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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带有泥浆循环、分离、清渣

功能的灌注桩施工设备及方法，其目的旨在克服

灌注桩施工过程中存在的大量泥浆排放和外运

造成的环境污染和桩端沉渣、缩径造成的承载力

不足的问题。其结构包括钻/冲孔装置、泥浆循环

系统、泥浆分离系统和清渣装置。泥浆循环系统

和泥浆分离系统配合工作，利用泥浆粗分离机和

泥浆处理机排出大块沉渣，并采用泥浆检测仪对

回收泥浆质量进行检测，保证泥浆排出沉渣后的

重复利用；清渣装置通过泥浆短循环对桩孔内沉

渣进行彻底清理和孔壁加固，实现泥浆不落地，

对城市道路卫生环境、文明工地有明显公共社会

效益；桩不缩径，钢筋笼不上浮，桩端无沉渣，承

载力有效使用；机械设备系统化、自动化，节约人

工成本。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5页  附图3页

CN 112392036 A

2021.02.23

CN
 1
12
39
20
36
 A



1.带有泥浆循环、分离、清渣功能的灌注桩施工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钻/冲孔装置、泥

浆循环系统、泥浆分离系统和清渣装置四部分；钻/冲孔装置设于桩孔的上方，进行钻/冲孔

作业；泥浆循环系统、泥浆分离系统设于打桩机架（2）上，所述泥浆分离系统嵌入泥浆循环

系统中；桩孔成孔后，清渣装置安装在钻杆接口处，配合完成混凝土灌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带有泥浆循环、分离、清渣功能的灌注桩施工设备，其特征在

于所述钻/冲孔装置包括钻机（1），钻杆（3），钻头（4）和冲击锤（17）；钻机（1）、钻杆（3）和钻

头（4）依次相连，冲击锤（17）通过钢丝绳和滑轮组与钻机（1）、打桩机架（2）相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带有泥浆循环、分离、清渣功能的灌注桩施工设备，其特征在

于所述泥浆分离系统包括泥浆粗分离机（12）、泥浆沉淀池（13）和泥浆处理机（14）；泥浆粗

分离机（12）安装在打桩机架（2）上方，与泥浆沉淀池（13）连接；所述泥浆处理机（14）可拆卸

地安装在泥浆沉淀池（13）后方。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带有泥浆循环、分离、清渣功能的灌注桩施工设备，其特征在

于所述泥浆粗分离机（12）结构包括进浆口（12-1），链轴（12-2），网式链板（12-3），电机（12-

4），齿轮（12-5），粗分离机支架（12-6）；粗分离机支架（12-6）安装在打桩机架（2）上方；进浆

口（12-1）连接泥浆循环系统；电机（12-4）和齿轮（12-5）传动连接，链轴（12-2）穿过网式链

板（12-3）的套筒，共同构成传送带结构；所述网式链板（12-3）正下方为泥浆沉淀池（13）。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带有泥浆循环、分离、清渣功能的灌注桩施工设备，其特征在

于所述泥浆循环系统结构包括出浆管（5）、反循环泵（6）、自带泥浆池（7）、正循环泵（8）、吸

浆口（9）、切换阀（11）；所述自带泥浆池（7）安装在打桩机架（2）下方，自带泥浆池（7）连通泥

浆分离系统；所述正循环泵（8）设于自带泥浆池（7）内部，正循环泵（8）通过管道连接吸浆口

（9）；出浆管（5）一端与钻机连接，另一端通过切换阀（11）与反循环泵（6）连接，转换阀（11）

控制泥浆的流向。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带有泥浆循环、分离、清渣功能的灌注桩施工设备，其特征在

于所述自带泥浆池（7）内部设有泥浆检测仪（15），前端设有泥浆流量控制阀（7-1），与吸浆

口（9）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带有泥浆循环、分离、清渣功能的灌注桩施工设备，其特征在

于所述清渣装置包括泥浆泵（18）、导管（19）和清渣筒（20）；清渣筒（20）与桩孔护筒连接，导

管（19）顶部安装泥浆泵（18）。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带有泥浆循环、分离、清渣功能的灌注桩施工设备，其特征在

于所述清渣筒（20）包括拦渣网（20-1），泥浆旋流管（20-2），旋流喷嘴（20-3），泥浆回收管

（20-4）。拦渣网（20-1）可拆卸地安装在清渣筒（20）底孔内侧，泥浆旋流管（20-2）和泥浆回

收管（20-4）共同连接所述导管（19），连接处分别设有阀门，控制导管（19）泥浆流向；泥浆旋

流管（20-2）上设有若干个旋流喷嘴（20-3）。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带有泥浆循环、分离、清渣功能的灌注桩施工设备，其特征在

于所述桩孔处设有护筒（10），护筒（10）顶部内侧设有止水圈（10-1）；护筒（10）上方设有泥

浆回收筒（16），所述泥浆回收筒（16）底部设有止水槽（16-1），护筒（10）与泥浆回收筒（16）

通过止水圈（10-1）和止水槽（16-1）配合连接，泥浆回收筒（16）位于地面以上。

10.根据权利要求1-9所述的带有泥浆循环、分离、清渣功能的灌注桩施工设备，其特征

在于其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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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按照图纸放线，确定桩位坐标，将灌注桩施工设备移动至桩位，护筒下沉，钻头（4）和

冲击锤（17）配合切土下沉；

2）在自带泥浆池（7）中配置泥浆，开启泥浆循环系统和泥浆分离系统；泥浆通过出浆管

（5）、反循环泵（6）进入泥浆粗分离机（12），进行初步分离，泥浆落入泥浆粗分离机（12）下方

的泥浆沉淀池（13）；沉淀后的泥浆清液流回自带泥浆池（7），检测合格后循环使用；泥浆粗

分离机（12）和泥浆处理机（14）处理得到的沉渣集中储存处理；

3）桩孔成孔后，桩机移入下一桩位，下钢筋笼并安装所述清渣装置；开启泥浆泵（18），

桩孔内泥浆及沉渣经导管（19）吸入泥浆漩流管（20-2），经旋流喷嘴（20-3）顺时针喷出，流

入拦渣网（20-1）进行过滤；

4）沉渣清零后，导管（19）连接混凝土加料斗灌注混凝土，桩孔内泥浆流回清渣筒（20）；

将泥浆处理机（14）拆卸转移安装在桩孔附近，泥浆回收管（20-4）通过泥浆处理机（14）连接

至自带泥浆池（7）；开启泥浆泵（18）和泥浆处理机（14），切换阀门至泥浆回收管（20-4），将

剩余泥浆进行处理并引流回自带泥浆池（7）中；

5）混凝土灌注浇筑完成后，提起清渣筒（20）和拦渣网（20-1），沉渣自动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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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有泥浆循环、分离、清渣功能的灌注桩施工设备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提供的是一种带有泥浆循环、分离、清渣功能的灌注桩施工设备及方法，属

于建筑施工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民用与工业建筑逐步高层化，对桩基础的质量有了更高的

要求，灌注桩得到设计单位及建设单位的认可。常见的桩类型为预制桩、混凝土灌注桩。预

制桩缺点是：挤土承载力低，桩端不能打入硬质土层和岩石层，桩周围地面易隆起，引起邻

桩上浮，容易出现断桩，焊接质量难控制，抗腐蚀能力差；混凝土灌注桩承载力、抗拔、抗剪、

耐腐蚀均优于其他桩型，广泛应用于各类高层和高类别建筑工程。

[0003] 伴随各地创建卫生城市、创建文明城市活动开展，对建筑工地的环境卫生要求越

来越高。传统灌注桩因施工工艺限制，每颗桩基成孔作业均需在地面上开挖泥浆池及泥浆

循环沟，且钻孔过程中需要不间断的配置液体泥浆，不但增加成本切施工进度慢，这导致施

工场地遍布泥浆池及泥浆沟，影响工地环境卫生，泥浆外运过程存在抛洒滴漏，影响城市道

路及环境卫生，无法达到卫生、文明工地要求。

[0004] 专利CN102704873A公开了一种自带泥浆池及泥浆分离装置钻/冲孔灌注桩的施工

设备，采用可移动的自带泥浆池解决了每施工一根桩都要在地面上挖一个泥浆池和一条泥

浆循环沟，导致施工现场遍布泥浆池和泥浆沟污染环境的技术问题。桩基钻孔至设计深度

或钻机下沉困难时，改用桩机自带的冲击锤，锤击使桩孔继续下沉至入岩，通过冲击锤入岩

及扩孔，使桩体产生更高的承载力。

[0005] 但在实际施工过程中，泥浆排放和大量泥浆外运，造成泥浆抛洒滴漏，影响城市道

路卫生及导致下水管网淤堵；桩端沉渣不易清除，影响承载力，降低使用效果，增加施工成

本；易造成缩径，影响桩身质量和施工效率。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提出的是一种带有泥浆循环、分离、清渣功能的灌注桩施工设备及方法，其

目的旨在克服灌注桩施工过程中存在的上述不足，改进施工工艺，增加设备功能。

[0007] 本发明的技术解决方案：

带有泥浆循环、分离、清渣功能的灌注桩施工设备，结构包括钻/冲孔装置、泥浆循环系

统、泥浆分离系统和清渣装置。

[0008] 所述钻/冲孔装置包括钻机1，打桩机架2，钻杆3，钻头4和冲击锤17。钻机1、钻杆3

和钻头4依次相连，冲击锤17通过钢丝绳和滑轮组与钻机1、打桩机架2相连接。

[0009] 所述泥浆分离系统包括泥浆粗分离机12、泥浆沉淀池13和泥浆处理机14。泥浆粗

分离机12安装在打桩机架2上方，与泥浆沉淀池13连接；泥浆沉淀池13后方设有泥浆处理机

14；泥浆循环系统将泥浆从桩孔中抽出后，经过泥浆粗分离机12初步分离泥浆和大颗粒泥

土沉渣，初步分离后的泥浆流入泥浆沉淀池13，经泥浆处理机14处理后，流回泥浆循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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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

[0010] 所述泥浆循环系统结构包括出浆管5、反循环泵6、自带泥浆池7、正循环泵8、吸浆

口9、切换阀11。所述自带泥浆池7安装在打桩机架2下方，自带泥浆池7连通泥浆沉淀池13，

所述正循环泵8设于自带泥浆池7内部，正循环泵8通过管道连接吸浆口9；出浆管5一端与钻

机连接，另一端通过切换阀11与反循环泵6连接，转换阀11控制泥浆的流向。

[0011] 所述清渣装置包括泥浆泵18、导管19和清渣筒20。清渣筒20与桩孔护筒连接，导管

19顶部安装泥浆泵18。

[0012] 作为优选方案，所述泥浆粗分离机12结构包括进浆口12-1，链轴12-2，网式链板

12-3，电机12-4，齿轮12-5，粗分离机支架12-6。粗分离机支架12-6安装在打桩机架2上方；

进浆口12-1连接反循环泵6；电机12-4和齿轮12-5传动连接，链轴12-2穿过网式链板12-3的

套筒，共同构成传送带。所述网式链板12-3下方为泥浆沉淀池13。

[0013] 作为优选方案，所述泥浆处理机14可拆卸地安装在泥浆沉淀池13后方，泥浆处理

机14可独立工作。

[0014] 作为优选方案，所述自带泥浆池7内部设有泥浆检测仪15，检测自带泥浆池7内泥

浆是否合格；前端设有泥浆流量控制阀7-1，与吸浆口9连接。

[0015] 作为优选方案，所述桩孔处设有护筒10，护筒10顶部内侧设有止水圈10-1；护筒10

上方设有泥浆回收筒16，所述泥浆回收筒16底部设有止水槽16-1，护筒10与泥浆回收筒16

通过止水圈10-1和止水槽16-1配合连接，泥浆回收筒16位于地面以上。泥浆回收筒16内泥

浆重量产生正压力作用于桩孔壁上，平衡桩孔壁与泥浆重量比产生的负压力，避免桩孔缩

径和塌孔。

[0016] 作为优选方案，所述清渣筒20包括拦渣网20-1，泥浆旋流管20-2，旋流喷嘴20-3，

泥浆回收管20-4。拦渣网20-1可拆卸地安装在清渣筒20底孔内侧，泥浆旋流管20-2和泥浆

回收管20-4共同连接所述导管19，连接处分别设有阀门，控制导管19泥浆流向；泥浆旋流管

20-2上设有若干个旋流喷嘴20-3。

[0017] 一种带有泥浆循环、分离、清渣功能的灌注桩施工设备，其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

1）按照图纸放线，确定桩位坐标，将灌注桩施工设备移动至桩位，护筒下沉，钻头4和冲

击锤17配合切土下沉；

2）在自带泥浆池7中配置泥浆，开启泥浆循环系统和泥浆分离系统；泥浆通过出浆管5、

反循环泵6进入泥浆粗分离机12，进行初步分离，泥浆落入泥浆粗分离机12下方的泥浆沉淀

池13；沉淀后的泥浆清液流回自带泥浆池7，检测合格后经流量控制阀7-1流回桩孔循环使

用；泥浆粗分离机12和泥浆处理机14处理得到的沉渣集中储存处理；

3）桩孔成孔后，桩机移入下一桩位，下钢筋笼并安装所述清渣装置；开启泥浆泵18，桩

孔内泥浆及沉渣经导管19吸入泥浆漩流管20-2，经旋流喷嘴20-3顺时针喷出，流入拦渣网

20-1进行过滤；

4）沉渣清零后，导管19连接混凝土加料斗灌注混凝土，桩孔内泥浆流回清渣筒20；将泥

浆处理机14拆卸并转移安装在桩孔附近，泥浆回收管20-4通过泥浆处理机14连接至自带泥

浆池7；开启泥浆泵18，切换阀门至泥浆回收管20-4，将剩余泥浆进行处理并引流回自带泥

浆池7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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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混凝土灌注浇筑完成后，提起清渣筒20和拦渣网20-1，沉渣自动落下。

[0018]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1）泥浆自行处理循环回收利用，实现泥浆不落地，对城市道路卫生环境、文明工地有明

显公共社会效益；

2）桩不缩径，钢筋笼不上浮，桩端无沉渣，承载力有效使用；

3）机械设备系统化、自动化，节约人工成本。

附图说明

[0019] 附图1是带有泥浆循环、分离、清渣功能的灌注桩施工设备结构示意图。

[0020] 附图2是灌注桩施工设备冲击锤结构示意图。

[0021] 附图3是泥浆分离系统的泥浆粗分离机结构示意图。

[0022] 附图4是清渣装置的立面结构示意图。

[0023] 附图5是清渣装置的结构俯视图。

[0024] 附图6是清渣装置的施工工艺演示图。

[0025] 附图中1是钻机，2是打桩机架，3是钻杆，4是钻头，5是出浆管，6是反循环泵，7是自

带泥浆池，7-1是泥浆流量控制阀，8是正循环泵，9是吸浆口，10是护筒，10-1是止水圈，11是

切换阀，12是泥浆粗分离机，12-1是进浆口，12-2是链轴，12-3是网式链板，12-4是电机，12-

5是齿轮，12-6是粗分离机支架，13是泥浆沉淀池，14是泥浆处理机，15是泥浆检测仪，16是

泥浆回收筒，16-1是止水槽，17是冲击锤，18是泥浆泵，19是导管，20是清渣筒，20-1是拦渣

网，20-2是泥浆旋流管，20-3是旋流喷嘴，20-4是泥浆回收管。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技术方案做进一步解释说明。

[0027] 对照附图1，带有泥浆循环、分离、清渣功能的灌注桩施工设备，结构包括钻/冲孔

装置、泥浆循环系统、泥浆分离系统和清渣装置。钻/冲孔装置包括钻机1，打桩机架2，钻杆

3，钻头4和冲击锤17。钻机1、钻杆3和钻头4依次相连，位于桩孔正上方。桩孔处设有护筒10，

护筒10顶部内侧设有止水圈10-1；护筒10上方设有泥浆回收筒16，所述泥浆回收筒16底部

设有止水槽16-1，护筒10与泥浆回收筒16通过止水圈10-1和止水槽16-1配合连接，泥浆回

收筒16位于地面以上。泥浆回收筒16内泥浆重量产生正压力作用于桩孔壁上，平衡桩孔壁

与泥浆重量比产生的负压力，避免桩孔缩径和塌孔。

[0028] 泥浆分离系统包括泥浆粗分离机12、泥浆沉淀池13和泥浆处理机14。泥浆粗分离

机12安装在打桩机架2上方，与泥浆沉淀池13连接；泥浆沉淀池13后方设有泥浆处理机14；

泥浆循环系统将泥浆从桩孔中抽出后，经过泥浆粗分离机12初步分离泥浆和大颗粒泥土沉

渣，初步分离后的泥浆流入泥浆沉淀池13，经泥浆处理机14处理后，流回泥浆循环系统。泥

浆处理机14可拆卸地安装在泥浆沉淀池13后方，泥浆处理机14可独立工作。

[0029] 泥浆循环系统结构包括出浆管5、反循环泵6、自带泥浆池7、正循环泵8、吸浆口9、

切换阀11。所述自带泥浆池7安装在打桩机架2下方，自带泥浆池7连通泥浆沉淀池13，所述

正循环泵8设于自带泥浆池7内部，正循环泵8通过管道连接吸浆口9；出浆管5一端与钻机连

接，另一端通过切换阀11与反循环泵6连接，转换阀11控制泥浆的流向。自带泥浆池7内部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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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泥浆检测仪15，检测自带泥浆池7内泥浆是否合格；自带泥浆池7前端设有泥浆流量控制

阀7-1，与吸浆口9连接。

[0030] 对照附图2，桩基钻孔至设计深度或钻机1下沉困难时，改用桩基自带的冲击锤17，

锤击使桩孔继续下沉至入岩，通过冲击锤17入岩及扩孔，使桩体产生更高的承载力。

[0031] 对照附图3，泥浆粗分离机12结构包括进浆口12-1，链轴12-2，网式链板12-3，电机

12-4，齿轮12-5，粗分离机支架12-6。粗分离机支架12-6安装在打桩机架2上方；进浆口12-1

连接反循环泵6；电机12-4和齿轮12-5传动连接，链轴12-2穿过网式链板12-3的套筒，共同

构成传送带。所述网式链板12-3下方为泥浆沉淀池13。泥浆通过进浆口12-1进入泥浆粗分

离机，进行初步分离。

[0032] 对照附图4-5，清渣装置包括泥浆泵18、导管19和清渣筒20。清渣筒20与桩孔护筒

连接，导管19顶部安装泥浆泵18。清渣筒20包括拦渣网20-1，泥浆旋流管20-2，旋流喷嘴20-

3，泥浆回收管20-4。拦渣网20-1可拆卸地安装在清渣筒20底孔内侧，泥浆旋流管20-2和泥

浆回收管20-4共同连接所述导管19，连接处分别设有阀门，控制导管19泥浆流向；泥浆旋流

管20-2上设有若干个旋流喷嘴20-3。

[0033] 一种带有泥浆循环、分离、清渣功能的灌注桩施工设备，其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

1）按照图纸放线，确定桩位坐标，将灌注桩施工设备移动至桩位，护筒下沉，钻头4和冲

击锤17配合切土下沉；

2）在自带泥浆池7中配置泥浆，开启泥浆循环系统和泥浆分离系统；泥浆通过出浆管5、

反循环泵6进入泥浆粗分离机12，进行初步分离，泥浆落入泥浆粗分离机12下方的泥浆沉淀

池13；沉淀后的泥浆清液流回自带泥浆池7，检测合格后循环使用；泥浆粗分离机12和泥浆

处理机14处理得到的沉渣集中储存处理；

3）桩孔成孔后，桩机移入下一桩位，下钢筋笼并安装所述清渣装置；如附图6-A所示，开

启泥浆泵18，桩孔内泥浆及沉渣经导管19吸入泥浆漩流管20-2，经旋流喷嘴20-3顺时针喷

出，流入拦渣网20-1进行过滤；

4）沉渣清零后，导管19连接混凝土加料斗灌注混凝土，桩孔内泥浆流回清渣筒20；将泥

浆处理机14拆卸并转移安装在桩孔附近，泥浆回收管20-4通过泥浆处理机14连接至自带泥

浆池7；开启泥浆泵18，切换阀门至泥浆回收管20-4，将剩余泥浆进行处理并引流回自带泥

浆池7中；

5）如附图6-B所示，混凝土灌注浇筑完成后，提起清渣筒20和拦渣网20-1，沉渣自动落

下。

[0034] 实施例1

连云港巨龙花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两栋34层，高100米高层住宅楼，建筑面积

地上约3.2万平方米，地下室建筑面积约1万平方米，项目位于连云港市海连东路南，巨龙路

东，项目地处巨龙商圈人流密集，开工时正处于连云港市创建文明卫生城市时期。项目设计

钻孔灌注桩主桩φ800mm264根，桩长36米，单桩承载力5800KN，地下室桩φ600mm180根，桩

长36米，承载力3800KN，要求桩端进入中等风化岩800mm，地下3-5米为杂堆土、老地基石块

淤泥15-18米，黏土粉沙层、沙层约10米，强风化及中风化岩根据勘察报告摩阻力计算明显

不够，需入岩依靠桩端阻力，最主要嵌入岩石需无沉渣。采用泥浆分离循环灌注桩施工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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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工艺，围护桩450根直径800mm桩长18米，采用汽车反循环钻机。施工过程中市建设扬尘

办、城管局、渣土办等相关单位频繁检查工地卫生、泥浆排放等情况。

[0035] 检查过程中渣土办领导惊讶发现本项目泥浆分离循环设备和反循环汽车钻机工

艺不同，一种是遍地泥浆和泥浆池，另一种没有泥浆现场很干净，机械分离出的泥土有序直

接堆放，认为此工艺设备符合文明工地要求，对发展创建国家卫生城市起到了积极示范作

用，希望此设备扩大生产投入，满足市场需求。

[0036] 施工结束后，检测单位静载检验12根桩承载力均公寓12000KN，下沉15mm-20mm，属

于受压回弹，卸载后桩回弹5mm，证明桩端嵌入中等风化岩且桩底无沉渣，声波检测小应变

为一类桩，经建设方会同质监站监理等有关部门一次验收合格。

[0037] 实施例2

江苏德源药业有限公司试验楼位于连云港市开发区，设计钻孔灌注桩126根，直径

600mm，桩长22米，承载力设计值1800KN。

[0038] 地质情况，地表上2米杂堆土，淤泥16-18米，1-2米黏土加碎石，1-2米强风化岩麻

岩，桩侧摩擦力很小，80%以上靠桩端阻力承受上部荷载。

[0039] 工程施工结束经过静载试验承载力达4000KN，大应变小应变检测均满足设计要

求。

[0040] 实施例3

连云港新田科技开发有限公司6号厂房位于连云港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珠江路北云台山

路西，设计钻孔灌注桩116根，直径600mm，桩长7-12米，承载力2600KN，根据地质勘察报告地

下2米回填杂土3-9米淤泥黏土层很小，下层是强风化岩，桩承载力主要靠桩端阻力和桩入

岩石阻力来承受上部荷载，施工结束后，经静压试验承载力达5200KN，大小应变检验均为一

类桩，经质监站建设方监理验收合格。

[0041]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

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根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及其

发明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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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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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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