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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全套管清障机及其施工工

法，该装置包括步履式和履带式主机、起重卷扬

机、钢丝绳、桅杆、螺旋杆动力头、套管动力头、双

套管、钻杆、钻头、液压抱紧装置。所述的起重卷

扬机和桅杆固定在主机上，所述的螺旋杆动力

头、套管动力头通过钢丝绳连接桅杆顶端滑轮，

钢丝绳带动动力头上下升降，所述的螺旋杆动力

头通过钻杆连接钻头或液压抱紧装置，套管动力

头依次通过变速箱和减速机连接双套管，所述套

管底部排布有全合金板齿，内部均匀布置高压喷

管。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全套管清障机具有安全

可靠，对土体扰动小，动力扭矩大、可拔除桩径

大，清障速度快，质量好，造价低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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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全套管清障机，该装置包括步履式和履带式主机、起重卷扬机、钢丝绳、桅杆、螺

旋杆动力头、套管动力头、双套管、钻杆、钻头、液压抱紧装置，所述的起重卷扬机和桅杆固

定在主机上，所述的螺旋杆动力头、套管动力头通过钢丝绳连接桅杆顶端滑轮，钢丝绳带动

动力头上下升降，所述的螺旋杆动力头通过钻杆连接钻头或液压抱紧装置，套管动力头依

次通过变速箱和减速机连接双套管，所述套管底部排布有全合金板齿，内部均匀布置高压

喷管。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全套管清障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钻头上布置有切割

齿。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全套管清障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液压抱紧装置由回转

盘，夹紧油缸，夹箱组成，所述夹箱形式可定制，通过螺栓紧固在夹紧油缸上。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全套管清障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双套管由内套管和外套

管两层组成，内外套管可以自由分离，内套管底部设置有液压抓斗，外套管底部排布有全合

金板齿，内部均匀布置高压喷管。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全套管清障机，其特征在于，其施工方法有两种:

其一，本方法针对PC桩、H钢桩等预制桩障碍物没有完全清除的地层，全套管清障机套

管动力头带动套管进行切削，同时提供高压水进行清孔，液压抱紧装置将套管内裸露的PC

桩及H钢桩等预制桩障碍物夹紧后整体拔除，达到清障目的。其施工步骤如下：

1)对需要清除的PC桩、H钢桩等预制桩障碍物进行定位放样；

2)全套管清障机就位，移动到待施工位置；

3)启动动力装置，套管动力头驱动双套管转动，外套管底部合金板齿对障碍物周围土

体进行切削，同时外套管内部高压喷管喷射高压水进行除渣清孔，直至障碍物完全裸露出

来；

4)螺旋杆动力头通过钻杆连接液压抱紧装置对准障碍物，在障碍物预设位置进行加压

抱紧，然后螺旋杆动力头在起重卷扬机钢丝绳的拉力下进行起拔，直至将障碍物拔除，

5)向双套管孔内回填土体直至与清障面齐平，套管动力头驱动双套管在起重卷扬机钢

丝绳的拉力下进行起拔，直至离开清障面；

6)全套管清障机移位，重复2)～5)步骤，施工下一组。

其二，本方法针对巨砾大的地层、钢筋混凝土结构物、岩床地层，全套管清障机螺旋杆

动力头通过钻杆连接钻头对障碍物进行破碎切削，同时套管动力头带动双套管对障碍物进

行辅助切削，待障碍物完全破碎完成后，双套管内套管液压抓斗闭合，然后在起重卷扬机带

动下通过套管动力头向上起拔，将障碍物清除，实现快速清障。其施工步骤如下：

1)全套管清障机就位，移动至待施工区域；

2)启动动力装置，螺旋杆动力头通过钻杆连接钻头对障碍物进行破碎切削，同时套管

动力头带动双套管对障碍物进行辅助切削；

3)待障碍物完全破碎完成后，双套管内套管液压抓斗闭合，然后在起重卷扬机带动下

通过套管动力头向上起拔，将障碍物清除；

4)在已清除障碍物的双套管孔内回填土体直至与清障面齐平，套管动力头驱动双套管

在起重卷扬机钢丝绳的拉力下进行起拔，直至离开清障面；

5)全套管清障机移位，重复2)～4)步骤，施工下一组。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09594563 A

2



一种全套管清障机及其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全套管清障机及其施工方法，主要应用于民用及其工业基  础设

施建设中的地基障碍物处理。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发展，高楼大厦鳞次栉比，地下基础工程得到了大力的  发展。

土地供应也越来越紧，旧城区改造成为了大城市土地供应的一种必然趋  势，旧城区改造地

下基础工程面临着旧地下基础障碍(旧桩基，钢筋混凝土结  构，块石等)清除的重要问题，

目前较常采用的方法是镐头机和挖掘机对障碍  物进行破碎清除，此方法只能针对浅层地

下障碍，而且需要大规模开挖清除，  分类，然后进行回填，施工效率低，成本高，深层地下障

碍对施工造成影响， 导致后续的地下基础施工困难。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就是为了克服上述现有技术存在的缺陷而提供一种全套管清 障机

及其施工工法，该装置包括步履式和履带式主机、起重卷扬机、钢丝绳、  桅杆、螺旋杆动力

头、套管动力头、双套管、钻杆、钻头、液压抱紧装置。所  述的起重卷扬机和桅杆固定在主机

上，所述的螺旋杆动力头、套管动力头通过  钢丝绳连接桅杆顶端滑轮，钢丝绳带动动力头

上下升降，所述的螺旋杆动力头  通过钻杆连接钻头或液压抱紧装置，套管动力头依次通过

变速箱和减速机连接  双套管，所述套管底部排布有全合金板齿，内部均匀布置高压喷管。

[0004] 所述的钻头上布置有切割齿。

[0005] 所述的液压抱紧装置由回转盘，夹紧油缸，夹箱组成，所述夹箱形式可定  制，通过

螺栓紧固在夹紧油缸上。

[0006] 所述双套管由内套管和外套管两层组成，内外套管可以自由分离，内套管  底部设

置有液压抓斗，外套管底部排布有全合金板齿，内部均匀布置高压喷管。

[0007] 一种全套管清障机，其施工方法有两种:

[0008] 其一，本方法针对PC桩、H钢桩等预制桩障碍物没有完全清除的地层，全  套管清障

机套管动力头带动套管进行切削，同时提供高压水进行清孔，液压抱 紧装置将套管内裸露

的PC桩及H钢桩等预制桩障碍物夹紧后整体拔除，达到  清障目的。其施工步骤如下：

[0009] 1)对需要清除的PC桩、H钢桩等预制桩障碍物进行定位放样；

[0010] 2)全套管清障机就位，移动到待施工位置；

[0011] 3)启动动力装置，套管动力头驱动双套管转动，外套管底部合金板齿对障  碍物周

围土体进行切削，同时外套管内部高压喷管喷射高压水进行除渣清孔，  直至障碍物完全裸

露出来；

[0012] 4)螺旋杆动力头通过钻杆连接液压抱紧装置对准障碍物，在障碍物预设位  置进

行加压抱紧，然后螺旋杆动力头在起重卷扬机钢丝绳的拉力下进行起拔，  直至将障碍物拔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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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5)向双套管孔内回填土体直至与清障面齐平，套管动力头驱动双套管在起  重卷

扬机钢丝绳的拉力下进行起拔，直至离开清障面；

[0014] 6)全套管清障机移位，重复2)～5)步骤，施工下一组。

[0015] 其二，本方法针对巨砾大的地层、钢筋混凝土结构物、岩床地层，全套管  清障机螺

旋杆动力头通过钻杆连接钻头对障碍物进行破碎切削，同时套管动力  头带动双套管对障

碍物进行辅助切削，待障碍物完全破碎完成后，双套管内套  管液压抓斗闭合，然后在起重

卷扬机带动下通过套管动力头向上起拔，将障碍  物清除，实现快速清障。其施工步骤如下：

[0016] 1)全套管清障机就位，移动至待施工区域；

[0017] 2)启动动力装置，螺旋杆动力头通过钻杆连接钻头对障碍物进行破碎切削， 同时

套管动力头带动双套管对障碍物进行辅助切削；

[0018] 3)待障碍物完全破碎完成后，双套管内套管液压抓斗闭合，然后在起重卷  扬机带

动下通过套管动力头向上起拔，将障碍物清除；

[0019] 4)在已清除障碍物的双套管孔内回填土体直至与清障面齐平，套管动力头  驱动

双套管在起重卷扬机钢丝绳的拉力下进行起拔，直至离开清障面；

[0020] 5)全套管清障机移位，重复2)～4)步骤，施工下一组。

[0021]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

[0022] 1.清障施工方法多样化，清障目标针对性强，不需要大规模开挖，施工速  度快，深

度深，成本低；

[0023] 2.采用双套管设计，障碍物破碎后，可一次清除完成，节约清障时间，缩 短工期；

[0024] 3.全套管清障机采用大直径液压抱紧装置，可拔除较大直径的障碍物；

附图说明

[0025] 图1为全套管清障机示意图；

[0026] 1步履式主机  2起重卷扬机  3钢丝绳  4桅杆  5螺旋杆动力头  6套管  动力头  7双

套管  8钻杆  9钻头

[0027] 图2为液压抱紧装置组成示意图；

[0028] 10液压抱紧装置  11回转盘  12夹紧油缸  13夹箱

[0029] 图3为双套管组成示意图；

[0030] 14内套管  15液压抓斗  16外套管  17全合金板齿  18高压喷管

[0031] 图4为全套管清障机施工方法一示意图；

[0032] 19  PC桩、H钢桩等预制桩障碍物

[0033] 图5为全套管清障机施工方法二示意图。

[0034] 20巨砾大的地层、钢筋混凝土结构物、岩床地层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本实施例以本发明技  术方

案为前提进行实施，给出了详细的实施方式和具体的操作过程，但本发明 的保护范围不限

于下述的实施例。

[0036] 实施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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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7] 如图1所示，一种全套管清障机及其施工工法，该装置包括步履式和履带  式主机

1、起重卷扬机2、钢丝绳3、桅杆4、螺旋杆动力头5、套管动力头6、  双套管7、钻杆8、钻头9、液

压抱紧装置10。所述的起重卷扬机2和桅杆4固  定在主机上，所述的螺旋杆动力头5、套管动

力头6通过钢丝绳3连接桅杆4顶  端滑轮，钢丝绳3带动动力头上下升降，所述的螺旋杆动力

头5通过钻杆8连  接钻头9或液压抱紧装置10，套管动力头6依次通过变速箱和减速机连接

双套 管7，所述双套管7底部排布有全合金板齿17，内部均匀布置高压喷管18。

[0038] 本发明设计一种全套管清障机其施工方法有两种:

[0039] 其一，本方法针对PC桩、H钢桩等预制桩障碍物没有完全清除的地层，全  套管清障

机套管动力头带动套管进行切削，同时提供高压水进行清孔，液压抱 紧装置将套管内裸露

的PC桩及H钢桩等预制桩障碍物夹紧后整体拔除，达到  清障目的。其施工步骤如下：

[0040] 1)对需要清除的PC桩、H钢桩等预制桩障碍物进行定位放样；

[0041] 2)全套管清障机就位，移动到待施工位置；

[0042] 3)启动动力装置，套管动力头驱动双套管转动，外套管底部合金板齿对障  碍物周

围土体进行切削，同时外套管内部高压喷管喷射高压水进行除渣清孔，  直至障碍物完全裸

露出来；

[0043] 4)螺旋杆动力头通过钻杆连接液压抱紧装置对准障碍物，在障碍物预设位  置进

行加压抱紧，然后螺旋杆动力头在起重卷扬机钢丝绳的拉力下进行起拔，  直至将障碍物拔

除，

[0044] 5)向双套管孔内回填土体直至与清障面齐平，套管动力头驱动双套管在起  重卷

扬机钢丝绳的拉力下进行起拔，直至离开清障面；

[0045] 6)全套管清障机移位，重复2)～5)步骤，施工下一组。

[0046] 其二，本方法针对巨砾大的地层、钢筋混凝土结构物、岩床地层，全套管  清障机螺

旋杆动力头通过钻杆连接钻头对障碍物进行破碎切削，同时套管动力  头带动双套管对障

碍物进行辅助切削，待障碍物完全破碎完成后，双套管内套  管液压抓斗闭合，然后在起重

卷扬机带动下通过套管动力头向上起拔，将障碍  物清除，实现快速清障。其施工步骤如下：

[0047] 1)全套管清障机就位，移动至待施工区域；

[0048] 2)启动动力装置，螺旋杆动力头通过钻杆连接钻头对障碍物进行破碎切削， 同时

套管动力头带动双套管对障碍物进行辅助切削；

[0049] 3)待障碍物完全破碎完成后，双套管内套管液压抓斗闭合，然后在起重卷  扬机带

动下通过套管动力头向上起拔，将障碍物清除；

[0050] 4)在已清除障碍物的双套管孔内回填土体直至与清障面齐平，套管动力头  驱动

双套管在起重卷扬机钢丝绳的拉力下进行起拔，直至离开清障面；

[0051] 5)全套管清障机移位，重复2)～4)步骤，施工下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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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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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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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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