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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无水厚砂卵砾石地层长螺旋钻孔灌注

成桩施工工艺，采用长螺旋钻机成孔；在孔内充

满泥浆；将钢筋笼吊入到设计标高，钢筋笼过长

时分段在孔口焊接或直螺纹连接；后用导管灌注

混凝土成桩；或不下钢筋笼形成素混凝土桩，以

作为复合地基。本发明的优点是：有效地利用了

大功率大扭矩长螺旋钻机钻进的能力，成孔速度

快，可以达到正反循环冲击钻机的5~10倍，单方

成本基本相当；是旋挖钻机的2~3倍，而成本只是

旋挖钻机的一半，解决了因特殊地层吸水过快及

混凝土供应不及时造成长螺旋成孔压灌混凝土

后插钢筋笼工艺不能实施的难题，使施工变得可

靠，施工速度大大提高，质量得到保证，成本大大

下降。环保节约，显示了其极大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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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无水厚砂卵砾石地层长螺旋钻孔灌注成桩施工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

骤：

采用长螺旋钻机成孔；

在孔内充满泥浆，塌孔严重时钻进时即开始泥浆护壁；

将钢筋笼吊入到设计标高，钢筋笼过长时分段在孔口焊接或直螺纹连接；

后用导管灌注混凝土成桩；或不下钢筋笼，灌注混凝土形成素混凝土桩，以作为复合地

基。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无水厚砂卵砾石地层长螺旋钻孔灌注成桩施工工艺，其特征

在于，所述的泥浆的成分和体积比为：钠基膨润土５～6%，NaOH0 .8~1%，Na-CMC0 .2~0 .3%，

PVC0.2~0.3%，余量为水；并经常测量其性能，包括：粘度、比重、失水量、泥皮质量和厚度、动

塑比、静切力、含沙量、胶体率及PH值，以期保持泥浆性能，并保持其较好的护壁性能；其中

的PVC具有瞬间成膜护壁功能，有利于保护砂卵砾石地层不塌孔。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无水厚砂卵砾石地层长螺旋钻孔灌注成桩施工工艺，其特征

在于，所述泥浆的性能指标满足如下要求：漏斗粘度20~25s、比重1.05~1.1、失水量不大于

15ml/30min、泥皮厚度不大于３mm/30min、动塑比0.42~0.48Pa/mPas、静切力1.5~2.5Pa、含

沙量体积比不大于4%、胶体率体积比不小于95%及PH值14。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无水厚砂卵砾石地层长螺旋钻孔灌注成桩施工工艺，其特征

在于，所述泥浆的制备及维护方法：依据所述的泥浆基本配方，将各材料在泥浆搅拌罐内搅

拌好后放入泥浆池内，在放入泥浆池后，进行维护，此时为保证泥浆的分散型和悬浮性，加

入火碱作为分散剂和PH调节剂；并利用水泵24h不停循环搅拌，以保证泥浆性能满足要求。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无水厚砂卵砾石地层长螺旋钻孔灌注成桩施工工艺，其特征

在于，所述的步骤（2）中：钻具钻到设计标高后，利用水泵将搅好的泥浆泵入地泵，开动地泵

边压灌泥浆，边缓慢提升钻具，将孔内充满泥浆，即可移离孔口，给下步施工创造工作面；如

果塌孔严重，钻进时即开始边钻进边用泥浆护壁。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无水厚砂卵砾石地层长螺旋钻孔灌注成桩施工工艺，其特征

在于，所述的步骤（3）中：用起重设备将准备好的一节钢筋笼吊起，利用其自重下沉，孔口固

定焊接或直螺纹连接下一节，在下入过程中采取可靠导正措施保证钢筋笼的垂直度并居

中；测定标高，使钢筋笼满足锚入连梁或底板中的长度要求。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无水厚砂卵砾石地层长螺旋钻孔灌注成桩施工工艺，其特征

在于，所述的步骤（4）中的混凝土灌注方法：利用吊车将导管下到孔底，利用混凝土罐车直

接灌注已检验合格的混凝土，灌注过程要连续，遇到停泵或混凝土不能连续供应时，应每隔

一段时间将导管活动一下，或打泵数下，避免混凝土凝结；灌至孔口处，避免掉入泥土造成

夹泥，并保证保护桩长。

8.一种采用权利要求1所述的无水厚砂卵砾石地层长螺旋钻孔灌注成桩施工工艺形成

的护坡桩及其支护结构，包括一排护坡桩（14）组成的护坡墙，其特征在于，在所述的护坡桩

（14）的顶端设有冠梁（1），在该护坡桩（14）背对基坑的一侧设有填土墙，在该护坡桩（1）上

半部从上至下依次间隔设有第一道锚杆（11）、第二道锚杆（12）和第三道锚杆（13），这三道

锚杆的锚头组件设在该护坡桩（14）面对基坑的一侧，锚杆的尾端倾斜向下穿过填土墙并伸

入地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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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护坡桩及其支护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锚头组件包括包括

承压板（16）、锚头（17）、工字钢（18）、斜垫块（19）和抗滑移钢筋（20），锚头（17）、承压板

（16）、工字钢（18）和斜垫块（19）的中心孔依次穿过锚杆，锚头（17）位于锚杆的顶端；在该斜

垫块（19）的底边与护坡桩（14）之间支撑抗滑移钢筋（20）。

10.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护坡桩及其支护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填土墙由从下至

上依次填充有卵石（10）、粉细砂（9）、粘土（8）、卵石（7）、粉细砂（6）、粘质粉土和砂质粉土

（5）和素填土（4）；在所述的护坡桩（14）的顶端设有挡土墙（2），在该挡土墙（2）的顶端设有

挡水墙（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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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水厚砂卵砾石地层长螺旋钻孔灌注成桩施工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长螺旋成孔压灌泥浆导管水下灌注混凝土成桩工艺，属于建筑地

基基础施工中的成桩工艺，具体是一种无水厚砂卵砾石地层长螺旋钻孔灌注成桩施工工

艺。可用于复合地基成桩，也可用于抗压桩、抗拔桩或护坡桩等的施工。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国内外为实施无水厚砂卵石地层灌注桩，无论是复合地基桩或抗压桩或抗拔

桩或护坡桩，如果地层密实不塌孔，目前是采用机械或人工干孔作业。针对塌孔情况，一般

采用传统的正、反循环及冲击钻泥浆护壁或旋挖泥浆静态护壁，成孔后导管水下灌注混凝

土成桩。这种成桩方式根本的缺陷是效率低下，成本高，工期长；冲击钻还有振动和噪音问

题，如旋挖钻斗卸土的声音扰民很严重的。采用长螺旋成孔压灌混凝土成素桩，或后插钢筋

笼成钢筋混凝土桩工艺，效率高，成本低，工期短，是不错的方法，但却受到地层的困扰，大

塌落度混凝土压灌到该无水厚砂卵砾石地层中，会很快失水变干，导致钢筋笼插不到底，或

插不到设计深度。有时受到混凝土供应的制约，以北京为例，早7:00~9:00为交通早高峰期，

下午17:00~19:00为交通晚高峰期，混凝土罐车是不允许上路的，也就是说这个时间段，混

凝土是不能连续供应的，对策是在早7:00前和下午17:00前在现场存两罐混凝土，这样做的

后果是要保证这个时间段钻机不能出故障，一旦出了故障，几个小时还不能修好，那这两罐

混凝土就极有可能报废，增加成本；更有甚者，有的搅拌站下午16:00~21:00均不能发车，这

就更使得该工艺无法实施了。为此，寻求一种既能高效又能安全的工艺方法就变得十分必

要。

发明内容

[0003]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提出了一种高效而实用的采用长螺旋钻机钻孔压灌泥

浆之后水下导管灌注混凝土或压灌泥浆之后吊入钢筋笼水下导管灌注混凝土成桩工艺。

[0004]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一种无水厚砂卵砾石地层长螺旋钻孔灌注成桩施工工艺，

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采用长螺旋钻机成孔；

（2）在孔内充满泥浆，塌孔严重时钻进时即开始泥浆护壁；

（3）将钢筋笼吊入到设计标高，钢筋笼过长时分段在孔口焊接或直螺纹连接；

（4）后用导管灌注混凝土成桩；或不下钢筋笼，灌注混凝土形成素混凝土桩，以作为复

合地基。

[0005] 一种采用所述的无水厚砂卵砾石地层长螺旋钻孔灌注成桩施工工艺形成的护坡

桩及其支护结构，包括一排护坡桩组成的护坡墙，其特征在于，在所述的护坡桩的顶端设有

冠梁，在该护坡桩背对基坑的一侧设有填土墙，在该护坡桩上半部从上至下依次间隔设有

第一道锚杆、第二道锚杆和第三道锚杆，这三道锚杆的锚头组件设在该护坡桩面对基坑的

一侧，锚杆的尾端倾斜向下穿过填土墙并伸入地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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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6] 所述的锚头组件包括包括承压板、锚头、工字钢、斜垫块和抗滑移钢筋，锚头、承压

板、工字钢和斜垫块的中心孔依次穿过锚杆，锚头位于锚杆的顶端；在该斜垫块的底边与护

坡桩之间支撑抗滑移钢筋。

[0007] 所述的填土墙由从下至上依次填充有卵石、粉细砂、粘土、卵石、粉细砂、粘质粉土

和砂质粉土、素填土；在所述的护坡桩的顶端设有挡土墙，在该挡土墙的顶端设有挡水墙。

[0008] 本发明的优点是：有效地利用了大功率大扭矩长螺旋钻机钻进的能力，成孔速度

快，可以达到正反循环冲击钻机的5~10倍，单方成本基本相当；是旋挖钻机的2~3倍，而成本

只是旋挖钻机的一半，因而有着明显的速度和经济效益优势。解决了因特殊地层吸水过快

及混凝土供应不及时造成长螺旋成孔压灌混凝土后插钢筋笼工艺不能实施的难题，使施工

变得可靠，施工速度大大提高，质量达到保证，成本大大下降。环保节约，显示了其极大的优

越性。

附图说明

[0009] 图1是本发明的工艺流程图；

图2是本发明的钻孔顺序（跳三打一）说明图；

图3是本发明实施例的基坑及周边的桩锚支护平面图；

图4是图3中F向视图（局部）；

图5是本发明实施例的北侧护坡桩支护结构剖视图（图3的E-E顺时针旋转90°的剖视

图）；

图6是图5中P处的放大图；

附图标记说明：1-冠梁，2-370挡土墙，3-挡水墙，4-素填土，5-粘质粉土和砂质粉土，6-

粉细砂，7-卵石，8-粘土，9-粉细砂，10-卵石，11-第一道锚杆，12-第二道锚杆，13-第三道锚

杆，14-护坡桩，15-临近基坑楼基础，16-承压板，17-锚头，18-工字钢，19-斜垫块(角度板) 

，20-抗滑移钢筋，21-拟建物，a-桩长（含挡土墙2和挡水墙3，总高24.6m），b-挡土墙高度

（1.5m），c-冠梁高度（0.7m），d-冠梁底至第一道锚杆距离（1.8m），e-第一道锚杆与第二道锚

杆距离（4m），f-第二道锚杆与第三道锚杆距离（4m），g-第三道锚杆到槽底的距离（4.05m），

h-桩的嵌固长度（8.55m），A、护坡桩桩位（桩孔），B、基坑上口，C、基坑下口，D、筏板边线。

具体实施方式

[0010] 本发明的基本工艺流程如图1和图2所示，包括以下步骤：

1、测量放线定桩位：将施工现场进行“三通一平”，然后在平整场地上测量放线定桩位，

两端用测量仪器做好定位桩，防止桩位出现偏差时随时复核；定桩位通常是用钢钎或打孔

器在地上打一深30cm孔，灌入白石灰粉，在桩位处插上钢筋棍等明显标志。

[0011] 2、钻机就位钻孔：利用双线锤法分别从两侧对钻机调平，保证钻机水平，同时由钻

机自调平系统调整保证钻具的垂直度偏差在0.5%范围之内。视土层及周边环境情况可采取

挨个钻孔或“跳打”（可以跳一个孔或多个孔）。前述护坡桩例子，“跳三打一”，即每隔三个桩

位打一个桩孔，如图2所示：图中实线箭头为第一轮打孔顺序，虚线为第二轮打孔顺序。

[0012] 3、混凝土的配制：搅拌站须对进站的水泥、沙、石子及外掺剂进行复试，合格后方

可使用。塌落度满足水下灌注要求，一般为160~180mm，控制粗骨料粒径不大于20mm。为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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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易性需要及工业废料利用，适量掺入粉煤灰，同时还有低标号水泥作用。

[0013] 4、钢筋笼制作及孔口连接：  按照设计图纸加工钢筋笼，可以不必加工成 “V”字形

桩尖，加工简便了，效率提高了，同时对于护坡桩来说，嵌固长度相当于偏于安全了。两截笼

子可在孔口焊接或直螺纹连接。

[0014] ５、泥浆制备及维护：计算出孔内泥浆体积，一天要完成的桩数，灌注速度，比如现

场需要始终保留至少４个孔内充满泥浆，以前述29.5m长，直径800mm桩为例，至少现场要有

60m3的泥浆富裕量，泥浆池容量至少要在80m3以上。依据泥浆配比，在泥浆搅拌罐内搅拌好

后放入泥浆池内，在放入泥浆池后，要进行维护，此时为保证泥浆的分散型和悬浮性，加入

火碱作为分散剂和PH调节剂，而且利用水泵24h不停循环搅拌，以保证泥浆性能满足要求。

泥浆的基本配方(体积比)：钠基膨润土５～6%，NaOH0.8~1%，Na-CMC0.2~0.3%，PVC0.2~0.3%，

余量为水。并经常测量其性能：粘度、比重、失水量、泥皮质量和厚度、动塑比、静切力、含沙

量、胶体率及PH值等，以期保持泥浆性能，并保持其较好的护壁性能。其中的PVC具有瞬间成

膜护壁功能，有利于保护砂卵砾石地层不塌孔。

[0015] 一般要求其性能指标满足如下要求：粘度(漏斗粘度700/500)20~25s、比重1.05~
1.1、失水量不大于15ml/30min、泥皮厚度不大于３mm/30min、动塑比0.42~0.48Pa/mPas、静

切力1.5~2.5Pa、含沙量不大于4%、胶体率不小于95%及PH值14。

[0016] ６、压灌泥浆，钢筋笼吊入：钻具钻到设计标高后，利用水泵将搅好的泥浆泵入地

泵，开动地泵边压灌泥浆，边缓慢提升钻具，将孔内充满泥浆，即可移离孔口，给下步施工创

造工作面。如果塌孔严重，钻进时即开始边钻进边用泥浆护壁。用起重设备将准备好的一节

钢筋笼吊起，利用其自重下沉，孔口固定焊接或直螺纹连接下一节，在下入过程中采取可靠

导正措施保证笼子的垂直度并居中。测定标高，使笼子钢筋满足锚入连梁或底板中的长度

要求。

[0017] ７、混凝土灌注：利用吊车将导管下到孔底，利用混凝土罐车直接灌注已检验合格

的混凝土，灌注过程要连续，遇到停泵或混凝土不能连续供应时，应每隔一段时间将导管活

动一下，或打泵数下，避免混凝土凝结；灌至孔口处，避免掉入泥土造成夹泥，并保证保护桩

长。

[0018] 8、凿桩头锚入连梁或底板：在桩施工达到要求后，清除桩间土，凿掉保护桩头，绑

钢筋支模板，或做好防水后进行底板施工。

[0019] 本发明使用的主材有钢筋、混凝土、膨润土等。混凝土粗骨料粒径不大于20mm。膨

润土选用钠基膨润土，并使用火碱做分散剂及PH值调节剂。

[0020] 所有护坡桩的施工过程是：“跳三打一”（参见图2）桩孔后，按照上述过程成桩后，

再在“跳三”的中间位置打孔、成桩；然后在剩下的每个间隔内（成桩之间）打孔、成桩；直至

完成基坑周边所有的护坡桩。相邻两根护坡桩之间的间隔约为桩的直径（根据地质情况确

定）。

[0021] 采用本发明工艺施工而成的护坡桩及其支护结构如图3-图6所示：包括一排护坡

桩14组成的护坡墙，在所述的护坡桩14（护坡墙）的顶端设有冠梁1，在该护坡桩14（护坡墙）

背对基坑的一侧设有填土墙，在该护坡桩1上半部从上至下依次间隔设有第一道锚杆11、第

二道锚杆12和第三道锚杆13，这三道锚杆的锚头组件设在该护坡桩14（护坡墙）面对基坑的

一侧，锚杆的尾端倾斜向下穿过填土墙并伸入地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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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所述的锚头组件包括包括承压板16、锚头17、工字钢18、斜垫块19和抗滑移钢筋

20，锚头17、承压板16、工字钢18和斜垫块19的中心孔依次穿过锚杆，锚头17位于锚杆的顶

端；在该斜垫块19的底边与护坡桩14之间支撑抗滑移钢筋20。

[0023] 所述的填土墙由从下至上依次填充有卵石10、粉细砂9、粘土8、卵石7、粉细砂6、粘

质粉土和砂质粉土5和素填土4；在所述的护坡桩14（护坡墙）的顶端设有挡土墙2，在该挡土

墙2的顶端设有挡水墙3。

[0024] 具体实施工程案例

1、工程概述：

北京理工大学中关村校区校医院改造项目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5号北京理

工大学校内，东侧为招待所，北侧为2号住宅楼、1号住宅楼，南侧为求是楼及运动场，西侧为

远志楼及理工餐厅。

[0025] 结构外缘尺寸为80.25m×47 .60m，地上1～3层，地下3层，基底标高-15 .00m～-

16.10m。±0.00相当于绝对标高52.700m。

[0026] 施工现场基坑及其周边的桩位的平面如图2所示。

[0027]   (1)  基坑北侧分布较多地下管线(热力管线、给水管线、污水管线)和相关井阀设

施，北侧东段为1号住宅楼，北侧西段为2号住宅楼。地下管线距拟建结构外缘最近距离约

2.40m，采用直埋方式，埋深小于2.00m；1号住宅楼地上6层，距拟建结构外缘最近距离约

9.70m，C10混凝土条形基础，基底标高50.15～49.10m；  2号住宅楼地上5层，距拟建结构外

缘最近距离约6.10m，C15混凝土条形基础，基底标高48.80m。

[0028] (2)  基坑东侧为理工大学中路、招待所和集体宿舍。理工大学中路下埋设地下管

线，距拟建结构外缘最近距离约13.0m，采用直埋方式，埋深小于2.00m；招待所和集体宿舍

地上6层，距拟建结构外缘最近距离约20.00m，C20混凝土条形基础，基底标高50.44m。

[0029] (3)  基坑南侧分布较多地下管线(动力电、弱电、热力管线、给水管线、雨水管线)

和相关井阀设施，南侧东段为求是楼，南侧西段为运动场。地下管线距拟建结构外缘最近距

离约4.00m，采用直埋方式，埋深小于2.00m；求是楼地上1～4层，距拟建结构外缘最近距离

约21 .50m，C20混凝土独立基础，基底标高50 .00m；运动场为正在使用场地，场地标高约

52.40m。

[0030] (4)  基坑西侧分布较多地下管线(动力电、弱电、雨水管线)和相关井阀设施，西侧

北段为理工餐厅和综合服务楼，西侧南段为远志楼。地下管线距拟建结构外缘最近距离约

2.80m，采用直埋方式，埋深小于2.00m；理工餐厅和综合服务楼地上1～2层，距拟建结构外

缘最近距离约8.30m，C20混凝土条形基础，基底标高50.40～49.50m；远志楼地上4层，距拟

建结构外缘最近距离约7.30m，C20混凝土条形基础，基底标高50.60m。

[0031] 2  工程水文地质条件

2.1 地层情况：

根据岩土工程勘察报告，上部为填土层，其下为新近沉积层、一般第四纪冲洪积层。本

次勘探孔地面标高在52.33m～52.56m之间。场地地层自上而下：

1)人工填土层：

①粘质粉土素填土：褐黄色，以粘质粉土、砂质粉土为主，局部为粉细砂，含少量砖渣、

灰渣、植物根茎等。湿，松散，局部夹①1杂填土。本层总厚度为  1 .20～7.20m，层底标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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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8～51.15m。①1杂填土，杂色，以建筑为主，含砖头、灰渣、碎石等，湿，结构松散，最大厚

度为0.70m。

[0032] 2)一般第四纪冲洪积层：

②粘质粉土、砂质粉土：褐黄色，含云母、氧化铁等，湿，稍密～中密，高～中高压缩性，

本层夹②1粉质粘土、重粉质粘土透镜体。本层分布不连续，揭露的一般厚度为0 .60～

5.70m，层底标高为45.14～46.76m。②1粉质粘土、重粉质粘土，褐黄色，含云母、氧化铁等，

湿～很湿，软塑～可塑，高～中高压缩性，最大厚度为0.70m。

[0033] ③粉细砂：褐黄色，含云母等，湿，中密～密实，本层厚度为5.00～7.70m，层底标高

为39.03～40.26m。

[0034] ④卵石：杂色，亚圆形，粒径一般为6～9cm，最大粒径不小于11cm，中粗砂充填约

30％，湿～饱和，稍密～中密，厚度6.20～7.30m，层底标高32.82～33.43m。

[0035] ⑤粉质粘土、重粉质粘土：褐黄色，含云母、氧化铁等，湿～很湿，可塑，中高～中压

缩性，本层厚度为1.50～2.40m，层底标高为30.75～31.83m。

[0036] ⑥粉细砂：褐黄色，含云母等，湿，密实，本层厚度为1 .90～3 .60m，层底标高为

27.72～29.23m。

[0037] ⑦卵石：杂色，亚圆形，粒径一般为6～10cm，最大粒径不小于12cm，中粗砂充填约

30％，湿～饱和，中密～密实。该层未揭穿，最大揭露厚度为11.90m。

[0038] 2.2场地地下水埋藏条件：

1)本次勘察期间在钻探深度范围揭露两层地下水，第一层地下水类型为潜水，含水层

为④卵石层，其稳定水位埋深为19.10～19.40m，标高为33.14～33.25m。第二层地下水类型

为潜水，含水层为⑦卵石层，其稳定水位埋深为29.50m，标高为23.04m。

[0039] 2)本场地1959年历史最高潜水水位曾接近自然地表，近3～5年最高潜水水位标高

约为38.00m，水位年变化幅度约1.00～2.00m。

[0040] 3)根据地下水腐蚀性分析结果判定：环境类型为II类条件下，本场地第一层、第二

层地下水对混凝土结构均具有微腐蚀性；在干湿交替条件下本场地第一层、第二层地下水

对钢筋混凝土结构中的钢筋均具有微腐蚀性。

[0041] 4)根据土的易溶盐分析结果判定：土对混凝土结构具有微腐蚀性；土对钢筋混凝

土结构中的钢筋具有微腐蚀性。

[0042] 3、护坡桩设计参数：

1)支护桩桩径800mm，桩间距（中心距）1600mm，桩长21.50～23.10m，混凝土强度等级为

C25。

[0043] 2)支护桩施工时，采用跳打方式进行施工，避免窜孔等不利情况的出现，如遇障碍

物查清原因后方可继续钻进。

[0044] 3)支护桩施工允许偏差：桩位水平偏差≤50mm，孔径允许偏差±20mm，孔深允许偏

差+300mm，垂直度允许偏差<1/200，沉渣厚度<200mm。

[0045] 4)支护桩的主筋采用HRB400钢筋，纵向钢筋采用焊接或直螺纹连接，主筋接头间

距不小于1.00m，同一截面上钢筋接头不大于总数的1/2。若钢筋连接采用接焊，单面焊搭接

长度不小于10d，双面焊搭接长度不小于5d。

[0046] 5)钢筋笼制作允许偏差：主筋间距±10mm，螺旋筋螺距±20mm，钢筋笼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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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mm，钢筋笼长度±100mm，主筋保护层±20mm。

[0047] 6)每个钢筋笼保护层不少于4组，每组不少于5块，钢筋保护层50mm。

[0048] 7)每天每台设备制作100×100×100mm试块不少于一组(同条件除外)。

[0049] 8)支护桩施工其它事项按《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范》（JGJ120-2012）有关要求执

行。

[0050] 9)支护桩施工时，采用跳打方式进行施工，避免窜孔等不利情况的出现，如遇障碍

物查清原因后方可继续钻进。

[0051] 10)北侧西段，该处护坡桩距离2号住宅楼较近（最小距离3.5m），该处采用“隔三打

一”方式施工。

[0052] 4、现场实施情况：

考虑了地层的难度，选择了中车220旋挖钻机，2018年5月16日开始施工第一根护坡桩，

由于施工过程中受环保安全检查的影响，下雨的影响，大风蓝色预警的影响，混凝土供应早

晚高峰的影响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至6月6日夜撤场，20天总共完成58根桩，正常施工最多时

一天完成6根，最少时一天完成1根，平均每天不到3根。

[0053] 长螺旋钻机(580)６月4日进场，6日开始打桩，同样受前述因素影响，并特别受混凝

土供应的影响，施工极为不顺利，为此考察了4个搅拌站，前3个搅拌站都只能提供石屑配制

的细石混凝土，只有1个搅拌站可以提供豆石配制的豆石混凝土。组织的好完全可以实现1

小时1根的速度，但问题来了，混凝土不能保证连续供应，为了避开早晚高峰，在现场预先存

上2~3罐混凝土，结果两天两次均出现了泵管堵塞的现象，等逐节卸开清理并重新组装好以

后，出现了混凝土塌落度小于180mm的情形，现场加水搅拌后勉强泵送至孔内，笼子却无法

插进去，甚而有的只能插入２米，被迫拔除笼子，并将孔内的混凝土用长螺旋钻具旋出，其余

的混凝土签字后退回，浪费极大，工人劳动强度也很大，进度上也不去，甲方总包也极为不

满。大功率长螺旋钻机有极大的潜力，完全可以实现１小时１根的速度，可现在的制约因素导

致１天只能打成１根桩，而且还浪费２罐混凝土，搅拌站也不满意，还需单独处理该退回的混

凝土。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紧迫的任务：如何才能发挥长螺旋钻机的巨大潜力，加快施工

进度，少浪费，工人施工也可轻松应对？ 

经过现场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工人师傅共同商量，结果是长螺旋钻机只管打孔，之后

将泥浆灌满就可，腾出工作面，吊车吊入钢筋笼并水下导管灌注混凝土，肯定快，而且混凝

土来的早一点晚一点也无所谓，塌落度损失一点也无所谓，只要能满足水下灌注即可。泥浆

池应足够大。泥浆的基本配方（体积比）：钠基膨润土6%，NaOH1%，NaCMC0.3%，PVC0.3%，余量

为水。泥浆性能应满足如下性能：

粘度(漏斗粘度700/500)  23s、比重1.09、失水量不大于10ml/30min、泥皮厚度不大于３

mm/30min、动塑比0.48PA/mPas、静切力2.0Pa、含沙量不大于4%、胶体率不小于95%及PH值

14。

[0054] 长螺旋钻机施工过程中还出现了由于地下卵石粒径大阻力大，将钻杆折断的现

象，该钻杆已无法取出，经处理后当作一根桩使用，专门进行了水平位移、竖向位移、锚杆轴

力、深层水平位移等项目监测，最终结果很理想，最大水平位移只有3mm，有效保护了周边民

宅、办公楼和管线等安全。

[0055] 本发明施工速度和经济效益是很明显的。例如北京某基坑护坡桩工程，位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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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三环内，搅拌站混凝土供应极其困难，临近居民住宅，对护坡桩施工振动噪音限制要求严

格。桩直径800mm，桩长29.5m，反循环钻机一天24h完成３根桩，泥浆量大，冲击钻机由于振动

和噪音，施工时间受限，一天可完成２根桩，旋挖钻机同样由于钻斗卸土噪音，施工时间也受

限制，早6:00~22:00，一天能完成５～６根桩，而长螺旋钻机(型号580)一小时可完成１根，可

以24小时施工，考虑施工班组的辅助时间，一天可完成16~20根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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