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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旋喷技术在红旗水库闸基
加固中的应用

王春娟
!沈阳利鑫土木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辽宁 沈阳!))%)$-#

!摘!要"!本文依据盘锦红旗水库除险加固闸底板旋喷桩基础处理施工过程"阐述了旋喷桩的施工工艺&选用的

主要施工设备&采用的施工参数"提出了施工中的注意事项和易出现的质量问题"为类似地基基础处理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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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工程概况

红旗水库位于辽宁省盘山县境内"工程等别为
!

等"红旗水库的挡水土坝为均质土坝"总长 )#(%2"坝

顶高程 +].%2"坝顶宽 #]%2"迎水坡比 )_.]/"背水坡

比 )_(]/' 泄洪闸的新建闸位于主河槽段"为 (/ 孔平

板钢闸门泄洪闸"闸门尺寸 #]%2e.]%2#宽 e高$"闸

底板高程 .]$%2' 工程于 )--. 年建成' 泄洪闸之间

由土坝连接'

)].!应用背景

红旗水库除险加固主要内容有!挡水土坝加固维

修&重建浅孔闸&(/ 孔新建闸及深孔闸加固维修等'

(/ 孔闸场地内判定液化地层为粉土
"

层&

#

层"根据

*水利水电地质勘察规程+ #6g/%.+$))---$中附录

5的规定"采用标准贯入锤击数法"闸基上在 )/2深度

内第
"

层粉土&第
#

层细砂不液化' 但第 .$ ,(. 孔闸

底板持力层在库区一侧下方存在软弱下卧层"由沉降

不均造成 .$ ,(. 孔闸段沉降' 所以设计采用旋喷桩

进行地基加固处理"以确保其稳定'

(&(



+%旋喷桩施工

.])!闸室基础处理要求

处理范围为第 .$ ,第 (. 孔底板"旋喷桩钻孔直径

为 )(%22"成桩直径为 )]/2"孔中心间距为 .]"2"钻

孔中心距底板上游端部 )]%2"钻孔深度达到底板下部

.2"采用三管法施工' 在正式旋喷施工前"先在现场

附近选择类似地质条件进行 . ,( 根试验桩试验"根据

施工工艺及旋喷效果确定施工参数,)-

'

.].!旋喷桩施工

.].])!施工准备

0]制浆采用固定式集中制浆站#规模为 )/2

(

dC$'

集中制浆站占地面积 )%%2

.

"主要设备包括水泥罐&喂

料计量器&高速浆液搅拌机&贮浆桶&输浆泵和输浆管

路等' 集中制浆站制备 )_) ,)_)]/ 的水泥浆"由输浆

泵通过输浆管路直送或转送灌浆作业面'

4]制浆站&钻灌用水取自深水井"单独设立
!

/%22

输水管路供水' 施工用电取自右岸 )%%1Y4施工变电

站"用专用电缆引线设立独立电源"设置若干个配电

箱"再分至集中制浆站和各钻灌机组'

9]钻孔&灌浆在混凝土面上施工产生的废水&废

浆"经常用压力水冲洗"保持作业面清洁"废水&废浆经

排浆沟自排或抽排至坝外沉浆池"以免污染施工场地'

.].].!浆液材料

0]浆液在旋喷施工前进行室内浆液配合比试验"

试验内容为不同比级浆液的搅拌时间&比重&黏滞度&

析水率&凝结时间和水泥结石抗压强度等' 旋喷桩水

泥采用普通硅酸盐袋装水泥"强度等级为 ".]/T?:'

4]浆液搅拌用水符合拌制混凝土用水要求"拌制

浆液时水温控制在 (%h内' 根据试验浆液条件"如果

需要掺加外加剂"其质量标准满足设计及相应规范标

准要求"其最优掺加量由室内试验和现场旋喷试验确

定"能溶于水的外加剂以水溶液状态加入'

.].](!主要机具设备

主要机具设备见右上表'

主 要 机 具 设 备 规 格 表

设备名称 设!备!规!格

台!车
提升台车"起重 . ,#J"起升高度 )/2

履带吊车式高喷台车"架高 ("2

钻!机
钻孔深度 )%%2钻机"适用于浅孔

跟管钻进钻机

高压水泵 最大压力 /%T?:"流量 $/ ,)%%Ud28;

灌浆泵
通用灌浆泵" 压力 )]% ,(]%T?:" 流量 +% ,

.%%Ud28;

搅拌机 卧式或立式

空气压缩机
气压 %]$ ,%]+T?:"气量 #2

(

d28;

气压 )]% ,)]/T?:"气量 #2

(

d28;

喷射管 三重管#三列管$

.].]"!现场旋喷试验

0]该工程中采取三管法高压旋喷施工方法"进行

旋喷桩施工时"钻孔&灌浆采用打一跳一法"待相邻桩

体强度符合设计要求后再进行施工"即先 )&(&/.."

后 .&"&#..' 钻孔按设计参数严格控制"钻孔深度

可通过钻杆长度量取或将钻杆提出后用测绳测量"并

检查垂直度"钻进中对钻孔所发生的正常和异常情况

及时进行记录并勾绘草图' 灌浆孔压水采用/简易压

水0' 制浆材料使用前进行称量"称量误差控制在 /b

以内' 纯水泥浆使用高速搅拌机拌制"搅拌时间不少

于 .28;"浆液使用前过筛"从制备至用完的时间不超

过 "C' 集中制浆站制备 )_) ,)_)]/ 纯水泥浆"先加

水"后加水泥' 浆液经过滤器"并通过输浆管路输送至

高喷台车施灌' 当因机械故障&设备损坏&停水停电&

地质方面等原因引起灌浆中断"且在 (%28; 内无法恢

复灌浆时"则冲洗钻孔等待复灌"若冲洗无效则重新扫

孔补灌'

4]施工工艺流程如下页图所示'

9]主要施工参数!三重旋喷管直径 -O2"喷水嘴直

径 )]+22"喷浆嘴直径 #]%22%送水压力 (%T?:"流量

+%Ud28;%送风压力 %]$T?:"流量 +%% ,-%%Ud28;%喷浆

压力 %]- ,)]%T?:"流量 +% ,)%%Ud28;%提升速度)/ ,

./O2d28;"旋转速度 .% ,(/Id28;%回浆比重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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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喷桩施工工艺流程图

L%质量保证措施

0]钻孔控制"施工前对孔位进行测量放样"施工

时复测"开孔位置在任何方向偏差不大于 )%O2%孔径

要保证设计要求的最小孔径"选择满足设计要求的钻

头&钻具施工%孔深要满足设计要求%严格控制钻孔倾

角在允许范围内%孔序要严格按设计分序施工"不得随

意安排'

4]旋喷控制"原材料进场后要进行检测"合格后

才能使用%严格按监理人批准的施工技术参数施工"先

在地面进行浆&气试喷"严格控制各道工序压力%按设

计水灰比施灌"浆液拌制经两道过滤网过滤"插管过程

中边射水&边插管"水压力不超过 )T?:"防止喷嘴发生

堵塞"严格按规范要求变换浆液%旋喷灌浆保持全孔连

续一次作业"拆卸或安装注浆管动作要快"供水&供浆

要保证连续"以防发生埋钻&埋塞和喷浆中断等质量事

故"封孔要密实"防止人为造成渗浆通道%在注浆过程

中经常检测进浆&回浆比重'

9]施工记录要确保真实可靠"钻孔记录真实反映

孔内情况"包括旋喷压力&旋喷速度&提升速度&浆液配

比&喷射流量等技术参数"对照地质条件&加固补强要

求"从有利于提高成桩效果和桩体质量的角度出发"进

行详细记录"必要时进行绘图,.-

'

>]桩体质量检测"旋喷桩成桩后要进行桩体直

径&完整性等性能检测"检测数量不少于总桩数的

.b"并不得少于 ( 根'

$%影响成桩质量主要因素及预防处理措施

0]喷射管分段提升时"接头处搭接长度不够"甚

至没有搭接造成断桩"要配备熟练的技术工人操作"定

岗&定责"严格奖惩制度"施工时控制好旋喷的标高"保

证搭接长度不小于 %]) ,%].2'

4]地质条件变化造成缩颈"土层密度增大"喷射

压力偏小"提升速度过快"喷射过程出现故障等"都会

出现类似情况' 高压旋喷是利用高压流喷射成桩"参

数设置与土质种类&密实度密切相关"要准确掌握地

质分层资料"根据不同土质随时调整参数"动态管

理"通过试验选择合理的参数和控制措施"确保成桩

质量'

#%结%语

高压旋喷桩施工时"根据不同的土层地质条件"确

定合理的施工工艺和施工技术参数至关重要%配备熟

练的技术工人和良好的设备是成桩质量的保障' 红

旗水库第 .$ ,第 (. 孔新建闸底板通过精心组织和

施工"旋喷桩达到了设计要求的加固补强效果"再没

有出现沉降等现象"运行效果良好"类似工程可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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