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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岩溶隧道底部充填串珠

型溶洞钢管桩注浆成孔方法，包括以下步骤：步

骤一：隧道底部岩溶探测，采用地质雷达进行隧

道底部串珠型岩溶探测，对于存在确定岩溶的地

段，采用地质钻孔进行探测确认，确定串珠型岩

溶分布情况，包括溶洞数量、溶洞大小、溶洞位

置、溶洞充填情况；步骤二：钢管桩注浆孔设计，

根据串珠型岩溶的分布情况，确定钢管桩注浆参

数；本发明较好的解决了岩溶隧道充填串珠型溶

洞钢管桩注浆加固的成孔难题 通过多级套管的

设置有效阻止了充填物的塌落，可较易形成钻

孔，钻孔设备易于现场加工，成本低，安装和拆除

简易，施工速度快，成孔率高，大幅缩短了工期，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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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岩溶隧道底部充填串珠型溶洞钢管桩注浆成孔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

骤：

步骤一：隧道底部岩溶探测，采用地质雷达进行隧道底部串珠型岩溶探测，对于存在确

定岩溶的地段，采用地质钻孔进行探测确认，确定串珠型岩溶分布情况，包括溶洞数量、溶

洞大小、溶洞位置、溶洞充填情况；

步骤二：钢管桩注浆孔设计，根据串珠型岩溶的分布情况，确定钢管桩注浆参数，包括

注浆深度，注浆孔穿越溶洞数量和长度；

步骤三：套管设计和制作，根据钢管桩注浆孔的深度和穿越串珠型溶洞的数量，确定套

管次数和套管不同口径，优选为以口径∅168、∅146、∅127、∅110、∅89进行从大到小依次排列，

不同口径的套管根据钻孔深度进行分节分段，每节车丝，便于连接；

步骤四：桩孔放样，组织测量人员对所有桩位进行一一放样用圆心标示出桩心位置；

步骤五：桩机就位，桩机在测定位置对中就位桩机支架固定牢固、平整、无晃动复核桩

位及桩机垂直度；

步骤六：钻孔，先选择最大孔径套管钻孔，钻孔到首层溶洞，安装第一个套管；

步骤七：钻到第二个溶洞时，将第一孔径钻头更换为第二孔径的空头，安装第二孔径的

套管，依次钻孔并安装孔径逐渐变小的套管；

步骤八：钻孔至基岩层，然后安装最小孔径的钢管，采用水泥砂浆封口，进行注浆施工

钻至设计要求孔底标高且满足1m完整基岩后终孔，及时跟进∅89钢管；

步骤九：从内至外逐级将套管拔出；

步骤十：用水泥砂浆封孔，准备下一步注浆加固。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岩溶隧道底部充填串珠型溶洞钢管桩注浆成孔方法，其

特征在于：每一层溶洞钻头直径与其溶洞安装的钢套管外径相同。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岩溶隧道底部充填串珠型溶洞钢管桩注浆成孔方法，其

特征在于：每一层溶洞的套管安装完毕后，需要采用高压清水进行清空。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岩溶隧道底部充填串珠型溶洞钢管桩注浆成孔方法，其

特征在于：套管之间采用车丝连接，连接长度不少于10cm，最底层溶洞套管采用∅89孔径套

管。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岩溶隧道底部充填串珠型溶洞钢管桩注浆成孔方法，其

特征在于：除∅89孔径套管外，其余套管在∅89孔径套管固定之后将被拔出，拔出的套管可以

重复利用。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岩溶隧道底部充填串珠型溶洞钢管桩注浆成孔方法，其

特征在于：对于较长的套管由多节套管现场车丝进行连接而成。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岩溶隧道底部充填串珠型溶洞钢管桩注浆成孔方法，其

特征在于：钻头钻进过程中应随时注意地质情况变化根据地质资料在地层变化处均应捞取

渣样判明后记入记录表中并与地质剖面图核对，钻升降速度要均匀，其升降速度保持避免

碰撞孔壁造成塌孔。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岩溶隧道底部充填串珠型溶洞钢管桩注浆成孔方法，其

特征在于：套管为钢管，管壁厚2mm，其中，∅89注浆钢管为注浆花管。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岩溶隧道底部充填串珠型溶洞钢管桩注浆成孔方法，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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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在于：套管顶端通过高强度铁丝穿孔绑扎，套管拆除时，通过钢丝绳抽出各级套管。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岩溶隧道底部充填串珠型溶洞钢管桩注浆成孔方法，其

特征在于：在∅89钢管端口以下0.5m进行水泥砂浆封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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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岩溶隧道底部充填串珠型溶洞钢管桩注浆成孔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地基加固钻孔技术领域，具体是一种岩溶隧道底部充填串珠型溶洞钢

管桩注浆成孔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重载铁路隧道底部围岩稳定性影响隧道后期运营，另外列车荷载振动作用同样影

响隧道底部围岩稳定性。在岩溶地区修建的北山二号、彭家岭隧道是重载铁路隧道，岩溶隧

道隧底岩溶发育，岩体破碎，多层溶洞叠加，充填物以砂砾、软泥为主，形成充填串珠型溶

洞，考虑后期运营要求，需要进行隧道底部围岩加固。

[0003] 传统的钢管管成孔一般采用钻孔工艺，适合于均质稳定地层。但复杂的地质条件

给钢管柱施工难度加大，隧底岩溶发育，多层溶洞交替布置，由于充填型溶洞，充填物成分

复杂，包括淤泥、碎石等等，稳定性差，在钢管桩钻孔扰动下时有发生塌孔、偏孔、卡钻等现

象，使得钻头难以拔出，即使拔出钻头，钻孔亦成为废孔，不能再次使用，造成成孔率低，一

次成孔难，甚至需要钻2～3次才能满足设计要求，施工进度缓慢，工效低.因此解决岩溶地

层充填串珠型溶洞钢管桩注浆加固钻孔施工问题提高钻进深度和成孔率，是充填串珠型溶

洞地层成孔技术关键。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岩溶隧道底部充填串珠型溶洞钢管桩注浆成孔方法，

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提出的问题。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一种岩溶隧道底部充填串珠型溶洞钢管桩注浆成孔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隧道底部岩溶探测，采用地质雷达进行隧道底部串珠型岩溶探测，对于存在确

定岩溶的地段，采用地质钻孔进行探测确认，确定串珠型岩溶分布情况，包括溶洞数量、溶

洞大小、溶洞位置、溶洞充填情况；

步骤二：钢管桩注浆孔设计，根据串珠型岩溶的分布情况，确定钢管桩注浆参数，包括

注浆深度，注浆孔穿越溶洞数量和长度；

步骤三：套管设计和制作，根据钢管桩注浆孔的深度和穿越串珠型溶洞的数量，确定套

管次数和套管不同口径，优选为以口径∅168、∅146、∅127、∅110、∅89进行从大到小依次排列，

不同口径的套管根据钻孔深度进行分节分段，每节车丝，便于连接；

步骤四：桩孔放样，组织测量人员对所有桩位进行一一放样用圆心标示出桩心位置；

步骤五：桩机就位，桩机在测定位置对中就位桩机支架固定牢固、平整、无晃动复核桩

位及桩机垂直度；

步骤六：钻孔，先选择最大孔径套管钻孔，钻孔到首层溶洞，安装第一个套管；

步骤七：钻到第二个溶洞时，将第一孔径钻头更换为第二孔径的空头，安装第二孔径的

套管，依次钻孔并安装孔径逐渐变小的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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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八：钻孔至基岩层，然后安装最小孔径的钢管，采用水泥砂浆封口，进行注浆施工

钻至设计要求孔底标高且满足1m完整基岩后终孔，及时跟进∅89钢管；

步骤九：从内至外逐级将套管拔出；

步骤十：用水泥砂浆封孔，准备下一步注浆加固。

[0006]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的方案：每一层溶洞钻头直径与其溶洞安装的钢套管外径相

同。

[0007]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的方案：每一层溶洞的套管安装完毕后，需要采用高压清水进

行清空。

[0008]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的方案：套管之间采用车丝连接，连接长度不少于10cm，最底层

溶洞套管采用∅89孔径套管。

[0009]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的方案：除∅89孔径套管外，其余套管在∅89孔径套管固定之后

将被拔出，拔出的套管可以重复利用。

[0010]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的方案：对于较长的套管由多节套管现场车丝进行连接而成。

[0011]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的方案：钻头钻进过程中应随时注意地质情况变化根据地质资

料在地层变化处均应捞取渣样判明后记入记录表中并与地质剖面图核对，钻升降速度要均

匀，其升降速度保持避免碰撞孔壁造成塌孔。

[0012]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的方案：套管为钢管，管壁厚2mm，其中，∅89注浆钢管为注浆花

管。

[0013]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的方案：套管顶端通过高强度铁丝穿孔绑扎，套管拆除时，通过

钢丝绳抽出各级套管。

[0014] 作为本发明再进一步的方案：在∅89钢管端口以下0.5m进行水泥砂浆封堵。

[001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本发明较好的解决了岩溶隧道充填串珠型溶洞钢管桩注浆加固的成孔难题通过多级

套管的设置有效阻止了充填物的塌落，可较易形成钻孔，钻孔设备易于现场加工，成本低，

安装和拆除简易，施工速度快，成孔率高，大幅缩短了工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明显。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一种岩溶隧道底部充填串珠型溶洞钢管桩注浆成孔方法的步骤框图。

[0017] 图2为一种岩溶隧道底部充填串珠型溶洞钢管桩注浆成孔方法中实施例一的示意

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19] 请参阅图1～2，本发明实施例中，一种岩溶隧道底部充填串珠型溶洞钢管桩注浆

成孔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隧道底部岩溶探测，采用地质雷达进行隧道底部串珠型岩溶探测，对于存在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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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岩溶的地段，采用地质钻孔进行探测确认，确定串珠型岩溶分布情况，包括溶洞数量、溶

洞大小、溶洞位置、溶洞充填情况；

步骤二：钢管桩注浆孔设计，根据串珠型岩溶的分布情况，确定钢管桩注浆参数，包括

注浆深度，注浆孔穿越溶洞数量和长度；

步骤三：套管设计和制作，根据钢管桩注浆孔的深度和穿越串珠型溶洞的数量，确定套

管次数和套管不同口径，优选为以口径∅168、∅146、∅127、∅110、∅89进行从大到小依次排列，

不同口径的套管根据钻孔深度进行分节分段，每节车丝，便于连接；

步骤四：桩孔放样，组织测量人员对所有桩位进行一一放样用圆心标示出桩心位置，桩

位测量定位在测定桩位前先复校建筑物基点闭合测量搞清基点与导线点之间的关系，符合

误差允许要求后再测定桩位；

步骤五：桩机就位，桩机在测定位置对中就位桩机支架固定牢固、平整、无晃动复核桩

位及桩机垂直度；

步骤六：钻孔，先选择最大孔径套管钻孔，钻孔到首层溶洞，安装第一个套管；

步骤七：钻到第二个溶洞时，将第一孔径钻头更换为第二孔径的空头，安装第二孔径的

套管，依次钻孔并安装孔径逐渐变小的套管；

步骤八：钻孔至基岩层，然后安装最小孔径的钢管，采用水泥砂浆封口，进行注浆施工

钻至设计要求孔底标高且满足1m完整基岩后终孔，及时跟进∅89钢管；

步骤九：从内至外逐级将套管拔出；

步骤十：用水泥砂浆封孔，准备下一步注浆加固；灌注混凝土，清孔结束后在30分钟内

浇入第一斗混凝土灌注前应保证套管底口距孔底高度为30～50cm灌注料采用水下商品硅。

[0020] 每一层溶洞钻头直径与其溶洞安装的钢套管外径相同。

[0021] 每一层溶洞的套管安装完毕后，需要采用高压清水进行清空。

[0022] 套管之间采用车丝连接，连接长度不少于10cm，最底层溶洞套管采用∅89孔径套

管。

[0023] 除∅89孔径套管外，其余套管在∅89孔径套管固定之后将被拔出，拔出的套管可以

重复利用。

[0024] 对于较长的套管由多节套管现场车丝进行连接而成。

[0025] 钻头钻进过程中应随时注意地质情况变化根据地质资料在地层变化处均应捞取

渣样判明后记入记录表中并与地质剖面图核对，钻升降速度要均匀，其升降速度保持避免

碰撞孔壁造成塌孔，根据地质资料在地层变化处均应捞取渣样判明后记入记录表中并与地

质剖面图核对旋挖钻升降速度要均匀钻斗升降速度保持在0.75-0.87m/s。避免碰撞孔壁。

[0026] 套管为钢管，管壁厚2mm，其中，∅89注浆钢管为注浆花管。

[0027] 套管顶端通过高强度铁丝穿孔绑扎，套管拆除时，通过钢丝绳抽出各级套管。

[0028] 在∅89钢管端口以下0.5m进行水泥砂浆封堵。

[0029] 实施例一：

具体参考图2，施工前，采用地质雷达进行隧道底部串珠型岩溶探测，对于存在确定岩

溶的地段，采用地质钻孔进行探测确认，确定串珠型岩溶分布情况，包括溶洞数量、溶洞大

小、溶洞位置、溶洞充填情况；

进一步的，根据串珠型岩溶的分布情况，确定钢管桩注浆参数，包括注浆深度，注浆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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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溶洞数量和长度；

进一步的，根据钢管桩注浆孔的深度和穿越串珠型溶洞的数量，确定套管次数和套管

不同口径，优选为口径为∅146的套管1、口径为∅127的套管2、口径为∅110的套管3，不同口径

的套管根据钻孔深度进行分节分段，每节车丝，便于连接；

进一步的，组织测量人员对所有桩位进行一一放样用圆心标示出桩心位置；

进一步的，桩机在测定位置对中就位桩机支架固定牢固、平整、无晃动复核桩位及桩机

垂直度；

进一步的，选择孔径为∅147的套管钻孔，钻孔到首层溶洞4的地面20cm深度后，安装套

管1；

进一步的，选择孔径为∅127的套管对二层溶洞进行钻孔，钻孔到二层溶洞6的地面20cm

深度后，安装套管2；

进一步的，选择孔径为∅110的套管底层溶洞进行钻孔，钻孔到底层溶洞5的地面20cm深

度后，安装套管3；

进一步的，钻孔至基岩层，然后安装最小孔径的钢管，采用水泥砂浆封口，进行注浆施

工钻至设计要求孔底标高且满足1m完整基岩后终孔，及时跟进∅89钢管；

进一步的，从内至外逐级将套管3、套管2、与套管1拔出；

进一步的，用水泥砂浆封孔，准备下一步注浆加固。

[0030] 尽管参照前述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

其依然可以对前述各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技术特征进行等

同替换，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

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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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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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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