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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灌注桩桩端桩侧组合后

压浆装置，包括钢筋笼、包覆在钢筋笼下部外侧

的侧向弹性腔体、固定于钢筋笼上的用于为侧向

弹性腔体注浆的侧部压浆装置和用于为钢筋笼

端部压浆的端部压浆装置，其中所述侧向弹性腔

体包括弹性薄膜和位于弹性薄膜上、下两端并夹

紧该弹性薄膜的双层钢环，该双层钢环通过钢条

与钢筋笼固定连接，并在侧向弹性腔体与钢筋笼

之间形成间隙；所述钢筋笼外、弹性薄膜内、临近

上下双层钢环处分别套设有橡胶气囊装置。采用

本发明灌注桩桩端桩侧组合后压浆装置，可有效

地提高桩基的承载性能，减小桩基沉降量，大幅

度降低成本；本发明的装置构造简单、施工方法

合理，操作方便，安全可靠，适合在施工现场安

装，便于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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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灌注桩桩端桩侧组合后压浆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钢筋笼(1)、包覆在钢筋笼

(1)下部外侧的侧向弹性腔体(2)、固定于钢筋笼(1)上的用于为侧向弹性腔体(2)注浆的侧

部压浆装置(3)和用于为钢筋笼(1)端部压浆的端部压浆装置(4)，其中所述侧向弹性腔体

(2)包括弹性薄膜(201)和位于弹性薄膜(201)上、下两端并夹紧该弹性薄膜(201)的双层钢

环(202)，该双层钢环(202)通过钢条(203)与钢筋笼(1)固定连接，并在侧向弹性腔体(2)与

钢筋笼(1)之间形成间隙；所述钢筋笼(1)外、弹性薄膜(201)内、临近上下双层钢环(202)处

分别套设有橡胶气囊装置(5)，所述橡胶气囊装置(5)包括气囊软管(501)、连接气囊软管

(501)两端的硬质钢管(502)和高扭矩双环管夹(503)，所述硬质钢管(502)上连接有气囊压

浆管(504)，气囊压浆管(504)固定于钢筋笼(1)上，延伸至钢筋笼(1)顶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灌注桩桩端桩侧组合后压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钢筋笼外

侧自下而上在全桩段范围内排布有若干个侧向弹性腔体(2)。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灌注桩桩端桩侧组合后压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端部压浆

装置(4)的数量为至少2个，均布于钢筋笼(1)上，每一端部压浆装置(4)包括端部压浆器

(401)和桩端压浆管(402)，该桩端压浆管(402)沿钢筋笼(1)内侧固定，延伸至钢筋笼(1)顶

部。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灌注桩桩端桩侧组合后压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侧部压浆

装置(3)的数量为至少2个，均布于钢筋笼(1)上，每一侧部压浆装置(3)包括侧部压浆器

(301)和桩侧压浆管(302)，该桩侧压浆管(302)从钢筋笼(1)外侧底部向上延伸至上双层钢

环(202)处向内折，再沿钢筋笼(1)内侧布置，直至钢筋笼(1)顶部；所述侧部压浆器(301)位

于侧向弹性腔体(2)内。

5.根据权利要求1-4任一所述的灌注桩桩端桩侧组合后压浆装置的施工方法，其特征

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1)预制钢筋笼(1)、双层钢环(202)、弹性薄膜(201)、橡胶气囊装置(5)、端部压浆装置

(4)和侧部压浆装置(3)；

(2)采用钢条(203)将双层钢环(202)中的内钢环焊接固定于钢筋笼(1)的下部，上下内

钢环之间相隔一定距离；

(3)安装端部压浆装置(4)：将桩端压浆管(402)对称固定于钢筋笼(1)内侧，端部压浆

器(401)位于桩端压浆管(402)的下端；

(4)安装侧部压浆装置(3)：将桩侧压浆管(302)对称固定于钢筋笼(1)上，桩侧压浆管

(302)从钢筋笼(1)外侧底部向上延伸至上内钢环处向内折，再沿钢筋笼(1)内侧布置，直至

钢筋笼(1)顶部；折弯处的桩侧压浆管(302)通过弯头连接；

(5)安装橡胶气囊装置(5)：在钢筋笼(1)外、上下内钢环之间，且临近上下内钢环处套

设两橡胶气囊装置(5)，每一橡胶气囊装置(5)的气囊压浆管(504)沿钢筋笼(1)内侧向上延

伸至钢筋笼(1)顶部；

(6)安装侧向弹性腔体(2)：将弹性薄膜(201)的上下两端通过外钢环固定在对应的内

钢环上，完成灌注桩桩端桩侧组合后压浆装置的装配；

(7)将装配好的灌注桩桩端桩侧组合后压浆装置吊放至桩位，对橡胶气囊装置(5)进行

充气密封；

(8)往桩位孔内浇筑混凝土，待桩身混凝土初凝后，对桩端压浆管(402)、桩侧压浆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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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进行压水开塞试验，疏通压浆管道并打开端部压浆器(401)和侧部压浆器(301)；

(9)对橡胶气囊装置(5)进行压浆，当压浆量达到预估值的90％结束压浆，并在上下双

层钢环(202)处形成刚性边界条件；

(10)对桩侧进行压浆，使桩侧浆液在侧向弹性腔体(2)内径向扩散形成理想柱状体浆

泡，当压浆量达到预估值的90％结束压浆；

(11)桩侧压浆完成后，在钢筋笼(1)底部形成刚性边界条件；对桩端进行压浆，使得桩

端浆液径向或向下扩散形成理想球体浆泡，当压浆量达到预估值的90％结束压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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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注桩桩端桩侧组合后压浆装置及其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土木工程领域的灌注桩压浆装置及其施工方法，尤其涉及灌注桩桩端

桩侧组合后压浆装置及其施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灌注桩是建筑桥梁最为普遍使用的基础形式，因其选择灵活、施工不受季节限制、

对环境污染较小等优点，该基础形式应用越来越广泛。但由于灌注桩施工过程中对桩周土

及桩端持力层的扰动，并产生桩侧泥皮和桩端沉渣，从而影响桩身质量，造成桩基承载力大

大降低。而后压浆技术能改善上述的问题，提高桩基极限承载力，减小沉降量，因此，近年来

该技术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与发展。

[0003] 但普通后压浆技术在桩侧压浆或桩端压浆过程中存在不确定性和影响因素复杂，

压力浆液在桩侧或桩端流动方向的随意性，使其并不能形成理想的几何浆泡体，同时，预估

合理的压浆量和压浆压力不能得到有效地控制，从而造成了灌注桩的竖向承载力表现出较

大的离散性，使后压浆往往达不到所需要的效果。所以如何解决上述问题是有效地提高桩

端阻力和桩侧摩阻力的关键，使后压浆技术更加合理。

[0004] 因此，亟待解决上述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发明目的：本发明的第一目的是提供一种可解决桩侧或桩端浆液流动方向的不确

定性问题，形成理想几何浆泡体，且有效地控制压浆量和压浆压力的灌注桩桩端桩侧组合

后压浆装置。

[0006] 本发明的另一个发明目的是提供该灌注桩桩端桩侧组合后压浆装置的施工方法。

[0007] 技术方案：为实现以上目的，本发明所述的一种灌注桩桩端桩侧组合后压浆装置，

包括钢筋笼、包覆在钢筋笼下部外侧的侧向弹性腔体、固定于钢筋笼上的用于为侧向弹性

腔体注浆的侧部压浆装置和用于为钢筋笼端部压浆的端部压浆装置，其中所述侧向弹性腔

体包括弹性薄膜和位于弹性薄膜上、下两端并夹紧该弹性薄膜的双层钢环，该双层钢环通

过钢条与钢筋笼固定连接，并在侧向弹性腔体与钢筋笼之间形成间隙；所述钢筋笼外、弹性

薄膜内、临近上下双层钢环处分别套设有橡胶气囊装置。

[0008] 优选的，所述钢筋笼外侧自下而上在全桩段范围内排布有若干个侧向弹性腔体。

[0009] 其中，所述橡胶气囊装置包括气囊软管、连接气囊软管两端的硬质钢管和高扭矩

双环管夹，所述硬质钢管上连接有气囊压浆管，气囊压浆管固定于钢筋笼上，延伸至钢筋笼

顶部。

[0010] 优选的，所述端部压浆装置的数量为至少2个，均布于钢筋笼上，每一端部压浆装

置包括端部压浆器和桩端压浆管，该桩端压浆管沿钢筋笼内侧固定，延伸至钢筋笼顶部。

[0011] 进一步，所述侧部压浆装置的数量为至少2个，均布于钢筋笼上，每一侧部压浆装

置包括侧部压浆器和桩侧压浆管，该桩侧压浆管从钢筋笼外侧底部向上延伸至上双层钢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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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向内折，再沿钢筋笼内侧布置，直至钢筋笼顶部；所述侧部压浆器位于弹性薄膜内。

[0012] 本发明一种灌注桩桩端桩侧组合后压浆装置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

步骤：

[0013] (1)预制钢筋笼、双层钢环、弹性薄膜、橡胶气囊装置、端部压浆装置和侧部压浆装

置；

[0014] (2)采用钢条将双层钢环中的内钢环焊接固定于钢筋笼的下部，上下内钢环之间

相隔一定距离；

[0015] (3)安装端部压浆装置：将桩端压浆管对称固定于钢筋笼内侧，端部压浆器位于桩

端压浆管的下端；

[0016] (4)安装侧部压浆装置：将桩侧压浆管对称固定于钢筋笼上，桩侧压浆管从钢筋笼

外侧底部向上延伸至上内钢环处向内折，再沿钢筋笼内侧布置，直至钢筋笼顶部；折弯处的

桩侧压浆管通过弯头连接；

[0017] (5)安装橡胶气囊装置：在钢筋笼外、上下内钢环之间，且临近上下双层钢环处套

设两橡胶气囊装置，每一橡胶气囊装置的气囊压浆管沿钢筋笼内侧向上延伸至钢筋笼顶

部；

[0018] (6)安装侧向弹性腔体：将弹性薄膜的上下两端通过外钢环固定在对应的内钢环

上，完成灌注桩桩端桩侧组合后压浆装置的装配；

[0019] (7)将装配好的灌注桩桩端桩侧组合后压浆装置吊放至桩位，对橡胶气囊装置进

行充气密封；

[0020] (8)往桩位孔内浇筑混凝土，混凝土初凝形成桩身，对桩端压浆管、桩侧压浆管进

行压水开塞试验，疏通压浆管道并打开端部压浆器和侧部压浆器；

[0021] (9)对橡胶气囊装置进行压浆，当压浆量达到预估值的90％结束压浆，并在上下双

层钢环处形成刚性边界条件；

[0022] (10)对桩侧进行压浆，使桩侧浆液在侧向弹性腔体内径向扩散形成理想柱状体浆

泡，当压浆量达到预估值的90％结束压浆；

[0023] (11)桩侧压浆完成后，在钢筋笼底部形成刚性边界条件；对桩端进行压浆，使得桩

端浆液径向或向下扩散形成理想球状体浆泡，当压浆量达到预估值的90％结束压浆。

[0024] 有益效果：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显著优点：

[0025] 1)本发明通过在钢筋笼上安装橡胶气囊和侧向弹性腔体，解决了桩侧和桩端浆液

流动方向的不确定性，以及不能形成理想几何浆泡体的难题，使灌注桩桩侧摩阻力和桩端

阻力得到有效地提高；

[0026] 2)采用本发明组合压浆装置所灌注的桩基，可有效地提高桩基的承载性能，减小

桩基沉降量，大幅度降低成本；

[0027] 3)本发明根据橡胶气囊装置中气囊软管的尺寸可计算出橡胶气囊装置的压浆量，

压入气囊软管内的浆液量控制在90％，防止压浆过量造成橡胶气囊装置失效；桩端、桩侧压

浆量可按形成理想的桩端球形体和桩侧柱形体进行估算，压入桩端、桩侧压浆管内的浆液

量宜控制在估算值的90％，桩端、桩侧压浆压力可根据球(柱)孔扩张理论计算得出；本发明

实现有效地控制压浆量和压浆压力，减小后压浆过程中不确定因素，保障达到后压浆预期

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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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4)本发明的装置构造简单、施工方法合理，操作方便，安全可靠，经济适用，适合在

施工现场安装，便于推广应用。

附图说明

[0029] 图1是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30] 图2是本发明的的俯视图；

[0031] 图3是本发明中橡胶气囊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32] 图4是本发明中侧向弹性腔体的结构示意图；

[0033] 图5为采用本发明所制备的桩体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说明。

[0035] 如图1和图2所示，本发明一种灌注桩桩端桩侧组合后压浆装置包括钢筋笼1、侧向

弹性腔体2、侧部压浆装置3、端部压浆装置4和橡胶气囊装置5。如图4所示，侧向弹性腔体2

包覆在钢筋笼1下部外侧，侧向弹性腔体2包括弹性薄膜201和位于弹性薄膜201上、下两端

并夹紧该弹性薄膜201的双层钢环202，该双层钢环202通过钢条203与钢筋笼1固定焊接，并

在侧向弹性腔体2与钢筋笼1之间形成间隙；钢条203的长度决定了间隙的大小，且该钢条

203的长度需满足混凝土保护层的厚度要求。侧部压浆装置3固定于钢筋笼1上，用于为侧向

弹性腔体2内进行注浆。上述侧部压浆装置3的数量为至少2个，均布于钢筋笼1上，每一侧部

压浆装置3包括侧部压浆器301和桩侧压浆管302，该桩侧压浆管302从钢筋笼1外侧底部向

上延伸至上双层钢环202处向内折，再沿钢筋笼1内侧布置，直至钢筋笼1顶部；所述侧部压

浆器301位于侧向弹性腔体2内。且折弯处的桩侧压浆管302之间通过弯头实现连接。本发明

通过在钢筋笼上安装橡胶气囊和侧向弹性腔体，解决了桩侧和桩端浆液流动方向的不确定

性，以及不能形成理想几何浆泡体的难题，使灌注桩桩侧摩阻力和桩端阻力得到有效地提

高。

[0036] 本发明上下双侧钢环之间的距离按照《建筑桩基技术规范》和《公路桥涵地基与基

础设计规范》可确定为12m，即桩侧压浆对桩身12m起到增强作用。本发明仅给出了在桩端处

与距离桩端12m位置之间布设了侧向弹性腔体，可根据桩长、地质条件与桩基承载力等要

求，在距离桩端12m位置与距离桩端24m位置之间再布设侧向弹性腔体，也可以按照间距要

求桩长全桩段范围内布满侧向弹性腔体。

[0037] 上述端部压浆装置4固定于钢筋笼1上，用于为钢筋笼1端部进行注浆的。端部压浆

装置4的数量为至少2个，均布于钢筋笼1上，每一端部压浆装置4包括端部压浆器401和桩端

压浆管402，该桩端压浆管402沿钢筋笼1内侧固定，延伸至钢筋笼1顶部。本发明桩端压浆管

数一般根据桩径大小布设，当D<1200mm，布设2根桩端压浆管；当1200mm≤D≤2500mm，布设3

根桩端压浆管；当D>2500mm，布设4根桩端压浆管。而桩侧亦可按照桩端压浆管根据桩径大

小布设，并四周均匀或对称布置于钢筋笼上。

[0038] 如图3所示，本发明为了在浇筑混凝土过程中防止混凝土向桩侧弹性腔体外侧扩

散，及桩侧压浆阶段上下双层钢环处形成刚性边界条件，采用橡胶气囊装置5对上下双层钢

环部位进行密封，其中橡胶气囊装置5包括气囊软管501、连接气囊软管501两端的硬质钢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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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2和高扭矩双环管夹503，所述硬质钢管502上通过弯头连接有气囊压浆管504，气囊压浆

管504固定于钢筋笼1上，延伸至钢筋笼1顶部。采用高扭矩双环管夹503将气囊软管501和硬

质钢管502的连接部位连接形成气密性密封。

[0039] 本发明通过计算侧向弹性腔体的体积控制桩侧压浆量，压入侧向弹性腔体内的浆

液量控制在90％，桩端桩侧压浆可按需求形成理想的桩侧柱形和桩端球形体，压浆压力可

根据形成形状计算得出；本发明实现有效地控制压浆量和压浆压力，减小后压浆过程中不

确定因素，保障达到后压浆预期的效果。

[0040] 本发明一种灌注桩桩端桩侧组合后压浆装置的施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41] (1)预制钢筋笼1、双层钢环202、弹性薄膜201、橡胶气囊装置5、端部压浆装置4和

侧部压浆装置3；

[0042] (2)采用钢条203将双层钢环202中的内钢环焊接固定于钢筋笼1的下部，上下内钢

环之间相隔一定距离；

[0043] (3)安装端部压浆装置4：将桩端压浆管402对称固定于钢筋笼1内侧，端部压浆器

401位于桩端压浆管402的下端；

[0044] (4)安装侧部压浆装置3：将桩侧压浆管302对称固定于钢筋笼1上，桩侧压浆管302

从钢筋笼1外侧底部向上延伸至上内钢环处向内折，再沿钢筋笼1内侧布置，直至钢筋笼1顶

部；折弯处的桩侧压浆管302通过弯头连接；

[0045] (5)安装橡胶气囊装置5：在钢筋笼1外、上下内钢环之间，且临近上下内钢环处套

设两橡胶气囊装置5，每一橡胶气囊装置5的气囊压浆管504沿钢筋笼1内侧向上延伸至钢筋

笼1顶部；

[0046] (6)安装侧向弹性腔体2：将弹性薄膜201的上下两端通过外钢环采用螺栓固定在

对应的内钢环上，完成灌注桩桩端桩侧组合后压浆装置的装配；

[0047] (7)将装配好的灌注桩桩端桩侧组合后压浆装置吊放至桩位，对橡胶气囊装置5进

行充气密封防止混凝土向桩侧弹性腔体外侧扩散，使钢筋笼与桩侧壁间的间隙满足混凝土

保护层厚度要求；

[0048] (8)往桩位孔内浇筑混凝土，混凝土初凝形成桩身，对桩端压浆管402、桩侧压浆管

302进行压水开塞试验，疏通压浆管道并打开端部压浆器401和侧部压浆器301；

[0049] (9)对橡胶气囊装置5进行压浆，当压浆量达到预估值的90％结束压浆，防止压浆

过量造成橡胶气囊装置失效，并在上下双层钢环202处形成刚性边界条件；

[0050] (10)对桩侧进行压浆，使桩侧浆液在侧向弹性腔体2内径向扩散形成理想柱状体

浆泡，当压浆量达到预估值的90％结束压浆；

[0051] (11)桩侧压浆完成后，在钢筋笼1底部形成刚性边界条件；对桩端进行压浆，使得

桩端浆液径向或向下扩散形成理想球状体浆泡，当压浆量达到预估值的90％结束压浆，如

图5所示。

[0052] 采用本发明组合压浆装置所灌注的桩基，可有效地提高桩基的承载性能，减小桩

基沉降量，大幅度降低成本；本发明的装置构造简单、施工方法合理，操作方便，安全可靠，

经济适用，适合在施工现场安装，便于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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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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