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810970758.6

(22)申请日 2018.08.24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9208625 A

(43)申请公布日 2019.01.15

(73)专利权人 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

地址 510010 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流花路

97号

(72)发明人 陈星　吴泉霖　陈加　区彤　

雷玉剑　张小良　林泳　傅剑波　

林菲菲　谭和　孙立德　王伟江　

郭达文　张雅融　李勇君　

(74)专利代理机构 广州知友专利商标代理有限

公司 44104

代理人 刘小敏　高文龙

(51)Int.Cl.

E02D 27/32(2006.01)

E02D 27/12(2006.01)

E02D 17/18(2006.01)

E02D 3/12(2006.01)

C09K 17/10(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7938676 A,2018.04.20,全文.

JP 2014237952 A,2014.12.18,全文.

KR 20050114193 A,2005.12.05,全文.

CN 103437339 A,2013.12.11,全文.

审查员 苏翠明

 

(54)发明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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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地下桩基础溶洞加强加

固种山施工方法，包括步骤(一)、超前钻：根据工

程的勘察资料显示场地存在的溶洞情况，成桩前

进行超前钻，超前钻深度应钻到探明桩底以下的

溶洞情况；步骤(二)、开孔：把桩孔开到桩底的设

计标高；步骤(三)、深钻：把微型钢管钻到溶洞

底；步骤(四)、堆山，其中堆山包括清淤、下料堆

填、注浆固结和复检；步骤(五)、成桩：将微型钢

管穿过填料堆打到溶洞底，将制作的钢筋笼放入

桩孔内，浇筑桩身混凝土成桩，完成施工。该方法

可安全、快速、经济、彻底有效处理地下桩基础溶

洞的危害，确保工程桩施工安全及成桩质量，满

足结构的承载力、抗变形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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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地下桩基础溶洞加强加固种山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施工方法包括如下步

骤：

步骤(一)、超前钻：根据工程的勘察资料显示场地存在的溶洞情况，成桩前进行超前

钻，超前钻深度应钻到探明桩底以下的溶洞情况；

步骤(二)、开孔：把桩孔开到桩底的设计标高；

步骤(三)、深钻：把微型钢管钻到溶洞底；

步骤(四)、堆山：

(41)清淤：溶洞底注入清水，然后抽取溶洞中的淤泥；

(42)下料堆填：采用填堆骨料进行填料的初次堆填，用微型钢管下料，填堆骨料采用碳

纤维网袋包裹，边下料边提管抖动，以利于填料的扩散堆填，当填料堆的高度达到1～3米，

暂停堆填；

(43)注浆固结：下移微型钢管至洞内填料堆的顶面，用注浆泵向填料堆上注浆，边注浆

边提管，以利浆液的扩散填充；

(44)根据溶洞洞高情况，继续重复步骤(42)的下料堆填以及步骤(43)的注浆固结，每

次的堆填高度也为1～3米，直至填料堆堆到桩基持力层的底标高，持力层即桩底下的岩层，

当微型钢管提管至填料堆的顶部，注浆压力值达到最大值，当不再进浆时，即可终止注浆；

(45)复检：采用钻芯法检测，钻探时每隔2m进行一次标准贯入试验，检查填料堆的加固

物胶结情况、浆液是否漏失以判断填料堆加固物充填是否充盈；

步骤(五)、成桩：将微型钢管穿过填料堆打到溶洞底，将制作的钢筋笼放入桩孔内，浇

筑桩身混凝土成桩，完成施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地下桩基础溶洞加强加固种山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

骤(二)中，采用打桩机把桩孔开到桩底的设计标高。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地下桩基础溶洞加强加固种山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

骤(三)中，采用打桩机把微型钢管钻到溶洞底，微型钢管的管内直径为200～300mm。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地下桩基础溶洞加强加固种山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

骤(41)中，通过将注浆泵放置在溶洞内，抽取溶洞中的淤泥，溶洞内注入清水的量为保证注

浆泵能抽取溶洞中的淤泥即可。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地下桩基础溶洞加强加固种山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

骤(42)中，所述的填堆骨料为砖渣或者碎石，所述砖渣的颗粒粒径为10～30目，所述碎石的

强度低于5Mpa，颗粒粒径为30～50目。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地下桩基础溶洞加强加固种山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

骤(43)中，注浆先采用填充用低标号水泥砂浆灌注再用压密用低标号水泥净浆灌注固结，

或者直接采用水泥浆和水玻璃浆的混合双液注浆材料灌注。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地下桩基础溶洞加强加固种山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低

标号水泥砂浆中各组分及其配比为：水泥用325复合硅酸盐水泥，每立方水泥砂浆材料用量

为：水泥200Kg/m3，粉煤灰100Kg/m3，砂1500Kg/m3，水350Kg/m3；所述低标号水泥净浆中各组

分及其配比为：水泥用325复合硅酸盐水泥，每立方水泥净浆材料用量为：水泥600Kg/m3，粉

煤灰600Kg/m3，水800Kg/m3。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地下桩基础溶洞加强加固种山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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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浆中各组分及其配比为：水：水泥：膨润土的质量比为：80：100：3；所述水玻璃浆中各组分

及其配比为：水玻璃：粉煤灰：水的质量比为：1：2：2；所述水泥浆与水玻璃浆的体积比例为

2：1～1：2。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地下桩基础溶洞加强加固种山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

骤(45)中的检测要求有两项：1)标准贯入锤击数N≥5击；2)检测浆液不漏失，两项都达到设

计要求才算合格；如果检测结果达不到设计要求，则采用压密注浆补浆方法进行处理，直至

检测结果达到设计要求。

10.根据权利要求1至9任一项所述的地下桩基础溶洞加强加固种山施工方法，其特征

在于：该方法适用于桩基持力层厚度不足3倍桩身直径且持力层厚度不足5米且持力层以下

存在溶洞高度≥3米的桩基础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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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地下桩基础溶洞加强加固种山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溶洞处理方法，具体是指一种地下桩基础溶洞加强加固种山施工

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高层

建筑的数量日益增加，对桩基础施工的质量安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桩基础施工过程中，

遇到溶洞不良地质的情况并不少见，由于桩基础施工是地下隐蔽工程，溶洞给桩基础施工

带来很大困难，若没有进行合理的处理，则会有以下危害：

[0003] (1)塌孔：孔壁失稳而坍塌，可能发生地层塌陷、打桩机具损坏、附加建筑物或地下

管线损坏甚至人员伤亡等事故。

[0004] (2)工程桩的断桩，在灌注混凝土过程中，如果混凝土因地下有溶洞而外流，会破

坏桩身混凝土的完整性，发生断桩事故。

[0005] (3)诱发地质灾害：土溶洞继续发育，会引起不均匀沉降或岩溶地面塌陷，诱发地

质灾害，影响建筑物的安全使用，甚至对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威胁。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地下桩基础溶洞加强加固种山施工方法，该方法可安

全、快速、经济、彻底有效处理地下桩基础溶洞的危害，确保工程桩施工安全及成桩质量，满

足结构的承载力、抗变形要求。

[0007] 本发明的上述目的通过如下技术方案来实现的：一种地下桩基础溶洞加强加固种

山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施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8] 步骤(一)、超前钻：根据工程的勘察资料显示场地存在的溶洞情况，成桩前进行超

前钻，超前钻深度应钻到探明桩底以下的溶洞情况；

[0009] 步骤(二)、开孔：把桩孔开到桩底的设计标高；

[0010] 步骤(三)、深钻：把微型钢管钻到溶洞底；

[0011] 步骤(四)、堆山：

[0012] (41)清淤：溶洞底注入清水，然后抽取溶洞中的淤泥；

[0013] (42)下料堆填：采用填堆骨料进行填料的初次堆填，用微型钢管下料，填堆骨料采

用碳纤维网袋包裏，边下料边提管抖动，以利于填料的扩散堆填，当填料堆的高度达到1～3

米，暂停堆填；

[0014] (43)注浆固结：下移微型钢管至洞内填料堆的顶面，用注浆泵向填料堆上注浆，边

注浆边提管，以利浆液的扩散填充；

[0015] (44)根据溶洞洞高情况，继续重复步骤(42)的下料堆填以及步骤(43)的注浆固

结，每次的堆填高度也为1～3米，直至填料堆堆到桩基持力层的底标高，持力层即桩底下的

岩层，当微型钢管提管至填料堆的顶部，注浆压力值达到最大值，当不再进浆时，即可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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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浆；

[0016] (45)复检：采用钻芯法检测，钻探时每隔2m进行一次标准贯入试验，检查填料堆的

加固物胶结情况、浆液是否漏失以判断填料堆加固物充填是否充盈；

[0017] 步骤(五)、成桩：将微型钢管穿过填料堆打到溶洞底，将制作的钢筋笼放入桩孔

内，浇筑桩身混凝土成桩，完成施工。

[0018] 本发明中，所述步骤(二)中，采用打桩机把桩孔开到桩底的设计标高。

[0019] 本发明中，所述步骤(三)中，采用打桩机把微型钢管钻到溶洞底，微型钢管的管内

直径为200～300mm。

[0020] 本发明中，所述步骤(41)中，通过将注浆泵放置在溶洞内，抽取溶洞中的淤泥，溶

洞内注入清水的量为保证注浆泵能抽取溶洞中的淤泥即可。

[0021] 本发明中，所述步骤(42)中，所述的填堆骨料为砖渣或者碎石，所述砖渣的颗粒粒

径为10～30目，所述碎石的强度低于5Mpa，颗粒粒径为30～50目。

[0022] 本发明中，所述步骤(43)中，注浆先采用填充用低标号水泥砂浆灌注再用压密用

低标号水泥净浆灌注固结，或者直接采用水泥浆和水玻璃浆的混合双液注浆材料灌注。

[0023] 其中，所述低标号水泥砂浆中各组分及其配比为：水泥用325复合硅酸盐水泥，每

立方水泥砂浆材料用量为：水泥200Kg/m3，粉煤灰100Kg/m3，砂1500Kg/m3，水350Kg/m3；所述

低标号水泥净浆中各组分及其配比为：水泥用325复合硅酸盐水泥，每立方水泥净浆材料用

量为：水泥600Kg/m3，粉煤灰600Kg/m3，水800Kg/m3。

[0024] 所述水泥浆中各组分及其配比为：水：水泥：膨润土的质量比为：80：100：3；所述水

玻璃浆中各组分及其配比为：水玻璃：粉煤灰：水的质量比为：1：2：2；所述水泥浆与水玻璃

浆的体积比例为2：1～1：2。

[0025] 本发明中，水泥浆与水玻璃浆的不同体积比例，可以控制浆液的凝固时间，一般凝

固时间控制在1～3min之间。

[0026] 本发明中，所述步骤(45)中的检测要求有两项：1)标准贯入锤击数N≥5击；2)检测

浆液不漏失，两项都达到设计要求才算合格；如果检测结果达不到设计要求，则采用压密注

浆补浆方法进行处理，直至检测结果达到设计要求。

[0027] 本发明中，该方法适用于桩基持力层厚度不足3倍桩身直径且持力层厚度不足5米

且持力层以下存在溶洞高度≥3米的桩基础施工。

[0028] 本发明的施工方法适用于在岩溶强烈发育区桩基础施工，特别是桩基持力层厚度

不足3倍桩身直径D且持力层厚度不足5米且持力层以下存在溶洞高度≥3米的桩基础施工，

并且该方法安全、快速，操作方便。

[002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如下显著效果：

[0030] (1)本发明可有效解决工程桩持力层厚度不够的问题。当工程桩持力层厚度≤3D

(D为桩身直径)及5米时，通过种山法加强持力层底下溶洞范围承载力，使桩基持力层承载

力满足上部负荷要求。

[0031] (2)本发明节省造价缩短工期。采用溶洞加强种山法，溶洞不用全洞填满，仅需在

桩端持力层范围下堆填至持力层底标高。因溶洞的不规则性，溶洞加强种山法是处理溶洞

的最有效和比较经济的方法，遇到大型溶洞时节省造价缩短工期效果更为明显。

[0032] (3)本发明安全可靠。溶洞埋深较深，往洞里直接抛填砖渣或者碎石容易粉碎，增

说　明　书 2/5 页

5

CN 109208625 B

5



加注浆量，减小堆山强度。用碳纤维网袋包裹填堆骨料后通过微型钢管放入溶洞底。可有效

防止填堆骨料粉碎。分步填料注浆及复检保证堆山的固结度，填堆骨料与注浆液有效结合

成一定强度的堆山，确保桩端持力层的稳定性。确保场地在建筑建成后使用年限内不发生

沉陷等地质灾害。

[0033] (4)本发明能确保工程桩成桩质量。溶洞地质给桩基础施工造成很大困难，在施工

桩过程中容易造成偏孔、漏浆、塌孔。溶洞段可能出现成桩质量差或不成桩，采用洞加强种

山法处理后的溶洞危害基本消除，可有效防止以上情况的发生。

[0034] (5)本发明能保证工程桩桩侧摩阻力、桩端承载力按正常计算使用。工程桩顺利成

桩至设计要求的持力层并对桩周提供足够的桩侧支撑力，将微型钢管打到溶洞底加强工程

桩承载力。无需因溶洞影响而加大桩长或减少桩承载力。可在保证桩基质量的前提下，避免

溶洞的影响，从而显著减小施工难度、加快施工进度、降低施工风险与工程造价。

[0035] (6)本发明的加固处理方法，同样适用于与此类似的地下土洞，采空区/采煤区等

不良地质处理。

附图说明

[0036]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7] 图1为本发明地下桩基础溶洞加强加固种山施工方法的施工图，此时填堆骨料进

行初次下料堆填；

[0038] 图2为本发明地下桩基础溶洞加强加固种山施工方法的施工图，此时注浆液进行

初次注浆固结；

[0039] 图3为本发明地下桩基础溶洞加强加固种山施工方法的施工图，此时填堆骨料进

行再次下料堆填；

[0040] 图4为本发明地下桩基础溶洞加强加固种山施工方法的施工图，此时注浆液进行

再次注浆固结，直至注浆终止；

[0041] 图5为本发明地下桩基础溶洞加强加固种山施工方法的施工图，此时完成成桩，施

工完成。

[0042] 附图标记说明

[0043] 1、桩孔；2、微型钢管；3、土层；4、持力层；5、溶洞；6、岩层；7、填堆骨料；8、注浆液；

9、钢筋笼；10、混凝土。

具体实施方式

[0044] 如图1至图5所示的地下桩基础溶洞加强加固种山施工方法，该方法适用于桩基持

力层厚度不足3倍桩身直径且持力层厚度不足5米且持力层以下存在溶洞高度≥3米的桩基

础施工，具体包括如下步骤：

[0045] 步骤(一)、超前钻：根据工程的勘察资料显示场地存在的溶洞5情况，成桩前进行

超前钻，超前钻深度应钻到探明桩底以下的溶洞5情况；

[0046] 步骤(二)、开孔：采用打桩机把桩孔1开到桩底的设计标高；

[0047] 步骤(三)、深钻：采用打桩机把微型钢管2钻到溶洞5底，微型钢管2的管内直径为

24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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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8] 步骤(四)、堆山：

[0049] (41)清淤：溶洞5底注入清水，通过将注浆泵放置在溶洞5内，然后抽取溶洞5中的

淤泥，溶洞5内注入清水的量为保证注浆泵能抽取溶洞5中的淤泥即可；

[0050] (42)下料堆填：采用填堆骨料7进行填料的初次堆填，用微型钢管2下料，填堆骨料

7采用碳纤维网袋包裹，边下料边提管抖动，以利于填料的扩散堆填，当填料堆的高度达到2

米，暂停堆填，填堆骨料采用砖渣，砖渣的颗粒粒径为10～30目，填堆骨料也可以选用碎石，

碎石的强度低于5Mpa，颗粒粒径为30～50目；

[0051] (43)注浆固结：下移微型钢管2至洞内填料堆的顶面，用注浆泵向填料堆上注浆，

边注浆边提管，以利浆液的扩散填充；

[0052] 注浆液8采用两种，分别为低标号水泥砂浆和低标号水泥净浆，注浆先采用填充用

低标号水泥砂浆灌注再用压密用低标号水泥净浆灌注固结。

[0053] 其中，低标号水泥砂浆中各组分及其配比为：水泥用325复合硅酸盐水泥，每立方

水泥砂浆材料用量为：水泥200Kg/m3，粉煤灰100Kg/m3，砂1500Kg/m3，水350Kg/m3，施工配比

也可以根据现场注浆施工的具体情况及效果进行调整。

[0054] 低标号水泥净浆中各组分及其配比为：水泥用325复合硅酸盐水泥，每立方水泥净

浆材料用量为：水泥600Kg/m3，粉煤灰600Kg/m3，水800Kg/m3，施工配比也可以根据现场注浆

施工的具体情况及效果进行调整。

[0055] (44)根据溶洞洞高情况，继续重复步骤(42)的下料堆填以及步骤(43)的注浆固

结，每次的堆填高度也为2米，直至填料堆堆到桩基持力层4的底标高，持力层4即桩底下的

岩层，当微型钢管2提管至填料堆的顶部，注浆压力值达到最大值，当不再进浆时，即可终止

注浆；

[0056] (45)复检：采用钻芯法检测，钻探时每隔2m进行一次标准贯入试验，检查填料堆的

加固物胶结情况、浆液是否漏失以判断填料堆加固物充填是否充盈，检测要求有两项：1)标

准贯入锤击数N≥5击；2)检测浆液不漏失，两项都达到设计要求才算合格；如果检测结果达

不到设计要求，则采用压密注浆补浆方法进行处理，直至检测结果达到设计要求；

[0057] 步骤(五)、成桩：将微型钢管2穿过填料堆打到溶洞5底，将制作的钢筋笼9放入桩

孔1内，浇筑桩身混凝土10成桩，完成施工。

[0058] 作为本实施例的变换，初次堆填的高度也可以为1～3米，后续每次堆填的高度也

可以为1～3米。微型钢管2的管内直径也可以为200～300mm。

[0059] 作为本实施例的变换，步骤(43)中，注浆也可以直接采用水泥浆和水玻璃浆的混

合双液注浆材料灌注，采用混合双液注浆灌注时，水泥浆中各组分及其配比为：水：水泥：膨

润土的质量比为：80：100：3；水玻璃浆中各组分及其配比为：水玻璃：粉煤灰：水的质量比

为：1：2：2；水泥浆与水玻璃浆的体积比例为1：1。水泥浆与水玻璃浆的体积比例也可以在2：

1～1：2范围内取值。

[0060] 双液注浆的原理为：采用孔径大的外管套装孔径小的内管，外管和内管同时灌注

两种不同的浆液，在出浆口混合。A液为主液，B液为辅液，B液的掺入量和浓度决定混合浆液

的凝固时间，方便控制浆液在短时间内固化，防止不受控制扩散或流失。本实施例中，A液为

水泥浆，B液为水玻璃浆，水玻璃浆的掺入量和浓度决定混合浆液的凝固时间，可根据需要

控制浆液凝固时间的长短。通过地面试验确定，一般凝固时间控制在1～3min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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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1] 本发明的施工方法能够安全、快速、经济、彻底有效地处理地下桩基础溶洞的危

害，确保工程桩施工安全及成桩质量，满足结构的承载力、抗变形要求，同样适用于与此类

似的地下土洞，采空区/采煤区等不良地质处理。

[0062] 本发明的上述实施例并不是对本发明保护范围的限定，本发明的实施方式不限于

此，凡此种种根据本发明的上述内容，按照本领域的普通技术知识和惯用手段，在不脱离本

发明上述基本技术思想前提下，对本发明上述结构做出的其它多种形式的修改、替换或变

更，均应落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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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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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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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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