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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施工中泥浆技术的应用探究
刘敏学

（青岛鼎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山东 青岛 266000）

摘　要　建筑工程施工中的泥浆技术，实质指的是泥浆护壁钻孔灌注桩施工技术，这在建筑工程中十分常见，同

时也是对建筑产品质量至关重要的一类技术，需要严格依照相关要求进行施工。该技术发展至今，技术日臻成

熟，基本不挑剔施工环境，因此具备较强的适应性，在实际施工时，应当结合荷载要求，确定施工方案。本文将

结合具体施工案例，讨论泥浆技术的施工原则和具体应用，并提出相应的施工质量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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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注桩钻孔技术是建筑工程的重要分部分项工程，

其具有护壁作用，可以有效起到防渗水的作用，泥浆

水位相较于地下水位会更高，对钻孔周围和孔壁水土

压力达到平衡效果。另外也可以令土渣达到悬浮效果，

将土渣带出桩孔，防止对桩底沉渣厚度造成较大影响。

下面将以一处医院综合楼为例，讨论建筑工程中泥浆

技术的施工要点。

1 工程概况

某工程为医院综合楼，总建筑面积 84264m2，地上

20层，地下 2层，基坑面积 4194m2，应用钻孔灌注桩

技术，直径 750mm，长度为 26m，选择 30m桩端持力层。

1.1 桩端后压降加固机理分析

桩端后注浆技术是当桩身混凝土在预定强度基础

上，通过高压注浆泵将水泥浆液泵入预埋注浆管中的

技术。当浆液向桩端虚尖中不断渗透，混凝土的强度

也会不断提升。在注浆量提升的同时，桩端承压面积

也会有所提升，进而提高桩身承载力。

泥浆应具备以下性质：第一，应当具备较强物理

稳定性，泥浆在静置较长时间过后，不能引起物理性

质的较强变化，也不会因为重力原因产生沉淀现象。

第二，应具备较强化学稳定性，若其中混入水泥，不

会因此产生较大污染现象。第三，应保证比重合适。

正常情况下，泥浆适当提高比重，增加孔内护壁的稳

定性，但是若比重超出标准，也可能降低泥浆泵的工

作能力，对混凝土的正常灌注过程也会产生较大影响。

第四，应具备理想的触变性。泥浆在流动状态下，阻

力不能过大，避免对正常泵送产生影响。第五，应具

备较强分离性，可以轻松从旋转器中分离，且在制备

过程中不能出现气泡。

1.2 施工要求

钻孔泥浆造浆的原料为水和粘性土，如果泥浆浓

度未能和技术要求相符，可以在泥浆中加入纯碱，令

泥浆护壁能力得到提升。此外，清孔阶段，到浇筑混

凝土之前，应重视泥浆的置换。针对现场的废泥浆，

应当坚持适当回收的原则，清除废泥浆杂质之后，并

适当利用，将工程成本投入降至最低。如果泥浆和钻

渣失去二次利用价值，可以在自然脱水之后，向建筑

垃圾堆处运送 [1]。

1.3 施工技术

1.3.1 护筒设置

现场护筒的埋设应保证足够的稳定性和准确性，

以桩位中线为标准控制护筒中心，误差方面，平面误

差最大值应控制在 25mm以下，竖直线倾斜应控制在 1%

以下。护筒的埋设应利用钻机，若碰到石头等坚硬的

障碍物，应当先通过机械或人工方式进行清除，防止

延误工期，护筒附近与底部的粘质土在回填夯实时应遵

循分层原则逐步进行。具体埋深应当结合建筑施工环境

地质条件与设计要求确定。护筒连接位置，筒中不能存

在突出现象，且具备一定耐拉性，不能有漏水现象。

1.3.2 钻孔施工

正式开孔施工之前，应当结合建设单位提供的现

场地质情况，做好定位放样工作，将定位桩设置在护

筒之外，以便后续随时对孔位进行检查。钻机安装之后，

应控制钻机顶部与底座的平稳性，钻进过程不能出现

沉陷或位移现象，一旦出现，应当第一时间停止施工

并处理故障。钻孔阶段应当保证连续性，为此应安排

不同的施工人员轮流施工，并依照相关要求，检测和

钻孔泥浆强，高度重视地层结构变化情况，适当捞取

渣样，和地质剖面情况核对。钻进时应坚持正循环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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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确定开孔孔位，钻进初始速度应保持缓慢，当钻

头进入地层之后，才能逐渐提升速度。钻进位置应和

井位保持一致，才能向内钻进，钻进时应严格控制钻

孔垂直度。

钻孔排渣时，不仅应重视孔内水位达到相关要求，

而且泥浆粘度和泥浆密度同样应当符合要求。如果遇

到事故，例如异常冒浆、塌孔、斜孔等情况，涉及停

钻现象，应当向孔外提出钻头 [2]。

1.3.3 清孔

以设计深度控制钻孔实际深度，当两者符合之时，

应当将钻进过程停下，适当提高钻杆，令钻头保持适

当空转，钻头和底部之间的距离应在 15cm左右，令新

泥浆控制在钻杆底部，达到置换钻孔内泥浆到孔外的

目的。需要注意的是，孔底小于 50cm泥浆，其相对密

度应在 1.25以下，含砂率不能超过 8%，黏度应不大于

28S。进行混凝土灌注操作之前，端承桩厚度应不超过

5cm，摩擦桩厚度应不超过 30cm。由于二次情况涉及

导管和钢筋笼的安放等步骤，会产生较长时间，也会出

现新沉渣，因此二次清孔应严格控制厚度。结束清孔操

作之后，应第一时间将导管放入孔中，并在钻孔中间处

固定导管，避免对后续混凝土的浇筑带来负面影响。

1.3.4 灌注混凝土

下放导管之后应当第一时间进行混凝土浇筑操作，

具体要求：第一，制作钢筋骨架应当依照严格遵循设

计要求；第二，骨架吊入应用吊车进行吊装，标准为

8-16T；第三，第一批向水下灌入的混凝土，应和导管

埋置深度相符合，并达到导管底部的填充需求。以 3-5m

为标准控制导管埋深，在混凝土下落之后，全程不间

断灌注；第四，孔中的混凝土面位置应随时测探，以

便对导管深度进行及时调整；第五，灌注桩顶标高相

较于设计标高，应超出 50-100cm，避免混凝土强度受

到影响 [3]。

1.4 施工流程

在钻孔机就位之后，即可以开始钻孔操作，向孔

中注入泥浆，下套管之后继续钻孔，排渣清孔之后完

成钢筋笼的吊放，将混凝土导管插入孔中，完成混凝

土的浇筑，将导管拔出，插好桩顶钢筋。

具体来说，钻孔机就位时应保证自身平稳性，不

能有异常位移或倾斜现象。可在机管或机架上通过设

置标尺的方式，达到控制钻孔深度的目的，为后续相

关施工数据的记录提供方便。

钻孔和注浆过程，应重视机架挺杆的调整，通过

对位圈的作用对准桩位，钻进出土的位置深度应达到

要求，将预备的泥浆调入孔中，继续进钻操作。

下套管时应以大约 5m的距离控制钻孔深度，将

钻头适当提起后下套管。套管直径和钻头相比应超出

10cm，在埋设套管时应保证位置的准确性和稳定性，

并用粘土填实孔壁和套管之间。以 5cm为标准控制套

管中心和桩孔中心线之间的偏差。若土质为粘性土，

则套管埋设深度应控制在 1m以下；若土质为砂土，则

应埋设深度应在 1.5m以下，孔内泥浆面相较于地下水

位应超出 1m。在继续钻孔时，应当重视表层土的稳定

性，不能因为土体周围的振动力，出现坍塌现象，钻

孔阶段应严格控制泥浆水位的稳定性。到达持力层时，

如果设计没有其他要求，可以在原有基础上继续钻进

1m，同时重视泥浆相对密度的测定 [4]。

孔底清理和排渣施工要求：如果土质为粉质粘土，

可向途中注入清水，以原土为原料，达到造浆护壁的

效果，以 1.1-1.2的标准控制泥浆相对密度。若土质为

砂土，则泥浆相对密度的标准可以适当放宽，低于 1.3

即可。钢筋笼吊放环节，吊放之前应当将砂浆垫块固

定好，和孔位高度对准，保证稳定性，下沉速度应尽

量放缓，当钢筋笼位置达到设计要求时，第一时间固

定钢筋笼，避免钢筋笼出现上浮现象。射水操作停止后，

应第一时间进行混凝土的浇筑，在混凝土高度增长的

同时，混凝土表面会出现孔内沉渣，连同泥浆向沟槽

中排放。导管底部应在混凝土中 1m左右（上下误差不

超过 0.2m），首节底管长度应不低于 4m。

混凝土配制同样是泥浆施工技术需要重视的重中

之重，配制方案应和试验结果高度结合，基于设计强

度确定试配强度，通常在 11%-14%，水灰比应控制在

0.6以下。混凝土应具备较好的和易性，浇筑阶段的坍

落度应在 17-21cm之间。为保证混凝土堆更易形成，

浇注最初阶段应以 15cm为标准控制混凝土坍落度（上

下误差不超过 1cm）。当混凝土浇筑和桩顶距离保持一

致时，应第一时间将导管拔出。桩顶钢筋的插入应当

全程保持垂直，保护层与锚固长度应足够，避免出现

偏斜现象。如果遇到雨天，为避免施工现场大量积水

影响正常施工进程的推荐，以及施工产品的质量，应

当提前修建排水设施，避免桩孔中流入雨水。

2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控制措施

灌注桩混凝土强度应达到设计要求，并符合施工

规范。另外，钢筋笼主筋间距、直径的允许偏差均为

10mm，通过尺量检查方法进行检验；钢筋笼箍筋间距

允许偏差为 20mm，通过尺量检查方法进行检验；钢筋

笼长度允许偏差为 100mm，通过尺量检查方法进行检

验；垂直度允许偏差为桩长的 1%，可通过尺量或吊线

检查方式进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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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筋笼的质量，是影响施工总体质量的关键要素。

无论是在运输、制作还是安装的阶段，应严格注意钢

筋笼是否存在变形现象，避免出现桩倾斜与位移现象，

同时应当对桩纵横水平偏差进行充分检查。吊入桩孔

之后应严格固定位置，避免出现上浮现象。在浇筑混

凝土以及运输钢筋笼阶段，应注意对高程桩和轴线桩

的保护，同时加强对误差的校核。针对桩头外部的主

筋插铁，应当加强保护，保证插铁的平直性，也不能

出现压断现象。如果混凝土强度在 5MPa以下，不能对

其进行碾压，避免损坏桩头。

在泥浆护壁成孔时，应当充分勘察现场土质实际

情况，结合实际情况控制钻进速度、供水量、钻机负荷、

成孔质量等，并以低于 0.25m/h为标准控制水下混凝土

面的上升速度。浇筑阶段，导管深入混凝土的深度应

在 1m以下。施工阶段应重视胶体率、含砂率、粘度、

泥浆密度等参数的测定，通常胶体率应在 90%以上，

含砂率在 5%-7%之间，黏度在 19-21s之间 [5]。

3 注浆过程中的问题解决思路

3.1 注浆管堵塞

如果在注浆时，压力超过 10Mpa，但是注浆喷头

仍然无法打开，或者注浆管出现堵塞现象，可重新选

择畅通导管，向桩端压入水泥浆量，将注浆数量补足。

针对桩不通的现象，应加强补注浆。如果开始注浆时，

发现桩顶部有严重翻浆现象，应当第一时间停止注浆，

并针对性进行检查，判断是注浆管堵塞还是接头漏浆

所导致，适当进行补救。

3.2 出现冒浆

注浆阶段有一定概率出现桩侧或其他位置冒浆的

情况，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水泥浆液冒出位置为地面，

则证明桩底水泥浆液趋于饱和，可停止操作；如果冒

浆位置在桩侧壁，说明注浆量和设计要求十分接近，

同样可停下注浆操作；如果从冒浆位置为桩侧，而且

尚未大量注浆，可用清水充分清洗注浆管，待水泥浆

液凝固之后继续注浆。

3.3 补注浆方案

如果因为注浆管堵塞原因，导致桩内无法压入浆

液，应采取补注浆方案。补注浆工作需要在结束注浆

工作之后一并进行，具体而言，应当采用地质勘察钻

机在桩壁位置钻孔，孔径需超过 9cm，桩壁高度需在

25cm左右。相较于桩端，钻孔深度应超出 45cm左右（上

下误差不超过 5cm）。注浆管和注浆器移动下放至孔中，

以 0.5为标准控制水灰比，保证封孔水泥浆液质量达到

要求，将早强剂掺入其中，水泥浆液达到超过 3天的

凝固期之后，依照注浆工艺要求压入浆液。

4 现场安全文明施工要求

现场以安全生产为第一原则，贯彻安全第一的生

产方针，力求工地施工达到安全标准。现场施工人员

应将施工安全要求牢记心中，保障现场行车安全，防

止发生重大劳动安全事故。项目部应安排专人指挥泥

浆运输环节，特别是在夜间施工阶段，更加不能放松

检查工作。若发现现场存在跑浆现象，应当第一时间

停止排浆，组织专人修复管道，当管道并无异常障碍时，

再重新排浆。

针对现场施工人员，应重视安全教育，加强施工

人员对相关施工规章制度的学习和认识，从而以思想

引领行动，进一步提高施工流程的严谨性。对于工地

上的特岗人员，应贯彻持证上岗制度，加强对技术操

作的考核。现场安全员应加强巡查，明确事故隐患，

组织人手针对性集中解决，依照相关制度要求，找到

第一责任人。针对现场施工工序，施工人员应严格落

实“三检”制度，对施工中存在的各项问题进行集中

改正，实现施工质量的有效提升。在施工现场的高危

地带，应当设置醒目的标语，起到有效的提醒作用。

尤其在泥浆池附近，应严格控制无关人员的靠近，避

免发生危险。

针对现场设备，应重视设备的检修，避免因设备

故障影响正常施工。现场管理和作业规程应达到标准

化水平，依照相关规定有效落实各项施工要求。

5 结语

综上所述，泥浆技术是建筑工程各项施工工序的

重中之重，相关施工人员应严格依照设计要求，控制

泥浆技术的施工质量，并贯彻安全施工和文明施工等

相关要求，实现建筑工程施工质量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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