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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利用旋挖钻机施工基坑围护钻孔咬合

桩的施工方法

(57)摘要

一种利用旋挖钻机施工基坑围护钻孔咬合

桩的施工方法所述施工方法,包括施工准备、埋

设护筒、钻机就位、机械成孔、刷壁、清孔、钢筋笼

加工及吊装、混凝土浇筑。本发明钻孔咬合桩采

用全套管钻机成孔，在施工过程中，始终有超前

钢套管护壁，所以无需泥浆护壁，从而节约了泥

浆制作、使用和废浆处理的费用，取出的土为原

土，有利于搞好工地的文明施工;该方法可降低

工程造价，提高施工速度，切实保证支护结构质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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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利用旋挖钻机施工基坑围护钻孔咬合桩的施工方法,其特征是:

将匝道基坑围护φ850@600mmSMW工法桩改进为直径1000mm的钻孔咬合桩，所述钻孔咬

合桩分为一序桩即A型桩和二序桩B型桩,一序桩和二序桩底部标高同SMW工法桩底部标高；

两序桩的混凝土融合在一起呈嵌入咬合状态而形成一个连续的整体的排桩结构；一序桩即

A型桩桩间距1500mm，采用水下浇筑塑性混凝土作素桩；二序桩即B型桩为水下C30P8钻孔钢

筋混凝土灌注桩，与一序桩咬合250mm，桩间距1500mm，钢筋笼底部标高同SMW工法桩H型钢

底部标高；

所述施工方法步骤为:

(1)施工准备

根据桩位平面图及现场基准点，在施工现场测放桩位并打入明显标记，使桩位放线准

确，并对基准点做保护；

(2)埋设护筒

护筒内径比钻孔直径大0.2m,开挖桩孔至护筒底，按照桩孔中心定位护筒,护筒的底部

位于地下水位以下1.5m，护筒顶高出地下水位1.5m～2.0m，护筒内存储泥浆高出地下水位

0.5m以上；

(3)钻机就位

旋挖钻机就位时，保持平稳，不发生倾斜位移，为准确控制钻孔深度，在机架上或机管

上作出控制的标尺，以便在施工中进行观测、记录；

(4)机械成孔

旋挖钻机成孔时控制好护壁泥浆的比重及含砂率，防止钻进时缩径或塌孔，旋挖钻机

成孔的渣土利用短驳车运至临时弃土坑,咬合桩施工采用跳桩法施工，每9根桩为一个施工

循环，先施工A型桩即塑性混凝土素桩，待A型桩经7～9小时初凝时再施工临近B型桩即钢筋

混凝土桩；

(5)刷壁、清孔

旋挖钻机施工二序桩时切削一序桩塑性混凝土，为了防止泥皮附着在切削面造成接缝

渗漏水，利用吊车悬吊钻孔桩刷壁器进行刷壁，刷壁完成后进行清孔；

钻到预定深度后，利用吸沙泵清孔换浆，距孔底0.5m处的泥浆比重控制在1.15g/m3，对

于砂土层，清孔后孔底泥浆的比重1.15～1.20g/m3，清孔后的孔底沉渣厚度不大于50mm，在

灌注水下混凝土前复测沉渣厚度，沉渣超过规定时重新清孔；

(6)钢筋笼加工及吊装

钢筋笼加工完成经验收合格后，利用吊车整根或者分段吊装钢筋笼至桩孔；

(7)混凝土浇筑

混凝土浇筑采用导管法水下浇筑混凝土，及时测量孔内混凝土面高度，进行导管的提

升和拆除，控制导管的埋置深度在2～6m；

A)塑性混凝土浇筑

塑性混凝土在使用前，检查其坍落度及观感质量是否符合要求，每车混凝土均取一组

试件，监测其缓凝时间及坍落度损失情况，直至该桩两侧的B桩全部完成为止；

B)普通混凝土浇筑

混凝土面接近钢筋笼底端时灌注速度适当放慢，当混凝土进入钢筋笼底端2～3m后，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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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提升要缓慢、平稳，避免出料冲击过大或钩带钢筋笼，以防钢筋笼上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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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利用旋挖钻机施工基坑围护钻孔咬合桩的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利用旋挖钻机施工基坑围护钻孔咬合桩的施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南昌市红谷隧道东岸匝道紧邻赣东大堤，大堤为重力式挡墙，挡墙底部为抛石地

层。原基坑围护结构为SMW工法桩，受挡墙底部抛石的影响搅拌桩无法施工至岩层，且H型钢

无法插入至设计标高，基坑围护结构无法满足止水和受力问题。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现有技术不足和实际需要提供一种利用旋挖钻机施工基坑

围护钻孔咬合桩的施工方法。

[0004] 本发明所述施工方法技术方案是:

[0005] 将匝道基坑围护φ850@600mmSMW工法桩改进为直径1000mm的钻孔咬合桩，所述钻

孔咬合桩分为一序桩即A型桩和二序桩B型桩,一序桩和二序桩底部标高同SMW工法桩底部

标高；两序桩的混凝土融合在一起呈嵌入咬合状态而形成一个连续的整体的排桩结构；一

序桩即A型桩桩间距1500mm，采用水下浇筑塑性混凝土作素桩；二序桩即B型桩为水下C30P8

钻孔钢筋混凝土灌注桩，与一序桩咬合250mm，桩间距1500mm，钢筋笼底部标高同SMW工法桩

H型钢底部标高。

[0006] 所述施工方法步骤为:

[0007] (1)施工准备

[0008] 根据桩位平面图及现场基准点，在施工现场测放桩位并打入明显标记，确保桩位

放线准确无误，并对基准点做保护；

[0009] (2)埋设护筒

[0010] 护筒内径比钻孔直径大0.2m,开挖桩孔至护筒底，按照桩孔中心定位护筒,护筒的

底部位于地下水位以下1.5m，护筒顶高出地下水位1.5m～2.0m，护筒内存储泥浆高出地下

水位0.5m以上；

[0011] (3)钻机就位

[0012] 旋挖钻机就位时，保持平稳，不发生倾斜位移，为准确控制钻孔深度，在机架上或

机管上作出控制的标尺，以便在施工中进行观测、记录。

[0013] (4)机械成孔

[0014] 旋挖钻机成孔时控制好护壁泥浆的比重及含砂率，防止钻进时缩径或塌孔，旋挖

钻机成孔的渣土利用短驳车运至临时弃土坑,咬合桩施工采用跳桩法施工，每9根桩为一个

施工循环，先施工A型桩即塑性混凝土素桩，待A型桩经7～9小时初凝时再施工临近B型桩即

钢筋混凝土桩；

[0015] (5)刷壁、清孔

[0016] 旋挖钻机施工二序桩时切削一序桩塑性混凝土，为了防止泥皮附着在切削面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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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缝渗漏水，利用吊车悬吊钻孔桩刷壁器进行刷壁，刷壁完成后进行清孔；

[0017] 钻到预定深度后，利用吸沙泵清孔换浆，距孔底0.5m处的泥浆比重1.15g/m3，对于

砂土层，清孔后孔底泥浆的比重1.15～1.20g/m3，清孔后的孔底沉渣厚度不大于50mm，在灌

注水下混凝土前复测沉渣厚度，沉渣超过规定时重新清孔；

[0018] (6)钢筋笼加工及吊装

[0019] 钢筋笼加工完成经验收合格后，利用吊车整根或者分段吊装钢筋笼至桩孔；

[0020] (7)混凝土浇筑

[0021] 混凝土浇筑采用导管法水下浇筑混凝土，及时测量孔内混凝土面高度，进行导管

的提升和拆除，控制导管的埋置深度在2～6m。

[0022] A)塑性混凝土浇筑

[0023] 塑性混凝土在使用前，检查其坍落度及观感质量是否符合要求，每车混凝土均取

一组试件，监测其缓凝时间及坍落度损失情况，直至该桩两侧的B桩全部完成为止；

[0024] B)普通混凝土浇筑

[0025] 混凝土面接近钢筋笼底端时灌注速度适当放慢，当混凝土进入钢筋笼底端2～3m

后，导管提升要缓慢、平稳，避免出料冲击过大或钩带钢筋笼，以防钢筋笼上浮。

[002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钻孔咬合桩采用全套管钻机成孔，在施工过程中，始终有超前

钢套管护壁，所以无需泥浆护壁，从而节约了泥浆制作、使用和废浆处理的费用，取出的土

为原土，有利于搞好工地的文明施工；该方法可降低工程造价，提高施工速度，切实保证支

护结构质量。

附图说明

[0027] 图1为本发明所述施工方法的步骤示意图；

[0028] 图中:A为A型桩即塑性混凝土素桩；B为B型桩即钢筋混凝土桩。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根据图1可知,咬合桩施工采用跳桩法施工，每9根桩为一个施工循环，先施工A型

桩(塑性混凝土素桩)，待A型桩初凝时(约7～9小时)再施工临近B型桩(钢筋混凝土桩)，施

工顺序：A1→A3→A5→A2→A4→B1→B2→B3→B4。

[0030] 本发明所述施工方法步骤为:

[0031] (1)施工准备

[0032] 根据桩位平面图及现场基准点，在施工现场测放桩位并打入明显标记，确保桩位

放线准确无误，并对基准点做保护；

[0033] (2)埋设护筒

[0034] 护筒内径比钻孔直径大0.2m,开挖桩孔至护筒底，按照桩孔中心定位护筒,护筒的

底部位于地下水位以下1.5m，护筒顶高出地下水位1.5m～2.0m，护筒内存储泥浆高出地下

水位0.5m以上；

[0035] (3)钻机就位

[0036] 旋挖钻机就位时，保持平稳，不发生倾斜位移，为准确控制钻孔深度，在机架上或

机管上作出控制的标尺，以便在施工中进行观测、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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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7] (4)机械成孔

[0038] 旋挖钻机成孔时控制好护壁泥浆的比重及含砂率，防止钻进时缩径或塌孔，旋挖

钻机成孔的渣土利用短驳车运至临时弃土坑,咬合桩施工采用跳桩法施工，每9根桩为一个

施工循环，先施工A型桩即塑性混凝土素桩，待A型桩经7～9小时初凝时再施工临近B型桩即

钢筋混凝土桩；

[0039] (5)刷壁、清孔

[0040] 旋挖钻机施工二序桩时切削一序桩塑性混凝土，为了防止泥皮附着在切削面造成

接缝渗漏水，利用吊车悬吊钻孔桩刷壁器进行刷壁，刷壁完成后进行清孔；

[0041] 钻到预定深度后，利用吸沙泵清孔换浆，距孔底0.5m处的泥浆比重1.15g/m3，对于

砂土层，清孔后孔底泥浆的比重1.15～1.20g/m3，清孔后的孔底沉渣厚度不大于50mm，在灌

注水下混凝土前复测沉渣厚度，沉渣超过规定时重新清孔；

[0042] (6)钢筋笼加工及吊装

[0043] 钢筋笼加工完成经验收合格后，利用吊车整根或者分段吊装钢筋笼至桩孔；

[0044] (7)混凝土浇筑

[0045] 混凝土浇筑采用导管法水下浇筑混凝土，及时测量孔内混凝土面高度，进行导管

的提升和拆除，控制导管的埋置深度在2～6m。

[0046] A)塑性混凝土浇筑

[0047] 塑性混凝土在使用前，检查其坍落度及观感质量是否符合要求，每车混凝土均取

一组试件，监测其缓凝时间及坍落度损失情况，直至该桩两侧的B桩全部完成为止；

[0048] B)普通混凝土浇筑

[0049] 混凝土面接近钢筋笼底端时灌注速度适当放慢，当混凝土进入钢筋笼底端2～3m

后，导管提升要缓慢、平稳，避免出料冲击过大或钩带钢筋笼，以防钢筋笼上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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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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