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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属于建筑、土木工程技术领域，旨在

提供一种高效钻孔灌注桩施工方法，包括采用长

螺旋钻机和冲击钻机设备相结合，具体包括引孔

取土、取土回填、套打成孔和灌注桩成型等施工

流程，并采用改进的冲击钻机用锤头，所述锤头

为空心圆柱结构，上端为上小下大的断头圆锥

体，中间为圆柱体，下端头部为椭圆形结构。本发

明具有施工简单、取土便捷、效率高等特点；且所

用设备结构简单、安装方便、成本低，本施工方法

的回土利用率达80%以上，桩身承载性能也大幅

度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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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效钻孔灌注桩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采用长螺旋钻机（1）和冲击钻机

（2）设备相结合，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1）引孔取土：将长螺旋钻机（1）固定在设定好的桩位地面上，用回转钻进的方法钻取钻

孔灌注桩所设计的桩径和桩长，形成桩孔，并将多余的土放置于边上；

2）取土回填：取土引孔完毕后，将取出土回填至桩孔，回填高度低于地面水平高度；

3）套打成孔：将冲击钻机（2）进行桩孔的套打，选用与桩径相等的冲击钻机改进的锤头

（3），完成成孔的套打，套打至钻孔灌注桩设计要求的桩身底部；

4）灌注桩成型：成孔套打完成后，按照常规方法在成孔内布置钢筋和浇注混凝土，同时

填充固化剂和填料，完成灌注桩成型。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效钻孔灌注桩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实际钻孔

的桩径比钻孔灌注桩设计的桩径小30-50m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效钻孔灌注桩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的桩长为

距离桩身底部1~1.5m。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效钻孔灌注桩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回填的土

选用松软的粘性土。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效钻孔灌注桩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的回填高

度低于地面0.5~1.0m。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效钻孔灌注桩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3）的锤头

（3）为空心圆柱结构，上端为上小下大的断头圆锥体（31），中间为圆柱体（32），下端头部为

椭圆形（33）结构。

7.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高效钻孔灌注桩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锤头（3）内部设

有贯穿的通孔（34），所述通孔（34）为上大下小锥形结构。

8.根据权利要求7或8所述的高效钻孔灌注桩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锤头（3）内部

通孔（34）的锥度为5°~25°。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效钻孔灌注桩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长螺旋钻机（1）

为液压步履式结构，所述冲击钻机（2）为钢丝绳吊拉式结构。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高效钻孔灌注桩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长螺旋钻机（1）

为型号为CFG23M的液压步履式全螺杆引孔桩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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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效钻孔灌注桩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建筑、土木工程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高效钻孔灌注桩施工方法，主

要适用于建筑工地的灌注桩施工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城市容貌发生着翻天

覆地的变化。众所周知，高楼大厦的建设离不开地基、灌注桩的施工；所谓灌注桩，是一种就

位成孔，采用灌注混凝土或钢筋混凝土而制成的桩；灌注桩可分为钻孔灌注桩和沉管灌注

桩。

[0003] 目前，常用的钻孔灌注桩施工方案为：长螺旋钻成孔和冲击钻成孔，其中冲击钻机

施工进度慢、成本高、对周边环境污染较大，但对地层的适应性较强；而长螺旋钻成孔施工

速度快，对周边环境污染较小，但对地层的适应性较差，可靠性不好，极易发生桩孔坍塌事

故。

[0004] 专利申请号“201811315059.4”介绍了一种长螺旋改进型钻孔灌注桩成孔施工方

法，将钻机引孔采用改进型双螺旋子弹头合金截齿钻头，来改进传统的长螺旋钻机施工对

地层的适应性较差的问题；但是该专利公布的方法钻孔效率仍然较低，且底部桩身材料利

用率低，取土困难，灌注桩的可靠性较差。又如，专利申请号“201910442023.0”介绍了一种

泥浆护壁灌注桩成孔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挖去桩孔表层土；在桩孔旁侧的地面上挖有

沉淀池和搅拌池；在搅拌池内加入优质膨润土、亚硝酸纸浆废液、煤碱剂、氢氧化钠、消泡剂

和水，完全搅拌，形成混合浆液；采用潜水钻机在桩位进行钻孔动作，采用泥浆泵将搅拌池

内的混合浆液抽入桩孔内，潜水钻机下钻至预定深度；重复钻孔动作，直至再次到达预定深

度；清理桩孔内的浆液；其主要目的是通过循环泥浆可将切削的泥石渣悬浮后排出，起到携

砂、排土的作用；该方法所用设备复杂，施工环境要求高，且本身对钻孔效率的提升帮助不

大。因此，现有的普通钻孔灌注桩施工方法和所用的施工设备都需要作进一步的改进，以满

足更加快速的钻孔灌注桩的施工要求。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中的不足，提供一种高效钻孔灌注桩施工方法，

采用长螺旋钻机和小型冲击钻机设备结合，大大提高了成孔效率，具有施工工艺简单、取土

便捷、效率高等特点；且所用设备结构简单、安装方便、成本低，本施工方法的回土利用率达

80%以上，桩身承载性能也大幅度提高。

[0006]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取以下的技术方案：一种高效钻孔灌注桩施工方法，

包括采用长螺旋钻机和冲击钻机设备相结合，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1）引孔取土：将长螺旋钻机固定在设定好的桩位地面上，用回转钻进的方法钻取钻孔

灌注桩所设计的桩径和桩长，形成桩孔，并将多余的土放置于边上；

（2）取土回填：引孔取土完毕后，将取出土回填至桩孔，回填高度低于地面水平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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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套打成孔：将冲击钻机进行桩孔的套打，选用与桩径相等的冲击钻机改进的锤头，

完成成孔的套打，套打至钻孔灌注桩设计要求的桩身底部；

（4）灌注桩成型：成孔套打完成后，按照常规方法在成孔内布置钢筋和浇注混凝土，同

时填充固化剂和填料，完成灌注桩成型。

[0007] 作为一种改进，所述步骤（1）采用加水施工，从而提高桩身成孔护壁的效率。

[0008] 作为一种改进，所述步骤（1）实际钻孔的桩径比钻孔灌注桩设计的桩径小30-

50mm。

[0009] 作为一种改进，所述步骤（1）的桩长为距离桩身底部1~1.5m。

[0010] 作为一种改进，所述步骤（2）回填的土选用松软的粘性土。

[0011] 作为一种改进，所述步骤（2）的回填高度低于地面0.5~1.0m。

[0012] 作为一种改进，所述步骤（3）的锤头为空心圆柱结构，上端为上小下大的断头圆锥

体，中间为圆柱体，下端头部为椭圆形结构。

[0013] 作为一种改进，所述锤头内部设有贯穿的通孔，所述通孔为上大下小锥形结构，可

避免下行阻力，有利于冲击钻机的快速下行，提高成孔效率。

[0014] 作为一种改进，所述锤头内部通孔的锥度为5°~25°。

[0015] 作为一种改进，所述长螺旋钻机为液压步履式结构，所述冲击钻机为钢丝绳吊拉

式结构。

[0016] 作为一种改进，所述长螺旋钻机为型号为CFG23M的液压步履式全螺杆引孔桩机。

[0017] 本发明取得的有益效果为：与传统的长螺旋钻成孔和冲击钻成孔方法相比，本发

明结合了二者的优点，具有工艺简单、施工效率高、经济效益显著等特点；通过先采用长螺

旋钻机引孔取土，实现快速完成桩孔的施工；通过选择好的粘性土回填，防止了引孔后二次

坍落导致设计的桩径变大，避免混凝土用量超方，同时还能实现泥浆护壁作用；另外，采用

小型冲击钻机，并改进其所用的锤头，内部采用贯穿的空心通孔结构，大大减小了空气对锤

头的下行阻力；而且，采用上大下小的锥形通孔结构，锥度为5°~25°，有效避免了渣石堵住

通孔，从而大大的节省了作业时间，大大降低了施工成本，提高了成孔效率。

[0018] 经实际使用数据统计，采用本施工方法制作同种规格型号（如直径1米，深度13米）

的灌注桩，相比传统的长螺旋钻成孔和冲击钻成孔方法，单个灌注桩施工周期从48小时节

省至5小时，效率提升约90%，成本亦可节约5000元/根以上，具有显著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具

有在建筑施工工地广泛推广的价值。

附图说明

[0019] 图1是本发明高效钻孔灌注桩施工方法所用锤头的结构示意图；

图2是本发明高效钻孔灌注桩施工方法所用长螺旋钻机的结构示意图；

图3是本发明高效钻孔灌注桩施工方法所用冲击钻机的结构示意图；

图4是本发明高效钻孔灌注桩施工方法的工艺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现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作详细说明。

[0021] 如图1-3所示，本发明对现有的钻孔灌注桩所用的设备进行了选型和组合，选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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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螺旋钻机1和冲击钻机2设备，其中长螺旋钻机1实现引孔取土的功能，而冲击钻机2实现

了套打成孔的功能；并且，对冲击钻机所用的锤头3进行了改进，所述锤头3为空心圆柱结

构，上端为上小下大的断头圆锥体21，中间为圆柱体32，下端头部为椭圆形33结构。具体的，

所述锤头采用高强度钢铁材质，并通过模具浇注成型，可降低锤头生产成本，易于推广应

用。

[0022] 进一步地，所述锤头3内部设有贯穿的通孔34，所述通孔34为上大下小锥形结构，

可避免下行阻力，有利于冲击钻机的快速下行，提高成孔效率。

[0023] 进一步地，所述锤头3内部通孔的锥度为5°~25°，上大下小的锥度设计可以防止通

孔堵住后，易于夹渣排出，保证通孔不被堵死。

[0024] 进一步地，所述通孔34可以设置多个，可对称或是不对称，且每个不相连，通孔形

状仍为上大下小的锥体结构。

[0025] 进一步地，在施工过程中，所述长螺旋钻机1选择全螺杆液压步履式结构，所述冲

击钻机2为选用钢丝绳吊拉式结构；具体的，所述长螺旋钻机1的型号为CFG23M的液压步履

式全螺杆引孔桩机，可实现快速引孔取土，特别是对土质较为疏松的江南地区（如浙江、江

苏、安徽等）。

[0026] 实施例1：

如图4所示，一种高效钻孔灌注桩施工方法，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1）引孔取土：将型号为CFG23M的液压步履式全螺杆引孔桩机固定在设定好的桩位地

面上，用回转钻进的方法钻取钻孔灌注桩所设计的桩径和桩长，过程采用加水施工，形成桩

孔，并将多余的土放置于边上；

（2）取土回填：引孔取土完毕后，将取出的松软的粘性土回填至桩孔，回填高度低于地

面水平高度0.5m处；

（3）套打成孔：将钢丝绳吊拉式冲击钻机进行桩孔的套打，选用与桩径相等的冲击钻机

改进的锤头3，锤头3为空心圆柱结构，内部通孔的锥度为5°，完成成孔的套打，套打至钻孔

灌注桩设计要求的桩身底部；

（4）灌注桩成型：成孔套打完成后，按照常规方法在成孔内布置钢筋和浇注混凝土，同

时填充固化剂和填料，完成灌注桩成型。

[0027] 实施例2：

如图4所示，一种高效钻孔灌注桩施工方法，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1）引孔取土：将型号为CFG23M的液压步履式全螺杆引孔桩机固定在设定好的桩位地

面上，用回转钻进的方法钻取桩径和桩长，过程采用加水施工，形成桩孔；实际钻孔的桩径

比钻孔灌注桩设计的桩径小30mm，实际钻的桩长为距离桩身底部1m处，并将多余的土放置

于边上；

（2）取土回填：引孔取土完毕后，将取出的松软的粘性土回填至桩孔，回填高度低于地

面水平高度0.8m处；

（3）套打成孔：将钢丝绳吊拉式冲击钻机进行桩孔的套打，选用与桩径相等的冲击钻机

改进的锤头3，锤头3为空心圆柱结构，内部通孔的锥度为7°，完成成孔的套打，套打至钻孔

灌注桩设计要求的桩身底部；

（4）灌注桩成型：成孔套打完成后，按照常规方法在成孔内布置钢筋和浇注混凝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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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填充固化剂和填料，完成灌注桩成型。

[0028] 实施例3：

如图4所示，一种高效钻孔灌注桩施工方法，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1）引孔取土：将型号为CFG23M的液压步履式全螺杆引孔桩机固定在设定好的桩位地

面上，用回转钻进的方法钻取桩径和桩长，过程采用加水施工，形成桩孔；实际钻孔的桩径

比钻孔灌注桩设计的桩径小40mm，实际钻的桩长为距离桩身底部1.2m处，并将多余的土放

置于边上；

（2）取土回填：引孔取土完毕后，将取出的松软的粘性土回填至桩孔，回填高度低于地

面水平高度1.0m处；

（3）套打成孔：将钢丝绳吊拉式冲击钻机进行桩孔的套打，选用与桩径相等的冲击钻机

改进的锤头3，锤头3为空心圆柱结构，内部通孔的锥度为11°，完成成孔的套打，套打至钻孔

灌注桩设计要求的桩身底部；

（4）灌注桩成型：成孔套打完成后，按照常规方法在成孔内布置钢筋和浇注混凝土，同

时填充固化剂和填料，完成灌注桩成型。

[0029] 实施例4：

如图4所示，一种高效钻孔灌注桩施工方法，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1）引孔取土：将型号为CFG23M的液压步履式全螺杆引孔桩机固定在设定好的桩位地

面上，用回转钻进的方法钻取桩径和桩长，过程采用加水施工，形成桩孔；实际钻孔的桩径

比钻孔灌注桩设计的桩径小50mm，实际钻的桩长为距离桩身底部1.5m处，并将多余的土放

置于边上；

（2）取土回填：引孔取土完毕后，将取出的松软的粘性土回填至桩孔，回填高度低于地

面水平高度1.0m处；

（3）套打成孔：将钢丝绳吊拉式冲击钻机进行桩孔的套打，选用与桩径相等的冲击钻机

改进的锤头3，锤头3为空心圆柱结构，内部通孔的锥度为23°，完成成孔的套打，套打至钻孔

灌注桩设计要求的桩身底部；

（4）灌注桩成型：成孔套打完成后，按照常规方法在成孔内布置钢筋和浇注混凝土，同

时填充固化剂和填料，完成灌注桩成型。

[0030] 最后，需要注意的是，以上列举的仅是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显然，本发明不限于

以上实施例，还可以有很多变形。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能从本发明公开的内容中直接导

出或联想到的所有变形，均应认为是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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