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2010066903.5

(22)申请日 2020.01.20

(71)申请人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地址 510000 广东省广州市广园中路248号

(72)发明人 徐炳进　李东锋　李继伟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维正专利代理有限公司 

11508

代理人 洪敏

(51)Int.Cl.

E02D 5/46(2006.01)

C04B 28/04(2006.01)

C04B 111/20(2006.01)

 

(54)发明名称

高压旋喷桩施工工艺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旋喷桩施工的技术领域，具体涉

及一种高压旋喷桩施工工艺，其包括以下步骤：

S1 .朝向地面钻孔以形成桩孔；S2 .封闭桩孔口

部；S3.注入100℃以上的气体，保持桩孔内恒压

0.3-0.5MPa，保温5-10min；S4.解封桩孔口部，通

过泥浆护壁，然后朝桩孔内旋喷水泥砂浆以形成

高压旋喷桩；水泥砂浆包括以下质量份数的组

分：硅酸盐水泥100份；碳化硅10-12份；滑石粉5-

8份；粘土15-20份；水90-110份。本发明具有水泥

砂浆更易于渗透在土壤中，单根高压旋喷桩加固

地基的作用范围较大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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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压旋喷桩施工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朝向地面钻孔以形成桩孔；

S2.封闭桩孔口部；

S3.注入100℃以上的气体，保持桩孔内恒压0.3-0.5MPa，保温5-10min；

S4.解封桩孔口部，通过泥浆护壁，然后朝桩孔内旋喷水泥砂浆以形成高压旋喷桩；

所述水泥砂浆包括以下质量份数的组分：

硅酸盐水泥100份；

碳化硅10-12份；

滑石粉5-8份；

粘土15-20份；

水90-110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压旋喷桩施工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3中注入110℃-

120℃的氮气。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压旋喷桩施工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4中，注浆压力

为20-25MPa。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压旋喷桩施工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4中，旋喷时，将

喷浆设备插入孔底旋喷20s后再提升。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高压旋喷桩施工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4中，喷浆设备

提升时持续旋转，且喷浆设备的旋转方向在每提升1m-1.5m后均改变至反向。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压旋喷桩施工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水泥砂浆还包括以下

质量份数的组分：

十八烷基硅烷3-5份；

碲化锌1-2份。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高压旋喷桩施工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水泥砂浆还包括以下

质量份数的组分：

二甲基二硒醚0.5-1份。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压旋喷桩施工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水泥砂浆还包括以下

质量份数的组分：

玻璃纤维1-3份。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压旋喷桩施工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水泥砂浆的制备方法

如下：

S01.混合水和硅酸盐水泥，搅拌均匀形成预混物；

S02.在预混物中加入滑石粉，搅拌均匀形成中混物；

S02.在中混物中加入碳化硅、粘土，搅拌均匀形成水泥砂浆。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高压旋喷桩施工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02中还加入有

十八烷基硅烷、碲化锌、二甲基二硒醚、玻璃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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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旋喷桩施工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旋喷桩施工的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高压旋喷桩施工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在处理淤泥、淤泥质土、流塑、软塑或可塑黏性土、粉土、砂土、黄土、素填土和

碎石土等土质的地基时，常采用高压旋喷桩进行地基加固。

[0003] 现有的高压旋喷桩是以旋转的喷嘴通过高压将水泥浆喷入土层，使得水泥浆与土

体混合，形成连续搭接的水泥加固体，施工时，首先需要钻孔以形成桩孔，然后在桩孔内从

下至上旋喷水泥浆以形成高压旋喷桩。

[0004] 由于高压旋喷桩需要将水泥浆喷入土层，使得适用高压旋喷桩的土壤的结构稳定

性通常是较差的，否则水泥浆无法喷入土层中就无法形成高压旋喷桩，然而在旋喷的过程

中由于水泥浆的切割将破坏桩孔的孔壁，而且是从桩孔底部开始破坏，容易因为土壤的结

构稳定性不高而导致塌孔或孔壁部分崩塌的情况，进而导致水泥浆与土壤混合的比例在高

压旋喷桩的高度方向上分布十分不均，从而导致高压旋喷桩局部出现强度下降的情况，因

此在实际操作中通常需要采用泥浆护壁以保护桩孔的稳定性。

[0005] 上述中的现有技术方案存在以下缺陷：但是泥浆护壁后将形成对水泥浆的阻力，

使得水泥浆更不易喷入土层中，降低水泥浆与土壤结合的体积，从而使得单根高压旋喷桩

加固地基的作用范围较少，因此还有改善空间。

发明内容

[0006]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发明的目的之一是提供一种高压旋喷桩施工工艺，

其具有单根高压旋喷桩加固地基的作用范围较大的效果。

[0007] 本发明的上述发明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

[0008] 一种高压旋喷桩施工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0009] S1.朝向地面钻孔以形成桩孔；

[0010] S2.封闭桩孔口部；

[0011] S3.注入100℃以上的气体，保持桩孔内恒压0.3-0.5MPa，保温5-10min；

[0012] S4 .解封桩孔口部，通过泥浆护壁，然后朝桩孔内旋喷水泥砂浆以形成高压旋喷

桩；

[0013] 所述水泥砂浆包括以下质量份数的组分：

[0014] 硅酸盐水泥  100份；

[0015] 碳化硅  10-12份；

[0016] 滑石粉  5-8份；

[0017] 粘土  15-20份；

[0018] 水  90-110份。

[0019]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封闭桩孔并朝向桩孔注入100℃以上的气体，使得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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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孔壁的土壤被加热，从而使得水分蒸发，使得桩孔孔壁干燥，同时配合桩孔内气体恒压

0.3-0.5MPa，使得高温气体在土壤中渗透范围较广，从而使得土壤中的微孔结构被打通，当

水泥砂浆穿过护壁泥浆后，更易于渗透在土壤中，从而提升了水泥砂浆的渗透范围，从而使

得单根高压旋喷桩加固地基的作用范围较大；

[0020] 通过在水泥砂浆中加入碳化硅，使得水泥砂浆在切割土层时的切割效果更佳，更

易于喷入土层中，同时使得水泥砂浆固化后的强度更高，使得高压旋喷桩的质量更好；

[0021] 通过在水泥砂浆中加入滑石粉，使得水泥砂浆更为润滑，流动性较好，从而使得水

泥砂浆击穿护壁泥浆后更易于在土层中渗透，从而增加水泥砂浆的渗透范围，从而使得单

根高压旋喷桩加固地基的作用范围较广；

[0022] 通过在水泥砂浆中加入粘土，使得水泥砂浆也具有较好的粘性，水泥砂浆也具有

一定的护壁功能，使得桩孔不易坍塌。

[0023] 本发明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所述步骤S3中注入110℃-120℃的氮

气。

[0024]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注入110℃-120℃的氮气，避免温度过高导致土壤严

重结块，同时保证足够的温度使得水分快速蒸发；

[0025] 通过通入氮气，以减少土壤中氧气的含量，使得土壤即使高温但由于缺氧而不易

出现燃烧的现象，降低危险发生的可能，使得施工较为安全。

[0026] 本发明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所述步骤S4中，注浆压力为20-25MPa。

[0027]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控制注浆压力为20-25MPa，保证足够的压力使得水

泥砂浆较好地渗入土层中，保证高压旋喷桩的质量。

[0028] 本发明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所述步骤S4中，旋喷时，将喷浆设备插

入孔底旋喷20s后再提升。

[0029]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在孔底旋喷20s，使得孔底的土壤与水泥砂浆混合均

匀，使得高压旋喷桩具有较好、较为稳定的桩底，从而有效提高高压旋喷桩的稳定性，加固

地基的效果更佳。

[0030] 本发明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所述步骤S4中，喷浆设备提升时持续

旋转，且喷浆设备的旋转方向在每提升1m-1.5m后均改变至反向。

[0031]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每提升1m-1.5m后均反向旋转，通过不断改变旋转方

向使得水泥砂浆与土壤碰撞更充分，从而使得水泥砂浆与土壤混合更为均匀，有助于提高

高压旋喷桩的质量。

[0032] 本发明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所述水泥砂浆还包括以下质量份数的

组分：

[0033] 十八烷基硅烷  3-5份；

[0034] 碲化锌  1-2份。

[0035]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在水泥砂浆中加入十八烷基硅烷、碲化锌相互配合，

有效提高水泥砂浆固化后的抗压强度，使得高压旋喷桩加固地基的效果更佳。

[0036] 本发明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所述水泥砂浆还包括以下质量份数的

组分：

[0037] 二甲基二硒醚  0.5-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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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在水泥砂浆中加入二甲基二硒醚以配合十八烷基硅

烷和碲化锌，有效进一步增加水泥砂浆固化后的抗压强度，从而对地基加固的效果更佳。

[0039] 本发明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所述水泥砂浆还包括以下质量份数的

组分：

[0040] 玻璃纤维  1-3份。

[0041]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在水泥砂浆中加入玻璃纤维，使得水泥砂浆固化后

不易开裂，有效提高高压旋喷桩的结构稳定性，从而使得高压旋喷桩更好地加固地基。

[0042] 本发明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所述水泥砂浆的制备方法如下：

[0043] S01.混合水和硅酸盐水泥，搅拌均匀形成预混物；

[0044] S02.在预混物中加入滑石粉，搅拌均匀形成中混物；

[0045] S02.在中混物中加入碳化硅、粘土，搅拌均匀形成水泥砂浆。

[004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先在预混物加入滑石粉后再加入余下原料，使得预

混物流动性较好，从而使得各原料分散更为均匀，提高水泥砂浆的质量同时降低施工难度。

[0047] 本发明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所述步骤S02中还加入有十八烷基硅

烷、碲化锌、二甲基二硒醚、玻璃纤维。

[004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制备所得的水泥砂浆固化后具有较高的抗压强度和抗开

裂能力。

[0049] 综上所述，本发明包括以下至少一种有益技术效果：

[0050] 1.通过封闭桩孔并朝向桩孔注入100℃以上的气体，使得桩孔孔壁的土壤被加热，

使得土壤中的微孔结构被打通，当水泥砂浆穿过护壁泥浆后，更易于渗透在土壤中，从而提

升了水泥砂浆的渗透范围，从而使得单根高压旋喷桩加固地基的作用范围较大；

[0051] 2.通过在水泥砂浆中加入碳化硅，使得水泥砂浆在切割土层时的切割效果更佳，

更易于喷入土层中，同时使得水泥砂浆固化后的强度更高，使得高压旋喷桩的质量更好；

[0052] 3.通过在水泥砂浆中加入十八烷基硅烷、碲化锌相互配合，有效提高水泥砂浆固

化后的抗压强度，使得高压旋喷桩加固地基的效果更佳。

附图说明

[0053] 图1是本发明中高压旋喷桩施工工艺的流程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54]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55] 以下实施例及比较例中：

[0056] 硅酸盐水泥采用燕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出售的硅酸盐水泥；

[0057] 减水剂采用郑州金峰达化工产品有限公司出售的额FDN高效减水剂；

[0058] 碳化硅采用河北石茂建材有限公司出售的碳化硅；

[0059] 滑石粉采用江阴市欧森纳化工有限公司出售的1250目滑石粉；

[0060] 粘土采用灵寿县鑫福矿产品加工厂出售的粘土；

[0061] 十八烷基硅烷采用郑州杰克斯化工产品有限公司出售的十八烷基硅烷；

[0062] 碲化锌采用上海吉至生化科技有限公司出售的碲化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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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3] 二甲基二硒醚采用山东西亚化学工业有限公司出售的二甲基二硒醚；

[0064] 玻璃纤维采用淄博邦森复合材料有限公司出售的玻璃纤维短切丝。

[0065] 实施例1

[0066] 一种水泥砂浆，水泥砂浆的制备方法如下：

[0067] S01.在搅拌釜中加入硅酸盐水泥100kg、水90kg、减水剂11kg，转速60r/min，搅拌

3min，形成预混物。

[0068] S02.在预混物中加入滑石粉5kg，转速75r/min，搅拌2min，形成中混物；

[0069] S03.在中混物中加入碳化硅10kg、粘土15kg，转速55r/min，搅拌3min，形成水泥砂

浆，转速20r/min，持续搅拌至使用完毕。

[0070] 实施例2

[0071] 一种水泥砂浆，水泥砂浆的制备方法如下：

[0072] S01.在搅拌釜中加入硅酸盐水泥100kg、水100kg、减水剂10kg，转速60r/min，搅拌

3min，形成预混物。

[0073] S02.在预混物中加入滑石粉6.5kg，转速75r/min，搅拌2min，形成中混物；

[0074] S03.在中混物中加入碳化硅11kg、粘土17.5kg，转速55r/min，搅拌3min，形成水泥

砂浆，转速20r/min，持续搅拌至使用完毕。

[0075] 实施例3

[0076] 一种水泥砂浆，水泥砂浆的制备方法如下：

[0077] S01.在搅拌釜中加入硅酸盐水泥100kg、水110kg、减水剂9kg，转速60r/min，搅拌

3min，形成预混物。

[0078] S02.在预混物中加入滑石粉8kg，转速75r/min，搅拌2min，形成中混物；

[0079] S03.在中混物中加入碳化硅12kg、粘土20kg，转速55r/min，搅拌3min，形成水泥砂

浆，转速20r/min，持续搅拌至使用完毕。

[0080] 实施例4

[0081] 一种水泥砂浆，水泥砂浆的制备方法如下：

[0082] S01.在搅拌釜中加入硅酸盐水泥100kg、水100kg、减水剂10kg，转速60r/min，搅拌

3min，形成预混物。

[0083] S02.在预混物中加入滑石粉6kg，转速75r/min，搅拌2min，形成中混物；

[0084] S03.在中混物中加入碳化硅10kg、粘土18kg，转速55r/min，搅拌3min，形成水泥砂

浆，转速20r/min，持续搅拌至使用完毕。

[0085] 实施例5

[0086] 与实施例4的区别在于:

[0087] 步骤S03中还加入有十八烷基硅烷3kg、碲化锌1kg。

[0088] 实施例6

[0089] 与实施例4的区别在于:

[0090] 步骤S03中还加入有十八烷基硅烷4kg、碲化锌1.5kg。

[0091] 实施例7

[0092] 与实施例4的区别在于:

[0093] 步骤S03中还加入有十八烷基硅烷5kg、碲化锌2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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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4] 实施例8

[0095] 与实施例4的区别在于:

[0096] 步骤S03中还加入有十八烷基硅烷3.3kg、碲化锌1.1kg。

[0097] 实施例9

[0098] 与实施例4的区别在于:

[0099] 步骤S03中还加入有十八烷基硅烷3kg、碲化锌1kg、二甲基二硒醚0.5kg。

[0100] 实施例10

[0101] 与实施例4的区别在于:

[0102] 步骤S03中还加入有十八烷基硅烷4kg、碲化锌1.5kg、二甲基二硒醚0.75kg。

[0103] 实施例11

[0104] 与实施例4的区别在于:

[0105] 步骤S03中还加入有十八烷基硅烷5kg、碲化锌2kg、二甲基二硒醚1kg。

[0106] 实施例12

[0107] 与实施例4的区别在于:

[0108] 步骤S03中还加入有十八烷基硅烷3.3kg、碲化锌1.1kg、二甲基二硒醚0.6kg。

[0109] 实施例13

[0110] 与实施例4的区别在于:

[0111] 步骤S03中还加入有玻璃纤维1kg。

[0112] 玻璃纤维的长度为0.3mm。

[0113] 实施例14

[0114] 与实施例4的区别在于:

[0115] 步骤S03中还加入有玻璃纤维2kg。

[0116] 玻璃纤维的长度为0.3mm。

[0117] 实施例15

[0118] 与实施例4的区别在于:

[0119] 步骤S03中还加入有玻璃纤维3kg。

[0120] 玻璃纤维的长度为0.3mm。

[0121] 实施例16

[0122] 与实施例4的区别在于:

[0123] 步骤S03中还加入有玻璃纤维2.5kg。

[0124] 玻璃纤维的长度为0.3mm。

[0125] 实施例17

[0126] 与实施例4的区别在于:

[0127] 步骤S03中还加入有十八烷基硅烷3kg、碲化锌1kg、二甲基二硒醚0.5kg、玻璃纤维

1kg。

[0128] 玻璃纤维的长度为0.3mm。

[0129] 实施例18

[0130] 与实施例4的区别在于:

[0131] 步骤S03中还加入有十八烷基硅烷4kg、碲化锌1.5kg、二甲基二硒醚0.75kg、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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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2kg。

[0132] 玻璃纤维的长度为0.3mm。

[0133] 实施例19

[0134] 与实施例4的区别在于:

[0135] 步骤S03中还加入有十八烷基硅烷5kg、碲化锌2kg、二甲基二硒醚1kg、玻璃纤维

3kg。

[0136] 玻璃纤维的长度为0.3mm。

[0137] 实施例20

[0138] 与实施例4的区别在于:

[0139] 步骤S03中还加入有十八烷基硅烷3.3kg、碲化锌1.1kg、二甲基二硒醚0.6kg、玻璃

纤维2.5kg。

[0140] 玻璃纤维的长度为0.3mm。

[0141] 实施例21

[0142] 参照图1，为本发明公开的一种高压旋喷桩施工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0143] S1 .场地整平，根据设计要求测量放线，定位出高压旋喷桩的位置并标识，然后根

据标识通过螺旋钻机钻挖以形成桩孔。

[0144] S2.通过钢板覆盖在桩孔口部，先在桩孔口部便于覆盖一圈橡胶密封圈，然后在桩

孔口部插接护壁套管，最后再将钢板压在橡胶密封圈上，钢板上焊接有贯穿钢板的供气管，

供气管上连通有阀门，通过关闭阀门即可封闭桩孔口部。

[0145] S3.通过气泵从供气管朝向桩孔内注入110℃的氮气，保持桩孔内恒压0.3Mpa，保

温10min。

[0146] S4.关闭供气管上的阀门以保持桩孔内气压稳定，卸下气泵，停止供气，缓慢打开

阀门，调节阀门打开量，使得桩孔内气压以0.02MPa/min的速度下降，避免孔内气压急剧变

化导致塌孔的情况；

[0147] 待孔内气压恢复至常压后，移开钢板和橡胶密封圈，在桩孔孔壁上流入粘土浆液

形成护壁浆液，并在孔内放入泥浆泵以将过多的泥浆抽出，形成泥浆循环；

[0148] 将喷浆管伸入桩孔中并插入桩孔底部土壤5cm处，启动注浆泵，控制注浆压力为

20MPa，喷浆管在土壤中旋转20s后开始提升，提升速度为100mm/min，喷浆管每提升1m，旋转

方向便改为反向旋转，直至喷浆管提升至距离桩孔口部1.5m处，放慢提升速度为50mm/min

直至完成喷浆作业；

[0149] 静置待水泥砂浆固化，在水泥砂浆固化的过程中，若发现桩孔口部的水泥砂浆液

面下降，则及时补充水泥砂浆，待水泥砂浆固化后，即形成高压旋喷桩。

[0150] 本实施例中水泥砂浆采用实施例20的水泥砂浆。

[0151] 其他实施例中，水泥砂浆还可采用实施例1-19的水泥砂浆。

[0152] 实施例22

[0153] 与实施例21的区别在于：

[0154] 步骤S3中，朝向桩孔内注入105℃的氮气，保持桩孔内恒压0.4Mpa，保温7.5min。

[0155] 步骤S4中，注浆压力为22.5MPa。

[0156] 步骤S4中，喷浆管每提升1.25m，旋转方向便改为反向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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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57] 实施例23

[0158] 与实施例21的区别在于：

[0159] 步骤S3中，朝向桩孔内注入110℃的氮气，保持桩孔内恒压0.5Mpa，保温5min。

[0160] 步骤S4中，注浆压力为25MPa。

[0161] 步骤S4中，喷浆管每提升1.5m，旋转方向便改为反向旋转。

[0162] 比较例1

[0163] 与实施例4的区别在于：

[0164] 步骤S03中未加入碳化硅。

[0165] 比较例2

[0166] 与实施例4的区别在于：

[0167] 步骤S03中还加入有十八烷基硅烷3.3kg。

[0168] 比较例3

[0169] 与实施例4的区别在于：

[0170] 步骤S03中还加入有碲化锌1.1kg。

[0171] 比较例4

[0172] 与实施例4的区别在于：

[0173] 步骤S03中还加入有二甲基二硒醚0.6kg。

[0174] 实验1

[0175] 根据GB/T29417-2012《水泥砂浆和混凝土干燥收缩开裂性能试验方法》检测实施

例1-20及各比较例的水泥砂浆制备的试样的开裂指数。

[0176] 实验2

[0177] 根据GB/T  50081-2002《普通混凝土力学性能试验方法标准》中的抗压强度试验检

测实施例1-20及各比较例的水泥砂浆制备的试样的7d抗压强度(MPa)、28d抗压强度(MPa)。

[0178] 具体实验数据见表1

[0179] 表1

[0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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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81]

[0182] 根据比较例1与实施例4的数据对比可得，在水泥砂浆中加入碳化硅，能一定程度

上提升了水泥砂浆制备的试样的抗压强度，使得高压旋喷桩的结构强度更佳，有利于提升

高压旋喷桩的质量。

[0183] 根据比较例2-3与实施例4-8的数据对比可得，在水泥砂浆中单独加入十八烷基硅

烷、碲化锌，对水泥浆液制备的试样的物理性能无明显负面影响，当十八烷基硅烷、碲化锌

按特定比例配合时，有效提高水泥砂浆制备的试样的抗压强度，从而有利于提高高压旋喷

桩的结构稳定性。

[0184] 根据比较例4与实施例4、9-12的数据对比可得，在水泥砂浆中单独加入二甲基二

硒醚对水泥砂浆制备的试样的物理性能无明显负面影响，当二甲基二硒醚与十八烷基硅

烷、碲化锌配合时，有效进一步提高水泥砂浆制备的试样的抗压强度，使得高压旋喷桩的结

构稳定性更佳。

[0185] 根据实施例13-16与实施例4的数据对比可得，在水泥砂浆中加入玻璃纤维，有助

于增强水泥砂浆制备的试样的抗开裂能力，使得高压旋喷桩的结构稳定性较好。

[0186] 根据实施例17-20的数据可得，制备所得的水泥砂浆所制备的试样具有较好的抗

压强度和抗开裂能力，结构稳定性较佳，用于制备高压旋喷桩时，高压旋喷桩的结构稳定性

高，质量较好。

[0187] 本具体实施方式的实施例均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非依此限制本发明的保护

范围，故：凡依本发明的结构、形状、原理所做的等效变化，均应涵盖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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