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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程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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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河段深层排水调蓄管道系统工程主隧全长15.3km，沿线共设有8个竖井及综合设施，本期仅进行苗

圃~云岭西段试验段施工，我部承建的试验段1.1标（即苗圃段）的施工工作，工程建址长宁区福泉北路与临

虹路交叉口，工程造价106288万元，合同工期1463天。

1.1  SS1.1标概述



一、工程简介

本标段工程主要包括：1）苗圃竖井（Ⅰ区）；2）综合设施（Ⅱ~Ⅴ区）；3）联络苗圃竖井云岭西竖井

的盾构隧道（隧道长1.61km，内径10m）。



一、工程简介

主体竖井平面为正圆形，直径30m，挖深56.3m，基坑开挖阶段采用逆作墙身法进行结构施工，底板厚度3m，

最大侧墙厚度为1.5m。综合设施平面为矩形，边长60m×48m，采用明挖顺筑法施工，基坑最大开挖深度31.3m。

分区 结构层
挖深

（m）

坑底标

高（m）
基底土层

挖方量

（方）

Ⅰ区 / 56.3 -52.3 ⑧2粉质粘土夹粉砂 39800

Ⅱ区 地下四层 31.3 -27.3 ⑤3粉质粘土夹粉砂 10600

Ⅲ区 地下四层 31.3 -27.3 ⑤3粉质粘土夹粉砂 16000

Ⅳ区 地下二层 16.6 -12.6 ④淤泥质粘土 2600

Ⅴ区 地下一层 9.4 -5.4 ③淤泥质粉质粘土 2600



一、工程简介

1.2  槽壁加固

加固形式 加固参数 加固深度 数量

三轴槽壁加固
φ850@600外套

内搭
20m（+3~-17m） 485组



 墙深：103米 墙厚：1-1.5米
 一期槽宽：6.6米 二期槽宽：2.8米
 搭接：0.3米

一期槽单幅地下墙方量1100立方米



一、工程简介

1.4 周边构筑物情况

构筑物名称 距竖井（m） 距综合设施

苗圃西泵站 17.0 5.0

苗圃西泵站配电间 27.0 17.3

虹桥东方国信商务广场 75.0 53.0

园林集团办公楼 13.0 6.0

森星高尔夫2#楼 71.0 65.0

森星高尔夫1#楼配楼 69.0 63.0

森星高尔夫1#楼 5.1 2.0



一、工程简介

1.5  地质及水文

勘察揭露的165.30m深度范围内地基土主要由粘性土、粉性土和砂土

组成。其中竖井坑底为⑧2粉质粘土夹粉砂，地墙底进入⑩粘土和⑩夹粉

质粘土夹粉砂。土体分布情况如右图所示。

 不良地质情况：

根据勘察，场地范围未发现沼气、暗浜、地下障碍物等不良地质。

 水文情况：

1）地下水类型：

本工程场地地下水主要为赋存于浅部土层中的潜水、第⑦层中的第Ⅰ

层承压水、第⑧2、⑨层中的第Ⅱ层承压水及第⑩夹、第⑩A层中的第Ⅲ层

承压水。竖井开挖深度达56.3m，基坑开挖需要疏干浅部潜水和降低深层

承压水。

 水文情况：

2）水文地质条件 ：

（1）潜水水位：呈季节性波动，水位埋深一般离地表面0.3～1.5m。

苗圃竖井距离苏州河约85m，潜水与苏州河水力联系较弱。

 水文情况：

2）水文地质条件 ：

（2）承压水水位：根据收集资料，区域第Ⅰ承压含水层（第⑦层）

、第Ⅱ承压含水层（第⑧2 ⑨层）、第Ⅲ承压含水层（第⑩夹 ⑩A、⑪层

）中的承压水高水位一般在0～-1.5m（标高）之间。



1、验证百米级的特深地下连续墙在软土、砂粉
土等复杂地层中施工的可行性。

2、掌握百米级的特深地下连续墙成槽稳定及对
周围环境影响的控制方法。

3、摸索出百米级特深地下连续墙施工关键工序
控制要点

确定施工效率

1/1000可控性

槽孔稳定性

泥浆系统和指标控制

特长钢筋笼吊装

地下墙接缝控制要求

特深地下墙混凝土

一、工程简介

1.6  需要解决的难题



二、主要设备

大型设备投入

铣槽机（MC96）

挖机(CDM6220）

500T主吊（SCC5000A）

280T副吊（SCX2800-2）

120T辅吊(HS883HD)



BC40铣槽机配
MC96主机

二、主要设备

标准铣轮

中齿

右边齿

左边齿

ZM

ZR

ZL



SCX2800-2型280吨吊车
（副吊）

SCC5000A型500吨吊车
（主吊）

二、主要设备





三、施工过程

3.1 施工场地布置

① 场地硬化：100%硬化处理；

② 施工便道：厚400mm，双层双向钢筋的混凝土路面；

③ 行走规划：现场根据使用需求进行交通划线，吊车行走区域铺设钢板；

场地硬化 风险区划线 人行通道划线



三、施工过程3.1 施工场地布置

施工现场鸟瞰图



三、施工过程

3.2 泥浆系统

泥浆存储：现场泥浆筒仓18个，泥浆处理车间1处（最大储浆量3260方）
3倍容积



三、施工过程

3.2 泥浆系统

泥浆制备：复合钠基膨润土，硬管循环管路

新浆拌制车间 泥浆循环管路



三、施工过程

3.2 泥浆系统



泥浆压滤系统平均每天处理泥浆300m³。

泥浆零排放

三、施工过程

3.3 泥浆废弃处理系统



三、施工过程

3.4 钢筋笼制作、吊装

① 胎膜场地：设置自动测量可调节胎膜场地，确保钢笼基面的平整；

② 胎膜棚罩：设置60m长伸拉式棚罩，强化作业环境，提升现场文明施工水平；

④ 钢笼吊装：主吊采用500T，副吊280T。

可调胎膜场地 钢笼过程巡检 钢笼吊装



三、施工过程

3.4 钢筋笼制作、吊装



三、施工过程

3.4 钢筋笼制作、吊装



三、施工过程

3.5 成槽
① 铣槽机作业；

② 泥浆输运：设置暗埋泥浆管路，刷漆标示；

③ 超声波：施工方和第三方监测单位进行同步垂直度测定；

④ 清孔作业：二次清孔工艺。

铣槽作业 泥浆管路设置 铣槽垂直度机控 超声波测定



第一孔循环清孔 第二孔循环清孔 超声波及泥浆检测第三孔100%换浆

三、施工过程

3.5 清孔



三、施工过程

3.5 成槽(一期槽)

项目 幅段 D1-2 D1-3

槽段类别 一期槽 一期槽

施工时间 6.20~6.28 6.28~7.6

深度 103m 103m

厚度 1.2m 1.2m

槽宽 6.4m 6.4m

垂直度 ＜1/1000 ＜1/1000

钢笼分节 三节 四节

充盈系数 1.05（828方） 1.03（810方）

备注
注浆管2根
声测管4根

/

1）铣槽作业：

超声波测量顺序 测量时槽段情况

第一次超声波 第一铣至20m

第二次超声波 第一铣至50m

第三次超声波 第一铣至80m

第四次超声波 第一铣至103m

第五次超声波
第一铣至103m，第二铣

至40m

第六次超声波
第一铣至103m，第二铣
至70m，小墙铣至30m

第七次超声波
第一铣至103m，第二铣
至103m，小墙铣至60m

第八次超声波 槽段全部完成

超声波测量顺序 测量时槽段情况



三、施工过程

项目 幅段 D1-2 D1-3

槽段类别 一期槽 一期槽

施工时间 6.20~6.28 6.28~7.6

深度 103m 103m

厚度 1.2m 1.2m

槽宽 6.4m 6.4m

垂直度 ＜1/1000 ＜1/1000

钢笼分节 两节 四节

充盈系数 1.05（828方） 1.03（810方）

备注
注浆管2根
声测管4根

/

1）铣槽作业：

第一铣共计耗时25.4小时，其中纯铣施工15.6小时，清孔（为了确保浅层超声波

图像清晰）2.8小时，超声波测量3小时，维修3小时（铣槽机拆除一节泥浆管），提斗

铲泥1小时（⑩层粘土有裹轮现象）。

第一铣工作内容 小时

纯铣 15.6

清孔 2.8

超声波 3

维修 3

提斗铲泥 1

总计 25.4

3.5 成槽



三、施工过程

项目 幅段 D1-2 D1-3

槽段类别 一期槽 一期槽

施工时间 6.20~6.28 6.28~7.6

深度 103m 103m

厚度 1.2m 1.2m

槽宽 6.4m 6.4m

垂直度 ＜1/1000 ＜1/1000

钢笼分节 两节 四节

充盈系数 1.05（828方） 1.03（810方）

备注
注浆管2根
声测管4根

/

1）铣槽作业：

第二铣（含小墙）共计耗时29小时，其中纯铣施工20.5小时，清孔4.5小时，超声

波4小时。

第二铣工作内容 小时

纯铣 20.5

清孔 4.5

超声波 4

总计 29

一期槽1幅/3天

二期槽1幅/4天

3.5 成槽



三、施工过程

超声波检测 1/1000精度3.5 成槽



三、施工过程

3.6 混凝土浇灌

导管压密性检测
混凝土进场检测

混凝土浇筑



三、施工过程

3.6  混凝土浇灌



已经完
成的
103m深
地下墙



汇报大纲

上海深隧工程 张江硬X射线 废弃泥浆处理

张江硬X射线



1#竖井 2#竖井 3#竖井 4#竖井 5#竖井

1.运输主要部件的通道
2.传输低温，冷却水、
控制信号、空调等。
3.驱动激光系统

1.将一束电子分配到
数条波荡器线中。
2.传输低温、水电风
以及加速器部件等。

1.安装六条电子束
流的收集系统。
2.输送水电风和部
分部件

底部为实验大厅，
容纳数十个实验
终端和配属设备。

1.为实现超长光束线
2.结合超强激光建设高
能量密度科学中心等



地墙概况

1200地下连续墙
深度89.8m

φ2000RJP加固、200根
深度42.1m~52.1m

φ800@600高压旋喷桩
深度13.5~23m

φ850@600三轴搅拌桩
深度23m

外侧TRD加固
深度69m

φ1200立柱桩（扩底至φ1800、
底板下扩底至1400）、

φ1000抗拔桩（扩底至φ1600）
深度82.1m~99.85m、共238根

深度
42.1m 深度

45.45m

五号井概况



地墙概况

五号井概况

墙深：89.8米

墙厚：1.2米

一期槽宽：6.6米

二期槽宽：2.8米

搭接：0.3米



地墙概况

五号井概况

两侧三轴加固深23米

槽段外围一圈TRD止水帷幕深69.4米



五号井概况

项目大事记

地墙施工历时：151天



铣槽机简介

铣槽机



场地布置



泥浆系统



场地布置--泥浆体系



成槽机扫孔 反力箱、钢筋笼吊装 接导管、浇砼 拔反力箱、放插板

成槽施工

一期槽施工流程：



铣至30m，清孔换浆 超声波检测 视情况重复上述过程 铣至槽底，100%清孔换浆

……

超声波、泥浆检测

成槽施工

二期槽施工流程：



铣槽机刷壁 成槽机刷壁、扫孔 钢筋笼吊装 接导管、浇砼

成槽施工

二期槽施工流程：



1）本工程中槽壁加固采取内收7cm的措施，这样铣槽机纠偏时推板能有一
个可靠的靠山。

成槽施工—质量控制

施工中控制



远程监控

成槽施工—质量控制

手机安装软件进行远程监控



钢筋笼制作及吊装—质量控制

验收部位 验收内容 验收情况

吊装对接套筒位置

钢筋备料期钢筋对接扭力φ32（F≥320N▪M）、φ36φ40（F≥360N▪M）

直径φ22@200（标高：-76.75m以上）

直径φ16@300（标高：-76.75m以下）

焊缝质量（连续饱满度、焊缝长度10倍D）

吊点处：吊点两侧各两根水平筋与主筋200%点焊

纵向桁架筋：桁架斜杆直径28/22（上节笼/下节笼）

横向桁架筋：桁架斜杆直径28/22（上节笼/下节笼），水平筋φ28@3000

吊点处“几”字形加强筋直径40圆钢

焊缝质量

φ22@300*200、预埋筋φ16@150*1500、底板插筋4φ16@150

焊缝质量

吊点数量，位置

吊点两侧主筋间距控制20CM

吊点处横向桁架筋摆放位置

接驳器位置（详见接驳器位置平面图），数量，规格

接驳器焊接牢固，帽子无遗漏（接驳器顶面标高相同）

底板接驳器向上弯

注浆管数量：一期槽段4根，二期槽段2根

声测管数量满足要求

声测管及注浆管固定对接牢固

其他 钢筋笼的尺寸，垂直度，有无多余钢筋影响起吊安全

硬X射线2标地墙钢筋笼验收（地墙名称:     ）

主筋及加强
筋

迎土面：5号筋φ32@300（-0.9~-88.95）、6号筋φ32@300（-0.9~-76.75）
7号筋φ36@300（-13.35~-59.75）、8号筋φ36@300（-14.85~-53.75）

构造止水段φ20@300（-76.75~-88.95）

开挖面：1号筋φ40@260（-0.9~-88.95）、2号筋φ40@260（-0.9~-76.75）
3号筋φ40@260（-11.4~-50.75）、4号筋φ40@260（-21.35~-47.75）

构造止水段φ20@300（-76.75~-88.95）

    质量员：                            专业监理工程师：                         验收日期：

水平筋

桁架筋

拉结筋

吊点

接驳器

声测管及注
浆管

主筋地面明显标识，增加主筋制作过程标高

控制；钢筋笼验收表：对钢筋笼常见质量问题进

行汇总，增加自检力度。



本工程64幅地墙平均充盈系数1.023，浇筑情况总体来说良好，分布范围详见下图：

混凝土浇筑—质量控制

1.00≤a<1.02,共计7幅；1.02≤a<1.04,共
计37幅；1.04≤a<1.06,共计4幅；

1.06≤a<1.08,共计10幅；1.08≤a<1.10,
共计6幅。充盈系数偏大的基本都是二期槽，其
中充盈系数最大值为1.1的有两幅，分别是B2-10、
A2-12。主要原因是铣槽时发生偏斜，采取纠偏
后造成槽段扩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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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弃泥浆处理



一、概 述

1、在软土地区高层建筑、地铁及地下工程建造中，广泛采用地下连续墙与灌注桩施工

技术，并会在施工中会产生大量的废弃泥浆。由于我国还没有现场处理这种废弃泥浆的成套
设备技术标准，一般都采用槽罐车运出填埋的方法，偷排偷倒现象时有发生，往往造成严重
的二次污染。



一、概 述

2、上海市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新的《上海市建筑垃圾处理管理规定》。

该规定要求：

1、施工单位采取泥浆干

化、泥沙分离等施工工艺，

减少建筑垃圾的排放；

2、在工程招标文件、承

发包合同和施工组织设计中，

明确施工现场建筑垃圾减量

减排的具体要求和措施。



二、施工现场采用的3类废弃泥浆脱水设备

设备在地下连续墙与钻孔灌注桩施工废弃泥浆的现场脱水处理应用照片

在软土地层施工废弃泥浆脱水处理时，设备的实际处理能力远小于厂方标注能力，

且设备操作要求较高。因此，目前上海工地实际应用不多。

1、施工现场采用的卧螺式离心机泥浆脱水成套设备

此卧螺式离心机没有使用，

应用了厢式隔膜压滤机。

此卧螺式离心机没有使用，

应用了厢式隔膜压滤机。



二、施工现场采用的3类废弃泥浆脱水设备

成套设备的组成示意图

2、施工现场采用的带式压滤机泥浆脱水成套设备

带式压滤机

成套设备的组成与工艺流程示意图



二、施工现场采用的3类废弃泥浆脱水设备

成套设备的组成与工艺流程图

3、施工现场采用的厢式隔膜压滤机泥浆脱水成套设备

厢式隔膜压滤机

滤板最大尺寸达2mx2m，两侧有滤水槽、出水孔 入料脱水，
压榨脱水

脱水后形成的泥饼



二、施工现场采用的3类废弃泥浆脱水设备

4、软土地层施工现场采用的3类废弃泥浆脱水成套设备比较

3套3m带式压滤机机组

此卧螺式离心机没有使用，

应用了厢式隔膜压滤机。

软土地层采用的3种废弃泥浆固液分离设备优缺点比较表
设备名称 厢式隔膜压滤机 带式压滤机 卧螺式离心机

脱水原理 压力过滤、间歇脱水 泥浆絮凝重力脱水+挤压连续脱水 离心力作用、连续脱水

优点

工作可靠，操作简便；
滤饼含水率较小；
一般可不加化学药剂；

当采用集成移动式时占地面积小、不需要
基建投资，设备进出场时间较短。

耗电量少；
设备连续运转，自动化程度高；
泥浆脱水处理量较大。

基建投资少，设备结构紧凑，占地面积小；
设备连续运转，自动化程度高。

缺点

间歇操作，处理量一般；

采用散装式时一般基建投资大，设备进出
场时间也较长。

化学药剂用量大，运行费用较高；
泥浆加药絮凝效果一般难以控制；
滤饼含水率一般较高；
一般占地面积较大。

振动、噪音大，电力消耗大；
化学药剂用量大，运行费用高；

泥浆中如含有的砂土，易磨损设备；一般滤饼
含水率较高。

8套400m2厢式隔膜压滤机机组8套400m2厢式隔膜压滤机机组

浙江萧山同一地点两处泥浆集中处理场采用的带式压滤机与大型厢式隔膜压滤机泥浆脱水成套设备，以及1套试验的卧螺式离心机设备



1、 针对软土地层施工废弃泥浆中含有可回收利用的细小粘土颗粒，最近上海
隧道设计制造了一套移动式施工废弃泥浆浓缩脱水一体机设备。

安装步骤： 1底层安放、 2中层吊放 4管路连接、5电源线连接、6设备试车

设备为上、中、下三大部件叠加，上层为集成式废弃泥浆浓缩、压滤脱水装置，中层为集成式泵组出渣皮带机装置，下层为集成式泵组泥浆箱装置

泥浆净化机（浓缩回收） 厢式隔膜压滤机 出渣皮带机

泥浆净化机入料泵

泥浆入料泵

贮浆箱

空压机与
储气罐

进料震动筛

2中层吊放 3上层吊放

三、地下连续墙（灌注桩）施工废弃泥浆浓缩脱水一体机设备



设备对地下连续墙（灌注桩）施工中2种废弃泥浆处理流程示意图

废弃泥浆净化浓缩回收废弃泥浆压滤脱水

三、地下连续墙（灌注桩）施工废弃泥浆浓缩脱水一体机设备

2、 设备对地下连续墙（灌注桩）施工中2种废弃泥浆处理流程



三、地下连续墙（灌注桩）施工废弃泥浆浓缩脱水一体机设备

3、 施工废弃泥浆浓缩脱水一体机设备主要技术参数
1、泥浆循环中废弃泥浆浓缩、回收装置
（1）除砂旋流器：处理量≤100 m³/h、分离粒径：d50=0.047-0.100mm

（2）除泥旋流器：处理量≤100 m³/h、分离粒径：d50=0.020-0.074mm

2、废弃泥浆脱水装置
（1）滤板规格： 1500 m×1500m
（2）过滤面积： 约270m2

（3）滤饼理论厚度：40mm 
（4）滤室容积： 约5m³
（5）最大进料压力：1.2MPa
（6）压榨压力： 1.2MPa

3、设备外形尺寸与重量
（1）设备工作外形尺寸：约为长x宽x高=14mx4mx7m

（2）设备总重量： 约47t（单件最大重量约24t）
（3）设备使用时总重量：约106t（地面比压约为8.2t/m2）



三、地下连续墙（灌注桩）施工废弃泥浆浓缩脱水一体机设备

4、设备试验应用
------在上海“张江硬Ⅹ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4号工作井双轮铣地下连续墙施工工地

双轮铣施工地下连续墙工地配套的：12个泥浆贮存筒仓、2套泥浆净化装置、废弃泥浆贮存池与4套压滤机成套脱水等设备。



三、地下连续墙（灌注桩）施工废弃泥浆浓缩脱水一体机设备

工地上原配套的4套散装式400m2厢式隔膜压滤机泥浆脱水成套设备

4、设备试验应用
------在上海“张江硬Ⅹ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4号工作井双轮铣地下连续墙施工工地



5、设备中废弃泥浆浓缩回收利用关键技术
--------旋流器的尺寸与数量、入料泵与泥浆性状的匹配，须保证入料压力。

旋流器的工作原理图除泥旋流器实物图（目前在粘性土中使用常会堵塞，效果还不理想）

三、地下连续墙（灌注桩）施工废弃泥浆浓缩脱水一体机设备

旋流器的底流嘴排浆喷射模式

含有微小颗粒的
低比重泥浆流出

含有较大颗粒的
高比重泥浆流出



6、设备中厢式(隔膜)压滤机使用关键技术
--------遇难以压滤脱水的废弃泥浆时作加药预处理的药剂选用与配比。

压滤后不成形泥饼

压滤后能形成的泥饼

三、地下连续墙（灌注桩）施工废弃泥浆浓缩脱水一体机设备

废弃泥浆中添加2种外加剂，使得泥浆中细微土颗粒产生絮凝，以提高设备处理量。

加药后脱水效果好的泥饼

加药后能
自动脱落
的泥饼



四、结语

(1) 目前上海等软土地层部分地下连续墙与钻孔灌注桩施工工地，已实施废弃泥浆的脱

水处理，做到了施工现场废弃泥浆外运处置减量化，有的实现了施工废弃泥浆的零排放。

(2) 施工废弃泥浆的脱水处理，采用的主机设备厢式压滤机、带式压滤机和卧螺式离心

机为标准产品，且型号较多，其成套施工废弃泥浆脱水设备的处理量和泥浆脱水效果，与主

机设备选型、配套设备选型、泥浆性状、加药效果、操作人员等有关。

移动式施工废弃泥浆浓缩脱水处理设备 散装式施工废弃泥浆压滤脱水处理设备 带式压滤机施工废弃泥浆脱水处
理设备

(3)移动式施工废弃泥浆浓缩脱水一体机设备，占地面积小，安装时间短，操作与维护

简便，设备退场后零部件不分散安放、易于保管；在对地下连续墙（灌注桩）施工废弃泥浆

进行脱水时，能回收部分废弃泥浆重复利用。
(4) 主机为厢式隔膜压滤机的废弃泥浆脱水设备，当遇到难以处理的废弃泥浆时，应对

废弃泥浆作加药预处理，以缩短废弃泥浆压滤脱水时间，提高设备的处理量。

(5)  在软土地层地下连续墙与灌注桩施工废弃泥浆脱水处理时，应回收废弃泥浆中部

分细小粘土颗粒泥浆重复利用，减少施工中新鲜泥浆消耗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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