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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水泥搅拌桩桩帽及其施工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水泥搅拌桩桩帽及其施工

方法，经过预埋钢筋、混凝土底板安装、套筒安

装、水泥稳定碎石层铺设、注浆和沥青封层铺设

等工序制成的水泥搅拌桩桩帽，包括混凝土底

板、水泥稳定碎石层和沥青封层，通过预埋钢筋

与钢套筒的连接设置稳固的装配式水泥搅拌桩

桩帽，达到增加水泥搅拌桩的支撑和承载面积，

避免碎石土和路基土会陷入至水泥搅拌桩之间

的无支撑区域，导致碎石土和路基土填筑时压缩

下沉而导致水泥搅拌桩发生刺入破坏以及桩土

变形的严重不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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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水泥搅拌桩桩帽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预埋钢筋：在施工后的水泥搅拌桩上端竖直插入钢筋，插入的钢筋下端位于所述水

泥搅拌桩内，上端露出于所述水泥搅拌桩上，其中，在所述水泥搅拌桩尚未凝固时插入所述

钢筋；

S2.混凝土底板安装：将所述混凝土底板上的预留孔对准所述钢筋后，将所述混凝土底

板平放于所述水泥搅拌桩上端，其中，所述混凝土底板为预制板，其竖直方向上开有与预埋

的钢筋对应的预留孔，安装时所述钢筋可穿过所述预留孔，所述混凝土底板内部在水平方

向上还开设有注浆通道，所述注浆通道由所述混凝土底板的侧壁延伸至所述预留孔从而与

所述预留孔连通，一个所述预留孔对应开设有一条所述注浆通道；

S3.套筒安装：将套筒沿预埋的钢筋套设在所述钢筋上，所述套筒下端插入所述预留孔

内，将所述套筒下端开设的注浆孔对准相应的注浆通道，其中，所述套筒侧壁上靠近下端位

置开有注浆孔，一根所述钢筋对应安装一个所述套筒；

S4.水泥稳定碎石层铺设：围绕所述混凝土底板在其上端安装模板，在安装好的模板内

铺设水泥稳定碎石并压实，从而形成水泥稳定碎石层，成型固定后拆除所述模板；

S5.注浆：从所述混凝土底板的侧壁上向所述注浆通道内注入水泥砂浆，使得所述注浆

通道和套筒内填充水泥砂浆；

S6.沥青封层铺设：在所述水泥稳定碎石层上铺设沥青混合料形成沥青封层，铺设的沥

青封层要掩埋住所述套筒。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水泥搅拌桩桩帽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预埋的所述钢筋的

长度为70cm，所述钢筋下端插入所述水泥搅拌桩内部的长度为30cm。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水泥搅拌桩桩帽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套筒的长度为

32～34cm，所述混凝土底板的厚度为10cm，铺设的所述水泥稳定碎石层的厚度为20cm，所述

沥青封层的厚度为5cm。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水泥搅拌桩桩帽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在完成所述沥青封

层的铺设后，将预埋的所述钢筋露出所述沥青封层上端的部分切除。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水泥搅拌桩桩帽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预埋的所述钢筋的

直径为1cm，一根水泥搅拌桩对应插入四根钢筋，所述混凝土底板上开有与之对应的四个预

留孔。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水泥搅拌桩桩帽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套筒的直径为

5cm。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水泥搅拌桩桩帽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套筒侧壁上靠

近上端位置开有出浆孔，在注浆过程中，当注入的水泥砂浆从所述出浆孔流出时，停止对该

注浆通道的注浆，并在所述混凝土底板的侧壁上封住该注浆通道。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水泥搅拌桩桩帽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在安装完所述混凝

土底板之后，对混凝土底板的上表面做凿毛处理。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水泥搅拌桩桩帽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混凝土底板由

超高性能混凝土预制而成，所述混凝土底板内部有钢筋骨架。

10.由权利要求1所述的施工方法制备而成的水泥搅拌桩桩帽，其特征在于：包括桩帽

本体，所述桩帽本体设于水泥搅拌桩上端，所述桩帽本体包括自下而上依次连接的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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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板、水泥稳定碎石层和沥青封层，所述桩帽本体与所述水泥搅拌桩之间连接有钢筋，所述

钢筋下端位于所述水泥搅拌桩内，上端露出于所述水泥搅拌桩上，所述钢筋位于所述水泥

搅拌桩上端的部分套设有套筒，所述套筒与所述钢筋之间填充有水泥砂浆，所述水泥砂浆

从所述混凝土底板内延伸至所述套筒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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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水泥搅拌桩桩帽及其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建筑施工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水泥搅拌桩桩帽及其施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水泥搅拌桩又称为水泥土搅拌桩是软基处理的一种有效形式，水泥搅拌桩一种将

水泥作为固化剂的主剂，利用搅拌桩机将水泥喷入土体并充分搅拌，使水泥与土发生一系

列物理化学反应，使软土硬结而提高地基强度。它是通过特制的深层搅拌机，将软土和水泥

固化剂强制搅拌，并利用水泥和软土之间所产生的一系列物理、化学反应，使土体固结，形

成具有整体性、水稳定性和一定强度的水泥土桩。

[0003] 现有技术水泥搅拌桩利用搅拌机将水泥喷入土体并进行充分搅拌，搅拌完成达到

设计深度后搅拌叶片从搅拌桩内提出并移位进行下一根水泥搅拌桩施工。此时搅拌完成后

的水泥搅拌桩通过水泥与土发生一系列反应硬结，当水泥搅拌桩达到设定强度后即进行碎

石土和路基土的填筑施工，现有技术水泥搅拌桩如图1。

[0004] 现有技术水泥搅拌桩达到设定强度后即进行碎石层和路基土的填筑施工，存在以

下不足：(1)由于水泥搅拌桩桩径较小而且水泥搅拌桩之间的间距较大，路基施工填筑的碎

石土和路基土的重力不能有效汇聚至水泥搅拌桩上，使得不能发挥水泥搅拌桩对路基的支

撑和承载的作用；(2)由于水泥搅拌桩不能充分发挥承载碎石土和路基土的作用，碎石土和

路基土会陷入至水泥搅拌桩之间的无支撑区域导致碎石土和路基土填筑时压缩下沉严重

影响路基施工质量；(3)由于碎石土硬度较大和路基土硬度较软，同时由于水泥搅拌桩的受

力横截面较小，碎石土和路基土的下沉会挤压水泥搅拌桩导致水泥搅拌桩发生刺入破坏以

及桩土变形的严重不协调，需要软基加固的效果和路基施工的质量。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上述现有技术之不足，提供一种水泥搅拌桩桩帽及其施工

方法，通过施工在水泥搅拌桩上端增设桩帽，利用桩帽将路基的压力传递到水泥搅拌桩上，

相对于现有技术，有效地增大了承压面积，有效发挥水泥搅拌桩对路基的支撑和承载的作

用，避免碎石土和路基土会陷入至水泥搅拌桩之间的无支撑区域，导致碎石土和路基土填

筑时压缩下沉而导致水泥搅拌桩发生刺入破坏以及桩土变形的严重不协调。

[0006] 本发明的目的通过以下技术方案予以实现：

[0007] 一种水泥搅拌桩桩帽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8] S1.预埋钢筋：在施工后的水泥搅拌桩上端竖直插入钢筋，插入的钢筋下端位于所

述水泥搅拌桩内，上端露出于所述水泥搅拌桩上，其中，在所述水泥搅拌桩尚未凝固时插入

所述钢筋；

[0009] S2.混凝土底板安装：将所述混凝土底板上的预留孔对准所述钢筋后，将所述混凝

土底板平放于所述水泥搅拌桩上端，其中，所述混凝土底板为预制板，其竖直方向上开有与

预埋的钢筋对应的预留孔，安装时所述钢筋可穿过所述预留孔，所述混凝土底板内部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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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向上还开设有注浆通道，所述注浆通道由所述混凝土底板的侧壁延伸至所述预留孔从

而与所述预留孔连通，一个所述预留孔对应开设有一条所述注浆通道；

[0010] S3.套筒安装：将套筒沿预埋的钢筋套设在所述钢筋上，所述套筒下端插入所述预

留孔内，将所述套筒下端开设的注浆孔对准相应的注浆通道，其中，所述套筒侧壁上靠近下

端位置开有注浆孔，一根所述钢筋对应安装一个所述套筒；

[0011] S4.水泥稳定碎石层铺设：围绕所述混凝土底板在其上端安装模板，在安装好的模

板内铺设水泥稳定碎石并压实，从而形成水泥稳定碎石层，成型固定后拆除所述模板；

[0012] S5.注浆：从所述混凝土底板的侧壁上向所述注浆通道内注入水泥砂浆，使得所述

注浆通道和套筒内填充水泥砂浆；

[0013] S6.沥青封层铺设：在所述水泥稳定碎石层上铺设沥青混合料形成沥青封层，铺设

的沥青封层要掩埋住所述套筒。

[0014] 进一步的，预埋的所述钢筋的长度为70cm，所述钢筋下端插入所述水泥搅拌桩内

部的长度为30cm。

[0015] 进一步的，所述套筒的长度为32～34cm，所述混凝土底板的厚度为10cm，铺设的所

述水泥稳定碎石层的厚度为20cm，所述沥青封层的厚度为5cm。

[0016] 进一步的，在完成所述沥青封层的铺设后，将预埋的所述钢筋露出所述沥青封层

上端的部分切除。

[0017] 进一步的，预埋的所述钢筋的直径为1cm，一根水泥搅拌桩对应插入四根钢筋，所

述混凝土底板上开有与之对应的四个预留孔。

[0018] 进一步的，所述套筒的直径为5cm。

[0019] 进一步的，所述套筒侧壁上靠近上端位置开有出浆孔，在注浆过程中，当注入的水

泥砂浆从所述出浆孔流出时，停止对该注浆通道的注浆，并在所述混凝土底板的侧壁上封

住该注浆通道。

[0020] 进一步的，在安装完所述混凝土底板之后，对混凝土底板的上表面做凿毛处理。

[0021] 进一步的，所述混凝土底板由超高性能混凝土预制而成，所述混凝土底板内部有

钢筋骨架。

[0022] 由上述施工方法制备而成的水泥搅拌桩桩帽，包括桩帽本体，所述桩帽本体设于

水泥搅拌桩上端，所述桩帽本体包括自下而上依次连接的混凝土底板、水泥稳定碎石层和

沥青封层，所述桩帽本体与所述水泥搅拌桩之间连接有钢筋，所述钢筋下端位于所述水泥

搅拌桩内，上端露出于所述水泥搅拌桩上，所述钢筋位于所述水泥搅拌桩上端的部分套设

有套筒，所述套筒与所述钢筋之间填充有水泥砂浆，所述水泥砂浆从所述混凝土底板内延

伸至所述套筒内。

[0023]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水泥搅拌桩桩帽及其施工方法，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24] (1)现有技术水泥搅拌桩桩径较小而且间距较大，路基填料的重力不能有效汇聚

至水泥搅拌桩上，使得不能发挥水泥搅拌桩对路基的支撑和承载的作用，而本发明创新性

提出在水泥搅拌桩施工完成后插入预埋钢筋，通过预埋钢筋与钢套筒的连接设置稳固的装

配式水泥搅拌桩桩帽，达到增加水泥搅拌桩的支撑和承载面积，能取得有益效果。

[0025] (2)本发明创新性设置多层不同硬质材料的桩帽形式使碎石土和路基土的重量汇

聚于水泥搅拌桩桩帽，并使路基土的重量通过装配式桩帽传递至水泥搅拌桩避免碎石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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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基土的重量进入水泥搅拌桩间的无支撑区域，该多层结构包括混凝土底板、水泥稳定碎

石层和沥青封层，混凝土底板处于整个桩帽的底部位置，混凝土底板抗变形能力强并且硬

度大，是整个桩帽的支撑结构，其作用是使桩帽结构稳固连接于水泥搅拌桩并且起到支撑

桩帽和路基填料的作用，使路基填料荷载有效传递到水泥搅拌桩上，防止路基填料侵入水

泥搅拌桩桩体发生刺入破坏；水泥稳定碎石层位于混凝土底板上部，水泥稳定碎石层属于

半刚性材料其抵抗变形的能力强，使路基土与水泥搅拌桩间的应力和变形柔和过渡，碎石

土和路基土的荷载作用于桩帽时水泥稳定碎石层，使水泥搅拌桩与路基填料之间的变形协

调起来，避免土体侵入水泥搅拌桩造成桩体破坏或者土体严重变形；沥青封层位于水泥稳

定碎石层上部，沥青封层属于柔性材料，其抵抗变形的能力强，其作用是使路基土与水泥搅

拌桩间的应力和变形柔和过渡，另外沥青封层的作用有起到防水的作用，防止碎石土和路

基土的水分渗入至水泥搅拌桩桩帽和桩体有效保证了桩帽与桩体的使用性能。

附图说明

[0026] 图1为现有技术中水泥搅拌桩支撑路基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2为本发明的桩帽与水泥搅拌桩连接的剖视示意图；

[0028] 图3为本发明的混凝土底板显示内部隐藏线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4为本发明的套筒的结构示意图；

[0030] 图5为本发明注浆过程中水泥砂浆的流动路径示意图；

[0031] 图6为本发明的桩帽与水泥搅拌桩支撑路基的结构示意图。

[0032] 图中具体结构说明：1水泥搅拌桩、2碎石土、3路基土、4桩帽本体、41混凝土底板、

411注浆通道、412预留孔、42水泥稳定碎石层、43沥青封层、44钢筋、45套筒、451注浆孔、452

出浆孔。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下面结合附图给出的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4] 一种水泥搅拌桩桩帽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5] S1 .预埋钢筋：在施工后的水泥搅拌桩1上端竖直插入钢筋44，插入的钢筋44下端

位于所述水泥搅拌桩1内，上端露出于所述水泥搅拌桩1上，其中，在所述水泥搅拌桩1尚未

凝固时插入所述钢筋44；水泥搅拌桩1搅拌施工完成后进行即进行预埋钢筋44的埋设，由于

水泥搅拌桩1的桩体材料并未凝固，此时测量水泥搅拌桩1的直径以及圆心位置以此定位预

埋钢筋44预埋的位置；当确定完成预埋位置后进行预埋钢筋44的埋设，选取的钢筋44直径

为1cm，长度70cm，预埋钢筋44插入未凝结的水泥搅拌桩时速度应该匀速，不可插入速度过

快，严格控制钢筋44插入的深度，钢筋插入水泥搅拌桩的深度控制在30cm，一根水泥搅拌桩

1插入四根钢筋44。

[0036] S2.混凝土底板安装：将所述混凝土底板41上的预留孔412对准所述钢筋44后，将

所述混凝土底板41平放于所述水泥搅拌桩1上端，其中，所述混凝土底板41为预制板，其竖

直方向上开有与预埋的钢筋44对应的预留孔412，安装时所述钢筋44可穿过所述预留孔

412，所述混凝土底板41内部在水平方向上还开设有注浆通道411，所述注浆通道411由所述

混凝土底板41的侧壁延伸至所述预留孔412从而与所述预留孔连通，一个所述预留孔412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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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开设有一条所述注浆通道411；参照图3，在预制工厂内预制长宽为100cm，厚度10cm的混

凝土底板41，所述混凝土底板41由超高性能混凝土预制而成，所述混凝土底板41内部有钢

筋骨架。由于混凝土底板41内部具有注浆通道411、预留孔412，因此在预制时注意安放孔洞

模板，准确定位底板注浆通道、预留孔位置，保证套筒安装的准确安装以及注浆作业正常进

行。混凝土底板41安装于水泥搅拌桩1顶部，安装时使四根预埋钢筋1穿过装配式混凝土底

板1的预留孔412，将混凝土底板41稳固置于水泥搅拌桩1顶部。混凝土底板41位于水泥搅拌

桩1顶部，混凝土底板1处于整个桩帽的底部位置，混凝土底板抗变形能力强并且硬度大是

整个桩帽的支撑结构，其作用是使桩帽结构稳固连接于水泥搅拌桩，起到支撑桩帽和路基

填料的作用，使路基填料荷载有效传递到水泥搅拌桩上，防止路基填料侵入水泥搅拌桩桩

体发生刺入破坏。在安装完所述混凝土底板之后，对混凝土底板的上表面做凿毛处理，利用

凿毛机对混凝土底板41的上部面进行凿毛处理，凿毛的目的是增大混凝土底板41上端面的

摩擦力并且为水泥稳定碎石层42提供一些孔洞位置，使水泥稳定碎石层42更好地与混凝土

底板41稳固连接，保证碎石土2和路基土3荷载充分传递到混凝土底板。

[0037] S3.套筒安装：将套筒45沿预埋的钢筋44套设在所述钢筋44上，所述套筒45下端插

入所述预留孔412内，将所述套筒45下端开设的注浆孔451对准相应的注浆通道411，参照图

4，其中，所述套筒45侧壁上靠近下端位置开有注浆孔451，一根所述钢筋44对应安装一个所

述套筒45；钢套筒长度为33cm，直径为5cm，套筒选用钢套筒，将套筒沿预埋钢筋插入至套筒

预留孔，此时套筒的底部接触到水泥搅拌桩的顶部，由于套筒的注浆孔并未对准混凝土底

板的注浆通道，因此特别需要注意将四条套筒的注浆孔旋转至混凝土底板的注浆通道位

置，以便于进行注浆时水泥砂浆经注浆通道流至注浆孔。

[0038] S4.水泥稳定碎石层铺设：围绕所述混凝土底板41在其上端安装模板，在安装好的

模板内铺设水泥稳定碎石并压实，从而形成水泥稳定碎石层42，成型固定后拆除所述模板；

套筒准确安装到位后进行桩帽的水泥稳定碎石层铺设，在混凝土底板的外部安装竖向模

板，模板的作用是为水泥稳定碎石层铺设提供外形的设定，使水泥稳定碎石层铺设于底板

上部。将搅拌均匀的水泥稳定碎石铺设于装配式混凝土底板上部，并使用振捣机充分振捣

压实；待水泥稳定碎石达到相应强度后拆除竖向模板，最终成型的水泥稳定碎石层厚度为

20cm。水泥稳定碎石层位于混凝土底板上部，水泥稳定碎石层属于半刚性材料其抵抗变形

的能力强，使路基土与水泥搅拌桩间的应力和变形柔和过渡，碎石土和路基土的荷载作用

于桩帽时水泥稳定碎石层，使水泥搅拌桩与路基填料之间的变形协调起来，避免土体侵入

水泥搅拌桩造成桩体破坏或者土体严重变形。

[0039] S5.注浆：从所述混凝土底板41的侧壁上向所述注浆通道411内注入水泥砂浆，使

得所述注浆通道411和套筒45内填充水泥砂浆；由于已经进行了混凝土底板41的安装以及

水泥稳定碎石层42的铺设，此时需要使桩帽结构进行稳固处理。通过将高压的水泥砂浆注

入至注浆通道411，水泥砂浆在注浆通道411内向套筒45的注浆孔451流入，参照图5，此时水

泥砂浆进入套筒45内部，自下而上地流动，水泥砂浆流至套筒45与预埋钢筋44之间的空隙，

随着高压水泥砂浆的不断注入，水泥砂浆自下而上充满了套筒45与钢筋44之间的空隙，最

后从套筒45的出浆孔452流出，当水泥砂浆从套筒45的出浆孔流452出后停止注浆，并用螺

丝紧密塞住注浆通道411与出浆孔452防止水泥砂浆漏出，等待水泥砂浆达到相应强度。水

泥砂浆注入至套筒45与钢筋44之间的空隙加强了钢筋44与套筒45、混凝土底板41、水泥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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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碎石层42紧密连接，使水泥搅拌桩1的桩帽结构与水泥搅拌桩1顶部充分固定，有利于路

基填料的荷载传递保证了路基的施工质量。

[0040] S6.沥青封层铺设：在所述水泥稳定碎石层42上铺设沥青混合料形成沥青封层43，

铺设的沥青封层43要掩埋住所述套筒45。沥青封层43厚度为5cm，沥青封层43铺设时保证封

层摊铺的平整性并振捣压实，沥青封层43铺设需要掩埋住套筒45防止套筒45外漏。沥青封

层43是直接接触碎石土2和路基土3的桩帽结构，必须保证沥青封层的密封性能，保证沥青

封层铺设厚度，防止路基填料刺入桩帽其他层位和搅拌桩，使路基填料荷载良好传递至桩

帽结构。由于预埋钢筋长度为70cm，而钢筋44插入至水泥搅拌桩1和预留在混凝土底板41、

水泥稳定碎石层42及沥青封层43总长度为65cm，因此需要切割多余的钢筋44，切割时注意

防止切割刀触碰到沥青封层43。

[0041] 在完成桩帽的施工后，方可在桩帽上端填碎石土2和路基土3，碎石土2和路基土3

填筑应该分层填筑分层压实，保证碎石土2和路基土3与水泥搅拌桩桩帽紧密结合，也防止

碎石土2和路基土3嵌入至水泥搅拌桩间的无支撑区域，填土完成如图6。

[0042] 以下涉及一种由上述施工方法制备而成的水泥搅拌桩桩帽，包括桩帽本体4，所述

桩帽本体4设于水泥搅拌桩1上端，所述桩帽本体4包括自下而上依次连接的混凝土底板41、

水泥稳定碎石层42和沥青封层43，所述桩帽本体4与所述水泥搅拌桩1之间连接有钢筋44，

所述钢筋44下端位于所述水泥搅拌桩1内，上端露出于所述水泥搅拌桩1上，所述钢筋44位

于所述水泥搅拌桩1上端的部分套设有套筒45，所述套筒45与所述钢筋44之间填充有水泥

砂浆，所述水泥砂浆从所述混凝土底板41内延伸至所述套筒45内。

[0043] 以上所述者，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当不能以此限定本发明实施的范围，

即大凡依本发明申请专利范围及发明说明内容所作的简单的等效变化与修饰，皆仍属本发

明专利涵盖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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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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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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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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