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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给水厂深基坑施工质量安全管控措施探讨 

高绍玲 

广东佛水建设有限公司  广东佛山 

【摘要】对于建筑工程来说，深基坑施工占据着关键位置，是必不可少的施工环节。深基坑工程的施

工质量与工程项目的建设质量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所以，需要通过科学、合理的质量安全管控措施，对

深基坑施工过程中的每一道工序进行严格控制。基于此，本文本文通过对某给水厂深基坑项目的建设施工

环节中的质量以及安全控制方面进行分析，并就如何加强深基坑项目的建设提出建议，希望能够为相关工

作人员提供帮助。 
【关键词】给水厂；深基坑；施工质量安全；管控 

 

Discussion on the quality and safety control measures of deep foundation pit construction 

in a water supply plant 

Shaoling Gao 

Guangdong Foshui Construction Co. , Ltd. , Foshan, Guangdong 

【Abstract】For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deep foundation pit construction occupies a key position, is an 
essential construction link.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of the deep foundation pit project is very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of the engineering project.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strictly control every process i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the deep foundation pit through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quality and safety control 
measures.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quality and safety control in the construction link of a deep 
foundation pit project of a water supply plant, and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on how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a deep foundation pit project, hoping to provide help for the relevant sta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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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对于工程建设来说，深基坑施工当中的

支护结构具备一定的特殊性，使其在实际施工时非

常容易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出现破坏的情况。因

此，无论是周围环境出现变化，还是施工过程中天

气出现变化，都可能会威胁到深基坑施工的安全，

进而对施工人员的人身财产安全造成影响。经调查，

最近几年我国的深基坑工程在施工过程中出现安全

问题的概率越来越高，对于深基坑工程的质量以及

施工效率造成了巨大影响。要想进一步提升工程建

设质量，提升深基坑工程施工的安全性，管理人员

应当将预防措施做到位，同时通过先进的技术与设

备来开展施工，提升施工质量，尽量减少基坑在外

暴露的时间，降低受损的可能性。 
1 深基坑支护概述 
深基坑支护主要指的就是在施工时所开展的深

基坑侧壁加固以及保护工作，以此来预防施工时对

周围环境与建筑所产生的营销，加强建筑工程施工

的安全性。现阶段，在城市当中，地铁以及排水系

统等地下工程项目数量越来越多，深基坑支护技术

的水平也得到了很大提升。施工企业在进行施工作

业的过程中，必须根据具体的施工情况选择不同的

施工工艺进行施工作业。这样，既能有效保证支护

过程的施工质量，又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后续施工

环节的有序发展。深基坑支护技术的施工过程中相

对复杂，因此在实际施工时经常会受到不同类型因

素的影响，因此，对于工程建设的准备阶段，必须

要开展相应的勘察工作，工作对施工现场地质条件、

水文条件和气候条件的充分掌握以及对当地土质的

测量，来预防软土或者强烈沉降而造成的安全事故。

虽然深基坑支护技术的发展取得了很大进步，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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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际施工时依然会发生深基坑失稳的现象，究其

原因，主要是由于支护设计失误、施工质量问题与

勘察工作不到位导致的。所以，在对深基坑支护技

术进行应用的过程中，应当对工艺流程展开优化，

同时要注意提升施工人员的操作水平，确保深基坑

支护质量，保证施工安全性[1]。 
2 深基坑支护工程的特点分析 
2.1 临时性 
建筑在开展地下空间施工时，要想提高建筑施

工安全性，往往必须临时建设深基坑支护，一直等

到地下空间完全建成后，支护工程才结束了其使命。

各种工程场地都有着不同的地质环境、施工条件等，

因而其采用的支护规模和类型也存在不同，但这些

深基坑支护工程都又有临时性的特点[2]。 
2.2 造价高 
因为建筑工程属临时的施工项目，其产生作用

的时期往往比较短暂，所投资的成本也受到一定限

制，而在这些状况下，工程项目在施工途中，极易

发生各种安全隐患甚至塌方等，对施工现场的作业

人员以及周围人员产生了巨大安全隐患。 
2.3 技术要求高 
深基坑支护工程所面对的施工要求与条件相当

复杂，牵扯到众多工程，而且不同工程间联系紧密。

这当中只要有某个地方出现问题，就很容易造成停

工的情况[3]。例如深基坑在进行施工活动过程中，

就涉及到了多项建筑施工技术，比如，基坑安全开

挖、基坑排水处理等，要想将这些施工技术应用到

位，都必须要求施工人员具有较强的建筑施工专业

技能，并且还必须具有较高的社会责任心和安全意

识，这样才能确保整个工作安全、有序、顺利地进

行。 
3 工程概况 
某项目将扩建 15 万 m³/d 的净水处理系统，并

建设配套的污水处理系统，以及厂区道路、厂区管

线、厂区绿化等。主要构筑物为 1 座配水井，2 座

折板凝絮、平流沉淀池，1 座气水反冲洗滤池和 1
座清水池。该项目首期工程于 2007 年 9 月 28 日动

工建设，并于 2009 年 6 月正式投产，一期工程建设

规模为 30 万 m³/d，有效解决了当地居民的用水需

求，为适应三水发展带来的供水新需求，发挥工程

的最大效益，拟将某给水厂的供水规模由原来 30 万

吨/天扩建至 45 万吨/天。 

3.1 深基坑支护方案 
本工程主要构筑物均为地上式或浅层地下式，

开挖深度在 0.00~5.00 米之间。根据开挖深度、土层

情况、基坑等级、施工速度等各方面综合考虑，初

步采用水泥土搅拌桩支护。水泥土搅拌桩支护技术

的工作方式是通过在软土中添加固化材料，并借助

搅拌装置将材料融入到软土中的方式，使原本的土

壤形成柱状体，进而达到提升自身支护能力的目的，

现阶段，较为常见的固化材料包括石灰、水泥，然

后形成一套完整的桩，在硬度、强度、水稳定性等

指标上满足相关要求。项目中用于操作的设备非常

简单，易于操作。使用的主要建筑材料为水泥，由

于费用相对低廉，在建筑施工中也使用较广泛，其

好处是：①浇筑时会将土壤固化剂和软土混匀，以

此来进一步提升原土的利用率；②搅拌过程中没有

产生侧漏，可使其对周围建筑物的危害减至最低；

③按照土壤的性质不同以及工程施工的不同特点，

对固化剂的选用也有所不同；④在设备运行的全过

程中基本不会大的震动，所以就算在居民区使用也

不会存在投诉问题；⑤经过加固后，土壤重量也基

本不会上升，也就是说并没有形成过大的附加负荷。 
本工程水泥搅拌桩施工，拟按总进度计划中池

体施工顺序配合开展。采用两排 D500 水泥土搅拌

桩@400，桩长为 15 米。水泥土强度等级为 42.5 普

通硅酸盐水泥，水灰比为 0.5~0.6，每米水泥用量约

为 53kg，施工工艺为四搅四喷。深层混凝土桩的基

础加固方法是采用水泥作为固化剂，通过机械搅拌

的方式，对固化剂和当前区域的软土进行强制拌和，

使固化剂与软土间发生各种物理、生物化学反应并

逐渐硬化，从而产生具有稳定性、水稳度和一定硬

度的水泥桩体，在本施工中主要起到止水和提升土

体强度的功能，详细施工工艺流程图见图 1： 

 
图 1 搅拌桩施工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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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工艺流程分析 
（1）定位放线 
按照桩位的平面布置图，会同监理、施工单位

等部门利用全站仪计算出搅桩桩的位置，并设置了

一个控制轴，沿轴线在距离施工区的两端十米外安

放了二个标准点，并加以保护。在施工过程中桩位

的定向放样，也就是按照这二个标准点确定搅桩时

四个角桩边框的方位，用钢筋打入土中，再按照四

个角桩方位，确定了地槽内、外侧的轴线。挖掘一

米左右深的地沟，土方到固定的余泥排放位置堆放，

保持现场平整、干净。 
桩就位工作： 
①按原设计放线，并按照桩的中轴平行布置桩

机轨道。 
②桩架在轨道上移动调整桩排的中心对准中轴

线，在中轴线上各桩距离以顺轨道移动桩架给定。 
③按中轴线放样应当分段做出标桩的位置，其

数量也应当符合桩施工位置的要求。 
④当搅拌土桩有多排时，桩柱组合量要与排布

量一致，错安装各排搅拌横杆高度同时搅拌。 
（2）深层搅拌施工 
采用四搅四喷法即即桩机就位→预搅下沉→喷

浆搅拌提升→重复搅拌下沉→重复喷浆搅拌提升直

至孔口→停浆、停搅→移位，再反复上述操作。喷

浆混合时随着钻头的上升，转速不能超过 0.5m/min，
而钻头每转一圈的上升量以 1.0~1.5cm 为宜，并实

行四拌四喷技术。桩机安妥后，移至桩位正中、调

平，桩位偏差﹤5cm。应注意起吊的进行以及导向

支架的垂直性。启动发电机开关并放松卷扬机，使

搅拌器沿导向架方向进行切土沉降，切土沉降速率

由电流表和人为二种方式调节。水泥浆配制：根据

图纸会审结果，设定参数水灰比为 0.50~0.60，当预

搅机下沉至规定的深度后，供浆人应当第一时间将

按所定水灰比配制的泥浆供给搅拌机。提升喷浆搅

拌：搅拌机到达规定孔深范围内，给浆员按照施工

班长指示，及时给浆，吸收塔到达孔底时，班长要

及时缓速提升搅拌机主驱动钻杆，将喷入的泥浆与

地基土均匀拌和。 
提升喷浆和参数： 
①两轴转速 43 转/min。 
②提升速度 0.5m/分钟。灰浆泵压浆时出口

0.4-0.6Mpa，每分钟喷浆约 75L。 

③第一次提升搅拌喷浆结束后，限于软土重复

搅拌喷浆，其参数与第一次雷同，但桩顶标高出宜

用慢速提升，确保桩头均匀密实。 
④每施工完成一桩后，及时的向集料斗（浆槽）

内注入清水，开泵清洗输浆管道内残留的水泥凝固

而堵塞管道。 
水泥浆根据需要掺用外加剂如：减水剂、早强

剂、泵送剂等。使用外加剂的标准应符合相应标准。

水泥浆的配置根据设计和地层土质进行，一般要求

在室内作试验配合比。根据需要可在水泥中掺粉煤

灰，改善水泥浆强度性能[4]。 
3.3 搅拌桩质量通病预防措施 
用水泥做固化剂时，在搅拌后有防止泥浆离析

的方法。在施工的过程中因故停浆，则应把搅拌头

回复 0.5m 的被搅位置，等重新供浆后，再将搅拌头

提升。喷浆口在达到桩顶的施工位置后，应停止上

升，并搅拌数秒，以确保桩结构均匀密实。桩之间

搭接的时间应当控制在 24 小时之内，否则应在第二

只桩施工过程中加大注浆量，具体提高至百分之二

十，同时降低上升速率。如果相隔的时间太久，第

二只桩已经不能搭接，则可在设计允许的前提下采

用局部补桩或注浆等方法。另外，如果设计中需要

桩体插筋时，也可在成桩后 2-4 小时内全部插毕。

对地下水充足的地方，宜采取多回路注浆搅拌工艺，

并且选择适宜的速凝剂。使用搅拌桩处理疏松粗砂、

砾砂后，应适度增加水泥掺适量，降低搅拌轴的提

升速率或增加搅拌时间。搅拌桩在用作粉砂、中砂、

粗砂、砾砂（疏松）、填土时，混凝土掺度宜为百

分之十二至百分之十五；当用作可塑~流塑粘性土及

粉土时，混凝土掺度则宜为百分之十二-百分之十

三。最后，进行搅拌桩施工时，附近不能实施抽水

作业。在动水状况下进行施工，则=搅拌桩宜选择采

用速凝浆材。混凝土桩浇筑完毕后，不容许在其周

围擅自放置重物，以免桩体下沉[5]。 
4 某给水厂深基坑施工质量安全管理措施建议 
4.1 要加强设计与施工的协调配合 
在设计阶段，要紧密的做好施工调研工作，在

具体的施工阶段，要严格的按照设计流程图进行开

展落实。在设计阶段，除了要对工程进行充足的调

研外，还需要加大对工程建筑的充分论证，邀请第

三方进行评估，保障设计的合理性，确保与施工现

场的实际情况相符合，从而推动深基坑建设的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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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能够符合设计目标，如果在具体的施工过程中

出现了与实际情况不相符的问题，例如水文、土质、

土层等与设计思路不相符，则应尽快向相关的人员

进行反馈，及时进行方案的优化，贴近实际过程。

在具体的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必须要严格的按照

施工设计图，遵守相关的规定要求，确保各个环节

落实到位，同时，也应当加强工作人员的日常管理，

对相应的操作行为进行严格的规范，确保各环节符

合设计要求，尽可能的减少安全隐患的发生。 
4.2 重视监控量测工作 
监控测量工作不可缺少，准确的监控量测数据

可以直观的动态的表现基坑的总体状况，对于及时

发现重大安全隐患，以及制定安全的防范措施都具

有很大帮助。所以，基坑施工的监测点必须能监测

涉及整个工程和周围地形，关键是对基坑内的地下

构造与支护、岩层状况，以及周围环境的状况等进

行监控。而基坑监控测量的方案也必须要在整个基

坑工程施工之前进行制订。针对基坑施工的各个阶

段制定不同的监控方法，以及制订具体的监控点。

而施工队伍在施工之前须清楚掌握各个监控点的所

在位置，防止基坑施工对监测点和监控设施造成的

破坏。同时，管理单位还必须针对不同的监测预警

数据制定具体的紧急处理预案，要使所有施工作业

人员都对紧急预案加以熟悉，并保证每个施工人员

都在接收并观测到监测预警的信息之后，能够更准

确有效的做出紧急措施。 
4.3 要制定科学合理的应急方案 
在深基坑建设的过程中可能会存在安全事故，

特别是当建造的深度超过了两米厚，有可能会发生

高空坠落的事故。因此，需要制定科学有效的应急

方案，在现场设置双道防护栏以及专门的安全通道，

为施工人员提供便捷保障工作人员的安全性。明确

禁止工作人员随意在基坑支撑系统以及特定区域上

攀爬走动。在遇到恶劣天气时，也应当做好应急预

案提前做好防护工作，避免出现坍塌事故。对于那

些容易发生位移或沉降的部位，要做好监测工作，

明确工程中的安全隐患，尽量避免危险源。成立专

门的应急指挥部，设置科学完善的应急系统，实时

24 小时，全天候自动化监测，安装预警报警系统，

保证施工的精准性。 
结束语：综上所述，工程中深基坑施工项目是

一个综合性和系统性较强的项目，为了保证工程满

足现行标准以及规定条件，并且防止严重安全生产

问题的发生，在深基坑施工项目中，必须根据工程

关键程序采取相应的安全控制措施，严格进行施工

质量管理，杜绝存在的重大安全隐患，以确保工程

项目正常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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