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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厚第四系深埋采空塌陷

破碎地层上行式分段注浆工艺，具体为：首先，成

孔，钻孔开孔孔径为Φ150mm，第四系松散层中采

用泥浆护壁，钻至稳定基岩以下5m，通过孔口管

向孔底浇入水泥净浆，在水泥浆初凝前将孔口管

下至稳定基岩以下5m，采用坐浆法固定孔口管，

进行第一次变径，基岩段采用清水钻进，继续钻

至导水裂隙带底部，进行第二次变径；成孔后，下

入注浆管，将孔口通过法兰盘进行焊接；通过注

浆管进行下段注浆，下段注浆结束后，从孔口管

与注浆管空隙进行上段注浆，直至达到终孔标

准，注浆结束。通过分段注浆，可显著增强采空区

充填的密实度，改善注浆均匀性，提高钻孔利用

效率，确保采空区治理工程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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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厚第四系深埋采空塌陷破碎地层上行式分段注浆工艺，其特征在于，具体按照

以下步骤实施：

步骤1，成孔，钻孔开孔孔径为Φ150mm，第四系松散层中采用泥浆护壁，钻进采用三翼

钻头后接岩芯管，增加钻头刚度，确保钻孔垂直度，钻至稳定基岩以下5m，将Φ127mm孔口管

下至距孔底10m，通过孔口管向孔底浇入1：1.5水泥净浆，在水泥净浆初凝前将孔口管下至

稳定基岩以下5m，采用坐浆法固定孔口管，固管时间不少于24h；

步骤2，坐浆结束后，进行第一次变径，变径孔径为Φ110mm，基岩段采用清水钻进，继续

钻至导水裂隙带底部，进行第二次变径，变径孔径为Φ91mm，终孔孔底以上20m范围内采取

岩芯；

步骤3，成孔后，迅速下入注浆管，注浆管外壁绑扎导管，注浆管对应第二次变径位置安

装钢托盘，钢托盘以下至煤层底板以上焊接花管，钢托盘上部3～5m通过导管浇入1：1.5水

泥净浆，最后，焊接孔口管法兰盘及注浆管丝母接头，孔口包扎待注浆；

位于钢托盘下部的注浆管外壁套橡胶止浆塞，且橡胶止浆塞紧贴钢托盘；钢托盘的内

径为50mm，外径为100mm；橡胶止浆塞为截顶圆锥体，大口直径100mm，小口直径90mm，高度

100mm；

步骤4，注浆时，首先通过注浆管进行下段注浆，下段注浆结束后，从孔口管与注浆管空

隙进行上段注浆，直至达到终孔标准，注浆结束。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厚第四系深埋采空塌陷破碎地层上行式分段注浆工艺，

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中，在水泥净浆初凝前将孔口管下至孔中，采用坐浆法固定孔口管，

凝固时间不少于24h，水泥净浆的浇筑高度为10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厚第四系深埋采空塌陷破碎地层上行式分段注浆工艺，

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中，孔口管的孔径Φ为127mm；孔口管高出地面20cm。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厚第四系深埋采空塌陷破碎地层上行式分段注浆工艺，

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3中，注浆管的孔径Φ为48mm，注浆管高出地面50cm。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厚第四系深埋采空塌陷破碎地层上行式分段注浆工艺，

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3中，导管的直径为20mm，导管底部与钢托盘之间的间距为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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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厚第四系深埋采空塌陷破碎地层上行式分段注浆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采空区注浆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厚第四系深埋采空塌陷破碎地层

上行式分段注浆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土地资源加速紧缺。尤其在矿

区，土地资源日益紧张，越来越多的公路、铁路、桥梁、隧道、大坝及工民建的建设不可避免

的遇到采空区地基。

[0003] 采空区地基本身不稳定，在自重应力、地震及地下水等因素下容易发生失稳变形；

当地表修建建(构)筑物后，在外加荷载作用下，有可能打破采空区原有平衡状态，重新“活

化”采空区，加快采空区地基变形，从而造成建(构)筑物破坏。

[0004] 目前采空区治理的方法主要有灌注充填法、穿越/跨越法、砌筑法、剥挖回填法、强

夯法、堆载预压法6种方法。其中，最常用的方法为灌注充填法。通常，采空区治理采用“一次

成孔，全段注浆”施工工艺。

[0005] 在第四系覆盖层厚、深埋、地层破碎、多层采空区治理工程施工中，地层裂隙发育

程度不均且钻孔易坍塌，采用“一次成孔，全段注浆”施工工艺，容易造成注浆段塌孔，垮落

带充满不密实，导致注浆不均匀，钻孔利用率降低，工程质量难以保证。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厚第四系深埋采空塌陷破碎地层上行式分段注浆工艺，

解决了现有技术在注浆时注浆段易塌孔、垮落带充填不密实且注浆不均匀的问题。

[0007] 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厚第四系深埋采空塌陷破碎地层上行式分段注

浆工艺，具体按照以下步骤实施：

[0008] 步骤1，成孔，钻孔开孔孔径为Φ150mm，第四系松散层中采用泥浆护壁，钻至稳定

基岩以下5m，将Φ127mm孔口管下至距孔底10m，通过孔口管向孔底浇入1：1.5水泥净浆，在

水泥浆初凝前将孔口管下至稳定基岩以下5m，采用坐浆法固定孔口管，固管时间不少于

24h；

[0009] 步骤2，坐浆结束后，进行第一次变径，变径孔径为Φ110mm，基岩段采用清水钻进，

继续钻至导水裂隙带底部，进行第二次变径，变径孔径为Φ91mm，终孔孔底以上20m范围内

采取岩芯；

[0010] 步骤3，成孔后，迅速下入注浆管，注浆管管外壁绑扎导管，注浆管对应第二次变径

位置安装钢托盘，钢托盘以下至煤层底板以上焊接花管，钢托盘上部3～5m通过管道浇入1：

1.5水泥净浆，最后，焊接孔口管法兰盘及注浆管丝母接头，孔口包扎待注浆；

[0011] 步骤4，注浆时，首先通过注浆管进行下段注浆，下段注浆结束后，从孔口管与注浆

管空隙进行上段注浆，直至达到终孔标准，注浆结束。

[0012] 本发明的特点还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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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步骤1中，在水泥浆初凝前将孔口管下至孔中，采用坐浆法固定孔口管，凝固时间

不少于24h，水泥净浆的浇筑高度为10m。

[0014] 步骤1中，孔口管的孔径Φ为127mm；孔口管高出地面20cm。

[0015] 步骤3中，注浆管的孔径Φ为48mm，注浆管高出地面50cm。

[0016] 步骤3中，位于钢托盘下部的注浆管外壁套橡胶止浆塞，且橡胶止浆塞紧贴钢托

盘。

[0017] 钢托盘的内径为50mm，外径为100mm；橡胶止浆塞为截顶圆锥体，大口直径100mm，

小口直径90mm，高度100mm。

[0018] 步骤3中，导管的直径为20mm，导管底部与钢托盘之间的间距为5m。

[0019]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20] 通过分段注浆，可显著增强采空区充填的密实度，改善注浆均匀性，提高钻孔利用

效率，确保采空区治理工程质量。

附图说明

[0021] 图1是本发明一种厚第四系深埋采空塌陷破碎地层上行式分段注浆工艺中成孔的

结构示意图；

[0022] 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中下段注浆示意图；

[0023] 图3是本发明实施例中上段注浆示意图。

[0024] 图中，1.第四系松散层，2.基岩；3.导水裂隙带，4.垮落带，5.煤柱，6.采空区，7.煤

层底板，8.丝母接头，9.注浆管，10.导管，11.法兰盘，12.孔口管，13.1：1.5水泥浆，14.钢托

盘，15.橡胶止浆塞，16.花管，17.管箍，18.泄压阀，19.压力表，20.注浆管道，21.垫片。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

[0026] 本发明一种厚第四系深埋采空塌陷破碎地层上行式分段注浆工艺，其成孔结构如

图1所示，具体按照以下步骤实施：

[0027] 步骤1，成孔，钻孔开孔孔径为Φ150mm，第四系松散层1中采用泥浆护壁，钻至稳定

基岩2以下5m，将孔口管12下至距孔底10m，通过孔口管向孔底浇入1：1.5水泥净浆13，在水

泥浆初凝前将孔口管12下至稳定基岩以下5m，采用坐浆法固定孔口管12，固管时间不少于

24h；

[0028] 孔口管的孔径Φ为127mm，孔口管高出地面20cm；

[0029] 水泥净浆13的浇筑长度为10m；

[0030] 步骤2，坐浆结束后，进行第一次变径，变径孔径为Φ110mm，采用清水钻进，继续钻

至导水裂隙带3底部，进行第二次变径，变径孔径为Φ91mm，终孔孔底以上20m范围内采取岩

芯；

[0031] 步骤3，成孔后，迅速下入注浆管9，注浆管9管外壁绑扎导管10，注浆管9对应第二

次变径位置安装钢托盘14，位于钢托盘14下部的注浆管9外壁套橡胶止浆塞15，且橡胶止浆

塞15紧贴钢托盘14，钢托盘14以下至煤层底板7以上焊接花管16，钢托盘14上部3～5m通过

导管10浇入1：1.5水泥净浆13，最后，焊接孔口管法兰盘11及注浆管丝母接头8，孔口包扎待

说　明　书 2/4 页

4

CN 109763483 B

4



注浆；

[0032] 注浆管9的孔径Φ为48mm，注浆管9高出地面50cm；每两个注浆管9间采用管箍17连

接；

[0033] 导管10的直径为20mm，导管10底部与钢托盘14之间的间距为5m；

[0034] 钢托盘14的内径为50mm，外径为100mm；

[0035] 橡胶止浆塞15为截顶圆锥体，大口直径100mm，小口直径90mm，高度100mm；

[0036] 步骤4，注浆时，首先通过注浆管9进行下段注浆，下段注浆结束后，从孔口管12与

注浆管9空隙进行上段注浆，直至达到终孔标准，注浆结束。

[0037] 实施例

[0038] 某特大型公路桥梁下采空区治理工程，采空区由综采形成，采煤一层，顶板管理方

式为自由垮落式，采空区平均埋深274m，平均采高2.5m，第四系平均埋深超过100m，第四系

覆盖层下部存在一层砂层及两层卵石层。采空区“三带”发育、地层破碎。注浆钻孔分为帷幕

孔、桥墩注浆孔和一般注浆孔三类。施工先后顺序为：先帷幕孔、后桥墩注浆孔、最后一般注

浆孔；先一序后二序。采用“一次成孔、分两段上行式注浆”工艺，具体实施步骤如下：

[0039] (1)钻孔施工：其包括定点、钻机安装、开孔钻进、浇筑孔口管、成孔、浇筑注浆管、

安装注浆接头七个步骤；

[0040] ①定点；注浆钻孔应采用RTK或全站仪等测量仪器按照工程设计孔位坐标进行逐

点实地放样，钻孔实际位置原则上不应超过设计位置1.0m；

[0041] ②安装钻机；平整场地，安装钻机，调平机架、机体，准备钻具，备好套管、钻头以及

钻杆、岩芯管等设备；

[0042] ③开孔钻进；采用Φ150mm开孔，第四系松散层1中采用泥浆护壁，钻进采用三翼钻

头后接岩芯管，增加钻头刚度，确保钻孔垂直度，钻至稳定基岩2以下5m；将Φ127mm孔口管

12下至距孔底10m，孔口管12之间采用满口焊接，焊接时采用水平尺测量，确保孔口管间垂

直度，通过管道向孔底浇入1：1.5水泥净浆13，浇筑高度为10m，在水泥浆初凝前将孔口管12

下距孔底10m，采用坐浆法固管(不小于24h)；

[0043] ⑤成孔；坐浆结束后，变径为Φ110mm(一次变径)，采用清水钻进，继续钻至导水裂

隙带3底部，最终变径为Φ91mm(二次变径)，最后20m采取岩芯；

[0044] ⑥浇筑注浆管；成孔后，下入Φ48mm注浆管9，注浆管9管外壁绑扎导管10，导管10

的直径为20mm，注浆管9对应二次变径位置安装钢托盘14，位于钢托盘14下部的注浆管9外

壁套橡胶止浆塞15，且橡胶止浆塞15紧贴钢托盘14；注浆管9间采用管箍17连接，钢托盘14

以下至煤层底板7以上焊接花管16，钢托盘14上部5m通过管道浇入1：1.5水泥净浆13；导管

10底部与钢托盘14之间的间距为5m；

[0045] ⑦安装注浆接头；下完注浆管9，焊接孔口管法兰盘11及注浆管9丝母接头8，钻孔

验收，孔口包扎待注浆；

[0046] (2)注浆施工；

[0047] ①下段注浆；如图2所示，注浆时，首先通过注浆管9进行下段注浆，注浆管9与注浆

管道20之间采用管箍17连接；水固比采用1：1.2，当压力表19达到2MPa，泵量小于50L/min，

超过15min，该孔下段注浆结束，打开泄压阀18；

[0048] ②上段注浆；如图3所示，下段注浆结束后，从孔口管12与注浆管9空隙进行上段注

说　明　书 3/4 页

5

CN 109763483 B

5



浆，上段注浆通过法兰盘连接，两法兰盘之间夹垫片21，确保密封良好，水固比采用1：1，当

达到设计注浆结束标准时，该孔上段注浆结束。

[0049] 注浆浆液为水泥粉煤灰浆，浆液配比如下：桥墩帷幕孔，水泥：粉煤灰配合比为2:

8，并加入水泥重量3％～5％的速凝剂；桥墩注浆孔，水泥：粉煤灰配合比为3:7；一般注浆

孔，水泥：粉煤灰配合比为2:8；注浆结束标准为注浆压力达到2MPa，泵量小于50L/min，超过

15min。

[0050] 本发明方法中，采空区上行式分段注浆技术，法兰盘以下至煤层底板采用花管，可

有效避免塌孔对下段注浆的影响，提高钻孔利用效率。

[0051] 采用三翼钻头后接岩芯管，可增加钻孔垂直度，使孔口管顺利下至设计深度；采用

坐浆法，可以确保孔口管与孔壁之间密封良好，避免上段注浆时浆液从土岩分界线流失。

[0052] 由于第四系覆盖层厚度较大，采用三翼钻头后接岩芯管钻进(增加钻头刚度)，确

保钻孔垂直度；孔口管间采用满口焊接(也可直接采用丝扣连接)，焊接时采用水平尺测量，

确保孔口管间垂直度；钻孔垂直、孔口管垂直，才能保证孔口管顺利下至设计深度。

[0053] 采用法兰盘、止浆塞可将注浆管卡在二次变径位置并实现分段，通过导管注入水

泥浆可进一步加强固管及分段，确保实施效果。

[0054] 法兰盘以下至煤层底板采用花管，可有效避免塌孔对下段注浆的影响，提高钻孔

利用效率。

[0055] 孔底最后20m采取岩芯，采取岩芯的目的是避免岩粉沉淀堵塞注浆通道、揭露关键

地层及评价注浆效果。

[0056] 通过分段注浆，可显著增强采空区充填的密实度，改善注浆均匀性，提高钻孔利用

效率，确保采空区治理工程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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