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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建筑施工地基处理技术探究 

李志洋 

渭南远大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渭南 

【摘要】近几年来我国的城市化建设进程在不断加速，建筑规模也在持续扩大。基础是建筑工程项目

建设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对于建筑的整体建设质量会产生直接影响。高层建筑的出现使得城市在

空间上得到了进一步延伸，也实现了城市土地资源的有效节约。高层建筑由于本身结构的特殊性对于地基

处理的要求非常高。因此在高层建筑的建设过程中需要对基础工程建设环节进行全面监督管理，保障各施

工环节技术能够得到全面落实，这样才能为城市居民提供更加安全的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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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recent years,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 has been accelerating, and the 
construction scale has also been expanding. Foundation is a very important link i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on 
project construction, which will have a direct impact on the overall construction quality of the building. The 
appearance of high-rise buildings makes the city further extend in space and realize the effective saving of urban 
land resources. Because of the particularity of the structure of high-rise buildings, the requirements for foundation 
treatment are very high. Therefore, i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high-rise buildings, it is necessary to carry out 
comprehensive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of the basic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link, and ensure that the 
construction link technology can be fully implemented, so as to provide a safer residence for urban resi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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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基础工程是高层建筑施工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

个环节，因此在高层建筑使用过程中需要严格把控

地基处理技术，以此来有效提升基础工程整体质量，

为高层建筑后续工程施工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奠定基

础。 
1 建筑工程地基处理目的 
建筑工程在建设过程中进行地基处理的最终目

的是要通过人为干预使建筑工程的施工地质条件得

到有效改善，从而满足工程施工设计要求，全面提

升建筑物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在当前建筑工程使用

过程中经常会应用到加固、压实、排水、置换等几

种地基处理方法。通过地基处理能够有效提升地基

的抗剪强度[1]。建筑工程地基如受到剪力破坏的情

况下会严重影响地基稳定性，而通过人工施工处理

可以有效提升地基的稳定性，进而可以有效提升工

程整体质量。其次通过人工干预可以让地基的沉降

得到有效控制。大部分建筑工程项目地基都体现出

了一定的压缩性。尤其是高层建筑在交付使用后地

基会长期处在较大的压力作用下，因此会不可避免

地产生一定的沉降，当成交量达到一定限度时必然

会对建筑工程整体的安全性和建筑质量产生极大影

响。而通过合理的地基处理技术可以有效改善地基

压缩性，从而对建筑本身的沉降和变形问题进行有

效控制。 
另外，通过合理的地基处理技术能够有效消除

地下水对地基的腐蚀。地基一旦受到地下水严重腐

蚀的情况下必然会给建筑物造成严重损害[2]。因此

在地基施工过程中进行合理防水施工，可以让地基

与地下水有效隔绝，避免地基受到地下水腐蚀。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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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合理应用地基处理技术可以全面提升建筑物的

整体抗震性能。 
2 地基处理技术在高层建筑施工中的实际应用 
2.1 工程概况 
某高层建筑工程项目在施工场地范围内包括 8

栋高层主楼，主楼最高层数达到 23 层，地下两层，

总建筑面积达到了 23.6 万 m2。该施工场地土质主要

是以粉细沙以及含淤泥的中粗砂为主。施工项目方

在结合该施工场地的实际状况后，在该高层建筑项

目的地基施工过程中选择了换填加固处理技术。 
2.2 该建筑项目施工工艺流程 
测量放线→基坑二次开挖→清槽→测量放线→

支设模板→验槽→搭设混凝土施工操作脚手架→浇

筑混凝土→养护。 
3 某高层建筑地基换填加固技术处理要点 
3.1 测量放线 
在进行基坑二次开挖施工之前首先需要在基础

筏板边线两边 700mm 处留置工作面。 
3.2 基坑二次开挖 
本工程项目在基坑开挖过程中使用的是机械开

挖方式，结合工程施工现场可知，由于基坑宽度本

身已经远远超过挖掘机有效装土半径，在基坑内无

法完成直接装车，因此需要将基坑内的土方首先转

运到基坑边，并利用大型挖掘机将其装车后运输到

指定现场。 
3.3 清槽 
在开挖基坑的过程中需要及时对基坑标高进行

测量，基坑开挖施工初期可以利用大型挖掘机进行

挖掘，当达到标高-6.000m 位置的情况下改为人工和

小型挖掘机配合方式清理厚土方，最后通过人工方

式彻底清理覆土，当达到标高-6.300m 位置时仍然为

淤泥土质。根据工程设计要求基坑开挖必须要深入

到强风化花岗岩层 500mm，在完成清槽施工之后需

要及时进行地基承载力试验。之后需要及时封闭基

坑，避免基坑长期暴晒或者受到水浸[3]。 
3.4 模板工程 
完成清槽处理后需要积极组织现场施工作业人

员撤除基坑内的混凝土换填边线、集水坑边线，同

时需要在边线上进行混凝土换填边界模板施工。 
3.5 搭设脚手架 
由于本次工程施工的基坑开发深度较大，使得

后期的混凝土浇筑施工操作难度增加，为方便混凝

土浇筑需要架设宽度及高度分别为 1.2m、2.5m 的钢

管脚手架，脚手架在搭建过程中立杆的横纵向以及

水平方向间距分别设置为 1200mm、1500mm、

1200mm。 
3.6 换填混凝土浇筑 
本高层建筑项目基础处理过程中的换填浇筑属

于大体积混凝土浇筑类型，在施工过程中施工方制

定出来由浅到深、先厚后薄、分层浇筑的施工原则。

浇筑过程中采取分区连续浇筑方式，首先浇筑积水

坑底部及电梯基坑，混凝土稍微凝固且在初凝之前

就要浇筑完电梯井周边的混凝土，本次浇筑过程中

不预留施工缝，同时要注意混凝土浇筑要始终保持

一个方向 [3] 。混凝土浇筑厚度要严格控制在

300~500mm 的范围内，同时要充分保障混凝土层与

层之间不能够出现冷缝等问题。 
3.7 大体积混凝土浇筑 
（1）大体积混凝土浇筑工艺 
本高层建筑工程项目在施工过程中基础混凝土

浇筑采取的是分层分段连续浇筑方式，首先需先浇

筑其水坑底部和电梯基坑，当混凝土稍微凝固且在

初凝之前就需要完成电梯井周边的混凝土浇筑施

工，本次混凝土浇筑过程中不预留施工缝。 
（2）浇筑原则 
首先，在浇筑混凝土的过程中遵循分层分段、

薄层浇筑振捣、自然流淌、一次浇筑到位的基本原

则。而针对基坑换填土混凝土的浇筑施工则主要是

以阶梯式持续推进，在混凝土初凝之前必须要完成

浇筑作业[5]。在本次工程混凝土浇筑施工过程中针

对振捣斜面的分层坡度设置为 1:6，振捣斜面分层厚

度以覆盖上层混凝土浇筑时间不超过两小时为准，

在本次工程项目使用过程中分层厚度严格控制在

500mm 左右，同时在浇筑过程中混凝土层与层之间

要充分保障不能存在冷缝隙，下图 1 所示为斜面分

层状况。 
其次，在浇筑过程中较深的部位需先浇筑，同

时要对浇筑厚度进行严格控制，在浇筑电梯井混凝

土的过程中需采取两侧对称浇筑施工方法，同时对

两侧浇筑高差进行严格控制，同时也要有效避免在

混凝土浇筑过程中出现模板移位的现象[6]。 
3.8 特殊部位浇筑工艺 
本高层建筑项目在施工过程中混凝土浇筑使用

的是预拌混凝土，因此混凝土车在卸料之前需要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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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保持匀速转动，而且需要在高速旋转 20s 左右后

再进行卸料，这样才能充分保障在卸料之前混凝土

在罐车内不会发生凝固，同时也能够让混凝土的流

动性得到积极改善。由于电梯井具有坡度大、局部

深度较深等一些特征，因此在浇筑电梯井混凝土的

过程中首先需要浇筑底部，在进行分层连续浇筑过

程中要实时进行振捣，在进行混凝土振捣的过程中

需要保障振捣棒深入下层混凝土 50~100mm 左右，

这样才能保障振捣上下层混凝土之间不会出现分层

现象[7]。 

 

图 1 斜面分层状况 

（1）混凝土振捣工艺 
①振捣方法。根据建筑工程混凝土浇筑施工的

相关要求，在进行混凝土浇筑和振捣的过程中需要

对分层厚度进行严格控制，同时要做到均匀布料、

完全覆盖。通过加强振捣来进一步提升混凝土浇筑

后的密实性，同时也可以充分保障混凝土与钢筋之

间的握裹力，避免混凝土在浇筑后出现收缩现象。

本次工程项目使用的是插入式振捣器来进行混凝土

振捣，在进行混凝土振捣的过程中当出现表面泛浆、

骨料下沉、表面无气泡出现的情况下即完成了振捣

施工。混凝土振捣过程中应该以振捣棒作业半径的

1.5 倍作为振捣间距。同时严格遵循由后向前依次振

捣的原则，在插入混凝土的过程中振捣器要保持垂

直向下，同时要充分保障振捣棒深入下层混凝土

50~100mm，这样才能让上下层混凝土之间形成整

体。 
②对混凝土输送交接部位的振捣要给予高度关

注，避免出现漏振，混凝土浇筑施工现场值班人员

需要对混凝土输送结合部位的振捣进行严格检查，

充分保障基础混凝土得到充分振捣。 
③在进行混凝土振捣施工的过程中需要以浇筑

部位为起始点逐层上移，这样才能保障混凝土分层

浇筑过程中的振捣作业质量。 
④振捣棒在操作过程中要做到快插慢拔，同时

在振捣过程中严格按照规范进行上下抽动，这样才

能充分保证上下层混凝土实现互相融合，每次振捣

时间应该严格控制在 20~30s 的范围内。 
⑤混凝土二次振捣。当混凝土在完成一个平台

面的浇筑施工后经常会因为泵送混凝土存在水泥浆

过多或水分散失过快等一些现象而在混凝土表面出

现收缩裂缝。在振捣作业施工过程中混凝土中的粗

骨料会逐步向下移动，因此在完成平台面浇筑之后

混凝土初凝前需要及时进行二次振捣。在进行混凝

土二次振捣时需要对振捣时间进行严格控制，在作

业时一旦出现抽出振捣棒时无振捣眼，混凝土可实

现自然闭合则表示振捣充分。在完成混凝土的二次

振捣后需要利用滚筒进行充分碾压，通过木槎进行

详细打磨和充分压实，这样才能让收缩裂缝闭合。 
（2）混凝土养护 
混凝土本身的导热系数相对较低，在完成浇筑

之后其内部存在水化反应而释放的热量无法得到及

时发散，因此内部温度会逐步升高，当混凝土内外

温差一旦达到一定极限时就很可能会导致表面产生

裂缝。而且在后期进行降温养护的过程中如果内部

热量无法及时散发也会导致产生收缩性贯穿裂缝，

因此在混凝土养护过程中需要严格控制里表温差，

同时对于混凝土的降温速率进行合理控制。混凝土

初凝时间通常情况下为 8~10h，针对本次高层建筑

项目中的大体积混凝土养护需要采取保温保湿方

法，且养护时间需要达到 14 天以上，此后需结合测

温状况来决定是否需要延长养护时间。 
4 结束语 
地基工程是建筑工程项目建设中非常重要的一

个组成部分，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之间的土

质情况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建筑工程施工中的地基

处理技术需要结合施工所在地具体状况进行合理处

理。高层建筑项目由于本身自重较大，因此必须要

对地基工程的施工给予高度关注，结合工程实际状

况选择合理的地基处理技术才能够有效提升地基施

工质量，才能将地基沉降的发生概率降到最低程度，

从而有效提升高层建筑整体施工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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