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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履带式排水板卡固密封防堵螺旋插板机,履

带式底盘(10)上侧前部安装液压式立杆升降装

置(5)，立杆体(4)下段铰接连接液压式立杆升降

装置(5)；立杆体(40顶部为T型结构，钻杆(1)尾

端固定连接在动力装置(3)前部下侧，动力装置

(3)后部滑动安装在立杆体(4)上，竖杆(8)首端

安装卡扣(14)，立杆体(4)顶部T型结构后段通过

两根连接梁(13)与履带式底盘(10)后端铰接连

接；钻杆(1)外侧设有凸起的螺纹(12)。避免排水

板回带现象，密封避免排水板堵塞。缩短施工时

间，增加安全稳定性，减少了对土体结构的损害，

特别适用于存在坚硬层或已经部分固结的软基。

行走移动灵活就位方便，施工质量好，效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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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履带式排水板卡固密封防堵螺旋插板机,包括钻杆(1)、动力装置(3)、立杆体(4)、液

压式立杆升降装置(5)、卷扬机(6)、支架(7)、竖杆(8)、履带式底盘(10)、螺纹(12)、连接梁

(13)和卡扣(14)；其特征在于，履带式底盘(10)上侧前部安装液压式立杆升降装置(5)，后

部安装卷扬机(6)；钻杆(1)与立杆体(4)并列竖立安装在履带式底盘(10)前端，立杆体(4)

下段铰接连接液压式立杆升降装置(5)；立杆体(40顶部为T型结构，钻杆(1)尾端固定连接

在动力装置(3)前部下侧，同时，动力装置(3)后部滑动安装在立杆体(4)上，动力装置(3)上

侧中部竖立安装支架(7)，该支架(7)顶部前出且向下悬挂连接竖杆(8)尾端，竖杆(8)向下

穿入钻杆(1)中，竖杆(8)首端安装卡扣(14)，立杆体(4)顶部T型结构后段通过两根连接梁

(13)与履带式底盘(10)后端铰接连接；钻杆(1)外侧设有凸起的螺纹(12)。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履带式排水板卡固密封防堵螺旋插板机，其特征在于，钻杆(1)

的首端固定连接有三瓣式电磁圆锥头(2)。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履带式排水板卡固密封防堵螺旋插板机，其特征在于，立杆体

(4)为箱型结构，两侧外壁竖立安装槽钢结构的导向滑道。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履带式排水板卡固密封防堵螺旋插板机，其特征在于，支架(7)

顶部前出部向下通过弹簧装置(9)悬挂连接竖杆(8)尾端。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履带式排水板卡固密封防堵螺旋插板机，其特征在于，履带式底

盘(10)上安装有控制室(11)。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履带式排水板卡固密封防堵螺旋插板机，其特征在于，卡扣(14)

呈J形结构，主体为圆管结构，该圆管结构顶部开口插接在竖杆(8)下端，该主体结构底端横

向接出一端部上翘的托板。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履带式排水板卡固密封防堵螺旋插板机，其特征在于，立杆体

(4)顶部为T型结构上安装第二滑轮(36)，动力装置(3)上侧后部通过缆绳(35)绕过第二滑

轮(36)与卷扬机(6)连接。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履带式排水板卡固密封防堵螺旋插板机，其特征在于，动力装置

(3)后部外壁上安装4个滑轮(34)，动力装置(3)通过4个滑轮(34)滑动安装在立杆体(4)外

壁上。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履带式排水板卡固密封防堵螺旋插板机，其特征在于，动力装置

(3)顶部安装传动器(32)，传动器(32)后部有竖孔，缆绳(35)向下穿入该竖孔，支架(7)下端

固定在传动器(32)上侧中部，传动器(32)前部有中孔，竖杆(8)穿入该中孔，传动器(32)前

部下侧固定导向圆筒(33)，电机(31)通过传动器(32)与导向圆筒(33)连接，所述导向圆筒

(33)与钻杆(1)通过螺栓固定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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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带式排水板卡固密封防堵螺旋插板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软基排水处理施工技术领域，涉及适用于存在坚硬层或已经部分

固结的软基中的履带式螺旋插板机设备的结构改进技术，尤其是履带式排水板卡固密封防

堵螺旋插板机。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在水利工程建设领域，塑料排水板结合堆载预压法在路基深厚软基处理中

得到广泛应用，插板机是一种新型打桩机械，主要用于沿海软基处理，围海造地施工领域。

[0003] 轨道式插板机因其具有结构简单、转移工地灵活便捷等优点在排水板施工中深受

欢迎。施工中，插板后的软土地面会发生沉降，导致插板机的一根钢轨的前后端以及两根钢

轨之间均产生高度差，使得该插板机上部结构的倾倒危险性增大。同时，沿海地区盛行大风

天气，故对该类插板机结构的抗倾稳定性有较高的要求。

[0004] 检索发现相关公开专利文献较少。

[0005] 武汉二航路桥特种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在中国专利申请CN208280120U中公开了一

种轻快型快速插板机，包括一对竖向滑轨，其平行间隔设置：一对横向滑轨，其垂直架设于

一对竖向滑轨之间，且所述横向滑轨可沿竖向滑轨的长度方向移动且不脱落：插板机主体，

其沿所述横向滑轨长度方向移动且不脱落的设置于一对横向滑轨上。

[0006] 中交上航局航道建设有限公司在中国专利申请CN206693209U中公开一种液压轨

道式插板机，包括支架，机架、插杆、液压泵、液压马达、链轮组、传动链条组、比例阀和控制

电箱，机架设置在支架上，液压泵、比例阀分别与控制电箱相连接并在控制电箱的供电和控

制下进行工作，液压泵与液压马达通过高压油管连接，比例阀与液压马达连接并控制液压

马达工作；链轮组分布设置在插杆的周侧，链轮组包括至少两组链轮，每组链轮包括设置在

机架顶部和机架底部的两个链轮，设置在机架底部的链轮分别与液压马达驱动连接；传动

链条组包括分别套接在每组两个链轮上的链条，插杆传动连接在链条上。

[0007] 大多数插板机都是利用钢丝绳牵引锤头做自由落体移动，作业时始终需要工人在

锤头下方进行刀割塑料排水板操作，如遇软土卷扬机操作不当或刹车失灵，将危及施工人

员的安全。同时，在插设过程中，土层较软时，土体不能很好地夹住排水板，而因为套管中进

入淤泥，增大了塑料排水板与套管壁的摩擦力，当其摩擦力大于排水板重量和土体给施加

的摩擦力时，就会发生回带现象。根据有关规范规定，严格检查塑料排水板的回带长度，当

其长度超过50cm时，必须在相邻板位处补打一根，且回带的根数不宜超过打设总根数的

5％。回带现象严重时，会增加重复工作量，增加不必要的损失。

[0008] 如上所述，现有的插板机大多数采用轨道式，当软土地基发生不均匀沉降或施工

场地在沿海地区大风盛行时，插板机上部结构的倾倒危险性增大，且现有插板机或多或少

都会发生回带现象，一旦遇到存在坚硬层或已经部分固结的软基，施工较为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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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新型内容

[0009]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履带式排水板卡固密封防堵螺旋插板机，克服以上技术

缺陷。

[0010]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将通过以下技术措施来实现：包括钻杆、动力装置、立杆体、液

压式立杆升降装置、卷扬机、支架、竖杆、履带式底盘、螺纹、连接梁和卡扣；履带式底盘上侧

前部安装液压式立杆升降装置，后部安装卷扬机；钻杆与立杆体并列竖立安装在履带式底

盘前端，立杆体下段铰接连接液压式立杆升降装置；立杆体顶部为T型结构，钻杆尾端固定

连接在动力装置前部下侧，同时，动力装置后部滑动安装在立杆体上，动力装置上侧中部竖

立安装支架，该支架顶部前出且向下悬挂连接竖杆尾端，竖杆向下穿入钻杆中，竖杆首端安

装卡扣，立杆体顶部T型结构后段通过两根连接梁与履带式底盘后端铰接连接；钻杆外侧设

有凸起的螺纹。

[0011] 尤其是，钻杆的首端固定连接有三瓣式电磁圆锥头。

[0012] 尤其是，立杆体为箱型结构，两侧外壁竖立安装槽钢结构的导向滑道。

[0013] 尤其是，支架顶部前出部向下通过弹簧装置悬挂连接竖杆尾端。

[0014] 尤其是，履带式底盘上安装有控制室。

[0015] 尤其是，卡扣呈J形结构，主体为圆管结构，该圆管结构顶部开口插接在竖杆下端，

该主体结构底端横向接出一端部上翘的托板。

[0016] 尤其是，立杆体顶部为T型结构上安装第二滑轮，动力装置上侧后部通过缆绳绕过

第二滑轮与卷扬机连接。

[0017] 尤其是，动力装置后部外壁上安装4个滑轮，动力装置通过4个滑轮滑动安装在立

杆体外壁上。

[0018] 尤其是，动力装置顶部安装传动器，传动器后部有竖孔，缆绳向下穿入该竖孔，支

架下端固定在传动器上侧中部，传动器前部有中孔，竖杆穿入该中孔，传动器前部下侧固定

导向圆筒，所述电机通过传动器与导向圆筒连接，所述导向圆筒与钻杆通过螺栓固定连接。

[0019] 本实用新型的优点和效果：避免了排水板回带现象，还具有密封排水板，避免排水

板堵塞的功能。另一方面，使用，电驱动带螺纹的螺旋式空心钻杆成孔，大大缩短了施工时

间，增加了安全稳定性，减少了对土体结构的损害，特别适用于存在坚硬层或已经部分固结

的软基。而且，橡胶履带式机构行走移动灵活就位方便，施工质量好，效率高。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2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动力装置的局部细节及连接结构示意图。

[0022] 图3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卡扣结构示意图。

[0023] 附图标记包括：

[0024] 1-钻杆，2-三瓣式电磁圆锥头，3-动力装置，4-立杆，5-液压式立杆升降装置，6-卷

扬机，7-支架，8-竖杆，9-弹簧装置，10-履带式底盘，11-控制室，12-螺纹，13-连接梁，卡14-

扣；31-电机，32-传动器，33-导向圆筒，34-滑轮，35-缆绳，36-第二滑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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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5] 本实用新型原理在于，用卡扣固定排水板，避免了排水板回带现象，卡扣还具有密

封排水板，避免排水板堵塞的功能。同时，插板机设备通过电机动力装置带动钻杆钻头向地

下钻机成孔，排除了安全隐患。采用履带式底盘，适用于多种地形地质情况，应用范围广。

[0026] 本实用新型主要适用于存在坚硬层或已经部分固结的软基。

[0027] 本实用新型包括：钻杆1、动力装置3、立杆体4、液压式立杆升降装置5、卷扬机6、支

架7、竖杆8、履带式底盘10、螺纹12、连接梁13和卡扣14。

[0028]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说明。

[0029] 实施例1：如附图1所示，履带式底盘10上侧前部安装液压式立杆升降装置5，后部

安装卷扬机6；钻杆1与立杆体4并列竖立安装在履带式底盘10前端，立杆体4下段铰接连接

液压式立杆升降装置5；立杆体4顶部为T型结构，钻杆1尾端固定连接在动力装置3前部下

侧，同时，动力装置3后部滑动安装在立杆体4上，动力装置3上侧中部竖立安装支架7，该支

架7顶部前出且向下悬挂连接竖杆8尾端，竖杆8向下穿入钻杆1中，竖杆8首端安装卡扣14，

立杆体4顶部T型结构后段通过两根连接梁13与履带式底盘10后端铰接连接；钻杆1外侧设

有凸起的螺纹12。

[0030] 前述中，钻杆1的首端固定连接有三瓣式电磁圆锥头2。

[0031] 前述中，立杆体4为箱型结构，两侧外壁竖立安装槽钢结构的导向滑道。

[0032] 前述中，支架7顶部前出部向下通过弹簧装置9悬挂连接竖杆8尾端。

[0033] 前述中，履带式底盘10上安装有控制室11。

[0034] 前述中，如附图2所示，立杆体4顶部为T型结构上安装第二滑轮36，动力装置3上侧

后部通过缆绳35绕过第二滑轮36与卷扬机6连接。动力装置3后部外壁上安装4个滑轮34，动

力装置3通过4个滑轮34滑动安装在立杆体4外壁上。动力装置3顶部安装传动器32，传动器

32后部有竖孔，缆绳35向下穿入该竖孔，支架7下端固定在传动器32上侧中部，传动器32前

部有中孔，竖杆8穿入该中孔，传动器32前部下侧固定导向圆筒33，所述电机31通过传动器

32与导向圆筒33连接，所述导向圆筒33与钻杆1通过螺栓固定连接。

[0035] 前述中，履带式底盘10为大底盘结构的橡胶履带行走装置。

[0036] 前述中，如附图3所示，卡扣14呈J形结构，主体为圆管结构，该圆管结构顶部开口

插接在竖杆8下端，该主体结构底端横向接出一端部上翘的托板。排水板卡接在托板上。

[0037]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立杆体4可通过液压式立杆升降装置5竖起升降，动力装置3

通过卷扬机6控制升降，竖杆8首端通过卡扣14与排水板固定，立杆体4与履带式底盘10为活

性连接。

[0038]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支架7顶部作为限位结构位于立杆体4顶部T型结构前段下

侧。

[0039]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履带式底盘10可减轻重量，防止淤泥从履带中挤出，加长的

履带增大了接触面积，减少了压强，因此适合在软地基上施工，移动灵活。

[0040] 本实施例中，钻杆1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拼接加长或缩短。三瓣式电磁圆锥头(2)

通电时闭合，不通电时张开。立杆体4为钢结构整体焊接式，竖杆8表面光滑，使钻杆1回转

时，卡扣14与排水板在泥土作用下能够自由脱落。弹簧装置9可伸缩长度在1m左右。履带式

底盘10可根据不同地形进行调整调平，以使钻杆1竖直钻入软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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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1] 本实施例中，具体施工步骤如下：

[0042] 1)履带式底盘10根据地形要求进行调整调平，使钻杆1竖直。

[0043] 2)将三瓣式电磁圆锥头2取消通电张开，通过竖杆8首端的卡扣14，将连续的排水

板送入钻杆1中，用卡扣14将排水板与竖杆8固定，将三瓣式电磁圆锥头2通电闭合，启动液

压式立杆升降装置5发动机运行钻杆1向下钻孔。

[0044] 3)当钻杆1套管插到设计入土深度时，向上回转一定距离，约1m左右，竖杆8因弹簧

装置9作用伸长，待土壤密实挤紧塑料卡扣14与排水板，回转钻杆1，竖杆8回升，卡扣14自动

脱落，则排水板与卡扣14一起留在土中，然后剪断连续的排水板，即完成一个排水板的布

设。

说　明　书 4/4 页

6

CN 210216388 U

6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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