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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我国建筑楼层越建越高的形势下,建筑沉降问题也受到人们的高度关注。为了尽可能的降低
建筑物沉降的负面影响,必须要做好相应的沉降观测工作。本文重点结合实际案例,围绕高层建筑物的沉
降观测展开了论述,旨在为建筑单位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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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situation that the building floors are higher and higher in China, the problem of building
settlement has also attracted great attention. In order to reduce the negative impact of building settlement as
much as possible, the corresponding settlement observation must be done well. Combined with practical case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settlement observation of high-rise buildings,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construction un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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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层建筑工程施工过程中,加强建筑物沉降量的观测,不

[1]
型,包含了液体、气体以及土壤等多种元素 。地基的类型不同,

仅可以为高层建筑的施工质量与施工安全提供保证,还可以从

其所具有的性质差异也非常大。与普通建筑物相比,高层建筑物

整体上提高高层建筑的经济效益。施工单位只有充分意识到沉

对于地基下垫面的要求非常苛刻。因为高层建筑物的地基承担

降观测工作的重要性,并准确把握高层建筑物沉降观测要点,才

的荷载非常大,必须要拥有极强的承载能力,拥有相对均匀的沉

能够保证整个沉降观测过程的可靠性与准确性。只有对高层建

降量。对高层建筑物进行沉降观测,可以让工作人员更加直观的

筑物的沉降量进行准确的观测,才能够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加

了解地基下垫面的具体性质,并以此为基础对地基做出科学、准

强高层建筑物沉降量的控制。

确、客观的评价。

1 高层建筑物沉降观测的重要性

1.2提升高层建筑使用的安全性

任何一栋高层建筑的施工建设,其最终目的是为人们提供

在高层建筑物的施工建设中,地基承受的压力非常庞大。在

一个安全的居住环境。但是,受到地质条件、气象条件以及地下

建筑楼层逐渐加高的过程中,对于高层建筑下土层的压缩力度

水位情况等因素的影响,我国高层建筑在使用过程中存在着变

就会越来越大,与初始情况相比,地基的应力状态必然会发生一

形、位移的可能。一旦出现变形或位移现象,往往伴随着地基的

定的改变。而这,也就是高层建筑地基出现变形和沉降的原因。

不均匀沉降现象,使整个高层建筑物的安全性失去保证。鉴于此,

大多数情况下,沙土是构成高层建筑下土层的主要材料,地基的

在高层建筑施工过程中,必须要安排专门的技术人员开展沉降

沉降完成于整个高层建筑工程的施工过程中。如果下土层的构

观测工作。

成以含水量较高的黏土为主,那么在整个高层建筑施工中,地基

1.1及时发现高层建筑的地基变形问题

的沉降只能完成一小部分。这样一来,在具体的高层建筑施工过

与普通楼层的建筑物相比,高层建筑物的荷载更大,高层建

程中,就必须要对地基的强度和承载力予以重点考虑。而对高层

筑物的地基承载着整个建筑物的荷载。地基的稳定性,对于整个

建筑物进行沉降观测,就可以让工作人员全面而细致的了解高

高层建筑物的运行安全有着直接的影响。通常可以将我国高层

层建筑物地基的不均匀沉降现象,了解整个高层建筑物的荷载

建筑物的地基划分为以下两种类型。第一种是岩基类型,即地基

性质。这样一来,就可以在第一时间了解高层建筑物在使用过程

表面附着着一层岩石,存在着较高的风化可能。第二种是土基类

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并得到及时的处理与解决,为整个高层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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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安全使用提供保证。

2.1.3对观测点进行合理的设置

1.3减少高层建筑安全隐患的出现

在高层建筑物的沉降观测中,观测点设置的是否科学,直接

与普通楼层的建筑物相比,高层建筑物的地基承载力更加

影响着最终沉降程度的判断准确性。与动点观测方式相比,定点

复杂,所以针对高层建筑物地基承载力的计算,必须要对各方面

观测方式的应用对比性更强,沉降观测结果的清晰性更加有保

的因素进行全方位的考虑。但是,在具体的高层建筑物施工过程

证。需要注意的是,在应用定点观测方式的时候,必须要保证观

中,经常出现地基承载力计算错误的问题。如果计算结果与实际

测的全面性与细致性。即按照沉降观测方案中的相关要求,对观

承载力相差过大,那么高层建筑物出现不均匀沉降的几率也会

[4]
测点、基准点以及观测距离等参数进行确定 。在确定了观测

[2]

增大,高层建筑物的使用安全也将得不到有力保证 。由于高层

点和基准点的位置之后,严禁改变点位,对最终的沉降观测结果

建筑物的负载非常大,一旦实际负载量超过地基的最大承载力,

产生影响。另外,在具体观测中,还需要选择科学的观测方法,

整个高层建筑物结构就会遭到剪切破坏。这样的高层建筑物在

观测人员、观测位置以及观测方法均不能轻易的做出调整,以免

后期使用过程中必然存在着较大的安全隐患。对高层建筑物进

影响沉降观测结果的准确性。

行沉降观测,则可以对高层建筑物的地基荷载量进行准确的判

2.2高层建筑物的沉降观测案例

断,进而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消除高层建筑物使用过程中的安全

针对某高层业务大楼建筑的沉降观测,一共布设了18个沉

隐患,为其中的居住者生命财产安全提供保障。

降观测点,3个基准点。由于该建筑不是新建工程,所以选择9个

2 高层建筑物沉降观测的要点

月为沉降观测周期。经典弯钩式是该高层业务大楼建筑的沉降

针对高层建筑的沉降观测,需要观测的内容包含两个参数：

观测点设置方法,即在建筑的受力柱结构上进行观测点的布置。

第一高层建筑物的沉降速率、第二高层建筑物的沉降深度。在

观测点与室外地坪之间的距离为30cm。为了保证沉降观测过程

对高层建筑物的地基进行加固处理后,需要在第一时间进行监

的可靠性,保证沉降观测数据的获取准确性,使用电子水准仪进

测,加强高层建筑物沉降速率的确定。当沉降情况趋于稳定之后,

行工程测量,且整个测量过程遵循相关规范和要求。一个测站上

在能够给出最终的沉降观测结果。为了避免高层建筑物长时间

观测限差如表1所示。

的处于沉降状态,可以对软弱地基的承载能力进行强化,即对软

表1 一个测站上观测限差

弱地基进行综合性加固,并借此降低高层建筑物的沉降深度,强
类别项目

高精度

较高精度

中精度

视线长度（m）

≤20

≤30

≤40

2.1高层建筑物的沉降观测要点

前后视距差（m）

≤0.5

≤0.5

≤1.0

2.1.1对施工现场环境进行评估

前后视距累计差（m）

≤1.5

≤1.5

≤3.0

视线离地面高度（m）

≥0.5

≥0.5

≥0.5

基辅分划读数差（mm）

≤0.2

≤0.3

≤0.4

基辅分划所测高差之差（mm）

≤0.3

≤0.4

≤0.6

化高层建筑的沉降结果控制力度。针对高层建筑的沉降观测,
需要重点注意以下几方面。

在高层建筑物的沉降观测工作中,需要先对施工现场的环
境进行合理的评估,然后根据实际情况对土壤湿度进行检测,结
[3]
合检测结果采取针对性的土壤优化措施 。另外,还需要根据最

终的施工现场环境评估结果,对高层建筑物施工建设所需要的
施工材料进行选择,确保将软弱地基的性能参数控制在稳定范
围内,使高层建筑物的施工建设需求得到满足。核算软弱地基的

针对观测点和基准点的设置,选择使用逐次递近的方法,呈

具体占比,并以此为基础检查高层建筑物施工过程中使用到的

闭合水准环网形式。以此来计算每一个观测点的高程,并进行相

施工材料数量和质量,可以为整个高层建筑物施工的连续性与

关曲线图的绘制。如图1所示(1-沉降观测水准点；2-作为临时

稳定性提供保证。

水准点的观测点；3-观测路线；4-沉降观测点；5-前视线；6-

2.1.2对软弱地基进行科学处理

置仪器位置)。

在处理软弱地基的时候,需要对整个高层建筑物施工现场
的地基情况进行全面性考察。首先,在前期阶段围绕软弱地基可
能出现的情况制定出相应的应急预案,并针对施工过程中可能
出现的突发情况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确保可以在发现问题的
时候,可以在第一时间进行处理,为后续施工作业的顺利进行提
供保障。其次,施工单位还要利用先进的设备和技术,对高层建
筑物的沉降进行持续性的观测,确保可以对整个高层建筑物的
沉降过程进行有效的掌握,进而在有效了解地基沉降情况的基
础上,采取针对性的软弱地基处理措施,为后续的施工作业打好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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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沉降观测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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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高层业务大楼建筑发生了明显的沉降。其中,F5观测点的

土凝结的速度,进而达到控制高层建筑物不均匀沉降的目的。再

沉降量最大,达到了13.1mm。F6观测点的沉降量最小,为6.6mm。

加上短板搅拌桩的辅助作用,更是可以明显提高软弱地基结构

通过计算可知,该高层业务大楼建筑的平均沉降量为9.6mm。所

的稳定性,延缓软弱地基的不均匀沉降速率。与其他地基加固方

以,该高层业务大楼建 筑的 各平均沉 降速 率为0.023mm/d、

法相比,这种地基加固方法的应用优势在于,可以在水压和搅拌

0.022mm/d,在高层建筑物稳定阶段规范允许范围内。也就是说,

作用下,排除软弱地基中的水分,不仅可以达到非常理想的沉降

该高层业务大楼建筑的沉降已经进入稳定阶段。

控制效果,还可以减少沉降治理成本的投入。

3 高层建筑物的沉降治理策略

3.4管桩桩网结构加固地基

3.1真空预压、砂桩联合堆载加固地基

这是一种近几年来才兴起的地基加固方法,可以借助桩顶

应用这种方法加固地基,需要先通过高压的方式抽出软土

与桩间的应力差,将应力集中到管桩桩顶处。这样一来,就可以

中的水分。没有水分的软弱地基会与其他地基之间形成一个明

保证压力分布的均匀性。在加固完软弱地基之后,管桩桩网不仅

显的坡度。通过真空预压操作的方式可以在软弱地基中产生一

可以降低地下深部的压力,达到控制高层建筑物沉降的目的,还

个内收缩力。真空压力越大,软弱地基中的内收缩力就越大,地

可以借助桩网支撑,提高地基的稳固性。

基的沉降量就越明显。当地基不再沉降之后,就可以结合最终的

4 结语

沉降情况,通过砂桩进行联合堆载,以提高地基的稳固性。最后,

综上所述,对高层建筑物进行沉降观测,在控制高层建筑物

再利用砂土进行填埋处理。这样,高层建筑的上部荷载增加,软

施工质量,保障高层建筑物使用安全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

弱地基也不会出现明显的沉降。

用。所以,需要在准确把握沉降观测要点的基础上,结合高层建

3.2搅拌桩加固地基

筑物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沉降观测方法。如果发现沉降超出

应用这种方法加固地基,也是一种治理高层建筑物不均匀

了允许范围,则要采取针对性的地基加固措施进行处理解决。

沉降的有效方法。利用搅拌桩,可以对高层建筑物的软弱地基承
载能力进行强化。因为在设置搅拌桩的过程中,会填充大量的砂
土。砂土越多,软弱地基的承载能力改善就越明显,并且还不会
因为砂土质量过重而使地基承担更大的压力。搅拌桩的分布越
均匀,软弱地基的受力越平衡。虽然也会出现微笑的沉降,但是
与本文提到的第一种地基加固技术相比,搅拌桩加固地基方法
的应用,沉降速度更慢,对于周边环境的影响更小,地基加固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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