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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挖钻机是我国桩工机械领域起步
较晚但发展最快最成功的一种基础
施工机械。     1988年，北京市城
市建设工程机械厂引进意大利土力
公司附着式大直径旋挖钻机；
1994年，郑州勘察机械厂以许可
证形式引进英国BSP附着式大直径
回转斗(短螺旋)钻机；以上两种产
品由于技术落后配套底盘难以解决，
注定不可能有大的发展。

1.旋挖钻机



       2000年2月，徐工集团成功研制国内首台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KHU2000旋挖钻机，彻底打破了国外旋挖钻机产品一
统华夏的格局。
       青藏铁路和高速铁路的建设是促进我国旋挖钻机高速发
展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我国目前已能生产从5t.m到80t.m大
中小型多种规格的旋挖钻机。以徐工基础、北京三一、山河
智能、北京中车、中联、郑宇重工、上海金泰、恒天九五等
为代表的中大型旋挖钻机，以江苏泰信、郑州富岛、高邮恒
辉等为代表的小型旋挖钻机都取得了不错的市场业绩。据桩
工机械协会统计2017年3600台，2018年5000台。我国目前
已是世界上最大的旋挖钻机生产国和使用国。

2.旋挖钻机



    徐工基础XR800E旋挖钻

机：2018年上海宝马展全

球最大吨位的旋挖其最大

钻孔直径4.6m，最大钻孔

深度为150m，四节机锁

杆可钻100米。为大孔深

桩硬地层施工提供更好的

解决方案。是国产旋挖钻

机由跟随到超越的一个标

志。

徐工大型旋挖钻机
（自制底盘）



       西江特大桥跨西江主桥全长1118.7m，主跨600m跨越西江，为一级航

道，通航净高22m，净宽350m，铁路等级为一级双线电气化货运铁路。主桥

位于双向3%的纵坡上，相对主跨中心对称，平面位于直线上。156#墩位于

水中，157#主墩位于岸上，均为斜拉桥的主桥墩，156#墩30根直径3m，平

均钻深108m，平均入岩深度55m；157#墩30根直径3m，平均钻孔深度98m，

平均入岩深度45m。

广州南沙港铁路西江特大桥



     2017年徐工5台

XR550D在广东南沙

港铁路西江特大桥

建设项目中，完成3

米直径，107米深的

入岩桩成孔作业。



       椒江特大桥主航道桥采用（84+156+480+156+84）m四线双塔索面钢

桁梁斜拉桥。墩号为47#～52#墩，，其中47#、25#墩为边墩，48#、51#

墩为辅助墩，49#、50#墩为主墩。49#号墩下设42根ø2.5m钻孔灌注桩，

梅花形布置，按摩擦桩设计，设计桩长114-116m，最大钻孔深度达143m，

采用徐工XRS1050/XR400D/XR550D旋挖钻机组合施工。

杭绍台铁路台州椒江特大桥



此项目成功运用设备组合施工方式，减少了
XR550D钻机的投入，降低了施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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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徐工XR550D在福清兴化湾海上风电桩建设项目中，完成2.8直径
96米深的入岩桩成孔作业。



   三一H10系列旋挖钻机（自制底盘）

2018年三一发布H10系列旋挖钻机：

SR360R\SR405R\SR415R\SR445R\SR485R

产品特点：
重载：针对硬岩施工，重载抗冲击，可最大孔径+钻深同

时满足，专业重载底盘，重载减速机等配置
高效：轻量化钻杆，提升力大，主卷扬速度快，效率高；

大扭矩马达+重载动力头专用减速机
节能：动力系统与液压系统专业定制开发，提升泵阀效率；

管路及散热效率提升；实现节能。
智能：全新触控显示屏：动画显示、高清显示、SANY-AMS

智能操作系统；EVI旋挖智能好帮手，让客户足不出户
掌控一切。

旋 挖
钻 机



通明海特大桥海上桩基施工

l 工程概况

     位于广东省西南沿海地区，连

接湛江东海岛至雷州高速公路

。主桥跨径布置为630m，主塔

墩采用钻孔灌注桩，直径2.8m,

钻深139.2m，根数30根。

l 现场施工设备

     2台SR360、SR380R、

SR420Ⅱ



江西九江赛湖大桥
SR250R(桩径1.5米)

安徽安庆长江大桥
SR360(桩径2.2米)

浙江杭州之江大桥SR420 
(桩径2.5米)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
SR425(桩径2.5米)

深圳安托山投资有限公司
大厦SR360R(桩径2.0米)

长沙大王山旅游项目
SR285R(桩径1.2米)



       中车北京重工机械有限公司立足“做精旋挖钻机、
做强桩工机械、做大工程机械”的发展战略，经过
多年的发展，实现了桩工机械产品的研发和批量生
产，产品质量达到国内较高水平，产品市场份额逐
年提升，公司在工程机械行业的专业化、规模化发
展具备了产品和技术，特别是最新研制的F系列旋挖
钻机TR288FL、TR360F、 TR360FL、TR400F、 
TR460F、TR500F、TR580F型旋挖钻机的成功应
用，标志着公司具备了高端、大型桩工机械产品的
研发和制造能力。

北京中车F系列旋挖钻机          
（卡特底盘）



TR580F型旋挖钻机是继TR550
之后，中车北京重工精心打造的
又一力作。作为中车北京重工主
攻的超大吨位设备，TR580F旋
挖钻机最大扭矩580kNm，最大
钻孔深度151m，最大钻孔直径
4000mm，具有强大的旋挖钻进
能力。
温州瓯江北口大桥项目，桩径3
米，桩深138米，平均每米成孔
需要1.84小时，最后用时75小时
完成首桩告捷。整个过程钻劲强
大，钻具损耗小，成孔效率高。

   TR580F旋挖钻机



温州市七都大桥北汊桥工
程——SH46旋挖钻机 
孔径：2500 mm；桩深：
106m 
地层情况： 0-12米，粉质粘
土 、12-32米，圆砾 、32-37
米，粉砂 、37-93米，卵石 、
93-103米，全风化凝灰岩 、
103-106米，中风化凝灰岩。
29根桩要求在3个月内完成，
钻机性能和可靠性要求高 。

上海金泰SH46旋挖钻机
（现代底盘）





       宇通是国内进入旋挖行业最早的企业之一，2007-2009年一直处于行
业前几位。2012年，公司对经营策略和产品定位的调整，致力于做旋挖钻
机的精品，聚焦在230、300、360三种机型。宇通底盘采用和斗山联合研
发旋挖钻机专用底盘，强强联合，融合了斗山挖机先进的动力匹配策略和
宇通十多年的旋挖钻机设计经验，整机动力系统效率高，系统流量大，可

靠性高平均节油20%-25%。

郑宇重工旋挖钻机（斗山底盘）



产品亮点：
1、动力强劲、超大扭矩、超强的入
岩能力，399kW。
2、采用自主研发的与旋挖实际工况
载荷相适应的专用底盘， 360°全
方位稳定可靠施工;底盘缩回运输宽
度符合公路运输要求。
3、大滚筒、钢丝绳单层缠绕，钢丝
绳使用寿命超长。
4、桅杆底部内藏式辅助支腿，可安
放孔口护筒，亦可方便维护保养底
盘。拆除下桅杆，可成孔3000mm。
5、多功能拓展性强：带驱动器可下
长护筒；可改装成CFA工法施工；
配反循环装置可进行超大直径超深
孔潜孔锤施工等。

山河智能SWDM360HⅢ旋挖钻机



SWDM160L旋挖钻机：6m的超低工作净空，180KN.m的超大
动力头扭矩，1.5m最大钻孔直径，20m最大钻孔深度，解决桥
梁下低矮空间桩基础施工的难题。



小型旋挖钻机
江苏泰信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经过近十年的专注研发，拥有更齐全的中
小型旋挖钻机系列产品(包括KR40、KR50、KR80、KR90、KR125、
KR150。我国“新型城镇化”桩基础施工的首选产品。   
        

泰信机械KR80A小型旋挖
钻机海口地下管廊施工桩径
800mm，桩深21.5m，平
均成孔时间在1个小时左右。

泰信机械福建邵武
光伏桩



KR60A江西上饶，孔径
800mm，深度为13m

KR50C在贵州雷山，地
层为土层、碎石等，钻
孔直径为600mm，钻孔
深度为12m。



KR80在泰国普吉岛，孔
径600mm，深度为20m

澳大利亚悉尼，KR90M很适合
当地的施工地层，工地施工地层
主要为沙土层、碎石层，15m深
度的孔深，成孔时间约为20分钟。



旋挖钻机关键零部件的突破  

 

大型旋挖钻机向大扭矩、大直径、大深度、
入岩方向发展。

关键部件：主卷扬减速机、动力头、钻杆、
钻头。

主卷扬减速机：华德万力等，加强齿轮、
轴承、重型化。

卷筒单排绳：提高钢丝绳使用寿命。国外
企业都在向我们学习。



旋挖钻机关键零部件的突破  

 

动力头：恒辉机械、赛达传动等。密封、
泥浆、正反换向冲击。

钻杆：北京欧钻、徐州神力、徐州神威、
北京鸿翔等。大型旋挖入岩，机锁钻杆最
容易出问题。材料、热处理、焊接工艺。



 

北京欧钻在五层机锁杆上做了不少工作：
1、在数字设计模型和工程试验基础上，全面改进了钻杆的
传统结构，大幅度减少了钻杆各层之间的间隙，由行业公认
的7-10mm缩小到3mm，加长各层钻杆之间的导向长度，从
而实现钻杆在全锁工作状态下的刚度和竖直度，使钻杆处于
最佳的受力状态下进行钻进。
2、全面提升优化钻杆焊接工艺，采用伊萨进口焊丝进行五
层机锁杆的焊接，有效的控制了钻杆的焊接变形，并减少焊
接应力，焊缝和焊接热影响区屈服强度均获得提升，有效提
高了钻杆长期使用寿命。
3、核心元件的质量提升，针对机锁式钻杆方头断裂、加压
台压堆变形、管口开裂、驱动键不耐磨等故障占钻杆使用故
障的80%以上，北京欧钻与清华大学等相关单位进行攻关，
包括部分选用进口钢材，进行强化设计，有效提高这些关键
零部件的质量，经过工程实践，在高负载状态下长达20000
小时的使用，仍然保持完好。



旋挖钻机关键零部件的突破  

 

钻头：钻机施工效率高低、能不能入岩关
键在钻头。国土资源部廊坊勘探技术研究
所等进行了全方位研究，布齿角度、多少、
齿的选择。

山东阳谷昊泉等截齿、板齿。苏州鑫锐、
江钻的牙轮。



徐工XTC80/85双轮铣槽机



主要技术参数 参数值

铣槽参数

施工深度* 85m

施工精度 2‰

成槽厚度 800-1500 mm

单孔成槽长度 2800 mm

铣轮参数
最大扭矩 2×80 kN·m

最大转速 25 r/min

泥浆泵
泥浆管管径 6寸/φ152 mm

排渣能力 450 m3/h

卷扬机拉力 600 kN

卷扬
最大速度 50 m/min

钢丝绳直径 φ32 mm

主机类型 专用主机

发动机
峰值功率 567 kW

转速 2100 r/min

底盘
履带板宽度 1000 mm

履带最大宽度 4050-5500 mm

履带接地长度 6050 mm

工作半径 5.3-5.9m

整机尺寸
工作状态 11.6×5.5×18.7 m

运输状态 14.9×3.48×3.23m

整机重量 165 t



u施工地点：徐州轨道交通一号线E07标段学院东路站（2015.07-

2015.09）；

u地质情况：中风化石灰岩，岩石硬度40MPa-60MPa，局部70-90MPa；

u施工情况：槽宽800mm，入岩6m，岩石进尺情况约0.6-1.6m/h，耗油

80-95L/h （无引孔） 。

Ø徐州地铁-学院东路站

（XTC80/85）

施工案例



Ø2台徐工XTC80/85同时在马来西亚-大马城南站

u施工地点：马来西亚-大马城南站（2017.09-2019.03）

u地质情况：砂岩，岩石强度50-60MPa，斜岩

u施工情况：1200mm厚、25-70m深，0.5~1.2m/h（无引孔） 。



Ø广州地铁-万博站

（XTC80/85）

u施工地点：广州地铁18号线南村万博站

u地质情况：中、微风化花岗岩，岩石强度80-120MPa

u施工情况：1200mm厚、约60m深,0.4-1.2m/h（引孔）。



                XTC80/60M双轮铣槽机
国内首台施工高度不超过7米的双轮铣槽机，可
满足高架桥下、隧道内等低矮空间施工需求。主
机模块化设计，可实现低矮型与常规型的转换。



上海金泰SX系列双轮铣





                                       典型应用
1、套铣接头工艺
SX40A双轮铣----上海徐家汇中心
工程概况：沪西第一高楼，围护结构采用深度75米的地下连
续墙。为了保证墙体质量，确定采用双轮铣进行超深墙施工，
并且采用双轮铣进行墙体接头施工，即套铣接头工艺。 
总工程共计393 幅，139530m³， 
其中采用抓铣结合工艺施工75m ，超深地墙224 幅，共计
93471m³。
2、硬岩施工
SX40A双轮铣-----广西荔玉高速平南三桥北岸
工程概况：平南三桥是广西荔浦至玉林高速公路南北互通线
上跨浔江的一座特大型桥梁，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跨径的
拱桥， 世界第一拱桥。 北岸铆定坑共40幅地下连续墙， 其
中一期槽二期槽各20幅， 全部由SX40A施工。槽宽：
1200mm 槽深：38.7m 。



         徐工XG700E连续墙液压抓斗
全新一代E系列抓斗，最大施工深度可达105米，大功率低
噪音设计，在硬质土层施工中表现优异。目前在建的南京江
北新区地下空间工程中，徐工XG700E地下连续墙液压抓斗
成槽深度突破72m



金泰SG80液压连续墙抓斗，成槽深度可达120米。
           

 



为满足低作业空间的
地连墙施工要求，开
发了6.5m空间高度的
“低净空”抓斗……

武汉地铁八号线

适用于低净空作业条件下成槽的抓斗



                                                      上海金泰双轮搅拌钻机
1、工法先进：SMC工法对土体的搅拌更加均匀，墙体无缝连接，防水性和
挡土性能好。
2、超深搅拌成墙：一次成墙深度可达65米。
3、运行成本低：全电动机驱动，低排放，污染少，符合节能环保发展趋势；
4、地层适应范围广：可适用于卵石层、密实砂层、风化岩石等复杂地层，
实现有效切削搅拌，突破传统工艺的瓶颈；



                                   典型应用
1、超深施工
SC65双轮搅---南京鼓楼区上元门基坑支护项目
地质情况：紧挨地铁线，施工深度深，地质情况复杂，需穿
过粉细砂层、卵石层，进入强风化泥岩；
施工详情：墙厚800mm，墙深为63米；
2、水利防渗施工
SC系列---“黄水东调”应急工程（东营段）沉沙及调蓄工程
共投入十一台SC钻机，包揽该项目25公里防渗墙施工
施工设备：SC40/SC45/SC55
防渗墙规格：700mmX22m
施工效率：平均1.5小时完成一次深搅 
水泥参入量：18-22%不等



                   上海工程TRD-80E工法机（超深型）
1）切削功能超强，成槽宽度0.9~1.1m，最大铣削深度86m，
是目前国内切削能力最深的工法机，能满足不同工况、不同
地质条件的超深地下连续墙施工需求；
2）采用电力驱动方式，可实现载荷下电机逐组空载启动，设
备噪音低、耗电量小；
3）通过智能化施工管理系统，可选择自动、半自动和手动操
作模式，进行本地及远程智能操控，方便设备操作和施工质
量控制及监测；
4）采用链条张力和横切速度闭环控制、纵向恒压切削控制系
统和埋钻紧急起拔功能等新技术，保障设备安全；
5）具有成槽质量好、切削效率高、结构紧凑、低噪音、无污
染等特点，符合城市绿色、低碳节能的环保要求。
6）能满足24小时连续施工要求，工作效率超过同类双轮铣设
备一倍以上。



主要工程应用：
TRD-80E工法机（超深型）运用于上海张江硬X射线自由电子
激光装置项目中5号井止水帷幕工程，设计深度最深处达86m，
是迄今为止国内最深的之水帷幕。



                 SMW工法用多轴式钻孔机
        SMW工法是近几年推广最快的工法之一。在上海、
天津、南京、杭州、郑州、武汉、昆明等地已经推广
使用。我国SMW工法施工用多轴钻孔机早期全部从日
本进口，如日本三和机材、三和机工，主要以二手机
为主，价格昂贵，设备的短缺严重制约了SMW工法在
我国的推广应用。近几年国产的SMW工法用多轴钻孔
机，经过不断改进完善已能够满足国内施工的需要。
主要生产企业有上海工程、上海金泰、浙江振中等。



珠海科学城
  23台三轴钻机同时施工，振中三轴15台、上
工4台、金泰2、其他厂家两台。                       



深层水泥搅拌工法（DCM 工法）施工术与设备

       深层水泥搅拌桩工法也叫DCM工法（Deep Cement 
Mixing)，是利用搅拌桩机在海底软弱地层钻进的同时注入

水泥浆将土与水泥浆进行搅拌混合处理加固改良的一种工

法。深层水泥拌和法加固软土地基是具有强

度提高快, 对软土适应性强, 施工干扰少, 环境污染小等优点

的崭新方法, 对挖泥弃土远或无法弃土的工程, 环保要求严

格和海水养殖业兴盛的地域则更适用。DCM工法进一步发

展，陆上也被广泛。作为建筑结构的基础，为支持力增强，

地震时的液态化对策，被广泛使用。



在日本,  目前已广泛用于海上和陆域的软土加固工程中, 成为日本软基

处理的一种主要方法。主要用于港口建设、市政建设和隧道工程等。著

名的日本大阪国际机场和东京湾横贯道路和川崎人工岛。全部在大海中

兴建, 其建筑物的重要部位的软基处理即采用了本方法。我国在港口、

海上机场建设中也在推广应用DCM工法。上海工程，浙江振中。



 上海工程DCM四轴钻机

1）四轴搅拌钻机单根钻具处理直径Ф1300，单次处理面积达4.64m2，最
大处理深度可达水下45米，满足深层地基处理需要；
中交四航局第二工程有限公司香港机场第三跑道建造的围海造地软基处理
工程施工。



                                                     宇通系列强夯机
  针对道路、机场跑道、港口码头、大型石化基地等建设中填
方地基的夯实处理，郑宇重工研发的液压履带式强夯机设备
凭借专业性强、作业效率高、稳定性高、安全性高等系列优
点，赢得广大客户的青睐与信任，市场占有率已连续八年位
居行业第一。
  目前宇通系列强夯机已满足了国内外地基处理要求，产品型
谱已涵盖1000KN.m-36000KN.m能级专业强夯设备。一般
3000KN.m以下的地基处理为低夯能级工程；3000KN.m-
6000KN.m.为中夯能级工程；6000KN.m以上为中高夯能级工
程。第四代YTQH  B系列强夯机具有可靠、节能高效、安全
度高三大明显优势。 
  



1、强夯与强夯置换兼容施工技术的应用
  我国沿海地区，在浅海采用人工回填或吹填形成陆域地基。填海深度已
由最初的数米深度发展到目前近20米。这种填海地基，一般在海底的沉积
层上还存在一层海相淤积层。由于海底的沉积层松散需要加固，而海相淤
积层则需要置换处理，这就对填海地基的处理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2、超高能级处理低含水量湿陷性黄土
  我国西北地区气候干旱缺水，湿陷性黄土分布广泛，天然含水量极低
（一般在8％—5％之间）湿陷性强烈，湿陷等级高，地基处理难度极大。
  一般意义上的强夯法应用于湿陷性黄土地基，含水量应不低于10％，低
于10％，即应增湿。当含水量在8％—5％之间的，则必须增湿。对于需要
增湿的强夯法，造价将提高50％—1倍以上。同时，由于西北地区严重缺
水，增湿的方法只能在水源丰富的地区应用，而在水源紧缺的地方也难以
应用。
3、强夯与其它地基处理技术的联合应用
a、碎石桩+强夯
b、强夯+冲击碾
C、石灰桩+强夯
  



                            YTQH350BSDDC强夯机
       孔内深层超强夯法，以下简称SDDC工法，该工法施工是反复将柱状
重锤提升到一定的高度使其自由下落冲击成孔，然后分层填料（夯填材料
有碎砖三合土、级配砂石、矿渣、灰土、水泥混合土和建筑垃圾等），经
夯实，形成扩大桩体，与桩间土组成复合地基的地基处理方法。 
SDDC工法特别适用于大厚度填土、Ⅳ级(很严重)自重湿陷性黄土场地的
高层建筑地基处理中，处理深度可达40米，具备超压强、高动能、强挤密
的特点，达到处理深度更深，承载力更强。



          环保挤密桩机是一种新型灰土挤密桩，是
软土地基加固处理的方法之一。通常在湿
陷性黄土地区使用较广，用旋转方法，把
钻杆钻入地基，提钻后形成桩孔，进而进
行素土、灰土、石灰土等物料的回填和夯
实，达到形成增大直径的桩体，并同原地
基一起形成复合地基。特点在于不出土，
挤压原地基成孔；回填物料时，夯实物料
进一步扩孔。成桩时为横向挤密，可同样
达到所要求加密处理后的最大干密度指标，
并可消除地基土的湿陷性，提高承载力.
降低压缩性。

          适用范围：适用于地下水位低的粉土、
素填土、杂填土、黏性土、湿陷性黄土等
土质的软土地基加固。

          优点：多功能优势：挤密功能，可代替
柴油锤、静压桩机完成挤密成孔；

河北雄飞环保挤密桩机



          雄飞SDDC孔内深层强夯桩机
　　



中锐YIZJD5000/450(第二代）反循环液压钻机
设备特点：
◆全液压传动，无级变速，相比机械传动钻机性能可靠、稳定。
◆大扭矩、大提升力配置，特别适合大口径、大深度、卵石砂砾、坚硬岩石等复杂地层施工。
◆悬挂式可倾斜动力头和可倾斜机架，结构紧凑，连接快速，主机、钻具拆装方便、快捷。
◆大通径钻杆，采用高压气举反循环工法，排渣效率高，进尺速度快。
◆可选增配重孔底加压或孔顶适当加压，能确保入岩所需足够钻压，破岩效率高。
◆减压钻进，可选稳定器辅助，成孔垂直度和精度高。
◆ 操作简便，维护保养成本低，操作室环境舒适，可自选装调温设备。
◆液压和电气双回路控制，可手动操作，也可远距离遥控作业；实现钻进智能化、数字化、可
视化。
最大钻孔直径：    5米
最大提升力：    3500KN
适合岩石硬度： <200MPa
动力头扭矩：     250-450KNM
动力头转数：     0-13RPM
总功率：             355KW
整机重量：          113吨
钻进系统：     恒压+恒速钻进
排渣方式：     气举反循环
控制系统：     软启动+PLC+触摸屏+无线遥控



海口铺前大桥施工 舟山鱼山大桥施工



          中锐ZJD3000/210履带式液压钻机
设备特点：
◆采用全液压无级变速，恒压和恒速钻进，配备大口径、低扬程、大排量砂石泵
循环泥浆，钻机钻进和泥浆泵运行全部采用液压马达驱动，可根据施工需要自动
调节钻进速度和循环泥浆流量。
◆采用抽真空排气比充液排气更高效，搭载自行走履带底盘颠覆传统使移动更方
便、操作更灵活。 
◆采用泵吸或气举的反循环排渣系统，钻进效率高，成孔质量好，功率消耗低，
钻头寿命长，使用成本低。
◆该系列钻机具有施工效率高，场地机动性好，操作维护安全简便，综合性价比
极高等优点。
最大钻孔直径：3米(岩石）/4米（泥）
最大钻孔深度：130米                  最大提升力：    1100KN
适合岩石硬度： 100MPa                 动力头扭矩：     40-210KNM
动力头转数：     4-19RPM              总功率：             215KW
整机重量：          41吨              钻进系统：     恒压+恒速钻进
排渣方式：     泵吸反循环             砂石泵口径、扬程：15”/20米
砂石泵功率：110KW                      控制系统：软启动+PLC+触摸屏



重庆白居寺大桥镇江市五峰山大桥



   复杂硬质地层桩基础施工技术与设备
复杂地层施工：随着高层建筑、公路、铁路、桥涵工程

的发展对基础工程的施工要求也越来越高,考虑建筑的载

荷和工程地质状况、目前较大一部分工程桩基的施工要

穿过卵石层、回填层等复杂地层,并将桩基础的持力层设

计在基体岩石上,提高单桩承载力,同时也给桩基础施工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施工设备：潜孔锤凿岩钻机、冲击回转钻机、全套管钻
机。



1、潜孔锤凿岩钻机

• 潜孔锤凿岩钻机同步跟管成孔工艺适用于松散砾砂层，较厚

回填土层，有漂石、块石、卵石及硬质岩石等地层。

• 潜孔锤凿岩钻机同步跟管成孔施工技术，利用双动力头分别

驱动钻杆加底部潜孔锤、外部钢套管。上部动力头带动长螺

旋钻杆及下部潜孔锤顺时针转动，潜孔锤在高压空气的作用

下破碎岩层，同时下部动力头驱动钢套管逆时针旋转，钢套

管下部环状合金钻头切割岩层与潜孔锤同步跟进成孔。具有

扩大头功能的潜孔锤单动力头即可。



• 成孔过程中形成的渣土利用驱动潜孔锤的

高风压空气从套管与内螺旋杆之间向上吹

起，通过螺旋钻杆的转动将其向上移动至

下动力头排渣口排出，实现成孔与清孔同

步施工。 



成孔排渣

通过潜孔锤破碎的岩石，
粒径不大于20mm



施工设备

   

图21 浙江龙泉咬合桩施工          图22 浙江温州回填层入岩桩施工

山河智能 振中



     山东卓力振中



施工设备



工艺优点
• 对地层漂石、块石、卵石等巨粒土地层能有效克服石块的塌落卡钻、垂直度

偏斜的难题，施工速度快。

• 对松散回填土、砂层等地层，外套管同步跟进，能更有效的控制桩身塌孔现

象的发生，有效降低混凝土的浪费。

• 成孔时产生的沉渣利用高压空气通过螺旋钻杆排到孔外，能够彻底清除孔内

沉渣，不需进行二次清孔，实现了成孔与清孔同步施工。

• 双通道潜孔锤，一通道为潜孔锤提供动力的注气通道，另一通道为注浆通道，

可以实现在提钻工况下向桩孔内注入水泥浆稳定液，防止孔壁坍塌，显著提

高成桩质量。也可以边提钻边注入水泥浆，然后再植入管桩，提高桩的承载

力。

• 施工效率高，是普通冲击回转钻进的3～10倍。



冲击旋切复合动力钻机



郑州金泰利发明的冲击旋切复合动力钻机有
三种工作模式：冲击、旋切、冲击旋切同时。











   1、应用领域

    主要针对高回填地层、岩溶地层、地下水丰富的砂层、卵砾石地层以及沿海地区

软基或硬岩地区、填海地层、沿海滩涂等特殊地层和复杂环境进行全套管成孔灌注桩

施工。由于钻机具有强大的扭矩、压入力，可有效对岩层进行切削，且套管本身具有

护壁作用，无需回填块石或另下保护护筒，即可在区域完成成桩作业，目前已完成深

度120米的桩基施工。

   2、施工工艺原理

    利用DTR全套管全回转钻机的回转装置的回转使钢套管与土层间的摩阻力大大减

少，边回转边压入，同时利用冲抓斗、冲击锤挖掘取土或旋挖钻取土，直至套管下到

桩端持力层为止。挖掘完毕后立即进行挖掘深度的测定，并确认桩端持力层，然后清

除虚土。成孔后将钢筋笼放入，接着将导管竖立在钻孔中心，最后灌注混凝土成桩。

     全套管全回转钻机



嵌岩工艺原理

岩石切削 冲击锤破碎 冲抓斗抓取



3、施工特点

(1)环保效果好：噪声低，振动小；不使用泥浆，无泥浆污染环

境的优虑，施工现场整洁文明，很适合于在市区内施工。

(2)成孔和成桩质量高：取土时因套管插入整个孔内，孔壁不会

坍落；易于控制桩断面尺寸与形状；含水比例小，较容易处理

孔底虚土，清底效果好：充盈系数小，节约混凝土。

(3)配合各种类型抓斗，几乎在各种土层、岩层均可施工，当桩

端需嵌岩时，可采用十字冲锤等进行冲击钻进。

(4)可在各种杂填土(含有砖渣、石渣及混凝土块等)中施工，适

合于旧城改造的基础工程。

(5)因用套管护壁，可靠近既有建筑物施工。 



施工案例1：高承压水地层，成兰铁路太平站大桥施工，桩径1.5米，下覆埋深超过90

米压力达1Mpa的高承压水灌注桩施工，目前最大成孔深度达到143.8米。

施工单位：上海勇创建设发展公司、江苏通州基础工程公司、天津汉源铁科基础公司

使用设备：盾安重工DTR2605H全套管全回转钻机3台



施工案例2：溶洞、高回填层地貌，江西宜春百荣百尚工程桩基项目，溶洞多呈串珠状

发育，桩径1.5m，桩深 70m，最大溶洞高度为35m。溶洞多呈半充填～全充填状，部

分无充填。充填物为松散角砾、软塑状含砾粉质粘土等物质，力学性质差。

施工单位：深圳宏业基基础公司

施工设备：盾安重工DTR2005H、DTR1505全套管全回转钻机各1台



施工案例3：沙卵石地层，南京市地下管廊项目，220kV秦淮～滨南盾构区间5#盾构始
发井咬合桩，桩径1.2m，桩深44m，经河海大学超声波垂直度检测，垂直度达到0.8‰。
施工单位：江苏通州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设备：盾安重工DTR2005H、DTR1505全套管全回转钻机各1台



施工案例4：杭州地铁2号线丰潭路站清障，清除废桩最大直径ø 1400mm ，
最长达30m。

施工单位：上海勇创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施工设备：盾安重工DTR2005H全套管全回转钻机



DCP1005H型全回转钻机

钻孔直径              φ600~φ1000mm
回转扭矩    845/525/290kN·m瞬时1050kN·m
回转速度               4.15/2.3/1.25rpm
套管下压力            最大300kN
套管起拔力            2400kN瞬时2700kN
压拔行程                450mm
整机重量                31t

        DCP1005H低净空型全套管全回转钻机是徐州盾安重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研发的一款新型钻机，

主要用于隧道、桥梁涵洞等狭小作业空间内的桩基础施工。成桩直径覆盖600～1000mm，最大成桩

深度40m，可满足宽4m、高4.8m隧道内作业的苛刻条件。

DCP1005H低净空型全回转钻机



DAG1600盖挖逆作钢立柱植入设备
DAG1600是针对全回转插钢立柱施工效率低、配套设备多、施工费用高等问题，设计的一

种新型钢立柱植入设备，该设备可以同时满足钢立柱后插工法和前插工法。

技术特点：
1.主机重量比同型号全回转轻10吨，对配套
起重机要求更低；
2.主副夹紧同为楔形块抱紧，同轴度靠数控
机加工保证，精度更高；
3.行业首创三油缸副夹紧技术，联动状态高
度同步；
4. 施工不需要辅助夹紧平台，垂直度比常规
全回转高30%；
5. 电驱动液压动力系统，低噪音，低能耗，
环保经济；
6. 配置智能化无线控制系统，操作者可在0-
50米范围内360度无死角监控钢立柱植入全
过程；



高承载力植入桩施工技术与设备

       近十来年，我国预制混凝土管桩的应用越来越多，每年总

用量（长度）为2～3亿米。全国现有预制混凝土管桩厂600多
家，分布在除西藏、甘肃等少数省份以外的二十多个省份和

直辖市在我国预制混凝土管桩沉桩的方法目前主要有两种：

锤击法和静压法。在陆地上，无论锤击还是静压管桩直径一

般都不超过Φ600mm，否则下沉就相当困难。另外，锤击法

用柴油锤将混凝土预制桩打下去，桩身会出现许多横向裂纹，

打得厉害还会出现纵向裂缝，且柴油锤噪声和振动大、柴油

烟气污染严重；大吨位静压桩机设备笨重、移位不便、费用

高，且静压法在抱夹桩体时也可将桩身损伤。此外，这两种

施工法都有挤土效应，而挤土效应会引起周围路面和建筑物

的破坏。



       日本等发达国家开发了钻孔植入工法。日本预制混凝土桩

总量的90%采用植入式施工工法进行施工。特别是近年来开发

的可以得到高承载力的扩底固化工法，使得植入式施工得到了

更加广泛的应用。同样地质条件，所使用预制桩桩身直径相同

时，新型的扩底固化工法施工的桩基承载力可比一般工法高出

40%〜100%。我国的部分基础施工企业也在推广此项技术。



钻孔植桩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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桩型可组合





                              上海工程SDP110静钻根植钻机
     SDP110静钻根植钻机在浙江宁波、温州和上海地区逐步得到推广和运用。



偏心力矩为最大    偏心力矩为0

上海振中大型免共振振动锤

1. 零力矩启动、零力矩停机，避免“共振”出现。

2.  振幅从“0-最大”或“最大-0”无级可调，适应土质变化。

偏心力矩无级可调技术



EP800型免共振电振动锤

主要技术参数

电机功率：600 kW

振动频率：750 rpm

激 振 力：0-350 t

偏心力矩：0-560 kg.m

振动冲量：0-44000kg.m/s

拔 桩 力：180 t

振动质量：33 t

总 质 量：45 t

外形尺寸：3.5m⨉2.2m⨉5.4m



EP1100型免共振电振动锤

主要技术参数

电机功率：800 kW

振动频率：730 rpm

激 振 力：0-400 t

偏心力矩：0-670 kg.m

振动冲量：0-500000kg.m/s

拔 桩 力：240 t

振动质量：37 t

总 质 量：51 t

外形尺寸：3.5m⨉2.2m⨉5.4m



EP1600型免共振电振动锤

主要技术参数

电机功率：1200 kW

偏心力矩：0-1120 kg.m

振动频率：750 rpm

激 振 力：0-700 t

振动冲量：0-88000kg.m/s

拔 桩 力：360 t

振动质量：62 t

总 质 量：90 t

外型尺寸：5.7m⨉2.2m⨉5.5m



如东中广核150MW风电项目-定位桩施工 天津滨海海洋监测平台项目-斜桩施工



福建南日岛龙源风电项目-嵌岩桩施工 江苏东台鲁能200MW风电项目-定位柱施工



江苏蒋家沙龙源风电项目-定位桩施工 浙江六横岛国华风电项目-定位柱施工



江苏如东华能风电升压站项目-工程桩施工



广东阳江中广核风电项目-定位桩施工



YZ-400B液压振动锤是在YZ-400的基础上根据海上风电重载的情况下
增加了拔桩力，配备了1600P动力站，齿轮箱内部使用了FAG高速重载
轴承，并采用强制式及飞溅式双重润滑系统，保证长时间打桩作业。它
可打桩也可以拔桩，振动频率高，噪音小，可以入水作业，适用于钢板
桩，钢管桩，H型桩，预制管桩。

永安YZ-400B液压振动锤

偏心力矩 Eccentric monment(kgm) 250

最大转速 Max frequency(rpm) 1400

额定激振力 Centrifugal force(KN) 5370

最大激振力 Max centrifugal force(KN) 5820

最大拔桩力 Max line pull(KN) 2500

最大振幅 Max amplitude(mm) 34.5

最大流量 Max oil flow(L/min) 1400

尺寸（不含夹具） Size W/O clamp(mm) 3395*1500*4000

重量 Total weight W/O clamp(kg) 21800

动力站 Power pack 1400P





永安公司近几年开发的液压冲击锤适用于桥梁打桩、海上风
电打桩、房建桩基础施工。冲击锤可配用于固定桩架，也可
用于起重机吊打，并可根据客户所拥有的主机做相应调整使
其适用。
冲击锤使用人性化设计，可以自动打桩并精确地控制行程，
还拥有“防止空打”的功能。
液压冲击锤的锤芯由锻打而成，不仅能够保证长时间打桩作
业，还能够强劲有力地穿透土层直至标高，并可将桩打至强
风化层。“
动力站还可采用变频电机，性能稳定，工作时无噪音，无污
染，绿色环保。

永安液压冲击锤



江苏响水风电项目，
桩直径为3000mm，，
深度为60米，使用
的设备型号为永安
YC-40



龙源振华海上风场华能升
压站项目

设备型号：YC-60液压冲击
锤

使用桩型：2米直径，

南区长度67米

北区长度57米的钢护筒

入土深度：50米

地质情况：粉质粘土



福建福清兴化湾海
上风电场一期项目
施工。使用的设备
型号为永安YC-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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