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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井在泵站工程中的应用 

高 峰， 高志国， 汤 平 

(杭州市水处理设施建设发展 中心，浙江杭州 310016) 

摘 要 ：该文以杭州某污水厂进水管中的提升泵站工程为例，介绍了沉井施工技术在泵站工程中的应用。在施工方案优化的基础 

上，在粉砂地质条件下沉井下沉技术作了其重点、难点的分析，并提出一系列相应的对策。其成果为同类型沉井施工技术积累了 

宝贵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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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的给水 、排水的容量越 

来越大，其相应的输水管道也越延越长，为保证管 

道正常的输送能力，提升泵站的设置也相应增多。 

在空间允许的情况下，泵房结构采用放坡开挖施 

工可以达到安全，经济等效果 ，但在城市狭小的空 

间里，放坡开挖并不适用，而采用基坑围护结构， 

经济投入较大，可采用沉井进行施工。沉井施工使 

得支护和构筑物的建造一次完成以达到较好的技 

术、经济效果。 

因此，本文结合实际工程 ，以杭州某污水厂进 

水管中的提升泵站工程为例 ，对沉井的施工方法 

及应注意的问题进行探讨和总结。 

1 工程概况 

1．1 工程概述 

和睦港污水泵站工程是杭州市七格污水处理 

厂三期进厂主干管工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泵 

站施工地点位于沿江大道与和睦港交接处。工程 

东侧 5 m处有 5问民房 、50 m处有河道管理处的 

排涝箱涵；西侧 20 m处有七堡社区仓储仓库；南 

侧 30 m处有七格三期进厂主干管 2根 DN2400已 

通水应急管及已通车沿江大道；北侧 40 m为一幢 

二层民房。 

污水泵站包括污水泵房 、附属设施 ，以及围 

墙、道路、管线等配套工程。泵房下部为现浇钢筋 

混凝土沉井结构，泵房平面尺寸为40．7 m×31．8 

m，泵房高度 17．4 m。泵房沉井结构顶标高为 4．7 

m，底板标高为 一4．0 m，刃脚底标高为 一7．40 m，标 

高 8．7 10 m部分为泵房上部结构，在沉井下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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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后实施。沉井井体采用C30混凝土，抗渗等级为 

s8。封底混凝土用 C20毛石混凝土。 

该工程重点为保证沉井按设计要求下沉到 

位，其次确保南侧2根进水管、东侧 5间民房在沉 

井下沉过程中安全。 

1．2 地质条件 

拟建泵站的中部和南部大部分场地为菜地， 

场地北部和东侧有农房密集分布。场地地形平坦， 

根据地形图显示并结合该项 目勘探孔孔 口高程的 

测量，场地地面标高一般在 85国家高程的 5．4O～ 

6．10 m之间。 

该工程场地地貌为钱塘江近期围堰堆积区和 

近代漫滩相沉积平原区。场地位于钱塘江流域。据 

钱塘江闸口水文观测站的观测成果 ，钱塘江平均 

高潮位 8．04 m(85国家高程系统，下同)，最高潮位 

11．14 m，平均低潮位 7．47 m，最低潮位 4．79 m。 

存在于该工程场地浅部地层的地下水性质属 

松散孔隙型潜水，详勘期间在勘探孔内测得地下 

水位埋深在现地表下 1．90～2．30 m，相当于 85国 

家高程的 3．69～3．28 m之间，地下水水位埋深相 

对较浅。该层地下水(潜水)主要赋存在①填土层 

及②、③层粉砂性土中，透水性强，地下水分布连 

续，并具各向异性。该层地下水(潜水)主要受大气 

降水及地下同层侧向径流的补给，以竖向蒸发及 

侧向径流方式排泄，其水位随季节性气候动态变 

化明显，据区域水文地质资料，年均变化幅度值约 

1．0 m左右。 

由于该工程场地地处钱塘江北岸 ，场地南段 

距离钱塘江约 80 m，距离较近，加之潜水含水层土 

性主要为②、③层粉砂性土层，透水性较强，因此， 

该工程场地潜水与钱塘江降水有一定的水力联 

系，一般呈互为补给关系。 

参考周边场地的勘察资料中有关水质分析结 

果 ，判定该场地的地下水(潜水 )对混凝土结构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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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蚀性；在干湿交替环境条件下对钢筋混凝土结 

构中的钢筋无腐蚀性；对钢结构有弱腐蚀性。 

该工程场地底层浅部和浅中部分布的粉(砂 ) 

性土在一定动水压力作用下易产生流砂或管涌现 

象，对该工程基础的施工会产生些不利影响 ，应引 

起重视。可采用工程降水、减小水头差等有效的施 

工措施加以防范。 

2 井下沉方案选择 

沉井下沉分排水下沉和不排水下沉两种方 

法。前者适用于粘质土或中粗砂质土，渗水量不 

大，周边无重要的建、构筑物；后者适用于砂或砾 

石类土 ，渗水量较大 ，且周边有需要保护的建 、构 

筑物。根据该工程现场土质以粉砂土为主和地下 

水渗流量较大，补充水源较丰富等情况，该工程应 

按不排水下沉方法进行施工。采用水力机械化冲 

泥下沉，由多级离心泵产生高压水 ，将井内土体冲 

成泥浆后 ，由大功率污泥泵排出井外。在施工现场 

北侧空地上设置一个泥浆沉淀池 ，泥浆在短时间 

内沉淀 ，上部清水排人北侧原水泥路边排水沟。 

3 施工难点和关键技术 

3．1 沉井预制时的关键技术 

3．1．1沉井刃脚制作注意事项 

刃脚支设沉井高度大，重量重 ，地基强度较 

低，为保证沉井井壁制作与浇筑的安全稳定，并结 

合该沉井刃脚高度为 2．5 m，工程地质勘察报告 ， 

考虑场地各勘探点的潜水含水层的地下水位一般 

埋深于地表下 1．90～2．30 m左右，地下水水位埋 

深相对较浅的特点，沉井起沉标高设为现状地面 

以下 2．5 m。在基坑四周设管井降水，在沉井预制 

期间不间断降低地下水位 ，提供足够地基承载力。 

之所以要求基坑深度不小于刃脚高度，主要 

为井壁钢筋制作、浇筑混凝土过程中的安全考虑。 

因为沉井 自重较大 ，容易造成 自然下沉 ，而下沉时 

因为土质不均匀，以及浇筑过程中混凝土高度不 

同，造成不均匀沉降，基坑浅 ，明显的头重脚轻 ，就 

让人非常担心井会倒掉 ，如果基坑足够深 ，在浇筑 

完成刃脚以后 ，再把基坑外的空挡用土填满压实 ， 

那就能够抵抗住不均匀沉陷时的侧向压力，保证 

井身的垂直度。 

根据现场表面土质情况，结合承载计算，砂垫 

层厚度经计算确定，且满堂铺设，砂垫层需采用颗 

粒级配良好的中砂。砂垫层摊铺完毕后 ，及时采用 

平板式振动器进行拖拉直至该砂垫层的密实度达 

到 98％以上为止。砂垫层铺筑完毕 ，应在 4 h之内 

浇筑素混凝土垫层。并派专人值班负责集水井抽 

水效果。垫层表面应保持平整，平整度误差控制 

在 ±10 mm以内。胎模结合土模与标准砖，用 M 

5．0水泥砂浆砌筑，斜面用砂浆找平 ，并刷隔离剂。 

沉井刃脚处为施工薄弱环节 ，模板支设必须采取 

切实可靠措施确保混凝土浇捣时不发生跑模、涨 

模等现象 ，以确保沉井浇筑外观质量及施工安全。 

刃脚处内模采用 16号槽钢对撑 ，并采用水平钢管 

联接，防止单根槽钢稳。 

3．1．2 井身的施工缝的留设 

由于该工程泵房沉井高度达 17．4 m，井壁分 

三节制作，一次下沉。施工缝留设要求。墙体水平 

施工缝应留在距底板面 (或腋角面)以上不小于 

300 film处，当墙体有孑L洞时，施工缝距孑L洞边缘不 

宜小于 300mm。两节混凝土的接缝处设凹型水平施 

工缝，上节混凝土须待下节混凝土强度达到70％ 

后浇筑 ，接缝处经凿毛及冲洗处理 ，施工缝加设钢 

板止水片，并浇 10 em厚减半石子混凝土。第一次 

浇捣刃脚部分，高度 4．2 m，标高 一7．4—一3．2 m；第 

二次浇捣高度5．2 m，标高一3．2～2．0 m；第三次浇 

捣至顶梁底部，浇捣高度6．0 m，标高 2．0～8．O0 m， 

待沉井封底完成后，浇筑中间楼板，顶板与顶梁。 

3．1．3 井身混凝土的浇筑 

沉井井身混凝土分三节浇捣 ，内模同样分三 

节按装。模板支设和钢筋绑扎沉井制作的模板支 

设和钢筋绑扎与普通结构施工要求一样 ，只不过 

由于是在软基上施工 ，所以要均匀对称施工 ，以防 

止不均匀沉降。混凝土浇捣前应严格检查各种预 

留孔、预留管和预埋件的位置和几何尺寸，严禁漏 

放和错放。混凝土浇筑混凝土采用商品混凝土，沉 

井的平面尺寸较大，混凝土的浇筑按两端对称浇 

筑，并用混凝土输送泵 ，送至沉井浇筑部位 ，沿井 

壁均匀对称浇筑。浇筑采用分层平铺法 ，每层厚 

30 em，将沉井沿周长分成若干段同时浇筑，保持 

对称均匀下料，以避免一侧浇筑，使沉井倾斜，每 

层混凝土量为 23 m ，要求 2 h内浇筑一层。混凝 

土浇筑前在井的四角模板上设置沉降观测点 ，以 

便及时发现沉井在浇捣过程中由于自重造成的不 

均匀沉降，采取措施 ，指导在浇筑过程中混凝土浇 

筑的部位及顺序，及时制止在浇筑过程中沉井造 

成的偏差 ，影响质量。 

3．2 沉井下沉时注意事项 

沉井下沉采用不排水下沉方法 ，即水压平衡 

工艺。水压平衡工艺即在不排水施工的过程之中， 

人为提高沉井之中的水位 ，迫使沉井 中的水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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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地下水位(也可人为降低地下水位，使沉井中的 

水位高于地下水位)，使地下水位在压力平衡的状 

态下 ，再接受一定的压力 ，迫使沉井之中和周围土 

层在潜水员水下取土的操作过程中，周围的土层 

都处于静止状态 ，不引起沉井周围的基础大面积 

的塌方，有效控制地表下沉在理想的范围之内。在 

地下水位偏高、流沙层较浅的地质地区进行沉井 

施工，水压平衡工艺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施工方法。 

3．2．1工程重点 

(1)不排水下沉沉井：断面尺寸为 40．7 m×31．8 

m方形； 

(2)水下封底：水下毛石混凝土封底 ； 

(3)抗渗混凝土井井身，抗渗要求较高。 

3．2．2 工程难点及相应对策 

(1)该工程采用不排水下沉 ，主要难点有： 

a．地理位置位于钱塘江边，南临钱塘江江堤 

80 m左右，东距和睦港 130 m左右，地下水位丰 

富，加之潜水含水层土性主要为②、③层粉砂性土 

层，透水性较强。因此，该工程场地潜水与钱塘江 

降水有一定的水力联系，一般呈互为补给关系。 

b．该工程的沉井平面很大 ，深度较深且结构 

复杂。根据地质和历史资料反映，地质土体也比较 

复杂。 

c．由于采用不排水下沉 ，在进行锅底施工时， 

对其质量也有很大影响。 

(2)该工程采用水下封底施工工艺 ，主要难点 

有 ： 

a．由于该工程面积较大，封底面积也较大，且 

分格也相对较多。 

b．由于采用不排水下沉 ，锅底施工环境相对 

较差，封底混凝土质量难以控制。 

c．为了控制水位差 ，故对沉井内水位与井外 

地下水位控制需求也相对较高。 

d．毛石投放相对较难，封底混凝土表面平整 

度控制和标高控制相对比较困难。 

(3)抗渗要求高： 

a．该工程由于混凝土本身体积相对较大，对 

地基基础要求也相对较高。 

b．分段分节制作节点要求较高，特别是水下 

节点控制。 

c．混凝土密实度要求较高，养护和保养要求 

也相对较高。 

d．各预埋、预留洞较多，节点控制要求较高。 

在沉井施工期间，通过降水深井降低地下水 

位，使地下水位总是控制在低于井内水位 1 m的 

高度。然后安排专业潜水员，佩戴潜水装置进行水 

下作业，即采用高压水枪对沉井内刃脚进行冲击 

成泥浆作业，再由大功率泥浆泵排吸出后 ，排入沉 

井之处预备好的泥浆池中，进行沉淀处理。 

沉井内部有纵横各 5道地梁分布 ，将沉井分 

成 6×6的 36个井格 ，吸泥施工冲吸泥下沉的总 

体顺序为先内再外。先用高压水枪冲刷沉井内中 

央井格，形成大锅底，然后扩大对称均匀冲吸其它 

四周的井格，逐步让沉井刃脚下沉。每个吸泥施工 

井孔内布置2支高压水枪和一台泥浆泵，采用高 

压水流冲刷沉井底部土体形成泥浆，用泥浆泵将 

泥浆排向井外。共配置 16台高压水泵，其中 12台 

供 6格室吸泥机工作时高压水枪工作 ，其余 4台 

作为备用下沉设备。 

沉井下沉前应计算沉井各阶段的下沉系数， 

以指导施工，沉井冲泥的顺序和方位均应根据下 

沉系数的不同，加以调整。 

沉井冲泥下沉，应按对称、均匀开挖的原则进 

行。冲泥顺序应遵从先中后边，逐步扩冲至刃脚附 

近，使沉井平稳、均衡地徐徐挤土下沉。中心“锅 

底”深度应从严控制 ，谨防“锅底”过深发生 “突 

沉”。 

初沉阶段，沉井具有较大的下沉系数，此时无 

需挖除刃脚斜面下土体，只需挖除中心土体，逐步 

扩冲至刃脚附近土堤，沉井即会逐渐下沉。 

随着沉井下沉深度的增加，要先冲中心土体， 

逐步扩冲至刃脚附近土堤。到沉井的后阶段 ，下沉 

系数变小，要考虑冲除刃脚斜面以下土体。 

沉井下沉施工的全过程，都应根据下沉系数 

变化曲线和土质情况，指导和灵活调整冲泥范围 

和方法。使沉井平稳、均衡地挤土下沉。 

在沉井开始下沉和将沉至设计标高时，周边开 

挖深度小于 10 cm，避免发生倾斜 ，尤其在开始下沉 

5 m以内时，其平面位置与垂直度要特别注意保持 

正确 ，否则继续下沉不易调整，在离设计深度 20 

cm左右停止取土，依靠自重下沉至设计标高。 

沉井下沉过程中，应重视和加强观测。每班至 

少测量二次，当下沉速度较快时，还应增强观测次 

数。如发现偏斜应及时纠正。要做到勤测勤纠、边 

沉边纠。 

在施工时，安排专业人员观测沉井中的水位， 

确保沉井之中的水位始终高于地下水位 ，沉井之 

内的土层处于受压状态。迫使沉井平稳、慢速下 

沉，不引起沉井周围地表大面积塌方。 

初沉阶段要特别控制好方向，形成 良好导向。 

防止和避免发生突沉。 

纠偏应在沉井下沉移动过程中进行，即“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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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偏”。纠偏方法主要是采用井内除土纠偏。有时 

也采用外围射水或压缩空气配合纠偏。 

(4)终沉控制 ： 

当沉井刃脚踏面下沉至离设计标高还剩 1 m 

左右时，沉井进人终沉阶段 ，此时应切忌 “深锅 

底”，因为过深的锅底，可能导致刃脚下土体大量 

向井内涌人 ，易发生突然下沉或超沉。应先挖刃脚 

附近的土体，形成“反锅底”，然后视情况再挖中心 

部位土体 ，控制好下沉速度 ，务求沉井缓缓挤土下 

沉到位。刃脚踏面终沉标高暂定比设计抛高 15 cm。 

(5)封底 ： 

在沉井下沉到位后 ，加水沉井中，提高水压系 

数，使沉井内外土层呈静止状态。安排专业潜水员 

对沉井凹槽刃脚清理和冲洗锅底作业 ，潜水员水 

下清泥沙时，务必要求将井壁 、凹槽清理干净并用 

钢丝刷刷清，以保证水下混凝土和沉井壁的结构密 

贴，以防止夹砂，消除抽水后引起的渗漏 ，清理要求 

为土层清理至刃脚底部边沿 ，中间呈锅底状态，锅 

底低于刃脚底部 0．5 m，清理工作完成后 ，沉淀观测 

12 h，再吸清沉淀游泥层，即可进行水下封底施工。 

a．水下混凝土一般用钢导管灌注，导管内径 

以200～350 mm为宜，导管使用前对管壁、焊缝接 

头处进行密封性试验和检查。 

b．首批混凝土拌和物下落后，混凝土应连续灌注。 

c．在灌注过程中，应经常测探井内混凝土面 

的位置，及时地调整导管深度。由潜水员水下指挥 

浇筑。 

d．多根导管灌注时，宜同时灌注，当基底不平 

时，应由低到高逐步浇注至设计标高；封底不平 

时，派潜水员及时探测调整 、 

e．每根导管开始灌注时，首批混凝土需要的 

数量应计算确定。 

f．在灌注过程中应注意混凝土堆高和扩展情 

况，正确地调整坍落度和导管埋深，使每盘混凝 

土灌注后形成适宜的堆高和不陡于 1：5的流动 

坡度 ，抽拨导管严禁导管进水 ，混凝土的最终灌 

注高度应 比设计高出不小于 150 mm，待灌注混 

凝土达到设计强度要求后 ，再抽干水凿去表面松 

软层。 

钢筋混凝土底板浇捣后井 内采取灌水养护。 

为以后抽水提供依据，可多做几组试块，在沉井中 

同条件进行养护，然后分批试压已确定水下混凝 

土的强度 ，决定是否抽水。沉井抽水后，应清除表 

层水中沉淀的污泥和凿毛表面}昆凝土层 ，然后进 

行二次封底 。 

3．3 沉井的测量控制及对周边构筑的监测 

3．3．1 沉井自身的测量控制 

(1)沉井位置与标高的控制：在沉井外部地面 

及井壁顶部设置纵横十字中心线和水准基点 ，通 

过经纬仪和水准仪的经常测量和复核，达到控制 

沉井位置和标高的目的。 

(2)沉井垂直度的控制：在井身内按 4等分或 

8等分做出垂直轴线的标记 ，各吊线锤逐个对准其 

下部的标板以控制垂直度，并定期采用两台经纬 

仪进行垂直偏差观测。挖土时，应随时观测沉井的 

垂直度 ，当线坠离标板墨线达 50 mm时，或四周标 

高不一致时，应及时采取纠偏措施。 

(3)沉井下沉控制：在井筒外壁周围测点弹出 

水平线，或在井筒外壁上的四个侧面用墨线弹出 

标尺，每20 mm一格，用水准仪及时观测沉降值。 

(4)沉井过程中的测量控制措施 ：沉井下沉时 

应对其位置、垂直度及标高(沉降值)进行观测 ，每 

班至少测量两次 (在班中和每次下沉后测量一 

次)。沉井接近设计的底标高时，应加强观测，每 2 

h一次，预防超沉。 

(5)测量工作的管理措施：沉井的测量工作应 

由专人负责。每次测量数据均需要如实记录，并制 

表发送给有关各部门。测量时如发现沉井有倾斜 、 

位移、沉降不均或扭转等情况，应立即通知技术负 

责人 ，以便指挥操作人员采取相应措施 ，使偏差控 

制在规范允许的范围以内。 

3．3．2 对周边建、构筑物的监测 

沉井的下沉都会对周围土体产生一定的扰 

动 ，所以，该工程除了必要的施工监测外，另外由 

第三方对工程实施过程 中的关键点进行全程监 

测。一方面为了施T过程中及时反馈周边地层沉 

降的相关信息 ，指导施工；另一方面是监测周围 

建 、构筑物在施工过程中的位移变化，避免发生破 

坏 

4 结语 

本文以杭州某污水厂进厂管中一处污水泵站 

为背景 ，在施工方案优化分析的基础上，在粉砂地 

质条件下沉井下沉技术进行重点、难点分析。该T 

程在施工过程中，由于施T技术使用恰当，方案组 

织严密，各项指标均符合规范要求，使沉井工程圆 

满结束。不仅取得了良好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 

也为同类型沉井施工技术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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