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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一种用于形成混凝土挡土墙的

套管。本发明在将混凝土挡土墙连续施工浇筑到

现场后(现场浇铸)拉动(拉出)套管时，通过自动

去除套管和套管之间的挡土来改善施工性，包

括：凹槽部，形成在套管的任一侧上，并且套管连

续施工后局部重叠；以及第一挡土去除单元，在

所述凹槽部的下端部水平地突出，并且突出的前

端形成为与套管的外周面相同的圆形，以在拉出

套管的过程中自动地去除夹在套管和套管之间

的挡土。本发明在将混凝土挡土墙连续施工浇筑

到现场后(现场浇铸)拉动(拉出)套管时，通过自

动去除套管和套管之间的挡土来改善施工性，大

大提高套管的质量和可靠性，从而满足用户的各

种需求并提供良好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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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形成混凝土挡土墙的套管，其特征在于，在将混凝土挡土墙连续施工浇筑

到现场后(现场浇铸)拉动(拉出)套管时，通过自动去除套管和套管之间的挡土来改善施工

性，包括：

凹槽部，形成在套管的任一侧上，并且套管连续施工后局部重叠；以及

第一挡土去除单元，在所述凹槽部的下端部水平地突出，并且突出的前端形成为与套

管的外周面相同的圆形，以在拉出套管的过程中自动地去除夹在套管和套管之间的挡土。

2.一种用于形成混凝土挡土墙的套管，其特征在于，在将混凝土挡土墙连续施工浇筑

到现场后(现场浇铸)拉动(拉出)套管时，通过自动去除套管和套管之间的挡土来改善施工

性，包括：

凹槽部，形成在套管的任一侧上，并且套管连续施工后局部重叠；以及

第二挡土去除单元，在所述凹槽部101的下端部以“v”字形状突出，并且突出的前端形

成为与套管的外周面相同的圆形，以在拉出套管的过程中自动地去除夹在套管和套管之间

的挡土。

3.一种用于形成混凝土挡土墙的套管，其特征在于，在将混凝土挡土墙连续施工浇筑

到现场后(现场浇铸)拉动(拉出)套管时，通过自动去除套管和套管之间的挡土来改善施工

性，包括：

凹槽部，形成在套管的任一侧上，并且套管连续施工后局部重叠；以及

第三挡土去除单元，在所述凹槽部的下端部以“Λ”字形状突出，并且突出的前端形成

为与套管的外周面相同的圆形，以在拉出套管的过程中自动地朝两侧排出夹在套管和套管

之间的挡土。

4.根据权利要求1至3中任一项所述的用于形成混凝土挡土墙的套管，其特征在于，所

述第一挡土去除单元或第二挡土去除单元或第三挡土去除单元的形状形成为三角形，使得

当上下移动时防止卡止并将挡土与套管的外周面紧密接触的状态下向上托出，并朝两侧推

出后去除。

5.根据权利要求1至3中任一项所述的用于形成混凝土挡土墙的套管，其特征在于，在

所述第一挡土去除单元、第二挡土去除单元、第三挡土去除单元的外周面进一步包括硬质

或软质的涂层部，使得当拉出套管时防止由金属构成的套管和挡土去除单元相互摩擦引起

的噪音，并提高耐久性。

6.根据权利要求1至3中任一项所述的用于形成混凝土挡土墙的套管，其特征在于，在

所述套管的上端部外周面进一步包括滚花环，使得用吊车拉出套管时，防止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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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形成混凝土挡土墙的套管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的一实施例涉及一种用于形成混凝土挡土墙的套管，更具体地说,在将混

凝土挡土墙连续地现场浇铸后，拉出套管时，可以通过自动去除留在套管和套管之间的土

壤来改善施工性，并且极大地提高了套管产品的质量和可靠性，从而通过满足用户的各种

需求可以提供良好的印象。

背景技术

[0002] 众所周知，土木工程套管用于挖掘地下工程时建造挡土墙的锚固施工。

[0003] 当使用所述土木工程套管进行地下施工时，用于在建筑物周围建造挡土墙的锚固

墙施工方法使用诸多施工方法。

[0004] 即，到目前为止，在施工现场已经使用诸多地下施工方法，例如使用普通H型钢和

土板的挡土墙方法、现场浇筑CIP方法、MIP方法、PIP方法、SCW主热式方法等，然而具有以下

优点和缺点。

[0005] 在现有CIP方法的情况下，可以靠近现有结构，以最小化结构的宽度，因为不需要

挡板可以最小化事故风险，缺点是支柱之间的连接不好，防水性差，土壤损失的可能性高，

并且需要单独的孔和孔之间泄漏的辅助方法。

[0006] SCW方法的情况下，防水性良好并且土壤损失的可能性很小。壁厚和强度大于板

桩，可应用于含水量高的软土地基，施工后残渣量少，对水污染的担忧小，然而，只能在土佐

地区施工，不可能在砾石地面或风化岩的地层施工，由于需要大型设备，工作空间应宽阔，

施工成本相对较高，耐久性低于其他施工方法。

[0007] 已经开发了现有的CIP方法以解决由于现有CIP方法的优点而不能很好地完成孔

和孔之间的连接的缺点，因此在授权号10-0406693号开发了一种使用平移式套管的锚固系

统，以解决现有施工方法的问题。(专利文献3)

[0008] 在上述专利的情况下，如图1至图2所示，在进行用于构造地下建筑的挡土墙的水

墙方法时，沿着构造线L使用螺旋钻机1穿孔第一孔2，穿孔后，在螺旋钻机1的冲孔的同时，

将水泥砂浆3填充到第一孔2中，在所述第一孔2的内部具有凹入部6a的弯月形套管6插入沿

着构造线L连续延伸的第二孔2中，将受应力材料4和砾石5依次舀入填充在第二孔2中的水

泥砂浆3上，将所述第二孔2以与第一孔2的孔1相同的方式被螺旋钻机1刺穿倒凹入部6a，然

后冲孔后，以与第一孔2相同的方式填充水泥砂浆3和执行弯月形套管6，以与凹入部6a中的

所述第一孔及第二孔2相同的方式将第三孔2用螺旋钻机1穿孔到凹入部6a，沿着构造线L连

续地执行拉出连接到第一孔2的弯月形套管6的过程以构造挡土墙，可以靠近现有的挖沟机

结构，尽量减少挖沟机的宽度，由于不需要建造挡板，降低事故风险，根据第一孔2和第二孔

2之间的泄漏，可以在没有任何辅助方法的情况下挖掘所有地面，并且可以连续构造，因此

键序完美并且强度高。此外，垂直开挖程度高，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周围沉降的防止，作为

可靠的键序及挡土方法施工成本低并且可以用现有的螺旋钻机1进行施工，因此不需要使

用单独的大型设备，由于连续工作无需养护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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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实际的施工方法不是将砂浆填充到地下钻井后插入套管和内部构件(应力剂和砾

石)的形式，而是钻孔后，将弯月形套管连续插入穿孔，然后将构件从第一阶段构造的弯月

形套管插入，并填充准备好的混凝土搅拌机后，按照用振动锤取出弯月形套管的顺序进行

该过程。

[0010] 然而，即使在上述专利的情况下，也存在当完成挡土墙时产生泄漏的问题。

[0011] 即，在如上所述插入弯月形套管6的状态下，钻出相邻的孔2并填充水泥砂浆3后，

首先拉出半月形套管6，使得在相邻孔2上的水泥砂浆3相互结合的过程中，由于挡土P是由

埋在弯月形套管6的凹入部6a的表面上的土壤之类的异物形成的，因此双面水泥砂浆3不能

平滑地接合并形成间隙，因此无法提供完整的防水施工状态。

[0012] 图3的圆柱形套管和套管之间插入挡土，如上所述，双面水泥砂浆3不能平滑地连

接而产生间隙，因此不能提供完整的防水结构。

[0013]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过去已经开发了以下现有技术文献，但是仍然存在根本不能

解决上述现有技术的大问题。

[0014] 【现有技术文献】

[0015] (专利文献1)韩国授权专利公报第0375020号(2003.02.22)

[0016] (专利文献2)韩国授权专利公报第0832490号(2008.05.20)

[0017] (专利文献3)韩国授权专利公报第0406693号(2003.11.10)

[0018] (专利文献4)韩国公开专利公报第2006-0002291号(2006.01.09)

[0019] (专利文献5)韩国公开专利公报第2008-0110355号(2008.12.18)

发明内容

[0020] 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0021] 本发明是鉴于所述诸多问题而提出的，本发明的第一目的在于在套管设有凹槽部

和第一挡土去除单元、第二挡土去除单元、第三挡土去除单元，根据本发明的第二目的在

于，在将混凝土挡土墙浇筑到现场后(现场浇铸)拉动(拉出)套管时，通过自动去除套管和

套管之间的挡土来改善施工性，第三目的在于通过去除挡土使两面水泥砂浆顺利结合，第

四目的在于通过去除挡土防止产生间隙，从而提供完全的防水效果，第五目的在于最大限

度地减少因去除挡土而导致的周围沉降，从而确保施工的安全性，第六目的在于提供一种

通过挡土方法实现低施工成本，第七目的在于实现连续施工，从而不需要单独的养护期间，

第八个目的在于提高套管产品的质量和可靠性，从而满足用户的各种需求并提供良好的印

象的用于形成混凝土挡土墙的套管。

[0022] 技术方案

[0023] 为了实现所述目的，本发明的用于形成混凝土挡土墙的套管，其特征在于，在将混

凝土挡土墙连续施工浇筑到现场后(现场浇铸)拉动(拉出)套管时，通过自动去除套管和套

管之间的挡土来改善施工性，包括：凹槽部，形成在套管的任一侧上，并且套管连续施工后

局部重叠；以及第一挡土去除单元，在所述凹槽部的下端部水平地突出，并且突出的前端形

成为与套管的外周面相同的圆形，以在拉出套管的过程中自动地去除夹在套管和套管之间

的挡土。

[0024] 本发明的用于形成混凝土挡土墙的套管，其特征在于，在将混凝土挡土墙连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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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浇筑到现场后(现场浇铸)拉动(拉出)套管时，通过自动去除套管和套管之间的挡土来改

善施工性，包括：凹槽部，形成在套管的任一侧上，并且套管连续施工后局部重叠；以及第二

挡土去除单元，在所述凹槽部101的下端部以“v”字形状突出，并且突出的前端形成为与套

管的外周面相同的圆形，以在拉出套管的过程中自动地去除夹在套管和套管之间的挡土。

[0025] 本发明的用于形成混凝土挡土墙的套管，其特征在于，在将混凝土挡土墙连续施

工浇筑到现场后(现场浇铸)拉动(拉出)套管时，通过自动去除套管和套管之间的挡土来改

善施工性，包括：凹槽部，形成在套管的任一侧上，并且套管连续施工后局部重叠；以及第三

挡土去除单元，在所述凹槽部的下端部以“Λ”字形状突出，并且突出的前端形成为与套管

的外周面相同的圆形，以在拉出套管的过程中自动地朝两侧排出夹在套管和套管之间的挡

土。

[0026] 有益效果

[0027] 本发明在套管设有凹槽部和第一挡土去除单元、第二挡土去除单元、第三挡土去

除单元。

[0028] 根据本发明在将混凝土挡土墙浇筑到现场后(现场浇铸)拉动(拉出)套管时，通过

自动去除套管和套管之间的挡土来改善施工性。

[0029] 本发明通过去除挡土使两面水泥砂浆顺利结合。

[0030] 本发明通过去除挡土防止产生间隙，从而提供完全的防水效果。

[0031] 本发明最大限度地减少因去除挡土而导致的周围沉降，从而确保施工的安全性。

[0032] 本发明提供一种通过挡土方法实现低施工成本。

[0033] 本发明实现连续施工，从而不需要单独的养护期间。

[0034] 本发明提高套管产品的质量和可靠性，从而满足用户的各种需求并提供良好的印

象。

[0035] 以下，参照附图详细描述根据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

附图说明

[0036] 图1是示出使用现有弯月形套管的挡土墙方法形成挡土墙结构的制作过程的截面

图。

[0037] 图2是示出使用现有半月形套管的挡土墙方法形成挡土墙的制作过程的俯视图。

[0038] 图3是示出在现有的圆柱形套管和套管之间填充挡土的状态的现象图。

[0039] 图4是根据本发明的第一实施例的用于形成混凝土挡土墙的套管的立体图。

[0040] 图5是示出根据本发明的用于形成混凝土挡土墙的套管的施工状态的俯视图。

[0041] 图6是示出根据本发明的第二实施例的用于形成混凝土挡土墙的套管的重要部分

的立体图。

[0042] 图7是示出根据本发明的第三实施例的用于形成混凝土挡土墙的套管的重要部分

立体图。

[0043] 图8是示出根据本发明的第四实施例的用于形成混凝土挡土墙的套管的重要部分

截面图。

[0044] 图9是示出根据本发明的第五实施例的用于形成混凝土挡土墙的套管的立体图。

[0045] 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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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6] 100：套管

[0047] 101：凹槽部

[0048] 110：第一挡土去除单元

[0049] 120：第二挡土去除单元

[0050] 130：第三挡土去除单元

[0051] 140：涂层部

[0052] 150：滚花环

具体实施方式

[0053] 本发明的用于形成混凝土挡土墙的套管如图4至图9所示构成。

[0054] 在描述本发明时，相关的公知功能或结构的具体描述使本发明的要旨不明确时省

略详细的描述。

[0055] 后述的术语是考虑到本发明的功能而设定的根据意图或惯例而不同，因此基于本

说明书全体内容来定义。

[0056] 另外，为了便于说明，任意地示出了附图中所示的各个组件的尺寸和厚度，并且本

发明不限于附图。

[0057] 首先，根据本发明的第一实施例，在将混凝土挡土墙连续施工浇筑到现场后(现场

浇铸)拉动(拉出)套管时，通过自动去除套管和套管之间的挡土来改善施工性。

[0058] 即，如图4所示，凹槽部101形成在套管100的任一侧上，并且套管连续施工后局部

重叠。

[0059] 第一挡土去除单元110在所述凹槽部101的下端部水平地突出，并且为了在拉出套

管100的过程中自动地去除夹在套管和套管之间的挡土，突出的前端形成为与套管的外周

面相同的圆形。

[0060] 根据本发明的第二实施例，在将混凝土挡土墙连续施工浇筑到现场后(现场浇铸)

拉动(拉出)套管时，通过自动去除套管和套管之间的挡土来改善施工性。

[0061] 即，如图6所示，凹槽部101形成在套管100的任一侧上，并且套管连续施工后局部

重叠。

[0062] 第二挡土去除单元120在所述凹槽部101的下端部以“v”字形状突出，并且为了在

拉出套管100的过程中自动地去除夹在套管和套管之间的挡土，突出的前端形成为与套管

的外周面相同的圆形。

[0063] 根据本发明的第三实施例，在将混凝土挡土墙连续施工浇筑到现场后(现场浇铸)

拉动(拉出)套管时，通过自动去除套管和套管之间的挡土来改善施工性。

[0064] 即，如图7所示，凹槽部101形成在套管100的任一侧上，并且套管连续施工后局部

重叠。

[0065] 第三挡土去除单元120在所述凹槽部101的下端部以“Λ”字形状突出，并且为了在

拉出套管100的过程中自动地去除夹在套管和套管之间的挡土，突出的前端形成为与套管

的外周面相同的圆形。

[0066] 尤其，本发明的所述第一挡土去除单元110或第二挡土去除单元120或第三挡土去

除单元130的形状形成为三角形，使得当上下移动时防止卡止并将挡土与套管的外周面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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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接触的状态下向上托出，并朝两侧推出后去除。

[0067] 即，当挡土去除单元是半圆形或突出的尖点时，不容易被卡住或不能容易除去挡

土，因此，优选地形成为三角形。

[0068] 本发明的所述第一挡土去除单元110或第二挡土去除单元120或第三挡土去除单

元130的外周面具有如图8所示的硬质或软质的涂层部140，使得拉出套管时，防止由金属构

成的套管和挡土去除单元相互摩擦引起的噪音及提高耐久性。

[0069] 最后，优选地，在根据本发明的所述套管100的上端部的外周表面上具备滚花环部

150，使得当拉出套管时不会滑动地拉出。

[0070] 在图中，附图标记105表示填充在套管中的混凝土，106表示H梁。

[0071] 虽然已经参考本发明的示例性实施例具体示出及描述了本发明，但是应该理解，

本发明不限于所公开的示例性实施例。

[0072] 应当理解，本发明不限于落入所附权利要求范围内的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案，并

且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显而易见的所有修改应包括在由所附权利要求限定的本发明的精

神和范围内。

[0073] 在下文中，将描述本发明的作用和效果。

[0074] 根据本发明在将混凝土挡土墙浇筑到现场后(现场浇铸)拉动(拉出)套管时，通过

自动去除套管和套管之间的挡土来改善施工性。

[0075] 图4是根据本发明第一实施例的用于形成混凝土挡土墙的套管100的立体图。

[0076] 图5是示出根据本发明的用于形成混凝土挡土墙的套管100的施工状态的俯视图。

[0077] 将用于形成混凝土挡土墙的套管100连续地施工在任一侧的过程中在用于形成混

凝土挡土墙的套管100和用于形成混凝土挡土墙的套管100之间自然地夹住挡土。

[0078] 根据本发明在将混凝土挡土墙浇筑到现场后(现场浇铸)拉动(拉出)套管100时，

通过自动去除套管和套管之间的挡土来改善施工性。

[0079] 即，由于从用于形成混凝土挡土墙套管100的凹槽部101突出的第一挡土去除单元

110与另一套管的外周面接触的状态设置，因此，当拉出所述用于形成混凝土挡土墙的套管

100时，第一挡土去除单元110上升的同时，将挡土自动地向上托起，使得最终去除套管与套

管之间的残留挡土。

[0080] 从所述第一挡土去除单元100突出的前端形成为与套管的外周面相同的圆形形

状，因此，以与套管的外周面紧密接触的状态干净地去除挡土。

[0081] 图6是示出根据本发明的第二实施例的用于形成混凝土挡土墙的套管100的重要

部分的立体图。

[0082] 所述图6的第二挡土去除单元120以与套管的外周面紧密接触的状态去除挡土，此

时，所述第二挡土去除单元120的形状形成为“v”字形状，使得将挡土向内侧聚集的同时去

除。

[0083] 图7是示出根据本发明的第三实施例的用于形成混凝土挡土墙的套管100的重要

部分立体图。

[0084] 所述图7的第三挡土去除单元130以与套管的外周面紧密接触的状态去除挡土，此

时，所述第三挡土去除单元130的形状形成为“Λ”形状，使得将挡土朝两侧排出的同时去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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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5] 图8是示出根据本发明的第四实施例的用于形成混凝土挡土墙的套管的重要部分

截面图。

[0086] 所述图8的在第一挡土去除单元110、第二挡土去除单元120、第三挡土去除单元

130的外周面形成硬质或软质的涂层部140，使得防止由金属构成的套管和挡土去除单元相

互摩擦引起的噪音，并防止磨损及提高耐久性。

[0087] 图9是示出根据本发明的第五实施例的用于形成混凝土挡土墙的套管的立体图。

[0088] 所述图9是在拉出用于形成混凝土挡土墙的套管100的过程中，通过滚花环150坚

固地保持后取出用于形成混凝土挡土墙的套管100。

[0089] 产业上的利用可能性

[0090] 本发明的用于形成混凝土挡土墙的套管的技术思想是可以反复实际地实施相同

的结果。特别是，通过实施如上所述的本发明促进技术发展而有助于工业发展，从而具有值

得保护的充分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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