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221996528.5

(22)申请日 2022.07.29

(73)专利权人 中交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地址 100027 北京市东城区东中街9号东环

广场A座路桥大厦8层

    专利权人 中交路桥华南工程有限公司

(72)发明人 张敬弦　陈传磊　吴健　常树芳　

马水英　李传威　冉富吕　廖焱强　

符传育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市立方律师事务所 

11330

专利代理师 刘延喜

(51)Int.Cl.

E02D 27/14(2006.01)

E02D 27/52(2006.01)

E02D 5/28(2006.01)

E02D 5/62(2006.01)

E02D 15/04(2006.01)

E01D 18/00(2006.01)

E01D 21/00(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简易基桩结构及其系统和栈桥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简易基桩结构及其系

统和栈桥，其技术方案要点是一种简易基桩结

构，包括用于挖设在河床上的桩基孔、安插在桩

基孔内的基桩；所述桩基孔的内侧壁与基桩的外

侧壁之间环绕浇筑有锚固层，以及一种简易基桩

系统，包括河床和上述简易基桩结构，本技术方

案还公开了一种栈桥，包括桥面、桥梁以及上述

简易基桩结构；本方案可实现基桩既与河床牢固

连接，又可回收再利用，避免影响航道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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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简易基桩结构，其特征在于，包括用于挖设在河床上的桩基孔、安插在桩基孔内

的基桩；所述桩基孔的内侧壁与基桩的外侧壁之间环绕浇筑有锚固层。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简易基桩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基桩的底面抵紧桩基孔的底

面。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简易基桩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基桩为圆管结构，所述桩基

孔为与基桩的外形相匹配的圆孔。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简易基桩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基桩与桩基孔的直径比范围

为1:2至1:1.8。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简易基桩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基桩的厚度与桩基孔的直径

之比为2:3。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简易基桩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基桩的材质为钢材。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简易基桩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锚固层的浇筑高度与桩基孔

的深度相等，所述锚固层的材质为水下混凝土。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简易基桩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桩基孔的深度不少于4m。

9.一种简易基桩系统，包括河床，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如权利要求1‑8任一所述的简易

基桩结构，所述河床上挖设有所述桩基孔，所述基桩安插在桩基孔内，并通过所述锚固层与

所述河床相对固定。

10.一种栈桥，包括桥梁、铺设在桥梁的顶面上的桥面，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如权利要求

1‑8任一所述的简易基桩结构，所述基桩间隔排布在桥梁的底部，且与桥梁的底部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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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易基桩结构及其系统和栈桥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基桩结构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简易基桩结构及其系统和栈桥。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我国基础建设的不断发展，一些跨江、河、湖、海及跨库区的桥梁越来越多，然

而这些水上桥有些处于山区，有些处于水库、发电站等下游，受地质构造和长期冲刷影响，

河床覆盖层极薄或仅有大颗粒卵石覆盖，甚至为全裸岩面，导致了施工用临时栈桥、支架、

平台钢管桩基础施工困难，严重影响了工期及施工成本。

[0003] 目前应对这种浅覆盖层和裸岩面的栈桥钢管桩基础施工方法主要有桩内植桩法

和格构板凳桩，板凳桩式的基桩难以满足较大水流冲击力和大型机械在栈桥行走、转弯的

水平力，栈桥、平台基础稳定性和抗滑移性均较差，栈桥、平台倾覆风险较高，而通过植桩法

施工的基桩，与河床连接方面具有较好的连接强度，但河床以上的管桩存在锚固混凝土，这

部分管桩水下拆除将极为困难，且基本不能回收，回收利用率低，所以，目前还不存在有既

具有良好的连接效果，又可拆卸回收的基桩。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旨在提供一种简易基桩结构及其系统和栈桥，实现基桩既与河

床牢固连接，又可回收再利用，避免影响航道通行。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以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简易基桩结构，包括用于挖设在河床上的桩基孔、安插在桩基孔内的基桩；所

述桩基孔的内侧壁与基桩的外侧壁之间环绕浇筑有锚固层。

[0007] 进一步设置，所述基桩的底面抵紧桩基孔的底面。

[0008] 进一步设置，所述基桩为圆管结构，所述桩基孔为与基桩的外形相匹配的圆孔。

[0009] 进一步设置，所述基桩与桩基孔的直径比范围为1:2至1:1.8。

[0010] 进一步设置，所述基桩的厚度与桩基孔的直径之比为2:3。

[0011] 进一步设置，所述基桩的材质为钢材。

[0012] 进一步设置，所述锚固层的浇筑高度与桩基孔的深度相等，所述锚固层的材质为

水下混凝土。

[0013] 进一步设置，所述桩基孔的深度不少于4m。

[0014] 本实用新型还提供了一种简易基桩系统，包括河床，还包括如上所述的简易基桩

结构，所述河床上挖设有所述桩基孔，所述基桩安插在桩基孔内，并通过所述锚固层与所述

河床相对固定。

[0015] 本实用新型还提供了一种栈桥，包括桥梁、铺设在桥梁的顶面上的桥面，还包括如

上所述的简易基桩结构，所述基桩间隔排布在桥梁的底部，且与桥梁的底部连接。

[0016] 相比现有技术，本实用新型的方案具有以下优点：

[0017] 1.在本实用新型涉及的简易基桩结构中，锚固层浇筑在基桩的外壁与桩基孔的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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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之间，锚固层仅在基桩的外部对基桩进行锚固，而基桩的内部没有钢筋笼、型钢等部件进

行加固连接，也没有浇筑锚固混凝土，形成典型的摩擦端承桩结构，抗弯由基桩本体承担，

锚固层和桩端下的土层则承受重压，基桩及锚固层受力明确，充分发挥大直径基桩抗弯能

力强、锚固层抗压强度高等特点，相对植桩法来说，本基桩结构中的桩基孔深度较浅，基桩

的下端埋设的深度随之较浅，在后期，河床以上的部分基桩均能回收利用，不会对航道产生

不利影响，实现基桩既与河床牢固连接，又可回收再利用，避免影响航道通行。

[0018] 2.在本实用新型涉及的简易基桩结构中，基桩的端部抵紧桩基孔的底面，建筑物

的重力透过基桩辗转递送到坚固的土层或是岩石上，桩端下的土层起相应支撑作用，使该

基桩结构具有较为优异的承压效果。

[0019] 3.在本实用新型涉及的简易基桩结构中，基桩具体为钢管桩，利用钢管桩在市面

上批量标准化的特点，使本基桩结构中的基桩容易采购且成本相对较低，在作业施工上，与

植桩法所用的基桩相比，不需要通过护筒现场浇筑出混凝土桩，提高施工便捷性和施工效

率。

[0020] 4 .在本实用新型涉及的简易基桩结构中，锚固层的浇筑高度与桩基孔的深度相

等，锚固层填平了桩基孔，增强了基桩与桩基孔的连接效果，同时避免锚固层溢出至桩基孔

外，使锚固层不在河床以上的位置与基桩固结，降低了拆卸回收位于河床以上的部分基桩

的难度。

[0021] 5.在本实用新型涉及的简易基桩系统中，本基桩结构不单止可布置在小溪上，还

可布置在河谷、浅滩等地方，应用在浅覆盖层和裸岩面的地质上，既与河床牢固连接，又可

回收再利用，避免影响航道通行，具有优异的综合性能。

[0022] 6.在本实用新型涉及的栈桥中，栈桥的下部结构采用简易基桩结构，栈桥上的桥

面和桥梁通过基桩牢固地连接在河床上，后期拆除栈桥或者调整栈桥结构时，也可将位于

河床以上的部分基桩拆除回收，提高资源回收率，避免影响航道通行。

[0023] 本实用新型附加的方面和优点将在下面的描述中部分给出，这些将从下面的描述

中变得明显，或通过本实用新型的实践了解到。

附图说明

[0024] 本实用新型上述的和/或附加的方面和优点从下面结合附图对实施例的描述中将

变得明显和容易理解，其中：

[0025]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实施例中的简易基桩结构的立面剖视图；

[0026]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实施例中的简易基桩结构的俯视图；

[0027]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实施例中的栈桥桩临时支撑结构的立面剖视图；

[0028] 图4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实施例中的栈桥桩临时支撑结构的俯视图；

[0029] 图5为本实用新型的图4的A的局部放大图；

[0030] 图6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实施例中的简易基桩的施工工艺的钻孔机运作示意图；

[0031] 图7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实施例中的简易基桩的施工工艺的钻孔机移动示意图；

[0032] 图8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实施例中的简易基桩的施工工艺的工艺流程图；

[0033] 附图标记：1、基桩；2、河床；3、锚固层；4、临时支架；5、辅助桩；6、导管；7、锚固物

料；8、驳船；9、过船板；10、钻孔机；11、河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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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21、桩基孔；22、临时桩孔；41、支撑梁；42、横梁；

[0035] 61、料斗；81、配重箱；82、定位桩；83、锚链。

具体实施方式

[0036] 下面详细描述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所述实施例的示例在附图中示出，其中自始

至终相同或类似的标号表示相同或类似的元件或具有相同或类似功能的元件。下面通过参

考附图描述的实施例是示例性的，仅用于解释本实用新型，而不能解释为对本实用新型的

限制。

[0037] 如图1‑2所示，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简易基桩结构，包括用于挖设在河床2上的

桩基孔21、安插在桩基孔21内的基桩1；所述桩基孔21的内侧壁与基桩1的外侧壁之间环绕

浇筑有锚固层3。

[0038] 锚固层3浇筑在基桩1的外壁与桩基孔21的侧壁之间，锚固层3仅在基桩1的外部对

基桩1进行锚固，而基桩1的内部没有钢筋笼、型钢等部件进行加固连接，也没有浇筑锚固混

凝土，形成典型的摩擦端承桩结构，抗弯由基桩1本体承担，锚固层3和桩端下的土层则承受

重压，基桩1及锚固层3受力明确，充分发挥大直径基桩1抗弯能力强、锚固层3抗压强度高等

特点，相对植桩法来说，本基桩结构中的桩基孔21深度较浅，基桩1的下端埋设的深度随之

较浅，在后期，河床2以上的部分基桩1均能回收利用，不会对航道产生不利影响，实现基桩1

既与河床2牢固连接，又可回收再利用，避免影响航道通行。

[0039] 其中，锚固层3是通过水下混凝土固结所形成的具有一定连接强度和承压强度的

混凝土构件。

[0040] 进一步改进，所述基桩1的底面抵紧桩基孔21的底面。

[0041] 在实际应用中，基桩1的端部抵紧桩基孔21的底面，建筑物的重力透过基桩1辗转

递送到坚固的土层或是岩石上，桩端下的土层起相应支撑作用，使基桩结构具有较为优异

的承压效果。

[0042] 本实施例的又一改进，所述基桩1为圆管结构，所述桩基孔21为与基桩1的外形相

匹配的圆孔。

[0043] 圆形管相对方形管、异型管有用料省，自重轻，表面积大、成本低、作业可操作性

强、受力均匀等优点。

[0044]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基桩1与桩基孔21的直径比范围为1:2至  1:1.8。

[0045]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基桩1的厚度与桩基孔21的直径之比为2:3。

[0046] 具体实施中，所述基桩1的材质为钢材。

[0047] 基桩1具体为φ820*10的钢管桩，桩基孔21的半径为1.5m，锚固层3为C30混凝土。

[0048] 基桩1具体为钢管桩，利用钢管桩在市面上批量标准化的特点，使本基桩结构中的

基桩1容易采购且成本相对较低，在作业施工上，与植桩法所用的基桩1相比，不需要通过护

筒现场浇筑出混凝土桩，提高施工便捷性和施工效率。

[0049] 作为本实施例的进一步改进，所述锚固层3的浇筑高度与桩基孔21  的深度相等，

所述锚固层3的材质为水下混凝土。

[0050] 锚固层3的浇筑高度与桩基孔21的深度相等，锚固层3填平了桩基孔21，增强了基

桩1与桩基孔21的连接效果，同时避免锚固层3溢出至桩基孔21外，使锚固层3不在河床2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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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位置与基桩1固结，降低了拆卸回收位于河床2以上的部分基桩1的难度。

[0051] 优选的，所述桩基孔21的深度不少于4m。

[0052] 本技术方案还提供了一种简易基桩系统，包括河床2，还包括如上所述的简易基桩

结构，所述河床2上挖设有所述桩基孔21，所述基桩1安插在桩基孔21内，并通过所述锚固层

3与所述河床2相对固定。

[0053] 在使用效果上，本基桩结构不单止可布置在小溪上，还可布置在河谷、浅滩等地

方，应用在浅覆盖层和裸岩面的地质上，既与河床2牢固连接，又可回收再利用，避免影响航

道通行，具有优异的综合性能。

[0054] 本技术方案还提供了一种栈桥，包括桥梁、铺设在桥梁的顶面上的桥面，还包括如

上所述的简易基桩结构，所述基桩1间隔排布在桥梁的底部，且与桥梁的底部连接。

[0055] 在实际运用中，栈桥的下部结构采用简易基桩结构，栈桥上的桥面和桥梁通过基

桩1牢固的连接在河床2上，后期拆除栈桥或者调整栈桥结构时，也可将位于河床2以上的部

分基桩1拆除回收，提高资源回收率，避免影响航道通行。

[0056] 如图3‑5所示，本技术方案还提供了一种栈桥桩临时支撑结构，包括用于立放在桩

基孔21内的基桩1，还包括用于挖设在河床2上的临时桩孔22、填充在临时桩孔22内锚固物

料7、用于将基桩1定位在桩基孔21 内的辅助桩5；所述辅助桩5埋设在所述锚固物料7内，且

与所述基桩1  相互固定。

[0057] 在实际应用中，仅需在河床2上挖设临时桩孔22，将辅助桩5立方在临时桩孔22内，

随后回填砂石等锚固物料7，直至锚固物料7填充满临时桩孔22，辅助桩5通过锚固物料7临

时锚固在河床2上，接着立放在桩基孔21上的基桩1与辅助桩5相互固定，完成基桩1定位在

临时桩孔22内，为后续浇筑水下混凝土提供高质量的施工基础，实现简化栈桥桩的临时支

撑结构，降低作业工程量和拆除难度，从而提高施工效率。

[0058] 参考图3所示，进一步改进，还包括用于延伸至桩基孔21的侧壁与基桩1的外壁之

间进行浇筑锚固层3的导管6。

[0059] 通过设置导管6，利用导管6将水下混凝土导流至临时桩孔22的侧壁与基桩1的外

壁件之间，使水下混凝土填充满临时桩孔22，并在桩孔内固结成锚固层3，避免锚固层3浇筑

在河床2以上的位置，实现精准浇筑。

[0060] 在实际浇筑中，导管6的下端口与桩基孔21的上端口之间距离至少有两米，浇筑完

水下混凝土后，保证导管6的下端口埋入水下混凝土的深度不少于2m，确保水下混凝土的灌

注质量。

[0061] 浇筑完水下混凝土后，拆除导管6，待水下混凝土固结成锚固层3，将基桩1固定在

桩基孔21内，其中，在拆除高端前需要用测绳量测基桩  1周边水下混凝土的深度，确认导管

6的下端口埋入水下混凝土的深度大于两米。

[0062] 参考图4所示，又一改进，还包括临时支架4；所述辅助桩5、基桩  1通过临时支架4

相互连接，所述导管6架设在临时支架4上。

[0063] 通过搭建临时支架4的方式连接辅助桩5和基桩1，使辅助桩5与基桩1之间形成供

工人行走的走道，方便工人在辅助桩5与基桩1之间交换施工作业。

[0064] 另外，还可在辅助桩5和基桩1上分别套设护筒，通过横撑两个护筒进行定位连接。

[0065]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基桩1设有偶数根，每两根所述基桩1以所述辅助桩5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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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称布置；所述临时支架4设有若干个，每两根对称布置的所述基桩1通过对应的一个所述

临时支架4与所述辅助桩5连接。

[0066] 辅助桩5布置在两根基桩1之间的中心位置上，两根基桩1通过共同一个临时支架

4，分别定位在对应的桩基孔21内，降低钢材用料和施工工程量，同时方便工在两个基桩1来

回走动，为施工提供便利。

[0067] 在具体实施中，所述临时支架4沿直线延伸且分别连接至两根对应的所述基桩1

上。

[0068] 临时支架4通过直线延伸的结构，将两端分别搭设在对应的基桩1上，中部连接在

辅助桩5上，搭建难度低，钢材用量少，且具有较好的连接强度和定位效果。

[0069] 作为本实施例的进一步改进，若干个所述临时支架4均处于同一水平高度，且相交

连接。

[0070] 若干个临时支架4架设在同一水平高度上，且相交连接，不同的临时支架4相互连

接，形成相互导通的走道，工人可从辅助桩5处，行走至任一基桩1处，为连续浇筑桩基孔21

提供了施工便利。

[0071] 参考图5所示，临时支架4的具体结构为，所述临时支架4包括两根间隔布置的支撑

梁41、架设在两根支撑梁41之间的管道固定架；所述辅助桩5、基桩1均位于两根所述支撑梁

41之间，且均与两侧所述支撑梁  41连接；所述导管6与管道固定架连接。

[0072] 所述临时支架4还包括位于两根支撑梁41之间的供工人踩踏行走的横撑，所述横

撑沿着支撑梁41的长度间隔排布，且均与两侧支撑梁41连接，所述横撑布置在辅助桩5与基

桩1之间。

[0073] 管道固定架的具体结构为，所述管道固定架包括两根间隔布置的横梁  42；两根所

述横梁42的端部分别与对应的所述支撑梁41连接，所述导管  6位于两根所述横梁42之间，

且与两侧所述横梁42连接。

[0074] 两根横梁42通过交错布置的方式架设在两根支撑梁41上，两侧的横梁42布置在导

管6的相对两侧，且与导管6连接，两侧的横梁42夹紧导管6，将导管6固定在临时支架4上。

[0075] 本技术方案可提供了一种栈桥桩群，包括河床2、挖设在河床2上的桩基孔21，还包

括如上所述的栈桥桩临时支撑结构，所述河床2上挖设有所述临时桩孔22，所述基桩1固定

在所述桩基孔21内。

[0076] 桩基孔21和临时桩孔22间隔挖设在河床2上，辅助桩5通过锚固物料7固定在临时

桩孔22内，基桩1与辅助桩5相互固定，并固定在桩基孔21内，辅助桩5和若干基桩1共同形成

栈桥桩群，为栈桥的后续搭建和施工提供支撑。

[0077] 在桩基孔21在安装基桩1之前，需要对已钻进至设计标高桩基孔21  采用旋挖钻进

行二次掏挖，清理回流至桩基孔21内的钻渣，保障基桩1  可插入至预设深度，在具体操作

中，清理钻渣后，桩基插入桩基孔21，基桩1的下端的端面抵紧在桩基孔21的底部上。

[0078] 在具体实施中，所述桩基孔21的侧壁与所述基桩1的外壁之间环绕浇筑有锚固层

3。

[0079] 通过在桩基孔21内浇筑水下混凝土，水下混凝土填充在基桩1的外壁与桩基孔21

的侧壁之间，水下混凝土固结成锚固层3后，锚固层3将基桩1固定在桩基孔21内，便可拆除

临时支架4以及拔除辅助桩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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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0] 如图8所示，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简易基桩的施工工艺，包括以下施工步骤：

[0081] 布置用于挖设在河床2上的临时桩孔22和桩基孔21；

[0082] 在临时桩孔22内安插辅助桩5，将锚固物料7回填至临时桩孔22内；

[0083] 基桩1安插在桩基孔21内并与辅助桩5固定；

[0084] 在桩基孔21内浇筑锚固层3，锚固层3环绕填充在桩基孔21的侧壁与基桩1的外壁

之间，将基桩1固定在桩基孔21内。

[0085] 图8结合图3‑7所示，其实施方式为，仅需在河床2上挖设临时桩孔  22，将辅助桩5

立方在临时桩孔22内，随后回填砂石等锚固物料7，直至锚固物料7填充满临时桩孔22，辅助

桩5通过锚固物料7临时锚固在河床2上，接着立放在桩基孔21上的基桩1与辅助桩5相互固

定，完成基桩1定位在临时桩孔22内，为后续浇筑水下混凝土提供高质量的施工基础，实现

仅通过钻孔、立桩、混凝土浇筑等三道主要工序使栈桥桩快速成型，具有工序简洁和操作简

单等特点，三道工序还可平行推进，提高施工作业效率。

[0086] 当要埋设多根基桩1时，多根基桩1同时或依次与辅助桩5固定，往对应的桩基孔21

内浇筑锚固层3，形成由多根基桩1组成的基桩群。

[0087] 在实施作业中，在所述桩基孔21内浇筑锚固层3后，还包括以下施工步骤：

[0088] 待锚固层3达到预设强度值后，基桩1解除与辅助桩5的固定，拔除辅助桩5。

[0089] 在一些实施例中，在所述基桩1安插在桩基孔21内之前，还包括以下施工步骤：

[0090] 对已钻进至设计标高的桩基孔21进行二次掏挖，清理回流至桩基孔  21内的钻渣。

[0091] 通过二次掏挖桩基孔21，清除钻渣等异物，防止基桩1被异物托起，保障基桩1可插

入至预设深度，使基桩1的下端的端面抵紧在桩基孔21 的底部上，建筑物的重力透过桩体

辗转递送到坚固的土层或是岩石上，桩端下的土层起相应支撑作用，该施工工序提高基桩1

的成桩质量以及承压强度。

[0092] 参考图3所示，在一些实施例中，在所述在桩基孔21内浇筑锚固层  3之前，还包括

以下步骤：

[0093] 布置用于浇筑锚固层3的导管6，导管6的下端口延伸至桩基孔21 的内壁与基桩1

的外壁之间。

[0094] 通过布置导管6，进行定位定点的精准浇筑，将水下混凝土导流至桩基孔21的侧壁

与基桩1的外壁之间，避免水下混凝土落至桩基孔21周边的河床2上，防止水下混凝土在河

床2上与基桩1固结，同时提高浇筑成型的质量。

[0095] 在实际应用中，在所述布置用于浇筑锚固层3的导管6之后，还包括以下施工步骤：

[0096] 将可固结成锚固层3的水下混凝土装入料斗61内，并将料斗61吊挂在导管6的上端

口的正上方。

[0097] 通过采用料斗61与导管6配合，水下混凝土在重力的作用下，从料斗61落入导管6，

沿导管6落至桩基孔21内，仅通过水下混凝土的自重达到输送效果，无需采用机泵等施工用

具进行辅助，减少了安置辅助用具的作业量，降低了施工所需的能源消耗。

[0098] 在实际操作中，所述在桩基孔21内浇筑锚固层3，包括以下施工步骤：

[0099] 当料斗61内的水下混凝土通过导管6完全填充所述桩基孔21时，从桩基孔21内拔

出导管6，等待水下混凝土固结成所述锚固层3。

[0100] 浇筑完水下混凝土后拔出导管6，避免水下混凝土在固结后，将导管  6锚固在桩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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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21内，同时避免影响水下混凝土固结成锚固层3的成型质量。

[0101] 进一步改进，在所述从桩基孔21内拔出导管6时，还包括以下施工步骤：

[0102] 用测绳量测基桩1周边水下混凝土的深度，确认导管6的下端口埋入水下混凝土的

深度。

[0103] 在实际施工中，导管6的下端口埋入水下混凝土的深度大于两米，才能浇筑住高质

量的锚固层3。

[0104] 在一些实施例中，当所述桩基孔21设有偶数个时，每两根所述基桩  1以所述辅助

桩5为中心对称布置，且均与所述辅助桩5固定。

[0105] 将若干基桩1对称布置在辅助桩5的相对两侧，可减少架设辅助桩5  的数量，通过

一根辅助桩5便可施工由若干基桩1组成的基桩群。

[0106] 参考图2所示，在具体操作中，在所述辅助桩5连接基桩1时，还包括以下施工步骤：

[0107] 搭建临时支架4，每两根对称布置的所述基桩1通过对应的一个所述临时支架4与

所述辅助桩5连接。

[0108] 辅助桩5布置在两根基桩1之间的中心位置上，两根基桩1通过共同一个临时支架

4，分别定位在对应的桩基孔21内，降低钢材用料和施工工程量，同时方便工在两个基桩1来

回走动，为施工提供便利。

[0109] 参考图7所示，在一些实施例中，在所述布置用于挖设在河床2上的临时桩孔22和

桩基孔21之前，还包括以下施工步骤：

[0110] 钻孔机10通过驳船8运输至预设的施工位置上，钻孔机10挖设临时桩孔22和桩基

孔21。

[0111] 在具体操作中，当所述钻孔机10通过驳船8运输至预设的施工位置上时，还包括以

下施工步骤：

[0112] 钻孔机10连接驳船8以固定在驳船8上。

[0113] 在实际操作中，布置4根与驳船8甲板成45°角的型钢，通过型钢将钻孔机10的履带

内的圈钢构件与驳船8焊接进行固定。

[0114] 在施工作业中，当所述钻孔机10通过驳船8运输至预设的施工位置上时，还包括以

下施工步骤：

[0115] 驳船8通过用于与地锚连接的锚链83以及用于插设在河床2上的定位桩82定位在

预设施工位置。

[0116] 在实际应用中，驳船8上配备有配重箱81，驳船8通过配重箱81保持船体平稳，防止

放置钻孔机10的一侧的载荷过大，提高钻孔机10施工稳定性，从而提高挖孔质量。

[0117] 在具体实施中，采用旋挖钻施工工艺挖设桩基孔21以及临时桩孔22，当河床2的土

层黏结性较好，可采用干式或清水钻进工艺，无需泥浆护壁；当河床2的土层松散易坍塌，则

采用静态泥浆护壁钻进工艺，向孔内投入护壁泥浆或稳定液进行护壁。

[0118] 参考图6所示，在一些实施例中，在所述钻孔机10通过驳船8运输至预设的施工位

置上之前，还包括以下施工步骤：

[0119] 驳船8停靠在河岸11边，在驳船8与河岸11之间搭设过船板9，钻孔机10通过船板9

移动至驳船8上。

[0120] 在具体实施中，在所述驳船8停靠在岸边时，还包括以下施工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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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1] 驳船8通过用于与地锚连接的锚链83以及用于插设在河床2上的定位桩82定位在

河岸11边。

[0122] 其中，河岸11边的水深约1.5m，满足驳船8吃水深度要求；驳船8  上自带有用于插

打在河床2上的定位桩82以及锚链83。

[0123] 另外，配重箱81和钻孔机10除了通过穿板移动至驳船8上，还可采用吊运的方式将

配重箱81、钻孔机10搬运至驳船8上，本实施例对此不作过多限制。

[0124] 配重箱81内装有渣料，通过添加或者减少配重箱81内的渣料，可调整配重箱81的

重量，适配不同吨位的钻孔机10。

[0125] 在实施操作中，河岸11进行硬化处理，形成硬化行车带，并预埋钢板，过船板9与钢

板焊接，实现过船板9与河岸11连接。

[0126] 相比现有技术，本实用新型的方案具有以下优点：

[0127] 本技术方案所采用的简易基桩结构的施工工艺，具有工序简洁，操作简单的特点，

仅钻孔、立桩、混凝土浇筑等三道主要工序，三道工序间可平行推进，成桩速度较快。

[0128] 本技术方案将锚固层3(水下混凝土)与河床2岩体连成整体，充分利用岩体表面粗

糙性、强度高、承载力高等特点，无需像桩内植桩法锚固那么深，也无需像板凳桩式增加基

桩1形成稳定结构体系，就能满足栈桥桩的抗弯、抗滑移、抗倾覆及竖向承载力等力学要求。

[0129] 本技术方案不仅缩短了桩长，提高了成桩效率，河床2以上的部分基桩1均能回收

利用，节约了钢管桩材料且拆除后不会对航道产生不利影响。

[0130] 在裸岩面河床2及处于水体流速快的环境下，体外锚固栈桥管桩只有钻孔、立桩及

水系管桩锚固混凝土，工序简单、施工操作简便，可以满足栈桥桩的抗弯、抗倾覆及竖向承

载力要求等力学要求。

[0131] 以上所述仅是本实用新型的部分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

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作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

润饰也应视为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说　明　书 8/8 页

10

CN 218148482 U

10



图1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1/5 页

11

CN 218148482 U

11



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2/5 页

12

CN 218148482 U

12



图4

图5

说　明　书　附　图 3/5 页

13

CN 218148482 U

13



图6

图7

说　明　书　附　图 4/5 页

14

CN 218148482 U

14



图8

说　明　书　附　图 5/5 页

15

CN 218148482 U

15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ES00009
	DES00010

	DRA
	DRA00011
	DRA00012
	DRA00013
	DRA00014
	DRA00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