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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根据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 2016年度工程建设标准制定修订计划通知》豫

建设标[2016]18 号的要求，规范编制组经过充分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国家

相关标准以及相关企业的工程实践，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的主要内容：总则、术语、基本规定、编制深度、设计说明及工程条件图、

支护设计、地表水及地下水控制、基坑监测要求。 

在执行本标准过程中，请各单位注意总结经验，积累资料，将有关意见和建议反馈

给河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地址：郑州市金水区丰乐路 4号，邮编：450053），以

便修订时参考。 

本标准主编单位： 

河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河南省地矿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本标准参编单位：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河南省建筑工程质量检验测试中心站有限公司 

河南工程水文地质勘察院有限公司 

河南省有色工程勘察有限公司 

郑州中核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建院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河南省水利勘测有限公司 

河南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中赟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岩土工程勘察设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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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昊鼎建设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黄河勘测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河南交通岩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工程学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鞠  晓 高志俭 姜  彤  许录明  王继周  吴清星  毕理毅  李小辉 

赵健仓 张永雨 朱会强  刘立兵  王保军  何建锋  段敬民  梁坤祥 

王江锋 师庆峰 严志臻  赵鸿杰  石守亮  王  坤  贾尚星  黄晨亮 

许华青 詹文超 冯振华  李永新  乔承杰  贺永乐  毕庆涛  谢山立 

王荣彦 张予强 赵迷军  杜明芳  王  刚  杨文选 

 

本标准审查人员： 

郭院成  李小杰  王  斌  万嘉康  陈一平 李建斌  郭呈周  李亚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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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贯彻落实河南省有关技术政策，实现基坑工程设计文件编制的规范化和标准化，

保证设计文件质量，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河南省内建筑与市政工程基坑工程设计文件编制及评审。 

1.0.3 基坑工程设计文件应做到内容完整，文字简明扼要，图件清晰准确，比例协调，形

式统一，文图相符。设计文件的文字、标点、术语、代号、符号、数字和计量单位均应符

合有关标准。 

1.0.4 基坑工程设计文件编制除执行本标准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行业及我省现行相关

标准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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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0.1 基坑 

为进行建（构）物地下部分的施工由地面向下开挖出的空间。 

2.0.2 基坑周边环境 

与基坑开挖相互影响的周边建（构）筑物、地下管线、道路、岩土体与地下水体等的

统称。 

2.0.3 基坑支护 

为保护地下主体结构施工和基坑周边环境安全，对基坑采用临时性的支挡、加固保护

与地下水控制的措施。 

2.0.4 地下水控制 

为保证支护结构、基坑开挖、地下结构的正常施工，防止地下水变化对基坑周边环境

产生影响所采用的截水、降水、排水、回灌等措施。 

2.0.5 应急预案 

对基坑工程施工过程中可能发生的事故或灾害，为迅速、有序、有效地开展应急与救

援行动、降低事故损失而预先制定的全面、具体的措施方案。 

2.0.6 变形监测 

对周边环境、支护结构和周围岩土体等监测对象实施的量测、监视、巡查、预警等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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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基坑工程设计应综合考虑场地的工程地质及水文地质条件、周边环境条件、基坑深

度、施工条件、工期造价等因素，做到安全可靠、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精心设计、合理

组织、严格监控、保护环境。 

3.0.2 超出现行相关标准适用范围的特大型、特别复杂的基坑或采用新技术、新工艺的基

坑工程应进行专项设计、论证、评审。 

3.0.3 当基坑支护结构作为永久工程的一部分时，应满足永久工程设计要求。 

3.0.4 所有图纸在图签中均应有设计人、校对人、审核人和项目负责人签字，项目负责人

的执业资格及签章要求，应符合国家对执业人员的管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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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编制深度 

4.1 一般规定 

4.1.1 设计图纸应符合《房屋建筑制图统一标准》GB/T 50001 、《建筑结构制图标准》GB/T 

50105以及其它相关标准或规范的规定。 

4.1.2 设计文件应满足设备材料采购、非标准设备制作和施工的需要。 

4.1.3 支护结构施工图、基坑地下水控制施工图、基坑监测施工图等应采用统一的图例绘

制。 

 

4.2 编制深度 

4.2.1 基坑工程设计文件一般包括图纸封面、图纸目录、设计说明、设计图纸、计算书和

设计变更。 

4.2.2 图纸编排宜按图纸内容的主次关系、逻辑关系排序，先列新绘制图纸，后列选用的

重复利用图和标准图。一般为图纸封面、图纸目录、设计说明、基坑周边环境图、基坑周

边地层剖面图或柱状图、支护结构平面布置图、基坑地下水控制平面布置图、基坑监测平

面布置图、立面图和剖面图、节点详图、大样图等。 

4.2.3 图纸封面应标明以下内容： 

1 项目名称； 

2 编制单位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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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编制单位的项目负责、设计及校审人员签字，并加盖编制单位出图章及项目负责人

的执业印章； 

4 编制时间。 

4.2.4 图纸目录应包含图纸页码、图号、名称、图幅等。 

4.2.5设计说明应包括以下内容： 

1 工程概况； 

2 场地工程地质与水文地质条件； 

3 基坑周边环境情况； 

4 设计依据及设计目标； 

5 设计思路及方案选择； 

6 支护结构设计； 

7 地下水控制设计； 

8 土石方开挖技术要求； 

9 监测技术要求； 

10 风险分析及应急预案； 

11 其它需要说明的内容。 

4.2.6 基坑设计施工图应包括以下内容： 

1 基坑周边环境图； 

2 基坑周边地层剖面图或柱状图； 

3 基坑支护结构平面布置图； 

4 基坑降水（排水）平面图； 

5 基坑监测平面布置图； 

6 基坑支护结构剖面图和立面图； 

7 节点细部构造详图； 

8 其他必要的设计图纸。 

4.2.7 设计计算应满足有关标准要求，并应验算最不利工况条件下设计的安全稳定性。设

计计算书应包括下列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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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设计计算书应校审，并由设计、校对、审核人（必要时包括审定人）在计算书封面

或扉页上签字，并加盖单位出图章及项目负责人的执业印章 

2选用的岩土工程设计参数和选用依据。 

3 当采用计算机软件进行相关的计算分析时，应注明计算机软件名称及版本号等，采

用的计算机软件应通过相关部门鉴定。 

4 当采用计算机软件进行相关的计算分析时，应将计算模式、计算公式、原始输入数

据、计算步骤、计算成果等整理齐全并打印成册，计算结果不得修改。 

4.2.8 设计变更应说明变更原因、变更内容等，并提供相应的计算书。较大的变更应通过

专家评审后实施。 

5 设计说明及工程条件图 

5.1 一般规定 

5.1.1 设计说明中的技术要求应与设计图纸相吻合，并作必要的补充、说明。 

5.1.2 设计说明的编制应综合考虑基坑工程的实际情况，做到内容齐全，重点突出。 

5.1.3 拟建工程基础及地下结构平面图和剖面图、周边环境平面图和剖面图、代表性地层

剖面图或柱状图、基坑工程平面图等工程条件图件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并能清晰的绘

制和标注基坑工程条件。 

5.2 设计基本资料 

5.2.1 基坑工程设计文件应明确工程概况、周边环境条件、场地工程地质与水文地质条件、

设计依据及设计目标等设计基本资料。 

5.2.2 工程概况的编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明确基坑工程的地理位置，总体规模，基坑工程的设计使用期限； 

2 明确拟建工程与基坑的关系，拟建工程的地基基础形式、基础轮廓线、施工工艺等； 

3 明确地下工程结构的特殊施工要求； 

4 明确建筑设计±0.00标高、自然地面标高、基坑底标高及其相互关系； 

5 基础及地下结构工程平面图应标注底板底标高；当底板底标高在不同区域有差异时

应分别标注；对基坑周边开挖深度有变化的区域应有剖面图，并应标注剖面位置及剖面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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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基础及地下结构工程剖面图除按建筑制图标准绘制外，尚应重点标注自然地面、承

台、底板、连梁、电梯井等的标高； 

7 基坑工程平面图应标明拟建建筑地下结构外边线、建筑用地红线、基坑支护边线以

及降水井布置、支护单元的划分等。 

5.2.3 周边环境条件的编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明确基坑工程影响范围内既有建（构）筑物的平面位置、结构型式、层数、地基基

础型式、基础埋深、目前结构完好情况，必要时尚应明确设计荷载、建设及竣工时间，沉

降变形情况等； 

2 明确基坑工程影响范围内各种道路的类别与等级、交通负载量、道路结构特征、目

前完好情况等； 

3 明确基坑工程影响范围内各种管线的类型、材质、埋置深度、运行情况等，必要时

应明确管线的等级、构造特征等； 

4 周边环境平面图应重点标注基坑影响范围内的各种建（构）筑物、管线等与基坑之

间的平面关系及尺寸； 

5 周边环境剖面图应重点标注基坑工程影响范围内的各种建（构）筑物基础埋深、管

线等的用途、埋设标高，必要时应标注管型、管材、规格等。 

6 其它需要明确的影响本基坑的地下障碍物和需要保护的对象。 

5.2.4 场地工程地质与水文地质条件的编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场地地形、地貌特征； 

2 与基坑有关的地层描述，包括年代、成因、岩土名称、厚度、状态等；对特殊地层

如砂土层、软土层、填土层、湿陷性黄土、膨胀性岩土层等还应重点描述其特殊工程性质； 

3 明确水文地质条件，包括水文地质单元的划分，含水层的类型和性质，含水层的厚

度及顶、底板标高，含水层的富水性、渗透性、补给与排泄条件，各含水层之间的水力联

系，地下水位标高及动态变化等； 

4 明确对基坑工程稳定性有影响的地表水体、地表径流及地表排水等情况； 

5 明确各有关地层的物理力学性质指标； 

6 应绘制沿基坑工程边线的代表性地层剖面图或柱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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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设计依据及设计目标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明确工程技术要求以及应遵循的相关标准； 

2 确定基坑工程设计条件，明确基坑工程交付使用条件； 

3 详细划分、综合确定基坑工程设计安全等级、设计使用期限，明确基坑工程设计目

标，提出具体的设计控制指标； 

4 当基坑工程采用内支撑体系时，应按相关侧壁安全等级高的控制设计； 

5 明确需要验算的特殊工况要求。 

 

 

 

5.3 设计思路及方案选择 

5.3.1 支护结构选型时，应综合考虑下列因素: 

1 基坑深度； 

2岩土的性状及地下水条件； 

3基坑周边环境对基坑变形的承受能力及支护结构一旦失效可能产生的后果； 

4主体地下结构及其基础形式、基坑平面尺寸及形状； 

5支护结构施工工艺的可行性； 

6施工场地条件及施工季节； 

7经济指标、环保性能和施工工期。 

5.3.2 综合分析拟建工程地基基础及地下结构的特征、预测拟建工程与基坑工程的相互影

响，初步确定基坑支护结构的位置等，明确需要采取的相应技术措施。 

5.3.3  综合分析基坑工程周边环境特征，预测基坑工程对周边环境的影响，明确需要加以

保护的邻近建筑、地下管线、道路等，确定具体的保护要求及变形控制要求等，并提出相

应的保护方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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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  分析基坑工程的工程地质条件等特征，对土压力及水压力计算、土的各类稳定性验

算，正确选区土、水压力的分、合算方法及相应的土的抗剪强度指标。明确需要重点支护

的地段，并提出支护方案。 

5.3.5 分析场地的水文地质条件特征，明确主要的含水层和相对隔水层，选择降水方法，

预测工程降水施工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并提出具体解决方案。 

5.3.6  依据现行相关标准，结合基坑工程设计安全等级及设计使用期限，对基坑工程总体

方案进行设计。总体方案设计应包括基坑支护设计、基坑地下水控制设计、基坑防排水设

计、开挖设计、变形控制设计等。 

5.3.7  基坑周边条件差异较大者，应分段划分其安全等级，各分段可采用不同的支护方案。 

5.3.8  宜提出几种可行的基坑支护及地下水控制思路，做简要的优缺点、适用性、经济性

比较，确定基坑支护和地下水控制的设计方案，进行施工图设计。 

 

5.4 基本设计要素 

5.4.1 基坑工程设计文件应明确工程设计方案、质量控制标准、施工技术要点、土石方开

挖原则、监测要求及安全应急措施等基本设计要素。 

5.4.2 设计施工图部分应明确支护结构的主要设计参数、地下水控制方案、地表防排水。 

5.4.3 原材料质量检验及检测部分应明确本工程所采用的主要原材料品种、规格、型号及

质量要求等内容，并应根据相关标准的规定明确主要检测内容、检测方法、检测频率以及

合格标准等。 

5.4.4 施工技术要点及质量检测要求部分应明确施工流程，主要的施工工艺方法、施工技

术要点、主要技术参数、质量控制标准及验收要求等。 

5.4.5 土石方开挖及技术要求部分应明确土石方开挖原则、开挖方法、开挖顺序等，当需

要采取爆破施工时，应提出专项技术要求。 

5.4.6 基坑监测要求部分应明确监测目的、监测项目、监测频率、报警指标以及测点布置

的原则等。 

5.4.7 风险分析及应急预案部分应明确工程安全风险特点，预测施工及后期运行过程中可



 

12 

 

能存在的主要风险，并明确应采取的应急措施。注明涉及危大工程的重点部位和环节，提

出保障工程周边环境安全和工程施工安全的意见，必要时进行专项设计。 

 

 

 

 

 

 

 

 

 

6 支护结构设计 

6.1 一般规定 

6.1.1 基坑工程支护设计应综合考虑各种荷载类型及其组合，说明验算的各种不利组合及

工况。 

6.1.2 对于设计使用年限超过 2年的支护结构，应进行耐久性专门设计。 

 

6.2 排桩 

6.2.1排桩支护设计计算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土、水压力计算（包括各种附加荷载）； 

2 桩的入土嵌固深度及总桩长； 

3 桩身位移； 

4 桩身内力及桩的配筋量； 

5 整体稳定性； 

6 抗倾覆稳定性计算； 

7 抗隆起稳定性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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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排桩支护设计施工图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支护排桩平面布置图。平面布置图应标明桩的桩径、间距及平面位置，桩中心线

与建筑物边（轴）线及基础承台或底板外边线的位置关系； 

2 钢筋混凝土支护桩的配筋图。应标明配筋数量、钢筋布置形式、钢筋类型、级别、

保护层厚度等，非对称配筋时应在配筋图上明确标示方向。竖向配筋图应标明自然地面与

桩顶、底标高、桩长； 

型钢、钢管、钢板支护桩。应标明型号、材质、连接构造等，自然地面与桩顶、底

标高、桩长； 

3 桩顶冠梁、连梁施工详图。应标注冠梁的截面尺寸、梁顶标高、自然地面标高，

混凝土强度及配筋图等； 

4 人工挖孔桩护壁设计施工图。应标注护壁形式、护壁厚度、混凝土强度及配筋； 

5 设计说明。应对支护桩桩身设计强度、施工工艺方法和顺序加以说明，并应说明

质量要求及检测项目和要求。 

 

6.3 锚杆 

6.3.1 锚杆支护设计计算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水平向单位宽度锚固力标准值，锚杆轴向拉力设计值，锚杆极限承载力； 

2 锚杆锚固体形状、直径、长度，锚杆杆体材料型号、规格及数量，锚杆自由段、

锚固段长度及锚杆总长； 

3 锚杆腰梁内力及截面强度验算。 

6.3.2 锚杆支护设计施工图应包括下列内容： 

1 锚杆平面布置图。应标明锚杆间距及平面位置； 

2 锚杆立面布置图。应标明锚杆间距、锚杆设置标高等； 

3 锚杆剖面详图。应标明锚杆设置标高，锚杆自由段、锚固段长度及总长，锚杆结

构构造详图，包括锚固体形状、直径、倾角及杆体材料、数量，锚杆与腰梁的连接等； 

4 锚头施工详图。包括锚头断面图等，应标明锚头类型、尺寸，锚具材料、类型等。 

5 腰梁施工详图。钢筋混凝土腰梁应标注腰梁的截面尺寸、梁顶（底）标高，混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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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强度及配筋图等；钢腰梁应标明梁顶（底）标高、型号、材质、连接构造等； 

6 设计说明。应对锚杆浆体材料、配比、浆体设计强度、注浆方法和压力、轴向拉

力设计值及预应力荷载等加以说明。并应说明防腐蚀设计要求、基本试验及验收要求等。 

 

 

6.4 内支撑 

6.4.1 内支撑支护设计计算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支撑结构内力计算，包括各承力构件的轴向力、剪力及弯矩； 

2 支撑结构截面承载力、变形及稳定性验算，包括节点强度验算； 

3 围檩内力计算及截面强度验算； 

4 立柱截面承载力、变形及稳定性验算； 

5 拆除支撑时，换撑体系的设计计算； 

6 内支撑结构计算简图。 

6.4.2 内支撑支护设计施工图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支撑结构平而图，应标明内支撑和换撑的平面布置及标高，； 

2 支撑构件及节点详图； 

3 腰梁及节点详图； 

4 立柱详图； 

5 换撑构件详图； 

6 工况说明图； 

7 设计说明。应说明内支撑的结构体系及所采用的材料，内支撑结构的计算模式（包

括各层内支撑自上而下设置和自下而上拆除时的各种工况），各构件的构造要求及分工况开

挖和拆除要求。 

 

6.5 地下连续墙 

6.5.1 地下连续墙支护设计计算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土、水压力计算； 



 

15 

 

2 地下连续墙入土深度及内力计算； 

3 地下连续墙墙体位移； 

4 地下连续墙配筋及截面强度验算； 

5 槽壁稳定性验算，接头构件的强度及变形验算； 

6 整体稳定性验算； 

7 抗倾覆稳定性验算： 

8 抗隆起稳定性验算。 

6.5.2 地下连续墙施工应提供导墙专门设计。 

6.5.3 地下连续墙作为地下室外墙一部分或全部时，除应提供 6.5.1 条计算内容外，尚应

满足主体结构的设计要求，并提供永久性结构计算书。 

6.5.4 地下连线墙支护设计施工图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地下连续墙平面布置图（含单元槽段划分 ； 

2 地下连续墙、导墙及机械行走道路结构图； 

3 当采用地下连续墙＋内支撑支护时，除应提交内支撑施工图外，还应提交内支撑与

地下连续墙连结处的节点构造详图； 

4 当采用地下连续墙 锚杆支护时，除应提交锚杆施工图外，还应提交锚杆孔洞预留

及锚杆孔洞处理详图； 

5 当地下连续墙作为地下室外墙一部分或全部时，应提交预埋件详图。 

6 设计说明。说明地下连续墙的类型、结构形式及施工工艺，地下连续墙的截面尺寸、

单元槽段划分及接头形式等。 

 

6.6 重力式水泥土挡墙 

6.6.1 重力式水泥土挡墙支护设计计算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土、水压力计算； 

2 截面尺寸及挡墙入土深度； 

3 墙体变形计算； 

4 抗滑稳定性验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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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抗覆定稳定性验算； 

6 整体稳定性验算； 

7 抗隆起稳定性验算； 

8 正截面应力计算 。 

6.6.2 重力式水泥土挡墙支护设计施工图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平面布置图。应标明桩径、间距及平面位置，挡墙内边线与建筑物边轴线及基础承

台或底板外边线的位置关系； 

2 剖面图。应标明挡墙截面尺寸、深度及墙顶标高、自然地面标高等； 

3 设计说明。应说明水泥士桩选用的水泥品种、强度等级、水泥用量以及水泥土强度

要求。应说明构成水泥土桩的成桩工艺、布置形式、桩横截面及相邻桩搭接尺寸等要求。 

 

6.7 土钉墙 

6.7.1 土钉墙支护设计计算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土、水压力计算； 

2 土钉抗拔承载力验算； 

3 土钉受拉承载力验算； 

4 整体滑动稳定性验算；  

5 抗隆起稳定性验算（基坑底面下有软土层情况）。 

6.6.2 土钉墙支护设计施工图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土钉墙平面布置图。应标明建筑物边轴线、基础边承台或底板边线、基坑开挖上边

线、下边线及其与建筑物边轴线的位置关系等； 

2 立面图。应标明面层筋网、加强筋、土钉的间距及连接方式等。包括土钉与面层连

接大样图等； 

3 剖面图。应标明自然地面标高，开挖坡率，各层土钉设置标高，各层土钉轴向拉力

设计值、直径，长度、倾角、拉杆材料规格、型号及面层混凝土强度、厚度等； 

4 构造详图。应包括土钉杆体、定位支架、土钉与面层连接、泄水孔大样图等； 

5 设计说明。应说明各段边坡开挖坡率，各层土钉的水平、竖向间距、直径、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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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角及轴向拉力设计值，说明士钉浆体材料、配比、浆体设计强度、注浆压力等。 

 

 

 

 

 

 

 

 

 

 

 

 

 

 

 

7 地表水及地下水控制 

 

7.1 一般规定 

7.1.1 地表水及地下水控制设计应包括地表截排水设计、地下降排水设计。当降水会对周

边受保护的建（构）筑物、管线、道路等造成危害时，应进行地下水回灌设计和截水帷幕

设计。 

7.1.2 基坑工程需要进行地下水控制设计时，应与基坑支护结构统一考虑，根据工程需要

选择降排水、截水帷幕等措施，提供合理的地下水控制设计方案。 

7.1.3 地表水及地下水控制设计应说明选用的控制方法、设计计算模型，并提供完整的计

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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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降排水与回灌 

7.2.1 基坑降排水和回灌设计计算应包括下列内容  

1基坑涌水量； 

2设计单井出水量； 

3降水井的数量、深度、滤水管长度； 

4承压水降水基坑开挖底板稳定性计算； 

5降水区内地下水位的预测计算； 

6降水引起的周边地面沉降计算； 

7 回灌井单井回灌量。 

7.2.2 基坑降排水与回灌设计文件应提交下列施工图纸： 

1 降水井、回灌井及观测井等的平面布置图。降水井、回灌井及观测井应标明井孔的

类型、编号、位置及井距等； 

2 降水井、回灌井及观测井的结构大样图。降水井、回灌井及观测井应标明井孔的直

径，井管、滤水管的长度、材质、规格，井深，滤料及填土的深度和标高； 

3降排水系统布设图； 

4必要时尚应提供设计降深的地下水等水位线图、基坑周边地面沉降预测图等。 

5 设计说明。应明确下列技术要求：降水方法及降水井的构造要求，降水井平面布置

及高程布置，基坑涌水量及单井出水量，设计控制降深，降水井所用滤网、滤料的要求，

降水井出水含砂量的要求。施工技术要求应包括：降水设备配置及施工管理要点，降水井

与地下室底板的关系及防渗处理措施，降水结束后的封井要求，应急处理措施。 

7.2.3 基坑降排水与回灌设计应预测基坑降水对周围环境的影响程度，并应制定相应的环

境保护措施。其主要内容应包括： 

1有关计算参数、计算公式的确定； 

2降水可能引起的周围建（构）筑物附加沉降的估算； 

3降水可能引起的地面沉降及对周边环境影响的评估。 

4对周边环境的保护措施，必要时应作专门设计（如回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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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地表截排水与截水帷幕 

 

7.3.1 地表截排水与截水帷幕设计计算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渗透稳定性验算； 

2 突涌稳定性验算等。 

7.3.2 截水帷幕的设计文件应提交下列施工图纸： 

1 截水帷幕平面布置图。应标明截水帷幕的成墙材料、工艺要求；对于桩排式截水帷

幕，应标明桩的直径、间距等。 

2 截水帷幕剖面图。应标明截水帷幕的深度、类型等。 

3 设计说明。应说明截水帷幕的选型依据；截水帷幕防渗等级、墙体强度等要求；截

水帷幕的施工要求应包括：施工设备选型及施工管理要点，施工工法、工艺技术参数，施

工顺序及先、后施工段接头的处理方法，质量检测及帷幕失效的应急补救措施等。 

7.3.2 基坑设计文件应提供基坑周边地面硬化及防水挡墙等隔渗、排水措施。 

 

 

 

 

 

8 基坑监测要求 

 

8.1.1 基坑监测要求主要包括监测设计说明、平面图。 

8.1.2 基坑监测设计说明。应包括监测基准点、监测点的设置要求，监测方法、监测项目、

监测频率、监测报警值等内容以及其它相关要求和注意事项。 

8.1.3 基坑监测平面图。监测点、监测基准点的位置应在基坑监测平面图上绘制。当采用

多层内支撑支护体系时，应在按标高绘制的水平支撑平面布置图上绘制支撑的监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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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 

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21 

 

正面词采用“应”； 

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 

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条文中指定应按其他有关标准、规范执行时，写法为“应符合……的要求（或规定）”或“应

按……执行”。 

 

 

 

 

 

 

 

 

 

 

 

 

 

引用标准名录 

1《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设计规范》GB50007 

2《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JGJ120 

3《建筑基坑工程监测技术规范》GB50497 

4《建筑地基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5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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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岩土锚杆与喷射混凝土支护工程技术规范》GB50086 

6《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 

7《钢结构设计规范》GB50017 

8《建筑与市政工程地下水控制技术规范》JGJ111 

9《建筑桩基技术规范》JGJ94 

10《建筑地基处理技术规范》JGJ79 

11《湿陷性黄土地区建筑基坑工程安全技术规程》JGJ167 

12《岩土锚杆（索）技术规程》CECS22 

13《基坑土钉支护技术规程》CECS96 

14《房屋建筑制图统一标准》GB/T 50001 

15《建筑结构制图标准》GB/T50105 

16《河南省基坑工程技术规范》 

 

 

 

 

 

 

 

 

 

 

 

河南省工程建设标准 

 

基坑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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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 

 

 

 

 

 

 

 

 

 

 

 

总则 

1.0.1 基坑工程是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其风险性很大，同时具有很强的地域特点。近二十多年来，

随着我省工程建设的不断发展，基坑工程方面的难点问题也越来越多，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为了解决这些疑难问题，岩土工程工作者们做出了巨大努力，各种新技术、新方法、新工艺和新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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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不断出现，也极大地促进了岩土工程的技术进步。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基坑工程设

计等有关技术工作是很有必要的。 

《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JGJ120、《建筑基坑工程监测技术规范》GB50497、《建筑深基坑工

程施工安全技术规范》JGJ311、《建筑与市政工程地下水控制技术规范》JGJ 111 等系列专业技术标

准，对规范基坑工程的技术工作，保证基坑工程的安全与质量发挥了重大指导作用。 

为确保基坑工程的质量和安全，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相继制定颁发《河南省建筑边坡与深

基坑工程管理规定》豫建〔2010〕25 号和《河南省建筑边坡与深基坑工程设计方案评审办法》豫建

〔2010〕57 号。自 2011 年起，河南省各地市陆续实施深基坑工程设计方案的评审，取得了明显成

效。郑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于 2011 年颁发《郑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贯彻落实建筑边坡与深基

坑工程设计方案评审管理工作的通知》郑建〔2011〕31 号，明确规定对全市范围内的建筑边坡与基

坑工程支护设计方案进行评审管理，从源头上抓好建筑边坡与基坑工程实施过程的质量和安全。

2014 年，河南省工程建设标准《河南省基坑工程技术规范》DBJ41/139 开始实施。 

在建筑边坡与基坑工程设计方案评审的过程中，各地市、各单位所编制的有关设计文件无论在

格式上还是内容上均不统一，有的差异很大，这在客观上不利于基坑方案的评审，妨碍了技术审查

制度的贯彻执行。各地市虽然也形成了各自的一些约定俗成的做法，但在具体的操作上缺乏统一性，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评审专家的个人理解，随意性较大。 

为配合我省有关管理制度的全面贯彻执行，更好地落实国家和行业标准的技术原则，规范统一

全省的基坑工程设计文件编制工作，亟需编制一本既能够反映河南省各地市的实际情况，又能够很

好地体现河南省地方特色的基坑工程技术文件编制标准，为全省基坑工程的设计、施工、监测、评

审工作提供技术支撑。 

1.0.2 本条规定了本标准的适用范围，其它行业也可以参照执行。 

 

 

3 基本规定 

3.0.1 基坑工程是复杂的系统性工程，需要认真考虑本条所列的诸多因素的影响，其设计、施工、

监测是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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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 随着工程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基坑工程的规模也在不断加大，由此而产生的工程问题也越

来越具有挑战性，由于此类工程往往涉及非常复杂的诸多因素。同时新技术、新工艺也不断在基坑

工程中应用。这些都应进行专项设计，并尽可能采用多种计算软件进行分析计算，以相互验证，同

时，实践证明，充分发挥高级技术专家的指导作用，对于确保工程质量至关重要。 

3.0.4 本条主要是强调个人执业资格的重要性。 

 

 

 

 

 

 

 

 

 

 

 

 

 

 

 

 

 

 

 

4 编制深度 

 



 

26 

 

4.2 编制深度 

4.2.1 本规定主要是对基坑工程施工图设计阶段的编制内容的要求，对于基坑支护方案设

计阶段可参照执行。 

4.2.7 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大大促进了岩土工程数值分析和计算机辅助设计技术的进

步，但由于岩土工程自身的复杂性，半经验方法仍是岩土工程设计的主要方法。不能盲目

相信计算，设计时不能只知道“规范＋计算”或者“规范＋电脑”，要清楚规范规定的背景

如何，电脑软件采用的是什么计算模式，计算结果与工程实际的符合程度如何。也不能盲

目相信经验，照搬其他工程的做法，把局部经验误为普遍真理，以致犯概念性原则性的错

误。基坑工程设计中概念设计非常关键，概念设计要求设计者对原理有深刻的理解，同时

有丰富的工程经验，从框架设计到细部设计，既符合科学原理，又清楚计算模式、计算参

数、计算结果与工程实际的差别，这就是理性设计。 

4.2.8 基坑工程设计具有自身的特殊性，需要信息化施工，动态设计，设计变更在其中占

有重要地位，根据现场实际监测资料等及时修改、变更设计，可以确保工程安全，使设计

更加优化。 

 

 

 

 

 

 

 

 

 

 

 

 

5 设计说明及工程条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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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设计基本资料 

5.2.1～5.2.5 条本节主要是明确进行工程设计前应取得的基本设计资料，具体工程可能还

需要其它资料。基本设计资料包括工程概况、场地工程地质与水文地质条件、周边环境条

件、施工条件、使用要求、地区经验等，这些条件对于总体设计方案的选择至关重要，有

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必须加以明确。 

 

 

 

5.3 设计思路及方案选择 

5.3.2 基坑工程设计中应考虑与拟建工程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基坑支护结构不应影响主

体工程施工。 

5.3.3  保护环境，确保邻近的建（构）筑物、地下管线、道路等的安全稳定是基坑工程设

计的主要目标之一，也是决定设计成败的关键。 

5.3.4  支护结构设计时，对计算参数取值和计算分析结果，应根据工程经验分析判断其合

理性。 

5.3.5 实践证明，基坑工程中的绝大多数事故与水有关，查明场区的地表水情况和水文地

质条件是避免工程事故的重要保证。 

 

5.4 基本设计要素 

5.4.1 基坑工程设计与施工是密不可分、相互依赖的。施工的每一阶段，结构体系和外荷

载都在变化，对支护结构的变形、内力有很大影响。专项施工方案应根据基坑工程设计施

工图编制有针对性的、符合工程实际的具体的施工工法、土石方开挖方案、质量控制、施

工监测及安全应急措施等。 

5.4.5 土石方开挖需要配合基坑支护及降排水施工，在基坑工程施工图中应包括对土石方

开挖及技术要求的内容。施工单位根据设计要求和施工需要编制详细的土石方开挖专项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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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方案，基坑工程土石方开挖施工方案应至少包含下列内容： 

1 确定土石方开挖施工的起止时间、进度计划； 

2 确定土石方的开挖原则、开挖方式、开挖顺序、运输线路、分层厚度、分段长度、

对称均衡开挖的必要性等； 

3 制定土石方开挖过程中对支护结构（桩、墙、锚、支撑、立柱等）、地下水控制设施、

监测标志、基坑侧壁、工程桩等的具体保护措施； 

4 确定士石方开挖机械上下建筑基坑的坡道处理措施，必要时应有专门设计； 

5 当需要进行爆破开挖时应制定专项施工方案； 

6 制定土石方开挖过程中定期进行巡视检查的方案； 

7 土石方开挖路线图及其它施工图。 

5.4.6 基坑工程设计方案中应对基坑工程监测提出明确的要求。监测单位应按照相关标准

规定及合同、施工图设计文件的具体要求、周围环境情况编制基坑工程监测方案，并应按

时提交当日报表、中间报告和最终成果报告，及时反馈监测信息。 

基坑工程监测方案，应符合有关标准规定并满足动态设计、信息化施工及环境保护的

要求。 

5.4.7 基坑工程设计方案中应有工程风险分析及应急预案。施工单位在专项施工方案中应

进行风险源辨识，编制有针对性地、切实可行、措施具体的应急预案。有条件的也可进行

风险评估，并根据风险评估结果制定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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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支护结构设计 

 

6.1 一般规定 

6.1.2 基坑工程多数是临时性的，一般工期不超过两年。但随着工程建设规模的不断发展

和环保要求的提高，基坑工程的工期也逐渐加长，超过一年、甚至两年的逐渐增多，有必

要采取基本的防腐蚀措施。防腐措施应按基坑支护结构的使用年限及所处环境有无腐蚀性

来确定不同的防护等级与标准，以满足支护结构使用期间的化学稳定性。 

本章 2～7节主要对我省基坑工程目前常用的支护结构类型的设计提出了具体的基本

要求，包括排桩、锚杆、内支撑、地下连续墙、水泥土墙、土钉墙等。实际工程中既可以

单独使用，也可以组合应用。其中未包括的支护方式的设计等技术文件的编制可参照本标

准的要求执行。 

放坡网喷支护的设计内容可以参照土钉墙的相关要求，但应注意区分两者的异同。 

 

 

 

 

 

 

 

 

 

 

7 地表水及地下水控制 

 

7.1 一般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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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证明，建筑基坑工程中的绝大多数事故都与地表水和地下水的控制不当或控制措施

失效有关。因此，查清工程所在场区的地表水文情况和水文地质条件是避免工程事故的重

要前提，在基坑工程中，应高度重视做好地表水和地下水的控制工作。 

当基坑工程开挖范围内存在地下水时，须重点考虑地下水控制设计方案。 

 

7.2 降排水与回灌 

本节主要是针对地下水控制设计所作的基本要求，重点是控制降水管井、井点的质量，

目的是要做到有效控制地下水对工程的不利影响。对于基坑工程而言，大范围、长时间的

降水可能导致地下水位下降，引发地面下沉，造成周围既有建（构）筑物的附加沉降，影

响周围建（构）筑物等的稳定，因而常常需要采取包括回灌在内的有效措施以减小其影响。

但回灌应进行具体的设计，盲目地回灌可能起不到应有的作用，甚至适得其反，加剧了不

利影响。 

 

 

7.3 地表截排水与截水帷幕 

 

本节主要是针对基坑工程的地表截排水与截水帷幕设计提出的基本要求。由于基坑工

程多数是临时性工程，其地表截排水措施相对比较简单。当降水会对基坑周边建（构）筑

物、地下管线、道路等造成危害或对工程环境造成长期不利影响时，一般采用隔水帷幕方

法控制地下水。 

 

 

 

 

 

8 基坑监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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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土工程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由于岩土体性质的复杂多变性及各种计算模型的

局限性，理论计算结果与实测数据往往有较大差异。 

现场监测是岩上工程学科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是联系设计和施工的纽带，是信

息化施工得以实施的关键环节，也是多学科、多专业的交交叉点。现行的相关标准均把动

态设计、信息化施工方法作为基本的设计原则，强调工程监测的重要性。工程监测与施工

组织设计一样，是基坑工程设计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设计、施工单位应切实重视现场

监测工作，使监测工作能真正起到确保工程安全的作用。一般监测应由具有相应资质的第

三方实施，以保证监测结果的公信力。 

监测报警值的确定应在保证支护结构和周围环境安全的前提下，根据设计计算结果、

当地工程经验、相关标准的规定值、有关部门的规定以及工程质量和经济等多因素影响后

综合确定，以减少不必要的资金投入。 

工程监测单位应根据设计要求及相关标准的有关规定编制监测方案。必要时监测方案

需按照有关规定经专门论证后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