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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电渗井点配合井点降水的

泥浆固化处理装置及方法，包括步骤：1)准备工

作；2)井点管定位框梁施工；3)移动栈桥平台组

装；4)井点管打设；5)井点/电渗降水；6)滤液处

理；7)井点管拆除；8)固化钻渣挖运利用。本发明

的有益效果是：采用了井点管，并将井点管作为

电渗井阴阳极，通过电渗配合轻型井点降水达到

桩基泥浆就地快速固化处理利用；采用井点管定

位框梁较好地解决了沉淀池内钻渣含水量大且

井点管不易打设和固定的难题；通过电渗配合井

点降水对钻渣泥浆进行快速固化处理，可以对工

程建设中的泥浆从源头收集、运输、定点有效处

置进行全过程监管，从源头上杜绝偷排乱倒现

象，真正实现环保、节能、零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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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电渗井点配合井点降水的泥浆固化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泥浆池(1)、沉

淀池(2)、井点管支撑横梁(3)、井点管定位框梁(4)、岸侧四周槽钢垫梁(5)、井点管(6)、集

水总管(7)、连接弯管(8)、真空水泵房(9)、排浆管(10)、储浆池(13)、一清池(14)、二清池

(15)、连接电线(16)、直流发电机(17)和滤管(18)；沉淀池(2)为长方形结构，沉淀池(2)的

池壁内侧铺设岸侧四周槽钢垫梁(5)，在沉淀池(2)顶部平行于沉淀池短边方向等间距铺设

有井点管支撑横梁(3)，在井点管支撑横梁(3)上平行于沉淀池长边方向等间距布设有井点

管定位框梁(4)；井点管定位框梁(4)上预设有井点管孔位，井点管孔位中设有井点管(6)，

井点管(6)下部为滤管(18)；集水总管(7)平行于沉淀池短边方向布置在井点管(6)顶部，井

点管(6)顶部通过连接弯管(8)与集水总管(7)相连接；井点管(6)通过连接电线(16)连接至

直流发电机(17)；集水总管(7)通过真空水泵房(9)连通一清池(14)，一清池(14)分别与二

清池(15)和储浆池(13)连通，沉淀池(2)通过排浆管(10)与泥浆池(1)连通。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渗井点配合井点降水的泥浆固化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井点管定位框梁(4)上的井点管孔位呈梅花形排布。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渗井点配合井点降水的泥浆固化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滤管(18)管身布设有梅花形的孔洞。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渗井点配合井点降水的泥浆固化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集水总管(7)平行于沉淀池短边方向呈S型布置。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渗井点配合井点降水的泥浆固化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排浆管(10)靠近沉淀池(2)的管口设有滤网(11)和排浆管盖(12)。

6.一种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渗井点配合井点降水的泥浆固化处理装置的处理方法，

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准备工作；根据工程规模和现场条件，确定泥浆池(1)、沉淀池(2)、储浆池

(13)、一清池(14)和二清池(15)的设置位置和开挖尺寸，沉淀池(2)以狭长型布置，池壁采

用砖砌+砂浆抹面施工；采用与沉淀池(2)深度相匹配的井点管降水设备；井点管(6)采用钢

管，其下部为滤管(18)，连接弯管(8)采用胶皮管或塑料透明管，每个管上装设阀门；集水总

管(7)采用钢管分节连接，每隔一定距离设一个井点管连接接头；电渗井阴阳极均采用井点

管(6)，采用直流发电机(17)通电；

步骤二:井点管定位框梁施工；基于沉淀池(2)内钻渣含水量大的特点，井点管呈梅花

形布置；首先在沉淀池(2)四周铺设岸侧四周槽钢垫梁(5)，然后平行于沉淀池短边方向等

间距铺设井点管支撑横梁(3)，再在井点管支撑横梁(3)上平行于沉淀池长边方向等间距布

设井点管定位框梁(4)；井点管定位框梁(4)采用钢板加工，事先在井点管定位框梁(4)上割

出井点管孔位；

步骤三:移动栈桥平台组装；移动栈桥平台在沉淀池(2)一侧陆地拼装；

步骤四:井点管打设；利用移动栈桥平台，根据沉淀池顶的井点管定位框梁(4)的井点

管孔位，平行于沉淀池短边方向逐排进行井点管打设，如遇局部打设困难部位，采取高压水

辅助冲孔埋设；集水总管(7)平行于沉淀池短边方向呈S型布置，井点管(6)顶部采用连接弯

管(8)与集水总管(7)相连接；当全部井点管(6)、集水总管(7)和阴阳极的连接电线(16)连

接完成后，把移动栈桥平台移至沉淀池外；

步骤五:井点/电渗降水；根据桩基地质进行井点降水或电渗降水；当钻渣为砂性土、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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砾石或碎卵石等透水系数大于3m/d时，直接采用井点管(6)降水；当钻渣为渗透系数较小的

粉土或粘土时，利用井点管本身作为阴阳极，通过连接电线(16)连接至直流发电机(17)，通

入直流电，进行电渗降水，利用电渗与井点管内的真空双重作用，强制钻渣中的水由井点管

排出，井点连续抽水，从而使钻渣中的水排出固化；当地质复杂，钻渣为各类混合土时，则先

进行井点降水，而后采用电渗降水方法，以加速泥浆固化；

步骤六：滤液处理；井点降水经集水总管(7)排出的泥浆水，首先流入一清池(14)，初步

沉淀后，上部清液流入二清池(15)，底部浆液排入储浆池(13)用于制备泥浆；二清池(15)内

的清液用于结构物养护或制备泥浆用水；

步骤七：井点管拆除；当井点/电渗降水完成渣土固化后，拆除井点管；

步骤八:固化钻渣挖运利用；对于砂砾土钻渣则直接挖运用于路基填筑；而对于粉土或

粘土，采用加水泥或生石灰进一步固化后统一外运利用或堆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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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电渗井点配合井点降水的泥浆固化处理装置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桩基泥浆处理装置，具体涉及电渗井点配合井点降水的泥浆固化处理

装置及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各类工程的建设快速发展，在桥梁

工程的桩基和地下工程基坑支护等施工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桩基泥浆，每年产生量达数亿

立方。桩基泥浆主要为含泥沙的泥浆水，其中泥沙悬浮于水中，自然沉淀效率很低，直接排

放会对水体造成严重污染，目前业内泥浆净化普遍采用的方法为：(1)自然沉淀：通过现场

或异地挖坑、堆坝、收集，自然风干。此法占地面积大，风干周期长(需五年左右)，土地复耕

困难，破坏生态且不安全，而且在城市中借用土地困难；(2)运至外海直接排放。此方法容易

受利益驱动，极有可能出现偷排乱倒现象，造成环境或水质污染和市政管道堵塞等危害。随

着现代社会文明意识和环保意识的不断加强，建筑泥浆的有效处置问题越来越引起各地政

府的高度重视。采用水泥、生石灰进行固化处理或压滤技术进行固液分离的环保处理技术

逐渐得到应用，但这些处理技术一般要求集中处理，且费用较大。对于桩基泥浆的就地处理

和充分利用，成为目前建设工程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针对桩基泥浆集中堆放自然风干占地面积大、沉淀效率低、风

干周期长、外运过程中偷排乱放、集中处理成本高等问题，根据桩基地质复杂、钻渣含水量

大的特点，提供一种电渗井点配合井点降水的泥浆固化处理装置及方法，实现少占地、无害

化处理以及资源的循环利用，实现环保、节能、零排放。

[0004] 这种电渗井点配合井点降水的泥浆固化处理装置，包括泥浆池、沉淀池、井点管支

撑横梁、井点管定位框梁、岸侧四周槽钢垫梁、井点管、集水总管、连接弯管、真空水泵房、排

浆管、储浆池、一清池、二清池、连接电线、直流发电机和滤管；沉淀池为长方形结构，沉淀池

的池壁内侧铺设岸侧四周槽钢垫梁，在沉淀池顶部平行于沉淀池短边方向等间距铺设有井

点管支撑横梁，在井点管支撑横梁上平行于沉淀池长边方向等间距布设有井点管定位框

梁；井点管定位框梁上预设有井点管孔位，井点管孔位中设有井点管，井点管下部为滤管；

集水总管平行于沉淀池短边方向布置在井点管顶部，井点管顶部通过连接弯管与集水总管

相连接；井点管通过连接电线连接至直流发电机；集水总管通过真空水泵房连通一清池，一

清池分别与二清池和储浆池连通，沉淀池通过排浆管与泥浆池连通。

[0005] 作为优选：所述井点管定位框梁上的井点管孔位呈梅花形排布。

[0006] 作为优选：所述滤管管身布设有梅花形的孔洞。

[0007] 作为优选：所述集水总管平行于沉淀池短边方向呈S型布置。

[0008] 作为优选：所述排浆管靠近沉淀池的管口设有滤网和排浆管盖。

[0009] 这种电渗井点配合井点降水的泥浆固化处理装置的处理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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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步骤一:准备工作；根据工程规模和现场条件，确定泥浆池、沉淀池、储浆池、一清

池和二清池的设置位置和开挖尺寸，沉淀池以狭长型布置，池壁采用砖砌+砂浆抹面施工；

采用与沉淀池深度相匹配的井点管降水设备；井点管采用钢管，其下部为滤管，连接弯管采

用胶皮管或塑料透明管，每个管上装设阀门；集水总管采用钢管分节连接，每隔一定距离设

一个井点管连接接头；电渗井阴阳极均采用井点管，采用直流发电机通电；

[0011] 步骤二:井点管定位框梁施工；基于沉淀池内钻渣含水量大的特点，井点管呈梅花

形布置；首先在沉淀池四周铺设岸侧四周槽钢垫梁，然后平行于沉淀池短边方向等间距铺

设井点管支撑横梁，再在井点管支撑横梁上平行于沉淀池长边方向等间距布设井点管定位

框梁；井点管定位框梁采用钢板加工，事先在井点管定位框梁上割出井点管孔位；

[0012] 步骤三:移动栈桥平台组装；移动栈桥平台在沉淀池一侧陆地拼装；

[0013] 步骤四:井点管打设；利用移动栈桥平台，根据沉淀池顶的井点管定位框梁的井点

管孔位，平行于沉淀池短边方向逐排进行井点管打设，如遇局部打设困难部位，采取高压水

辅助冲孔埋设；集水总管平行于沉淀池短边方向呈S型布置，井点管顶部采用连接弯管与集

水总管相连接；当全部井点管、集水总管和阴阳极的连接电线连接完成后，把移动栈桥平台

移至沉淀池外；

[0014] 步骤五:井点/电渗降水；根据桩基地质进行井点降水或电渗降水；当钻渣为砂性

土、碎砾石或碎卵石等透水系数大于3m/d时，直接采用井点管降水；当钻渣为渗透系数较小

的粉土或粘土时，利用井点管本身作为阴阳极，通过连接电线连接至直流发电机，通入直流

电，进行电渗降水，利用电渗与井点管内的真空双重作用，强制钻渣中的水由井点管排出，

井点连续抽水，从而使钻渣中的水排出固化；当地质复杂，钻渣为各类混合土时，则先进行

井点降水，而后采用电渗降水方法，以加速泥浆固化；

[0015] 步骤六：滤液处理；井点降水经集水总管排出的泥浆水，首先流入一清池，初步沉

淀后，上部清液流入二清池，底部浆液排入储浆池用于制备泥浆；二清池内的清液用于结构

物养护或制备泥浆用水；

[0016] 步骤七：井点管拆除；当井点/电渗降水完成渣土固化后，拆除井点管；

[0017] 步骤八:固化钻渣挖运利用；对于砂砾土钻渣则直接挖运用于路基填筑；而对于粉

土或粘土，采用加水泥或生石灰进一步固化后统一外运利用或堆放。

[0018]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19] 1)本发明采用了井点管，并将井点管作为电渗井阴阳极，利用电渗、井点降水原

理，通过电渗配合轻型井点降水达到桩基泥浆就地快速固化处理利用。

[0020] 2)本发明采用井点管定位框梁较好地解决了沉淀池内钻渣含水量大且井点管不

易打设和固定的难题。

[0021] 3)本发明通过电渗配合井点降水对钻渣泥浆进行快速固化处理，可以对工程建设

中的泥浆从源头收集、运输、定点有效处置进行全过程监管，从源头上杜绝偷排乱倒现象，

真正实现环保、节能、零排放。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电渗井点配合井点降水的泥浆固化处理平面布置图；

[0023] 图2为电渗井点配合井点降水的泥浆固化处理断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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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图3为电渗井点配合井点降水的泥浆固化处理侧面图；

[0025] 图4为电渗井点配合井点降水的泥浆固化处理的流程图。

[0026] 附图标记说明：泥浆池1、沉淀池2、井点管支撑横梁3、井点管定位框梁4、岸侧四周

槽钢垫梁5、井点管6、集水总管7、连接弯管8、真空水泵房9、排浆管10、滤网11、排浆管盖12、

储浆池13、一清池14、二清池15、连接电线16、直流发电机17、滤管18、泥浆池砖砌墙19、沉淀

池砖砌壁20。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描述。下述实施例的说明只是用于帮助理解本

发明。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还

可以对本发明进行若干改进和修饰，这些改进和修饰也落入本发明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

内。

[0028] 所述电渗井点配合井点降水的泥浆固化处理装置，包括泥浆池1、沉淀池2、井点管

支撑横梁3、井点管定位框梁4、岸侧四周槽钢垫梁5、井点管6、集水总管7、连接弯管8、真空

水泵房9、排浆管10、滤网11、排浆管盖12、储浆池13、一清池14、二清池15、连接电线16、直流

发电机17、滤管18、泥浆池砖砌墙19、沉淀池砖砌壁20。沉淀池2为长方形结构，沉淀池2的池

壁内侧铺设岸侧四周槽钢垫梁5，在沉淀池2顶部平行于沉淀池短边方向等间距铺设有井点

管支撑横梁3，在井点管支撑横梁3上平行于沉淀池长边方向等间距布设有井点管定位框梁

4。井点管定位框梁4上预设有梅花形的井点管孔位，井点管孔位中设有井点管6。集水总管7

平行于沉淀池短边方向呈S型布置，井点管6顶部通过连接弯管8与集水总管7相连接。井点

管6通过连接电线16连接至直流发电机17。集水总管7通过真空水泵房9连通一清池14，一清

池14分别与二清池15和储浆池13连通，沉淀池2通过排浆管10与泥浆池1连通。排浆管10靠

近沉淀池2的管口设有滤网11和排浆管盖12。井点管6下部为滤管18，滤管18管身设有梅花

形的孔洞。

[0029] 基于常规桩基现场泥浆循环方式，根据工程规模和周边现场条件确定泥浆池1、沉

淀池2(以狭长型布置为佳)、储浆池13、一清池14、二清池15设置尺寸和数量。钻渣排入沉淀

池2经初步沉淀后，上层泥浆水经排浆管10流入泥浆池1，用于泥浆循环，然后对沉淀池2内

的钻渣(根据土质、渗透系数确定)采用电渗井点配合轻型井点进行降水固化，当钻渣为砂

性土、碎卵石或砾土时，直接采用井点管6降水；当钻渣为粘土或粉质土时，加用电渗以加速

土中水分向井点管中流入，提高降水效果。当钻渣为混合土时，先井点降水再通电进行电渗

降水，达到降水固化效果。

[0030] 由于桩渣含水量大，井点管埋设和固定困难，通过在沉淀池2顶架设井点管支撑横

梁3(沿短边方向)，梁上架设井点管定位框梁4(沿长边方同)，同时设计移动式栈桥施工平

台，利用栈桥移动，布置沉淀池2内的井点管6、集水总管7等降水设施(真空吸水泵设置在岸

上)，达到钻渣快速脱水固化目的。井点降水滤液经集水总管7首先排入一清池14，沉淀后上

部清液流入二清池15用作结构物养护用水或制浆用水。固化后渣土，根据桩基地质，直接挖

运用于路基填筑，或加生石灰、粉煤灰进一步固化后用作路基填料。

[0031] 所述电渗井点配合井点降水的泥浆固化处理装置的处理方法，具体步骤如下：

[0032] 步骤一:准备工作。根据工程规模和现场条件，确定泥浆池1、沉淀池2、储浆池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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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池14、二清池15设置位置和开挖尺寸，沉淀池2以狭长型布置为佳，深度宜2.5m，池壁采

用砖砌+砂浆抹面施工。采购加工与沉淀池2深度相匹配的井点管降水设备。井点管6采用直

径51mm、长2.5m的钢管，下端长1.5m的同直径滤管18钻φ10mm的梅花形孔(6排)，外缠6号铁

丝，间距15mm，外包尼龙窗纱二层，棕皮三层，缠8号铁丝，间距35mm。连接弯管8采用直径

38mm胶皮管或塑料透明管，每个管上装设阀门，以便检查井点。集水总管7采用直径80mm的

钢管分节连接，每节长4m，每隔0.2m设一个井点管连接接头。电渗井阴阳极均利用井点管6，

采用直流发电机17通电。

[0033] 步骤二:井点管定位框梁施工。基于沉淀池2内钻渣含水量大的特点，井点管按

50cm间距呈梅花形布置。首先在沉淀池2四周(沿池壁内侧30cm)铺设岸侧四周槽钢垫梁5，

然后平行短边方向按1.8m间距铺设井点管支撑横梁3，再在上面平行沉淀池2长边方向按间

距25cm布设井点管定位框梁4。井点管定位框梁4采用1.5cm厚钢板加工，宽12cm，事先在井

点管定位框梁4上割出井点管孔位，孔径6.5cm。

[0034] 步骤三:移动栈桥平台组装。移动栈桥在沉淀池一侧陆地拼装，先进行移动平台拼

装，平台框架和立柱均采用14#槽钢，立柱高度考虑栈桥平台高出井点管高度20cm为宜。在

平台上安装两片16#槽钢纵梁(事先完成临边护栏底座焊接)，两片纵梁中对中间距100cm。

然后在栈桥主梁基座上安插装配式护栏立柱和活动护栏板；在两片槽钢纵梁内安放5cm×

5cm方木分配梁，然后在其上铺设1cm厚防滑钢桥面板，用作井点管埋设施工通道。最后在栈

桥每个移动平台上沿沉淀池长边方向两侧预焊扶手基座(Φ51钢管，长20cm)，用于装配人

工推拉扶手。

[0035] 步骤四:井点管打设。利用栈桥平台，根据沉淀池顶的井点管定位框梁4的井点管

孔位，平行短边方向逐排进行井点管打设，遇局部打设困难部位，采取高压水辅助冲孔埋

设。集水总管7平行于沉淀池短边方向成S型布置，井点管6顶采用连接弯管8与集水总管7相

连接。当全部井点管6、集水总管7和阴阳极的连接电线16连接完成后，把栈桥移至沉淀池

外。

[0036] 步骤五:井点(电渗)降水。根据桩基地质(渗透系数大小)进行井点(电渗)降水。当

钻渣为砂性土、碎砾石或碎卵石等透水系数大于3m/d时，直接采用井点管6降水。当钻渣为

渗透系数较小(0.1m/d)的粉土、粘土等时，利用井点管本身作为阴阳极，通过连接电线16连

接至直流发电机17，通入直流电，进行电渗降水，即带有负电荷的土粒向阳极移动(电泳作

用)，而带有正电荷的水则向阴极方向集中，产生电渗现象，利用电渗与井点管内的真空双

重作用，强制钻渣土中的水由井点管快速排出，井点连续抽水，从而使钻渣中的水渐渐排出

固化。当地质复杂，钻渣为各类混合土时，则先进行井点降水，而后采用电渗降水方法，以加

速泥浆固化。

[0037] 步骤六：滤液处理。井点降水经集水总管7排出的泥浆水，首先流入一清池14，初步

沉淀后，上部清液流入二清池15，底部浆液排入储浆池13用于制备泥浆。二清池内的清液可

用于结构物养护或制备泥浆用水。

[0038] 步骤七：井点管拆除。当井点(电渗)降水完成渣土固化后，即可拆除。

[0039] 步骤八:固化钻渣挖运利用。对于砂砾土钻渣(含水率30％左右)可直接挖运用于

路基填筑。而对于粉土或粘土，含水率在35-40％间的，采用加水泥或生石灰进一步固化后

统一外运利用或堆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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