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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厚砂层岩溶地区桩基的

施工方法，包括钢护筒处理工艺或水泥加固处理

工艺。通过两种措施的施工实践证明，尤其以采

用水泥加固后重新钻孔较钢护筒跟进的措施在

成本控制、人工及操作难易程度等方面具有明显

优势，可大大提高工效，加快进度，经济效益显

著。通过对厚砂层岩溶桩基的施工技术研究，掌

握不良地质岩溶桩基施工技术，形成相似地质情

况地区岩溶桩基施工的工艺与工法。通过本工程

施工，积累了施工经验，为其他类似工程提供了

技术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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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厚砂层岩溶地区桩基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工艺：

钢护筒处理工艺或水泥加固处理工艺。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厚砂层岩溶地区桩基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施工采

用钢护筒处理工艺时，其主要包括如下步骤：

S1、试验桩的选取；

S2、桩基钢护筒跟进施工工艺；

S3、成本分析。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厚砂层岩溶地区桩基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施工采用

钢护筒处理工艺时，所述步骤S1中：

钢护筒跟进措施选取63-1#桩基，桩径1.0m，孔深33m，砂层厚度达到9.7m。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厚砂层岩溶地区桩基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施工采用

钢护筒处理工艺时，所述步骤S2中：

钢护筒壁厚采用δ＝14mm的钢板，焊缝全部为双面坡口焊，每节制作长度为3m、6m、9m；

所述步骤S2中桩基钢护筒跟进施工工艺主要包括：

A1、场地平整与定位；

A2、埋设外钢护筒；

A3、埋设外钢护筒；

A4、冲孔至溶洞顶；

A5、溶洞顶部处理；

A6、下放钢护筒；

A7、正常成孔至桩底标高。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厚砂层岩溶地区桩基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施工采

用水泥加固处理工艺时，其主要包括如下步骤：

B1、试验桩的选取；

B2、钻机的选取；

B3、水泥加固施工工艺；

B4、成本分析。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厚砂层岩溶地区桩基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施工采用

水泥加固处理工艺时，所述步骤B1中：

水泥加固措施选取63-2#桩基，桩径1.0m，孔深23.5m，砂层厚度达到7.7m。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厚砂层岩溶地区桩基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施工采用

水泥加固处理工艺时，所述步骤B2中：

钻机选用CZ-80冲击钻机，所述钻机的额定功率75KW，所述钻机的冲程为50～110cm。

8.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厚砂层岩溶地区桩基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施工采用

水泥加固处理工艺时，所述步骤B3中：

钻孔先期选用φ1.5m钻头钻进至基岩面位置，钻进过程中孔内泥浆比重加大至不小于

1.5g/cm3，钻进过程中边钻进边加入袋装水泥，钻头上下提升将水泥与泥浆拌合均匀，待钻

进至基岩面后停滞2天泥浆与水泥结合达到一定的强度；

换装φ1.0m钻头并重新钻进，钻进过程中孔内泥浆比重保持在1.2～1.4之间，钻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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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钻进直至成孔，钻进过程中要采用小冲程钻机，冲程控制在0.5～0.8m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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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厚砂层岩溶地区桩基的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建筑施工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厚砂层岩溶地区桩基的施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桥梁施工中，如遇桥梁过程，并且主要以跨越同江河而设，即为水文桥。桥址地貌

类型以河流一级阶地为主，前后桥台附近位于高阶地，河流一级阶地，地势平坦开阔，地面

标高在40～42m或以上；多被辟为水田，局部荒地，沿途主要河流为同江河，水渠和水塘零星

分布；部分施工区域的地区附近因开挖取砂形成了一条宽约160m，深约6～8m的大塘，目前

砂层还在开采中，因此，在该种地域环境建设桥梁将存在很大的困难。

[0003] 所以，针对地质条件复杂，质量控制难度大的工程，需要通过对厚砂层岩溶桩基施

工技术进行研究，以便能够提高桩基施工的经济效益，保证工程质量、安全、进度要求，为后

续砂层地区岩溶桩基施工提供依据。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为后续砂层地区岩溶桩基施工提供便利条件和施工依

据的厚砂层岩溶地区桩基的施工方法。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0006] 本发明的一种厚砂层岩溶地区桩基的施工方法，包括如下工艺：

[0007] 钢护筒处理工艺或水泥加固处理工艺。

[0008] 进一步的，该施工采用钢护筒处理工艺时，其主要包括如下步骤：

[0009] S1、试验桩的选取；

[0010] S2、桩基钢护筒跟进施工工艺；

[0011] S3、成本分析。

[0012] 进一步的，施工采用钢护筒处理工艺时，所述步骤S1中：

[0013] 钢护筒跟进措施选取63-1#桩基，桩径1.0m，孔深33m，砂层厚度达到9.7m。

[0014] 进一步的，施工采用钢护筒处理工艺时，所述步骤S2中：

[0015] 钢护筒壁厚采用δ＝14mm的钢板，焊缝全部为双面坡口焊，每节制作长度为3m、6m、

9m；

[0016] 所述步骤S2中桩基钢护筒跟进施工工艺主要包括：

[0017] A1、场地平整与定位；

[0018] A2、埋设外钢护筒；

[0019] A3、埋设外钢护筒；

[0020] A4、冲孔至溶洞顶；

[0021] A5、溶洞顶部处理；

[0022] A6、下放钢护筒；

[0023] A7、正常成孔至桩底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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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进一步的，该施工采用水泥加固处理工艺时，其主要包括如下步骤：

[0025] B1、试验桩的选取；

[0026] B2、钻机的选取；

[0027] B3、水泥加固施工工艺；

[0028] B4、成本分析。

[0029] 进一步的，施工采用水泥加固处理工艺时，所述步骤B1中：

[0030] 水泥加固措施选取63-2#桩基，桩径1.0m，孔深23.5m，砂层厚度达到7.7m。

[0031] 进一步的，施工采用水泥加固处理工艺时，所述步骤B2中：

[0032] 钻机选用CZ-80冲击钻机，所述钻机的额定功率75KW，所述钻机的冲程为50～

110cm。

[0033] 进一步的，施工采用水泥加固处理工艺时，所述步骤B3中：

[0034] 钻孔先期选用φ1.5m钻头钻进至基岩面位置，钻进过程中孔内泥浆比重加大至不

小于1.5g/cm3，钻进过程中边钻进边加入袋装水泥，钻头上下提升将水泥与泥浆拌合均匀，

待钻进至基岩面后停滞2天泥浆与水泥结合达到一定的强度；

[0035] 换装φ1.0m钻头并重新钻进，钻进过程中孔内泥浆比重保持在1.2～  1.4之间，钻

机正常钻进直至成孔，钻进过程中要采用小冲程钻机，冲程控制在0.5～0.8m之间。

[0036]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厚砂层岩溶地区桩基的施工方法，具有以

下有益效果：

[0037] 本发明的施工工艺可以选取两种施工方法，即钢护筒处理工艺和水泥加固处理工

艺，其中，通过两种措施的施工实践证明，尤其以采用水泥加固后重新钻孔较钢护筒跟进的

措施在成本控制、人工及操作难易程度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可大大提高工效，加快进度，

经济效益显著。通过对厚砂层岩溶桩基的施工技术研究，掌握不良地质岩溶桩基施工技术，

形成相似地质情况地区岩溶桩基施工的工艺与工法。通过本工程施工，积累了施工经验，为

其他类似工程提供了技术储备。

具体实施方式

[0038] 本发明的一种厚砂层岩溶地区桩基的施工方法，包括如下工艺：

[0039] 钢护筒处理工艺或水泥加固处理工艺。

[0040] 优选的，上述施工方法中，该施工采用钢护筒处理工艺时，其主要包括如下步骤：

[0041] S1、试验桩的选取；

[0042] S2、桩基钢护筒跟进施工工艺；

[0043] S3、成本分析。

[0044] 进一步的，施工采用钢护筒处理工艺时，步骤S1中：

[0045] 钢护筒跟进措施选取63-1#桩基，桩径1.0m，孔深33m，砂层厚度达到9.7m。

[0046] 进一步的，施工采用钢护筒处理工艺时，步骤S2中：

[0047] 钢护筒壁厚采用δ＝14mm的钢板，焊缝全部为双面坡口焊，每节制作长度为3m、6m、

9m；

[0048] 步骤S2中桩基钢护筒跟进施工工艺主要包括：

[0049] A1、场地平整与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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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0] A2、埋设外钢护筒；

[0051] A3、埋设外钢护筒；

[0052] A4、冲孔至溶洞顶；

[0053] A5、溶洞顶部处理；

[0054] A6、下放钢护筒；

[0055] A7、正常成孔至桩底标高。

[0056] 钢护筒壁厚采用δ＝14mm的钢板，在厂家用机械集中卷制加工制作，焊缝全部为双

面坡口焊，每节制作长度为3.0m、6.0m、9,0m，钢护筒跟进主要是防止桩基钻进过程中造成

砂质覆土层及地表层的塌孔。首先将φ  1.0m的钻头扩大至φ1.2m，正常钻进至溶洞上方约

1m处，采用汽车吊辅助振动锤等打入设备，将钢护筒分节打入土层中至岩面。

[0057] 正常钻进至溶洞上方约1m处，采用25T汽车吊辅助150KW振动锤，先将钢护筒分节

打入土层至岩面，再进行回钻成孔。在下沉钢护筒的施工过程中，振动锤必须平稳，牢固焊

在钢护筒顶部，并在护筒顶面的平面位置居中，尽可能避免偏心造成护筒产生倾斜。同时采

用水平尺严格控制好各节护筒连接的垂直度，不得超过施工规范的1/200，力求钢护筒垂直

入土。若一旦发现有偏斜的趋势，马上进行纠正，将可能发生偏斜的不利因素消除在萌芽状

态中。

[0058] 各节钢护筒的连接焊缝全部采用双面开坡口进行满焊，两节护筒的接缝除施焊

外，还需在接缝处焊接50mm宽、δ＝10mm的加强钢带，以保证其尺寸准确，使护筒体顺直度达

到要求，整个内护筒的竖向壁成一直线。如垂直度超规范要求，则接口部位采用垫铁调平，

然后将两节钢护筒电焊，初步稳定后，再进行满焊。在焊缝冷却后，进行钢护筒的下落施工，

上述工序循环进行。

[0059] 钢护筒每米的重量为10.92Kg/m2*1m*3.768m＝41.147Kg,运至现场的单价为4700

元/T，每米钢护筒材料成本为4700*0.041147＝193.4元；机械设备：吊车2000元/台班，振动

锤1200元/台班,现场配合护筒焊接、安装工人4名(200元/工天)，钢护筒采用跟进的的形式

进行安装，桩基钻进至基岩面以及钢护筒焊接安装的周期平均为4天，综合以上因素采用钢

护筒跟进的措施每米成本价约为1843元。

[0060] 优选的，上述施工方法中，该施工采用水泥加固处理工艺时，其主要包括如下步

骤：

[0061] B1、试验桩的选取；

[0062] B2、钻机的选取；

[0063] B3、水泥加固施工工艺；

[0064] B4、成本分析。

[0065] 进一步的，施工采用水泥加固处理工艺时，步骤B1中：

[0066] 水泥加固措施选取63-2#桩基，桩径1.0m，孔深23.5m，砂层厚度达到7.7m。

[0067] 进一步的，施工采用水泥加固处理工艺时，步骤B2中：

[0068] 钻机选用CZ-80冲击钻机，钻机的额定功率75KW，钻机的冲程为50～  110cm。

[0069] 进一步的，施工采用水泥加固处理工艺时，步骤B3中：

[0070] 钻孔先期选用φ1.5m钻头钻进至基岩面位置，钻进过程中孔内泥浆比重加大至不

小于1.5g/cm3，钻进过程中边钻进边加入袋装水泥，钻头上下提升将水泥与泥浆拌合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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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钻进至基岩面后停滞2天泥浆与水泥结合达到一定的强度；

[0071] 换装φ1.0m钻头并重新钻进，钻进过程中孔内泥浆比重保持在1.2～  1.4之间，钻

机正常钻进直至成孔，钻进过程中要采用小冲程钻机，冲程控制在0.5～0.8m之间。

[0072] 桩基钻进至基岩面位置，过程中5名工人(200元/工天)共计往桩基内加入袋装水

泥3.8t(每延米需水泥0.49t)，停滞2天水泥浆与水泥结合达到一定强度后重新进行钻孔

(待钻至原孔深，清孔后停止钻进，待水泥护壁凝固后重新钻进)；袋装水泥成本为350元/T，

桩基钻进至基岩面钻孔周期平均为4天，综合以上因素采用水泥加固措施每米成本价约为

690元。

[0073]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厚砂层岩溶地区桩基的施工方法，具有以

下有益效果：

[0074] 本发明的施工工艺可以选取两种施工方法，即钢护筒处理工艺和水泥加固处理工

艺，其中，通过两种措施的施工实践证明，尤其以采用水泥加固后重新钻孔较钢护筒跟进的

措施在成本控制、人工及操作难易程度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可大大提高工效，加快进度，

经济效益显著。通过对厚砂层岩溶桩基的施工技术研究，掌握不良地质岩溶桩基施工技术，

形成相似地质情况地区岩溶桩基施工的工艺与工法。通过本工程施工，积累了施工经验，为

其他类似工程提供了技术储备。

[0075] 以上只通过说明的方式描述了本发明的某些示范性实施例，毋庸置疑，对于本领

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在不偏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的情况下，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对所

描述的实施例进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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