图9所示。

增大均呈现先增大，后减小的规律，均存在一个使

抗折强度最高的最优含水率；但不同土质的人工冻

土试件的最大抗折强度对应的最佳含水率不同，粉

砂约为25%，粉质黏土和黏土较为接近，约为35%。

3  结论

本文在冻土单轴抗压试验设备基础上设计并制

作了人工冻土抗折试验设备，该设备可以满足抗折

试验的要求，且能减小试件与加载装置接触不良引

起的误差。利用该设备研究了冷冻温度和含水率对

抗折强度的影响，得到以下结论：

（1）不同土质的人工冻土试件在不同温度下

的抗折强度随温度下降而增大，且温度对抗折强度

的影响非常明显；

（2）不同土质的人工冻土抗折强度随含水率

的增大均呈现先增大，后减小的规律，均存在一个

使抗折强度最高的最优含水率，但不同土质的人工

冻土试件的最大抗折强度对应的最优含水率有一定

差别，粉砂约为25%，粉质黏土和黏土较为接近，

约为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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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讯

广东省调整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许可证办理限额

经住房城乡建设部同意，2019年8月22日，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印发《关于调整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

施工程施工许可证办理限额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放宽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以下简称房屋市政

工程）施工许可办理的工程投资额和建筑面积限额标准。

一、亮点

2019年9月1日起，广东省工程投资额在100万元以下（含100万元）或者建筑面积在500平方米以下（含500平

方米）的房屋市政工程，可以不申请办理施工许可证。

据了解，全国仅有广东、海南两省放宽了房屋市政工程施工许可办理限额，且广东的放宽幅度最大。放宽房

屋市政工程施工许可办理的工程投资额和建筑面积限额标准，是广东省深化营商环境改革，落实工程建设项目审

批制度改革的重要举措，也是适应社会经济进步，推动我省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措施。

二、调整依据

（一）《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第18号令，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第42号令修

改）第二条第二款规定“工程投资额在30万元以下或者建筑面积在300平方米以下的建筑工程，可以不申请办理

施工许可证。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可以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对限额进行调整，

并报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备案”。

（二）《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全面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粤府〔

2019〕49号）明确的改革任务，要研究放宽施工许可办理的工程投资额和建筑面积限额标准。

（三）《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同意广东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许可证办理限额备案的

复函》（建办市函〔2019〕472号）。

三、强化事中事后监管

在调整房屋市政工程施工许可办理限额的同时，《通知》要求加强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强化事中事后监

管，保证建筑工程的质量安全，维护建筑市场秩序。《通知》督促各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把好施工许可审查

关，严厉打击规避申请办理施工许可证等违法行为。对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建设单位要切实履行工程质量安全首

要责任，工程项目所在地县级以上住房城乡建设管理部门、城市管理执法部门应联合镇（区）政府、街道办建立

日常联动机制，加强监管。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由图9可以得出含水率对人工冻土抗折强度的影

响规律：不同土质的人工冻土抗折强度随含水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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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罗湖“二线插花地”棚户区
改造项目智慧社区设计

程志勇
(深圳市天健棚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深圳，518019)

[摘  要]  罗湖“二线插花地”棚户区改造项目结合国家对智慧社区的建设标准、要求，围绕智慧社区智慧管理、智慧服务

二大板块，给出智慧社区的设计方案及功能体系架构。

[关键词]  棚户区改造；智慧社区；顶层设计

Analysis on the design of intelligent community of Luohu "Second line enclaves"
 shantytowns reconstruction project

Cheng Zhiyong
(Shenzhen Tagen Penggai Investment Developent Co. Ltd., Shenzhen,518019)

Abstract: Luohu "Second line enclaves" shantytowns reconstruction project combined with the national standards and requirement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smart community, around the smart community management, smart service two plates, gives the smart community 

design plan and functional architecture.

Keywords: shantytowns  renovation;  intelligent community;  top-level design

0  引言

国家“十二五”规划中指出，要以居民需求

为导向，整合人口、就业、社保、民政、卫生、文

化以及综治、维稳、新房等管理职能和服务资源，

加快社区信息化建设，构建社区综合管理和服务平

台。

“十三五”规划中提出应在国家新型智慧城市

建设战略推动和相关政策引领下，创新智慧社区的

建设理念与思路，依靠新一代信息技术，以数据共

享为突破口，吸引创新性人才和社会资本协同推进

智慧社区创新发展[7]。

深圳市罗湖“二线插花地”棚户区改造项目是

为消除罗湖“二线插花地”地质灾害、危旧楼房等

公共安全隐患，并充分利用国家棚户区改造政策和

保障房建设政策，对“二线插花地”进行全面彻底

整治改造的项目。该项目横跨罗湖、龙岗两个行政

区域，范围包括木棉岭和布心两个片区，总用地面

积约32.2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227万平方米，

场地内建筑以超高层住宅为主。结合国家对智慧社

区的建设的标准、要求，将本项目打造成深圳罗湖

智慧社区示范点，未来建造为国家级智慧社区样板

工程。

1  建设思路

1.1 目标定位

提升项目品质，提高物业公司服务水平，为业

主提供舒适、安全、便利的生活环境。

在M04地块建设智慧社区管控中心，作为木棉

岭和布心片区日常调度中心，接入各个地块的全部

楼宇管理、安防消防等数据，并接入区域消防、公

安、交通等数据信息。

通过有效整合各类平台的场所、设备、人员、

经费等资源[4]，将面向社区群众的公共服务事项纳

入智慧社区管控中心综合平台集中办理，逐步实现

公共服务事项“一站式”办理、“一条龙”服务，

建立集文化体育、卫生计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食品药品安全、民政服务等于一体的社区多功能综

合服务平台。

运用信息化和智能化技术，建立智慧社区[2]，

将社区内所涵盖的关于社区管理、公共服务、民生

需求，以及单位、个人提供服务等信息，进行有效

的捕捉、整合，并通过信息决策判断系统的智能化

处理，及时、有效地提升社区各方使用和互动体验

感受，从而达到智慧管理、智慧服务的效果。

1.2 建设原则

1.2.1 顶层规划，统筹建设 

采用先进适用的信息技术，高标准规划和统筹

建设各公共区域和住户内的智能化项目，有计划、

分层次地协调推进。 

1.2.2 完全开放

系统基于开放、标准的TCP/IP协议[1]，无论

从功能使用，系统架构、还是产品使用、设备维护

上，从设计阶段到建设运营全程完全开放。

1.2.3 灵活组合

充分考虑到社区多类型、多需求、多系统、多

功能、综合性、复杂性的特性，设计一套适应多种

客户需求、适应多种网络平滑接入、适应多种产品

协议，同时方便客户自由增减、自成体系的系统架

构。

1.2.4 全面服务

面向各种类型社区用户的设计模式，充分考

虑社区用户的体验。分别从投资者、管理者、使用

者的角度进行考量和权衡，力求和谐统一、相辅相

成，实现资源和数据共享。

1.2.5 基础共建、资源共享

对于共用的基础管道、网络、数据中心、云

服务平台、共性支持平台采用共建共享方式[6]，避

免重复建设，浪费投资。通过政府的引导作用，推

动集约化建设，加快信息资源的有效整合与共享交

换。

1.3 建设理念

以人为中心的智慧社区，按需配置相应的智慧

应用及智慧生态系统，充分满足人们对所生活区域

的幸福感和归属感（图1）。

图1  智慧社区建设理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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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智慧社区系统框架图

1.4 设计思路

结合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增强现实

（AR）、地理信息系统（GIS）、建筑信息模型

（BIM）等信息技术应用，建设智慧社区管控中

心，统筹管理木棉岭、布心片区的住宅和配套公建

的智能化、信息化，使项目达到智慧、绿色、环

保、宜居、共享的建设目标[8]。

1.5 整体框架

智慧社区需要打造一个统一平台，设立智慧社

区云中心，构建基础网络，通过分层建设，达到平

台能力及应用的可成长、可扩充，创造面向未来的

智慧社区系统框架（图2）。

2.1.2 治安管理

以网格化管理为主要思路，引入视频监控和智

能分析技术，实现社区管辖范围内的社区室内公共

空间、社区室外公共活动场所、社区集贸市场、地

下空间等重点部位信息的综合管理和现场的实时监

控，创新立体化社区治安防控体系，严密防范各类

违法犯罪活动。

2.1.3 智慧物业管理

针对物业公司所属的一切房产信息进行集中管

理。基于综合信息服务平台，为社区业主与居民打

造租赁信息发布与互动平台。为业主提供房产公共

部位损坏维修及基金的支取服务。

通过在社区住宅大堂布置多媒体触控大屏，与

社区的其他应用系统紧密融合，各应用系统的信息

和管理服务内容可通过触摸屏进行展现与互动，为

社区居民带来便捷高效的体验，实现信息的推送和

居民的交互应用。

严格社区出入门禁管理，规范住户门禁卡实名

2  建设内容

罗湖“二线插花地”棚户区改造项目智慧社区

建设主要包括二大板块：智慧社区管理板块、智慧

社区服务板块。结合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增

强现实（AR）、地理信息系统（GIS）、建筑信息

模型（BIM）等信息技术应用，建设智慧社区管控

中心（图3）。智慧社区管控中心位于木棉岭片区

01-04地块，华龙路东侧，建筑面积约1000m2，统

筹管理木棉岭、布心片区的住宅和配套公建的智能

化、信息化。

2.1 智慧社区管理平台

2.1.1 人口管理

以房屋地址管理为基础，以人口和房屋管理为

主要内容，以网络管理为主要思路，以信息共享交

换为主要支撑[3]，实现对社区各类人口信息的动态

采集、更新和维护，并通过对居民各类诉求的采集

上报，保证数据录入的准确性，实现居民与社区的

良性互动，形成实时、高效管理机制。

办理，访客实名登记，社区出入门禁视频监控、人

脸识别、公安联网比对等安防措施。

由物业公司或物流企业在社区设置快递收发专

用场所，共同签订末端物流联盟合作协议，为居民

统一收发快件。

通过智慧社区物业管理平台，统筹社区消防、

安防、电梯、停车场、智能照明、环境监测、远程

抄表等智能化管理系统，实现社区智能化数据的统

一、集中管理[5]。

2.2 智慧社区服务平台

2.2.1 服务热线呼叫系统

智慧社区管控中心开通社区热线，接听居民反

映的问题或接受社区事务受理要点的咨询。

2.2.2 智慧社区公共服务系统

为社区居民提供就业培训和职业介绍，并做好

失业人员信息更新、失业保险申领等服务。

为社区居民提供医疗咨询、自检诊断、送药

上门等服务，构建居民健康档案，提升社区医疗水

平。为社区居民提供智慧养老服务，提升社区养老

服务水平。

为社区居民提供智慧教育服务，解决社区居民

幼儿园、中小学上学问题。

为社区居民提供智慧交通服务，解决社区居民

公共交通出行的需求。

在智慧社区管控中心提供政府社区服务人员、

公安及片区民警等相关服务场所，提供智慧政务服

务。

2.2.3 智慧社区产业服务

与国家相关金融机构结合为社区居民提供智慧

社区“金融”卡的应用，以服务应用和社会金融、

社区商家联动为核心，为社区居民提供便捷的身份

认证、消费支付、诚信兑换等覆盖社区衣食住行康

乐养各线的金融服务。

2.2.4 智慧社区展示

在智慧社区管控中心设置基于BIM的综合集成

管理平台，统筹监控木棉岭、布心片区的安防、楼

宇控制、能耗、网络、停车、可视对讲、变配电监

控、智能照明、电梯物联网等综合信息，统筹展示

社区的园林景观、市政照明、环保环卫信息、城市

交通、区域供电、区域周边安防等综合信息。

在智慧社区管控中心展示大屏上可以通过BIM

展示平台，向社区居民实时展示智能视频、停车场

管理、核心设备管理、物业管理等智慧系统（图

4）。

3  结语

深圳市罗湖“二线插花地”棚户区改造项目智

慧社区设计，符合国家“十三五”规划中对于智慧

社区建设的总体要求。该智慧社区建成后可作为罗

图3  智慧社区管控中心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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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实践

装配式轻钢结构临时建筑应用研究

石军乐1,熊飞2，郑双明3

(1.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518034；2.深圳市天健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深圳 518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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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装配式轻型钢结构临时建筑，为集约使用城市零星闲置用地提供了新的思路，为城市可持续发展注入了新的活

力。本文总结了深圳市梅丽小学临时校舍、石厦小学临时校舍、罗湖棚改服务中心项目的技术经验，并形成轻钢结构临时建

筑项目指引。

[关键词]  装配式轻钢结构临时建筑；临时校舍；项目指引

Application and research of prefabricated light steel structure temporary building

Shi Junle1,  Xiong Fei2,  Zheng Shuangming3

（1.Shenzhen Tagen<group>Co.ltd., Shenzhen,518034; 2.Shenzhen Tagen Real Estate Group co. ltd.,Shenzhen,518033; 

3. Shenzhen Tagen Penggai Invenstment Development Co. Ltd., Shenzhen,518019）

Abstract: The temporary structure of prefabricated light steel structure provides a new idea for the intensive use of urban sporadic idle 

land and injects new vitality in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experience of Meili primary school 

temporary schoolhouse, Shixia primary school temporary schoolhouse and Luohu shanty reform service center in Shenzhen, and forms 

the guidelines of light steel structure temporary construction project.

Keywords:  temporary prefabricated light steel structure; temporary school buildings; project guide

0  前言

临时建筑由于其使用寿命短暂，再建造时应

尽量选择成本低、建造快、拆卸方便、可循环使用

的材料及建筑工艺，尽可能做到可持续性发展。目

前的临时建筑结构体系主要采用框架体系，其特点

为承重和围护是由两组不同的构件来分担，支撑功

能由框架承担，框架之间由非承重的板材封闭。深

圳市梅丽小学、石厦小学、罗湖棚改服务中心不同

的结构处理方式，为装配式轻钢结构临时建筑的技

术发展，提供了不同的思路，本文从多个方面比较

总结其优势和劣势，形成轻钢结构临时建筑项目指

引。（表1为三个临时校舍的关键数据对比）

1 梅丽小学临时校舍项目总结

1.1 项目概况

梅丽小学临时校舍工程由深圳市福田区教育

局委托天健集团代建，项目位于深圳市福田区上梅

林片区梅康路（卓悦购物中心东侧），总占地面积

7473.98m2，总建筑面积为5275.03m2，为一栋二层教

学综合楼，按33个教学班的规模进行建设，可容纳

约1600名学生，学校建设内容包括普通教室、专业教

室、行政办公室、校医室、配电房及消防水箱等配套

附属设施（见图1、图2）。项目总投资约3500万元，

资金来源政府财政预算。项目自2018年7月开始施工

至2018年12月竣工，现场施工的工期约5个半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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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梅丽小学、石厦小学和新沙小学临时校舍关键数据比较 （资料参考建筑学报2019/05/NO608）

项目与指标 梅丽小学 石厦小学 新沙小学

项目指标

班级数量 32班 24班 30班

用地面积 750m2 6500m2 6400m2

建筑面积 5800m2 4500m2 5500m2

几何指标

教室尺寸
（长*宽*高）

9.6m×6.6m×3.6m 9.9m×6.9m×3.6m
8.8m×7.2m×3.8m
8.8m×7.9m×3.8m

结构网格 2.4m×6.6m 3.3m×6.9m 8.8m×7.2m/8.8m×7.9m

模数控制 水平1.2m，垂直0.3m 水平1.2m，垂直0.6m

结构体系

承重类型 轻型钢框加桁架剪力框格 薄壁轻钢龙骨密肋 柱梁刚框架

建造方式 全装配式，非连续柱平台法 薄壁轻钢装配+干湿构法 半预制装配式

楼板类型 张弦梁承托预制钢楼板 现浇细石混凝土楼板 桁架钢筋混凝土组合楼板

建造方式

装配要素 框架、框格、组合板材 杆件、覆面板材 杆件、砌块、覆面板材

承重部分 组件预制，现场装配 组件预制，现场装配 组件预制、现场装配及焊接

楼板部分 全装配 现浇面层 底板装配、现浇面层

材料耗量

主要结构尺寸 6mm厚80×80矩形钢管 3mm厚100×50c型钢 10mm厚300×300矩形管

钢材耗量 880t 220t 400t

混凝土耗量 0 1430t 3250t

重量指标

每间教室自重 38t 94t 142t

总自重估算 1200t 2260t 4250t

平均自重 220kg/m2 500m2 770kg/m2

效能指标

主体建造时间 90天 45天 70天

立方米造价 1450元 1400元 1600元

平方米造价 5200元 5000元 6000元

注：（1）主要结构尺寸以主要标准承重立柱构件为例；（2）混凝土耗量指基础外的主体房屋部分；（3）教室自重为平均值；（4）主体建

造时间包括主体结构、围护、装修及水电，不含基础、场地处理。

图1  梅丽小学临时校舍实景照片

1.2 建设方案及优缺点分析

1.2.1 建设方案

学校使用的轻钢结构预制装配系统，区别于一

般钢框架体系，借鉴了木结构建造中的平台框架系

统。其特点是立柱各层独立而非连续一体，每层楼

盖形成平台后，再层层往上搭建。这类似于古代楼

阁与木塔的营造—立柱由楼高决定，梁成为水平框

架，再与楼板拉结，作为上层建造的基座。（见图

3）

拆装同样便捷，构件为通用构件且拆装损耗率小，

构件直接重复使用率可达90%。

由于建筑自重不足300kg/m2，仅为传统建筑

的1/5，建筑采用浅埋深的小断面条形基础，既减

少了开挖，避免了土方的搬运与回填，也大大缩短

了工期。附属的围墙栏杆、水塔、门卫室及消防水

箱也采用了标准化和模块化的设计，合理规划排布

于地面而非直接埋于地下隐藏，安装十分快捷。同

建筑主体一样，附属构筑物均可灵活调整，重复拆

装，循环重用。

本项目采用梁柱框架与剪力框格混合受力的结

构系统，重力体系采用2.4m间隔的框架结构，每榀

框架中，教室内部6.6m主跨通过张弦组合梁传递到

两侧的立柱上，2.4m宽走廊外侧增设立柱形成连续

梁。所有立柱层间不连续，仅以二力杆形式上下端

铰接，承担由主梁传递的重力。三个方向的杆件纵

横交错层叠，秩序井然，系统受力清晰明了。

水平侧力则由均匀布置的剪力框格集中抵抗，

楼板下设置水平交叉拉索提高平面内刚度，保证水

平力顺利传递到每间教室单元转角纵横两个方向布

置的剪力框格处。结构构件各司其职，以密度换取

强度，以小断面杆件实现较大跨度，系统解决多层

预制装配结构体系抗震、抗风等关键性技术难题。

（见图4）

楼板模块采用钢框与覆皮复合结构，刚度好，

自重轻，达到600kg/m2承载力。由于设计余量大，

配合隔振垫与木基复合板材的使用，有效地解决

了学校建筑抗震与隔音要求；而且无需后浇筑或焊

接，因而便于拆移与循环使用，这是传统装配式建

筑中现浇混凝土楼板或叠合楼板等水平板系统所不

具备的优势。

图3  梅丽小学临时校舍施工现场

图2  梅丽小学临时校舍实景照片

材料运抵现场后，杆件会被拼合成梁柱框架，

施工时框架起吊就位，工人只需要在半空中调整一

个维度即可定位，并用螺栓锁紧。这极大减少了工

人现场的工作量与高空危险作业，省却脚手架等施

工辅助设施。由于现场施工极为便捷安静，夜间及

不良天气时均可装配。这一方式也反向定义了材料

的采购与制作。整个结构体系仅使用了适合于激光

加工的5种轻量钢管断面，预制部件模块化程度非

常高。全装配模块系统不仅实施迅速，而且规避了

现场浇筑、切割和焊接等不可逆的安装工序。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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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校舍的构件形状被约束为杆件与板材，类

型标准通用，工艺设计充分考虑加工制作、运输、

安装及回收的可行性。材料涉及钢、木、铝合金及

玻璃等，构件种类少，便于加工制作及管理。钢节

点连接形式类似于传统木结构的斗栱方法，框架梁

在各自方向上连续布置；框架柱在节点处上下断

开，通过加劲板、螺栓等传递内力，既保证结构的

安全性，也有利于快速的建造安装。主体结构框架

设计完成后，不同的附件如楼梯、连桥、水塔等，

也采用了已有的材料，保证构件以相似的逻辑拼合

而成。

1.2.2 方案优点

（1）建设周期短

相较于传统钢结构和钢筋混凝土或者砖混结

构，轻钢结构体系自重较轻，为传统建筑的1/3-

1/5，且因临时建筑限高，一般为两层及以下建

筑，则对基础要求较低，简单的条形基础即可满足

要求，进而缩短基础工程工期；此外此体系包括结

构和墙板在内的绝大多部分构件材料均实现工业化

装配式，装配率达到90%以上，避免了传统建筑空

间及工序的工作面阻碍，现场仅需简单吊装，使得

其工期较传统钢筋混凝土建筑缩短1倍以上。

（2）开放性能强

得益于其梁柱框架与剪力框格混合受力的结构

系统，其墙板建造具有极大的开放性，在通过加劲

板、螺栓等传递内力的墙板与梁柱连接逻辑下，墙

板的材料、形式具有极大的选择范围，可达到因地

制宜的节省材料的作用。

（3）环保污染少

由于体系材料构件大部分为预制的，梁柱墙板

之间连接采用加强板及螺栓，摒弃传统的湿作业，

图4  梅丽小学临时校舍典型节点图

图5  石厦小学临时校舍实景照片1

大量减少了灰尘等污染；此外项目墙板材料均选择

安全无害得到环保材料，室内空气环境优良，对于

急于投入使用的项目具有重要意义。

（4）重复利用降成本

本体系建造的临时校舍工程单方造价在5000元

左右，对于传统建筑没有优势，但由于本体系具有

超过90%的重复利用率，从而使得二次使用使得单

方造价大幅度降低，通过重复利用来降低二次成本

投入。

1.2.3 方案缺点及解决方案

从整个体系来说，其严重依赖产业配套，比

如预制墙板、屋面板、墙体内填保温材料、防火材

料。可从培养产业链或者组建战略供应商降低成

本。

由于选用了整面的高强度钢化玻璃做墙体以

及钢制楼板，虽易于施工，但不宜开洞口、加荷载

等，从而导致教室隔音差、隔热差、通风差、大

面积透光影响教学以及不利于埋管走线和设备镶嵌

等。这一系列问题的解决在于设计阶段的材料选择

并采取合理的处理措施。

2 石厦小学临时校舍项目总结

2.1 项目概况

石厦小学临时校舍位于深圳市福田区石厦北四

街与石厦北二街交汇处，总占地面积6578.91m2，总

建筑面积为4545.98m2，为一栋二层教学综合楼，

按24个教学班的规模进行建设，容纳1080名学生，

学校建设内容包括普通教室、专业教室、行政办

公室、校医室、配电房及消防水箱等配套附属设施

（见图5、图6）。项目总投资约3000万元，资金

来源政府财政预算。项目自2018年7月开始施工至

2018年9月竣工，总工期约60日历天。

图6  石厦小学临时校舍实景照片2

2.2 建设方案及优缺点分析

2.2.1 建设方案

学校使用的轻钢结构预制装配系统，是台湾设

计师谢英俊和成都常民建筑科技有限公司提供，全

名为“加强型冷弯薄壁轻钢系统”，采用框架-中

心支撑结构，即梁、柱形成框架，承担竖向荷载，

斜撑作支撑构件，承受风、地震等水平荷载。

一般钢框架体系为“墙”的系统，墙与钢结

构整体承重抵抗横向和竖向荷载，搭配的干式工法

有自身的局限性，不具有弹性和开放性。而本系

统所使用的镀锌钢板厚度为1.5-3.0mm，其结构体

系为框架-中心支撑结构体系，柱距为1.2m，而非

“墙”的体系，通过增加杆件的抗压能力和节点的

补强，弥补薄钢板受压的稳定性不足和节点比较脆

弱问题。通过一般的结构计算软件（如3D3S）即可

进行模型结构分析。

常民钢构采用冷弯成型技术，从设计到生产，

均实现数码化，在降低生产错误率的同时，提高生

产成品质量及生产效率，批量生产，既为结构安装

提供了技术保障，又为施工工期争取了宝贵时间。

在节点设计上，均为比较简单的连接方式，使

用一般螺栓，无需使用高强螺栓。其减小热作业对

钢材强度的影响，避免焊接带来的防腐防锈难题。

同时螺栓连接施工技术要求较低，在施工安装难度

上相对简单。材料运抵现场后，根据图纸，将构件

进行地面组合，减少高空作业，有效加快安装速

度，减少施工安全隐患。排架安装完成后，将组合

构件吊装，实施迅速，规避现场切割和焊接等不可

逆的安装工序，建筑拆装同样便捷，构件为通用构

件且拆装损耗率小，构件直接重复使用率可达90%

以上。

由于建筑自重仅为传统建筑的1/3，建筑采用

浅埋深的小断面条形基础，既减少了开挖，减少了

土方的搬运与回填，也大大缩短了工期。

在工法上，本体系所有的做法均具有开放性，

无论是湿式工法（如，砖，土，石头，灌浆墙体

等）还是干式工法（外挂木板，铝板，水泥纤维

板，成品复合墙体等）都可以很好的与此结构相结

合，以适应不同的物理环境和经济条件。墙板采用

现场拼装复合墙板，利用自攻螺丝进行安装，与龙

骨连接，方便快捷。具有良好的隔热、隔音效果。

2.2.2 方案优缺点

石厦小学临时校舍方案优点与梅丽小学临时校

舍类似，区别于梅丽小学临时校舍，石厦小学临时

校舍墙板等围合结构均采用市场常见的板材，在现

场切割后层层装订，而非梅丽小学成品复合板，因

此施工相对较复杂，切割易产生灰尘，影响工期。

建议后续类似项目尽量减少现场切割及湿作业。

3  罗湖棚改服务中心项目总结

3.1 项目概况

罗湖棚改服务中心位于深圳市罗湖区金稻田路

与金洲路交叉口东北侧。现状场地呈现台阶式。建

筑分为办公区（两层）、展厅区、门卫房三部分，

为临时建筑。办公区和展厅区为板房形式，展厅部

分为钢结构形式。项目总用地面积为：15543m2，总

建筑面积为：3079.92m2，其中办公区建筑面积为

1178.6m2，展厅区建筑面积为1795m2，门卫房建筑

面积为106.32m2。

办公区功能上主要有办公和会议两大功能。展

厅区内设置有当事人服务中心、展厅（670m2无柱空

间含沙盘模型区、休息区）、第二展厅（138m2）、

会议室、洽谈室以及茶水间，满足服务当事人以及

参观、会议等功能。

3.2 建设方案及优缺点分析

3.2.1 结构设计特点

本工程展示区采用的是单跨门式刚架，在门式

刚架轻型房屋钢结构体系中，本工程的屋盖采用压

型钢板屋面板和冷弯薄壁C型檩条，主刚架采用变

截面实腹焊接H型刚架，外墙采用压型钢板墙面板

和冷弯薄壁C型墙面梁。

展厅横向主钢架梁柱节点采用刚接，屋面及墙

面围护结构由压型钢板、檩条、拉条组成，檩条采

用C型简支檩条，檩条垂直方向设置拉条以增加檩

条平面外的整体稳定性，墙面及屋面檩条与为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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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压翼缘（梁下翼缘和柱内侧翼缘）失稳而在刚架

与檩条之间设置的隅撑共同作为钢架平面外的侧向

支撑点，以增加钢架平面外的强度及整体稳定性。

钢架柱脚采用铰接柱脚，竖向荷载由柱脚底板传至

基础，水平剪力由设置于柱脚底板下的抗剪键承

担。

门式钢架受力明确，空间大，用钢量小，施工

周期短，可实现工厂化加工制作、现场施工组装、

方便快捷、节约建设周期；结构坚固耐用、建筑外

型新颖美观、质优价宜、经济效益明显；柱网尺寸

布置自由灵活、能满足不同气候环境条件下的施工

和使用要求。

办公区采用打包箱式结构，每个箱体6m×3m，

由180mm×4.0mm的方钢焊接成箱式骨架，底面和顶

面设置间距300mm的木纹铝管并铺设整体地面和天

棚，四面设置墙板，每个箱房形成一个稳定的受力

体系，可根据建筑功能需要组合拼装成各种尺寸。

箱房由工厂制作完成后整体运至现场，由起重机起

吊工人现场拼装而成。施工过程中土建部分仅为箱

体基础施工，工程采用梁板式筏型基础，筏板厚度

为200mm，根据箱房的平面尺寸设置反梁，箱体与

设置于基础梁上的预埋钢板焊接，其余各层箱体连

接均采用。箱体结构设计满足抗震和抗风要求，合

理使用年限为20年。

3.2.2 方案优缺点及解决方案

板房形式，优点在于快速施工，工期短，便于

实施。

板房形式的缺点在于外观效果比较差，色彩单

调。解决方式可以通过前期的设计介入，和厂家设

计协商，色彩和造型定做。板房的现场组装应采用

螺栓连接，减少或者取消现场的焊接作业。

4  轻钢结构临时建筑项目指引

4.1 组织策划

建设管理模式根据项目分工不同，一般分为工

程总承包模式、项目总承包模式、建筑师负责制模

式三种：

项目总承包模式，方便建设方对项目的总体

协调。临时建筑的建设组织采用职能型组织结构，

根据项目目标分解工作任务，进而筹划组织结构。

每个项目一个统筹负责人，明确项目投资额，设计

方、厂家以及施工总包，制定明确的总体实施计

划，责任到人，过程监督。

设计管理组：负责编制设计任务书，配合成本

招采组进行设计单位招标；对项目方案设计及施工

图设计进行管理，组织设计相关的沟通汇报；配合

报建组进行建筑报批；负责设计变更；配合完成工

程款支付、工程规划验收及设计资料管理等相关工

作。

报建组：根据项目情况，组织制定前期建设

工期节点；根据前期工作节点主导用地、建筑、消

防、绿地及环保等报批报建工作；负责报建资料管

理。

成本招采组：负责招标采购；可行性研究和概

算编制管理与报审；负责预算、工程款审核及结算

工作；负责合同管理及招采资料管理。

工程管理组：主要负责工程施工管理，包括安

全、质量、进度、签证及施工资料等管理；配合设

计组、成本招采组及报批报建组完成相关招标、设

计及报建工作。

4.2 结构选型

根据上述三个项目的经验总结及预制装配式

轻钢结构临时建筑的快速组织、快速预制、快速建

造、快速投入使用等特点，减少或取消现场焊接作

业及湿作业的集装箱模式（罗湖棚改服务中心），

合理组织生产及安装的梁板柱框架结构模式（梅丽

小学临时校舍），均比较适合临时校舍的建造。

图7  罗湖棚改服务中心办公区模型图

图8  罗湖棚改服务中心展示区模型图

4.3 设计及报建

设计提前介入，通盘协调，并采取限额设计。

由代建单位主导轻钢体系单位及施工图单位进

行方案设计，过程沟通，推进建设单位及使用单位

确认方案，注意消防设计合规，以确保工艺设计提

前进行。

根据确认的设计方案，由钢结构体系单位进行

工艺设计，代建单位配合其进度和质量，钢结构体

系单位和施工图单位协调推进，最后由施工图单位

展开其他专业的设计工作，此一系列工作均由代建

单位进行管控。

主要设计依据：《钢结构设计标准》、《建筑

结构荷载规范》、《建筑抗震设计规范》、《冷弯

薄壁型钢结构技术规范》及《冷弯薄壁型钢多层住

宅技术规范》等。

4.4 生产及加工

钢构件的生产由工艺设计图指导，其工艺为

轻钢结构体系单位管控，可由钢结构体系提供合作

生产单位负责生产运输，在工艺图完成后即可进行

主体钢构件的生产加工。生产进度计划安排可根据

施工组织进行编制，对项目进行分区编号，结合施

工进度计划，分区位分阶段进行生产加工，资金到

位，确保构件生产及时供应。

4.5 装饰装修

由于项目结构体系特点，项目墙板均为自带饰

面的预制板，基本无需进行墙面饰面装饰，装修工

程仅为地板及水电安装施工，其中水电安装与传统

建筑相同，卫生间防水需注意质量把控。

4.6 工期安排

项目为工业模块化结构体系，临时建筑项目一

般为两层建筑，工艺图完成后即可进行生产加工，

生产加工可根据项目施工组织编制生产计划。为确

保工期，采用流水作业，进行分区分阶段施工，完

成第一阶段施工之前将本阶段主体钢构件生产完

成。后续主体框架吊装、楼板吊装、墙面板安装

（管线电盒等预埋）、明线及设备安装、室外工程

等工序一次流水作业，出现图9式进度计划表。

基础采用条形浅基础，工期进度与传统施工相

同，施工现场先吊装预拼装的纵向结构，后进行剩

余梁结构吊装，采用通排吊装，一天双层，可完成

3-4个模块房间结构及楼板吊装；并根据工期要求

进行赶工压缩。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可以了解到装配式轻钢结构临时建

筑的建造方式、成本控制等特点，并能够更好的把

握此类建筑的设计、建造等实施要点，缩短项目周

期、提高项目品质，凸显装配式轻钢结构临时建筑

的多方优势，为集约使用城市零星闲置用地，城市

的可持续性发展等方面，做出更多的尝试和工作。

图9  轻钢结构装配式临时建筑工程进度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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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进一步深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工作实施方案》

2019年9月26日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了《深圳市进一步深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工作实施方

案》的通知文件，文件重点内容如下：

1、取消施工图审查

制定勘察设计质量管理办法，全面取消房屋建筑及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审查，各项行政许可均不得以审

查文件作为前置条件。建设单位在施工报建时采用告知承诺的方式，承诺提交的施工图设计文件符合公共利益、

公众安全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要求，同时将设计完成的施工图设计文件上传至施工图信息管理系统。上传至施

工图信息管理系统的施工图设计文件信息共享，可供施工质量安全监督、联合测绘、竣工联合验收和城建档案归

档等环节使用。

2、实行联合抽查制度

建立工程勘察设计“双随机一公开”的抽查机制，住房建设、水务、交通等部门依职责对设计质量进行监

管，对上传至施工图信息管理系统的施工图设计文件进行联合抽查。在取消施工图审查制度的试行期间，住房建

设、水务、交通等部门应对社会投资建设项目实行100%抽查。试行期后，视勘察设计质量抽查情况逐步调整抽查

比例，对于设计质量高、抽查情况好并且信用评价等级高的建设单位或设计单位，应减少抽查次数或免于抽查。

对于政府投资项目，由建设单位、设计单位依规定对设计质量进行把关，原则上不另行开展抽查。住房建设部门

应当建立全市信用评价体系，对抽查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予以处理。对设计质量、市场和人员等情况，

各部门应开展信用评价，并将信用情况向社会公布。

3、落实建设项目主体责任

强化工程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五方责任主体项目负责人的终身责任。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对工程

质量承担全面责任，勘察、设计单位项目负责人应当保证勘察设计文件符合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要

求，对因勘察、设计导致的工程质量事故或质量问题承担责任。施工单位项目经理、监理单位总监理工程师应当

按照符合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的施工图进行施工和监理，对于发现违反法律法规或技术标准的施工图设计文件，

应当及时履行报告义务。

4、推行勘察设计执业责任保险制度

充分借鉴国内外成熟经验，建立适合我市勘察设计责任保险制度，并率先在政府投资项目中推行。

5、建立基于BIM的工程建设项目智慧审批平台

结合BIM(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在工程建设项目中的实际应用情况，形成统一规范、共同使用的BIM 信息数据

存储、交换、交付等通用标准，建立基于BIM 的“规建管用服”工程建设项目全生命周期智慧审批平台，融合

基于CIM(城市信息模型)的规划设计数字化系统，对接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推进建筑工程大数据信息共

享。

6、构建工程建设全生命周期管理信息平台

逐步完善房屋建筑与轨道交通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智慧建造、智能监管”综合信息管理平台功能，利用平台

对全市建设项目开展监督登记、联合验收，记录施工图抽查、质量安全监督等事中事后监管工程，实施远程动态

监控与监测预警，与“多规合一”信息平台、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实现对接，构筑我市工程建设项目从策

划生成、行政审批、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到工程竣工验收全流程的信息平台

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中国建成世界首例原位3D打印双层建筑

2019年11月17日，一栋7.2米高、面积230平方米的双层办公楼在中国建筑旗下中建二局广东建设基地完成主

体结构打印，标志着原位3D打印技术在建筑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也是世界首例原位3D打印双层示范建筑。

建筑3D打印技术利用电脑智能控制，全部使用机械自动化操作，可以实现24小时昼夜不停打印，且建筑一次

就可成型；其中主体打印部分仅需3天，节约材料超过60%，建好的房屋寿命可达50年。

3D打印主要应用于主体施工阶段，打印机体、喷头、油墨、打印纸一样不能少。3D打印建筑的基本原理与一

般打印机一样，要有打印机体、喷头、油墨、纸张。建筑物四周搭建的金属框架可被视作打印机的机体；在施工

前，地下预埋了钢筋笼，相当于一般的打印纸；喷吐混凝土的打印头相当于打印机的喷头，但它喷出的“油墨”

却不是一般的混凝土，而是需要特别配制的。通过反复试验，在一般的混凝土砂浆中添加了外加剂，通过调节材

料黏稠度和凝结时间，开发出了3D打印所需要的混凝土，而且它的强度能达到C40-C60，完全满足建筑强度的要

求。

3D打印技术主要用在房屋建造过程中的主体施工阶段。3D打印建筑喷吐混凝土和传统施工浇筑混凝土一样，

要一次完成，不能间断。打印头通过一圈一圈连续喷吐宽5厘米、厚2.5厘米的打印材料，经过层层堆积建造墙

面。目前，3D打印还无法打印钢筋，钢筋布置还需要依靠人工。

推动制造业数字化发展，原位3D打印是对现有施工技术的强有力补充。这座世界首例原位3D打印双层示范建

筑的厉害之处主要在于“原位”二字。相较于过去的3D打印技术，它有3方面突破：一是原位打印，即现场直接

将主体打印成型，无需二次拼装；二是采用轮廓工艺，即打印出的墙体是中空的，方便添加保暖填充物；三是首

次将这项技术运用到双层建筑上，结构难度更大。虽然目前3D打印技术没有真正批量应用在建筑工程中，但原位

3D打印技术的成功应用，无疑为3D打印技术在建筑领域的推广奠定了基础。它与现有施工技术是互补和相互依靠

的关系，研发及应用这一技术不是要替代现有施工技术，而是将其作为对现有施工技术的一个强有力补充。

“建筑3D打印技术是基于计算机智能控制实现建筑构件及建筑免模板的施工工艺，在曲面建筑和穹顶式建筑

建造上具有明显优势，同时为设计师自由创作提供了可能。”中国建筑技术中心材料所所长张涛说。3D打印技术

被认为将推动制造业的数字化发展，在3D打印的世界里，建筑师、工程师和建筑工人将借助科技之力，将建筑与

3D打印结合，完成对现有建筑技术的再造。

中国建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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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建部发布《装配式发展指南（居住建筑）》

2019年11月4日，住建部发布《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技术体系发展指南（居住建筑）》 。自《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6〕71号）文件发布以来，此次《装配式发展指南（居住建

筑）》的发布实施，意味着装配式混凝土居住建筑技术体系的发展将进一步得到贯彻落实，从而更加深入地推动

装配式建筑产业化，将标准化方法作为贯穿于装配式建筑技术体系发展的主线，主要适用于装配式混凝土居住建

筑技术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也将为研发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技术体系的各类企业提供指引，指导企业研发系列化部

品部件，同时将为建设管理部门在制定技术政策、选择技术体系发展路径等方面提供参考。

《发展指南》指出“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技术体系是以建造装配式混凝土建筑为目标的成套技术集成，涵盖结

构、外围护、内装、设备与管线四大系统的系列部品部件及其集成技术。”“装配式混凝土建筑发展应遵循适

用、经济、绿色、安全、美观的原则，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技术体系应符合标准化设计、工厂化生产、装配化施

工、一体化装修、信息化管理和智能化应用的要求。”

《发展指南》以指导部品部件的标准化、通用化、系列化发展为核心内容，以模块化设计方法统领建筑系统

集成，依托BIM技术、工程总承包模式促成一体化建造、信息化管理。它强调“标准化设计理念应贯穿装配式建

筑建造的全过程。”并指出“装配式居住建筑标准化设计应符合以下原则：

1、应符合城市规划的要求，并与当地的产业资源和周围环境相协调。

2、在模数协调的基础上，应遵循少规格、多组合的原则，着重对部品部件进行标准化设计，提升生产模具

的复用率，降低成本。

3、居住建筑应采用套型、核心筒等功能模块进行组合，实现标准化设计。

4、部品部件应采用标准化、通用化的接口技术，实现互换性。接口应具备调整公差、容错的功能。”

除了在建筑系统集成方面，强调装配式建筑应进行标准化设计，为实现部品部件的标准化、系列化奠定基

础。该指南还在装配式混凝土（居住建筑）的结构系统、外围护系统、内装系统等各方面为技术的建立和发展提

供了全面的指导。

这意味着近年来我国装配式建筑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些问题，如建筑通用体系的发展方向和技术内容不清

晰；在设计、生产、施工、维护全过程中标准化技术未很好落地实施等，都将得到有效的解决与落实，真正的工

业化住宅离我们不远了。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