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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静联合注浆地基加固工法

(57)摘要

一种动静联合注浆地基加固工法，包括下述

步骤：S1：采用引孔机械进行引孔施工，并设置侧

壁防护装置；S2：采用高压喷射钻具进行喷射加

固浆液处理，喷射前在孔口处安装孔口密封装

置，孔口密封装置上连接有孔口调压装置；S3：启

动高压旋喷施工，在原地进行驻喷施工，通过孔

口调压装置控制孔内压力至设计要求值；S4：提

升高压喷射钻具进行高压旋喷施工，高压喷射钻

具廻转速度为8~25r/min，提升速度为6~25cm/

min，同时调整控制孔内压力；S5：钻头提至设计

标高位置，进行原地驻喷，同时调节释放孔内压

力；S6：提起钻杆和钻头到地面，完成桩体施工；

S7：移动钻机到下一个桩位重复上述步骤S1~步

骤S6，直至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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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动静联合注浆地基加固工法，其特征是：所述的加固工法包括下述步骤：

步骤S1：采用引孔机械进行引孔施工，并根据密封需要设置侧壁防护装置，孔口侧壁防

护装置采用钢护筒、水泥或混凝土护壁；

步骤S2：引孔完成后，采用高压喷射钻具进行喷射加固浆液处理，喷射前将高压喷射钻

具下放至孔底设计要求的深度，在孔口处安装孔口密封装置，孔口密封装置上连接有孔口

调压装置；

步骤S3：启动高压旋喷施工，在原地进行驻喷施工，待浆液逐渐上返形成压力时，通过

孔口调压装置控制孔内压力至设计要求值；

步骤S4：提升高压喷射钻具进行高压旋喷施工，高压喷射钻具廻转速度为8~25r/min，

提升速度为6~25cm/min，同时通过孔口调压装置随时调整控制孔内压力，保证压力值在1.0

~1.5MPa范围内；

步骤S5：钻头提至设计标高位置，进行原地驻喷，同时调节释放孔内压力；

步骤S6：提起钻杆和钻头到地面，完成桩体施工；

步骤S7：移动钻机到下一个桩位重复上述步骤S1~步骤S6，直至完成。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动静联合注浆地基加固工法，其特征是：所述的孔口侧壁防护

装置在引孔施工前或引孔施工后进行安设。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动静联合注浆地基加固工法，其特征是：所述的高压喷射钻具

包括钻头和钻杆，钻头连接在钻杆上，钻头上开设有喷射孔。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动静联合注浆地基加固工法，其特征是：所述的孔口密封装置

采用各类特制的囊式、重力式或液压式密封装置或设施。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动静联合注浆地基加固工法，其特征是：所述的孔口调压装置

采用电子式、机械式或手动式调压装置。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动静联合注浆地基加固工法，其特征是：所述的加固浆液采用

水泥浆液、水玻璃或碱液。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动静联合注浆地基加固工法，其特征是：所述的桩体的桩长为

5~20m。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动静联合注浆地基加固工法，其特征是：所述的桩体的截面为

圆形或扇形。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动静联合注浆地基加固工法，其特征是：所述的桩体的加固方

向为竖向、斜向或水平向。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08086296 B

2



动静联合注浆地基加固工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公开一种地基加固工法，特别是一种动静联合注浆地基加固工法，涉及各

类地质条件下岩土工程的地基加固处理及止水处理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常规的注浆方法分为静压注浆和高压喷射注浆两种工法。其中静压注浆法适

于中粗砂及砂砾石、破碎岩石等地质条件，不适于粉土、粘土等细粒土，而且浆液的可控性

较差，常出现窜浆、跑浆现象，对填土卵石等易集中聚集难以实现全域加固；高压喷射注浆

法适合砂性土、粘性土、淤泥质土等地层，但对砂卵石、块石、填石等地层由于喷射能量衰减

或受阻，加固效果十分有限。而实际地层常常是多种土层、多种地质条件同时存在，现有单

一的注浆工法难以同时满足各类地层加固的需要。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上述提到的现有技术中的单一的注浆工法很难满足各类地层加固的需要的

缺点，本发明提供一种动静联合注浆地基加固工法，在引孔施工完成后，将钻头及注浆管道

放入设计要求加固深度；及时进行孔口调压密封装置的安装；安装完成后启动高压喷射注

浆操作，先原地驻喷，待上返浆液受封堵形成一定压力后，通过调压装置将孔内压力控制在

设计要求范围内；提升钻头进行高压旋喷的同时，自动启动静压注浆模式，并通过调压装置

调整孔内压力，保证高压喷射注浆与静压注浆效果的有机结合；将土体充分拌和凝固后形

成有效的加固土体。

[0004]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动静联合注浆地基加固工法，加

固工法包括下述步骤：

[0005] 步骤S1：采用引孔机械进行引孔施工，并根据密封需要设置侧壁防护装置；

[0006] 步骤S2：引孔完成后，采用高压喷射钻具进行喷射加固浆液处理，喷射前将高压喷

射钻具下放至孔底设计要求的深度，在孔口处安装孔口密封装置，孔口密封装置上连接有

孔口调压装置；

[0007] 步骤S3：启动高压旋喷施工，在原地进行驻喷施工，待浆液逐渐上返形成压力时，

通过孔口调压装置控制孔内压力至设计要求值；

[0008] 步骤S4：提升高压喷射钻具进行高压旋喷施工，高压喷射钻具廻转速度为8~25r/

min，提升速度为6~25cm/min，同时通过孔口调压装置1随时调整控制孔内压力，保证压力值

在1.0~1.5MPa范围内；

[0009] 步骤S5：钻头提至设计标高位置，进行原地驻喷，同时调节释放孔内压力；

[0010] 步骤S6：提起钻杆和钻头到地面，完成桩体施工；

[0011] 步骤S7：移动钻机到下一个桩位重复上述步骤S1~步骤S6，直至完成。

[0012]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采用的技术方案进一步还包括：

[0013] 所述的孔口侧壁防护装置采用钢护筒、水泥或混凝土护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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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所述的孔口侧壁防护装置在引孔施工前或引孔施工后进行安设。

[0015] 所述的高压喷射钻具包括钻头和钻杆，钻头连接在钻杆上，钻头上开设有喷射孔。

[0016] 所述的孔口密封装置采用各类特制的囊式、重力式或液压式密封装置或设施。

[0017] 所述的孔口调压装置采用电子式、机械式或手动式调压装置或措施。

[0018] 所述的加固浆液采用水泥浆液、水玻璃或碱液。

[0019] 所述的桩体的桩长为5~20m。

[0020] 所述的桩体的截面为圆形、扇形或半圆形。

[0021] 所述的桩体的加固方向为竖向、斜向、水平向或仰斜向。

[0022]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将岩土工程领域的高压喷射注浆方法与静力注浆工

法结合形成一种新型的基础加固或地下止水防渗的施工方法，其技术原理是先采用单管、

双管、多管等传统的高压喷射注浆工艺进行喷射注浆施工，通过设置于孔口的独特的密封

装置，将高压喷射注浆施工中上返的浆液封堵在注浆孔内，并形成不断增加的压力。通过调

压装置将压力限制在设计范围，使浆液在压力作用下向四周的土体区域渗透、挤密、劈裂，

在高压喷射注浆加固的基础上向外侧延伸，扩大加固范围，增强加固效果。该方法实现了高

压喷射注浆与静压注浆的有机结合，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在保证加固效果的同时增加对各

类复杂土质条件的适应性，彻底解决了传统的静力注浆工艺和高压旋喷注浆工艺对土质条

件适应性差的技术限制，通过旋喷注浆与静压注浆的有机结合，能克服注浆不可控的缺点，

实现各种地质条件下的注浆加固。通过对返浆的高效利用，大大提升了水泥的利用率，几乎

避免了返浆污染，有利于节能与环保。

[0023] 本发明采用孔口调压密封装置对高压旋喷施工上返的泥浆进行封堵，避免冒浆污

染的同时形成压力，使浆液对侧壁土体浸润、挤密、劈裂，与高压喷射注浆联合作用，扩大加

固范围，提高加固效果，解决了相关技术中对地质条件适应性差、窜浆、跑浆、冒浆污染、水

泥浪费严重等缺点。

[0024] 下面将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说明。

附图说明

[0025] 此处所说明的附图用来提供对本发明的进一步理解，构成本申请的一部分，本发

明的示意性实施例及其说明用于解释本发明，并不构成对本发明的不当限定。

[0026] 图1是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动静联合注浆工法的工艺流程图。

[0027] 图2是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动静联合注浆工法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3是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注浆加固过程示意图。

[0029] 图中，1-孔口调压装置，2-孔口密封装置，3-孔口侧壁防护装置，4-高压喷射钻具，

5-静压注浆渗入挤密作用形成区域，6-静压注浆劈裂作用形成区域，7-高压旋喷冲切拌和

作用形成区域。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本实施例为本发明优选实施方式，其他凡其原理和基本结构与本实施例相同或近

似的，均在本发明保护范围之内。

[0031] 请参看附图1、附图2和附图3，本发明主要为一种动静联合注浆地基加固工法，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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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主要包括下述步骤：

[0032] 步骤S1：采用引孔机械进行引孔施工，并根据密封需要设置侧壁防护装置3，本实

施例中，孔口侧壁防护装置3可采用钢护筒、水泥或混凝土护壁等各类侧壁防护措施，可保

证密封效果，本实施例中，根据侧壁防护方法的不同选择，在引孔施工前或引孔施工后进行

侧壁防护装置3的安设；

[0033] 步骤S2：引孔完成后，采用高压喷射钻具4进行喷射加固浆液处理，本实施例中，高

压喷射钻具4包括钻头和钻杆，钻头连接在钻杆上，钻头上开设有喷射孔，喷射时，将钻头及

钻杆下放至孔底（即步骤S1引孔操作形成的孔）设计要求的深度，在孔口处安装孔口密封装

置2，孔口密封装置2上连接有孔口调压装置1，本实施例中，孔口密封装置2可采用各类特制

的囊式、重力式、液压式等各类密封装置或设施，采用特制孔口密封装置能够对高压旋喷上

返泥浆进行封堵，孔口密封装置2上连接有孔口调压装置1，能够对上返泥浆封堵产生的压

力进行可控调整，孔口调压装置1可采用电子式、机械式、手动式等各类调压装置或措施，本

实施例中，加固浆液可采用水泥浆液、水玻璃或碱液等各类加固浆液；

[0034] 步骤S3：启动高压旋喷施工，在原地进行驻喷施工，本实施例中，驻喷时钻头在原

地旋转喷射，钻具4廻转速度为8~25r/min，待浆液逐渐上返形成压力时，通过孔口调压装置

1控制孔内压力至设计要求值，本实施例中，在原地驻喷过程中，可通过孔口调压装置1随时

调整孔内压力，保证压力值在1.0~1.5MPa范围内，本实施例中，在原地驻喷时，可根据孔口

浆液渗漏情况，检测孔口密封装置2和孔口调压装置1的效果，同时将孔内压力控制在设计

要求范围内；

[0035] 步骤S4：提升钻头进行高压旋喷施工，本实施例中，驻喷结束后即开始提升钻头，

一般由设计人员根据岩土参数提出具体驻喷时间要求，通常情况下，以驻喷时满足孔内压

力为准，当压力达到设计要求值时，即提升钻头，本实施例中，钻具4廻转速度为8~25r/min，

提升速度为6~25cm/min，同时通过孔口调压装置1随时调整控制孔内压力，保证压力值在

1.0~1.5MPa范围内，进行静压注浆施工，本发明中不断提升高压喷射钻具，形成自下而上的

不断冲切拌和，同时与孔内压力形成的静压注浆有机结合，促进土体与水泥浆液的充分拌

和，形成均匀的水泥加固土体；

[0036] 步骤S5：钻头提至设计标高位置，进行原地驻喷，同时调节释放孔内压力，将原来

的高压注浆压力逐渐降低，为安全提出钻头做准备，提起钻头到设计标高（本实施例中，设

计标高是设计人员根据工程需求及地质条件提出来的，通常以能够安全将钻头提出为准）

时，先停止注浆，通过调压装置1调整释放孔压，避免浆液上冒，造成污染，待压力释放完毕

后再将钻头提离孔口，本实施例中，通常喷筑的水泥固化桩体的桩长为5~20m；

[0037] 步骤S6：提起钻杆和钻头到地面，完成桩体施工，本实施例中，水泥固化桩体的截

面为圆形、扇形、半圆形等各类可能加固形状，水泥固化桩体的加固方向包括竖向、斜向、水

平向、仰斜向等各种加固角度；

[0038] 步骤S7：若还有需要施工的桩位，移动钻机到下一个桩位重复上述步骤S1~步骤

S6，直至完成。

[0039] 本发明将岩土工程领域的高压喷射注浆方法与静力注浆工法结合形成一种新型

的基础加固或地下止水防渗的施工方法，其技术原理是先采用单管、双管、多管等传统的高

压喷射注浆工艺进行喷射注浆施工，通过设置于孔口的独特的密封装置，将高压喷射注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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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中上返的浆液封堵在注浆孔内，并形成不断增加的压力。通过调压装置将压力限制在

设计范围，使浆液在压力作用下向四周的土体区域渗透、挤密、劈裂，在高压喷射注浆加固

的基础上向外侧延伸，扩大加固范围，增强加固效果。该方法实现了高压喷射注浆与静压注

浆的有机结合，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在保证加固效果的同时增加对各类复杂土质条件的适

应性，彻底解决了传统的静力注浆工艺和高压旋喷注浆工艺对土质条件适应性差的技术限

制，通过旋喷注浆与静压注浆的有机结合，能克服注浆不可控的缺点，实现各种地质条件下

的注浆加固。通过对返浆的高效利用，大大提升了水泥的利用率，几乎避免了返浆污染，有

利于节能与环保。

[0040] 本发明的方法可用于建筑物地基加固、既有建筑物地基加固、深基坑地下工程支

挡、筑造地下防水帷幕、防止砂土液化、增大土的摩擦力和粘聚力以及防止坝基冲刷等地基

加固工程。

[0041] 本发明实施例和优选实施例的创新点在于采用孔口调压密封装置实现密封造压；

采用调压装置动态控制孔内压力；采用高压喷射注浆产生的返浆形成静压注浆材料；密封

装置的设置有利于水平及仰角加固效果的保证；提高水泥利用率，大大减少返浆污染，利于

实节能和绿色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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