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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概述

本讲内容

9.2 地下连续墙挡土墙设计

9.3 地下连续墙兼作外墙时的设计

9.4 地下连续墙接头设计



9.1 概述

定义：集承重、挡土和防渗于一身的所谓“三合一”地

下连续墙。

地下连续墙施工方法（又称槽壁法），是近30年来在基地下连续墙施工方法（又称槽壁法），是近30年来在基

础工程和地下工程中正在发展和广泛应用的一项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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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面上用挖槽设备，沿着深开挖工程的周边，依靠泥浆

护壁的支护，开挖一定槽段长度的沟槽；再将钢筋笼放入

9.1.1 地下连续墙的施工方法

沟槽内。采用导管在充满稳定液的沟槽中进行混凝土现场

浇筑。相互邻接的槽段，由特别接头（施工接头）进行连

接。这样就成为长的地下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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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连续墙施工过程

沟槽开挖 安设接头管 吊放钢筋笼 浇混凝土

图9-1



是始终充满着特殊液体作为沟槽的支护。

适用条件:

1. 基坑深度大于10m；

9.1.2 地下连续墙结构特点

1. 基坑深度大于10m；

2. 软土地基或砂土地基；

3. 密集建筑群中，对沉降限制严格时；

4. 围护结构与主体结构相结合，抗渗要求严格时；

5. 采用逆作法施工，内衬与护壁形成复合结构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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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作法施工

深地下室的常规施工是通过临时支护基坑坑壁，开挖至

预定深度后，浇底板并由下而上施工各层地下室结构

，待地下室完工后，再逐层进行地上结构的施工。

逆作法施工工艺是先沿建筑物外围施工地下连续墙，作

为地下室的边墙或基坑的围护结构。



在建筑物内部的浇筑中间支承柱，开挖土方至第一层地

下室底面标高，浇注梁及部分的板，该层楼盖即可作为地

下连续墙刚度很大的支撑系统。然后在梁间没有浇板的空下连续墙刚度很大的支撑系统。然后在梁间没有浇板的空

档内，向下逐层施工各层地下室结构。与此同时，在已完

成底面梁板结构的基础上，做上部结构。



日本读卖新闻社大楼
逆作法施工

地上９层，地下６层，总工

期只用了２２个月,比常规

方法缩短了６个月.



1．施工时，特别在软土地层施工时没有噪音、支护简单，

对相邻的工程结构和地下设施影响极微；

2．刚度大，整体性好，可用于超深围护结构或主体结构；

地下连续墙结构优点

2．刚度大，整体性好，可用于超深围护结构或主体结构；

3．耐久性能好，抗渗性能好；

4．可实行逆作法施工，有利于施工安全，加快施工进度，

降低造价；

5．适用于多种地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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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弃土及废泥浆的处理问题；

ii．地质条件和施工适用性问题；

iii．槽壁坍塌问题；

地下连续墙结构缺点

iii．槽壁坍塌问题；

iv．现浇地下连续墙的墙面通常较粗糙；

v．地下连续墙如用作施工期间的临时挡土结构时造价较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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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地下连续墙挡土墙设计

地下连续墙的设计计算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确定荷载，包括土、水压力等

确定入土深度确定入土深度

槽壁稳定验算；

地下连续墙静力计算；

配筋计算，构件强度验算，裂缝开展验算，垂直接头计算。

P205



地下连续墙的荷载包括施工及使用两个阶段的荷载。

施工阶段的荷载主要指基坑开挖阶段的水土压力，地面

9.2.1  荷载

施工荷载、逆作法施工时上部结构传递的垂直承重

荷载等。

使用阶段的荷载包括使用阶段的水土压力，主体结构使

用阶段的恒载和活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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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连续墙的计算理论是从古典的假定土压力为已知，不考

虑墙体变形，不考虑横撑变形，逐渐发展到考虑墙体变

形，考虑横撑变形，直至考虑土体与结构的共同作用，

土压力随墙体变化而变化。见表9-1、9-2。 P206



槽幅是指地下连续墙一次开挖成槽的槽壁长度。最小不得小

于一次抓挖（钻挖）的宽度，最大尺寸应根据槽壁稳定

9.2.2 槽幅设计

于一次抓挖（钻挖）的宽度，最大尺寸应根据槽壁稳定

性确定。

目前3-6m，一般不超过8m。

P206



有理论分析法和经验公式法两种，这里介绍经验公式法。

1. 梅耶霍夫经验公式（Meyerhof）

开挖槽段的临界深度按下式求得：

槽壁稳定性验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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槽壁的坍塌安全系数Fs按下式计算

非黏性土的经验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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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墙是指地下连续墙开槽施工前，沿连续墙轴线方向全长周

边设置的导向槽

9.2.3  导墙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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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墙的作用有下列几方面：

(1) 导墙是控制地下连续墙各项指标的基准

(2) 挡土作用 防止槽壁顶部坍塌。

地下连续墙挡土墙设计

(2) 挡土作用 防止槽壁顶部坍塌。

(3) 重物支承台的作用

在施工期间，导墙常承受钢筋笼、浇筑混凝土用的导

管、机架等静、动荷载。

(4) 维持稳定液面的作用

(5) 导墙内的空间有时可作为稳定液的贮藏槽。



导墙深度以墙脚进入原状土不小于300mm为宜，

墙顶面需高出地面200－－300mm，宽度要求

大于连续墙设计宽度50mm。



连续墙深度的确定

连续墙深度由入土深度决定。

9.2.4  连续墙深度及厚度的初选

入土比的概念：连续墙入土深度与基坑开挖深度的比值。

连续墙深度可以先由以下两种古典的稳定判别方法直接计

算得到一个初值，然后通过基坑稳定性验算最终确定

合理的入土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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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板柱底端为自由的稳定状态连续墙深度的确定

横撑或锚杆之力

图9-4 板柱底端为自由

主动压力

被动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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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板柱底端为嵌固的稳定状态
P209

图9-6 板桩底端为嵌固
的稳定状态（有撑或锚的板桩）

图9-5 板桩底端为嵌固
的稳定状态（悬臂板桩）



三个未知量，而可利用的平衡方程式只有

两个，多采用所谓的弹性曲线法。其中有

一种称为假想梁法：即找出弹性曲线的反

弯点Q的位置。认为该点的弯矩为零。上
部为简支梁，下部为一次超静定架。

图9-6 板桩底端为嵌固
的稳定状态（有撑或锚的板桩）

假想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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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墙的厚度应根据连续墙不同阶段的受力大小、变

形及裂缝控制要求等确定。

连续墙厚度的确定

形及裂缝控制要求等确定。

一般先预定为基坑开挖深度的3%--5%，最终由结

构计算、复核结果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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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墙的结构计算与其他围护结构的计算类似，需要对

开挖过程不同阶段工况进行计算。

9.2.5  结构计算

A 弹性方法

P210-219

图9-8 计算简图 图9-9 基本假定图示



基本假定：

1）墙体作无限长的弹性体；

2）已知水、土压力，并假定为三角形分布；

3）开挖面以下作用在墙体上的土抗力，假定与墙体的变

位成正比；

4）横撑（楼板）设置后，即把横撑支点作为不动支点；

5）下道横撑设置以后，认为上道横撑的轴向压力值保持

不变，其上部的墙体也保持以前的变位。



弹性曲线方程的建立：

1）在第K道横撑到开挖面的区间（ ）0 Xhik



根据材料力学条件：



2）在开挖面以下的弹性区间（ ）0X







该方法的计算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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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支护内力随开挖过程而变化的计算方法

P217-218



C 共同变形理论简介

P219



用有限个单元的集合题代替无限多个单元的连续体。

具体做法是：先将结构划分为单元，写出单元各节点以

D 有限单元法 P221

位移为未知数的刚度矩阵方程。随后以地基土为

脱离体，建立柔度矩阵，并对其求逆后所得的刚

度矩阵与结构刚度矩阵耦合，从而求得结构单元

各节点的位移值，从而求出结构的内力。（同第

四章地层――结构法计算方法）



把地下墙用作主体结构物的一部分来设计时，必须验算如

下两种应力：在结构物完成后，作用在墙体上的土压力、

水压力以及作用在主体结构物上的垂直、水平荷载等产

9.3 地下连续墙兼作外墙时的设计
P222-227

水压力以及作用在主体结构物上的垂直、水平荷载等产

生的应力；在施工阶段，有作用在临时挡土墙上的土压

力、水压力产生的应力。

其设计方法因地下墙与主体结构的结合方式不同而有差别。

分为单一墙、重合墙、复合墙、分离墙和承重墙等情况。



9.4 地下连续墙接头设计

接头型式

P227-231



直接接头

A 施工接头



使用接头管接头（常用）



使用接头箱接头



使用隔板建成的接头



使用预制构件建成的接头



B  结构接头

图9-28 剪刀块连接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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