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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90M在土耳其A）高可靠性的小型多功能钻机的要求越来多：

n小型化工地竞争的激烈造成施工个体的合并，
品质差的；

n小旋挖工程量小，不连续；多功能的产品让小
型桩机客户有更多的生存空间；

n已出口到澳大利亚和老挝多台；

KR90M在土耳其

KR90M在澳洲

国内小型旋挖的需求变化



KR80M在澳大利亚

B)由国外逐步进入国内的旋挖/CFA二合一旋挖：

n深度10m以内，桩径800mm以内；

n旋挖桩径1.2m以内，深度20m以内；

n整机重量28t；

n完成10m以内成孔时间15分钟以内；

n整机带杆运输；

国内小型旋挖的需求变化



C)两用CFA功能旋挖，降低施工成本：

n可自行转移，比长螺旋灵活；

n狭小空间的作业；

n用CFA和旋挖两种功能进行互补；

KR125M在澳大利亚

KR90M在澳洲

国内小型旋挖的需求变化



D）新村镇建设的低成本小旋挖：

n30-40knm；

n深度10m以内；

n桩径600-1200mm；

n当日完成20根；

n2.4m以内宽度，运输4.3m以内
（主机2.8米运输高度）的村镇通行
能力；

n国内最小的旋挖钻机，施工最大
高度7m，重量11.6t

KR40在福建

国内小型旋挖的需求变化



成桩后桩头处理机械取代人工：

n人工处理桩头的噪音和危险；

n人工处理的效率低，耽误工期；

截桩机在甘肃

国内小型旋挖的需求变化



泰信小旋挖应用实例



地下综合管廊等城市作业

限高      扰民      单价低     作业面小



城市规划与地下管廊项目的应用

城市地下综合管廊是指设置于地面下
可容纳包括电力、电信、供水、煤气、
交通信号、闭路电视等两种以上的公
共设施管线，并拥有完备的排水、照
明、通讯、监控等设施功能的地下箱
涵隧道。

优点 缺点

1、节省城市空间，利
于城市规划；
2、不影响土地的价值
（高压线与房地产）；
3、线路的维护成本低，
检修成本低；

1.施工多位于高压线及
道路中间，施工空间小，
施工周期要求短。
2.施工单价低。
3.施工受限条件多。



施工地层：

n粘土、沙土层，且地下水位较高；

n桩径800mm，桩深21.5m；

KR80小型旋挖 其他型旋挖

单孔施工效率
（20-23米/小时）

基本一致
基本一致

狭小场地适应性 优 差

油耗
85元/小时,4元/

米
230元/小时，10

元/米

限高
（城市高压线通
常18-20米）

27米 18米

KR80A海口地下管廊项目



施工地层：

土层、中密卵石层，

桩深16m，桩径800mm，平均成孔时间35分钟。

工程特点：

n需要进入深坑进行施工，大型机械难以施工；

n中密卵石层，需要约80knm以上扭力。

n灌桩错误造成的废桩二次处理。

KR80A汉中地下管廊项目



KR80A浙江嘉兴河道清淤加固

施工地层：

淤泥层、粘土层、强风化红砂岩

桩深16m，桩径600mm

工程特点：

n河道内淤泥层上打引孔，稳定性要求很高；

n淤泥层后为粘土层及强风化红砂岩。

n引孔作业后打入拉森钢板桩。

n周围居民区及输电通讯线路等限制



施工地层：

n粘土；

n桩径800mm，桩深18m；

工地情况：

n限高18米；

n工程单价低，需要施工方节约成本；

n部分地段有红砂岩

KR125南京地下管廊项目



施工地层：

n回填层（卵石孤石），粘土，中风化

红砂岩；

n桩径800mm，桩深25m；

n部分桩有淤泥层；

工地情况：

n限高15米；

n抢修电站边坡，空间狭窄；

n部分桩孔有较大回填石头；

n抢修项目，要求工期短，24小时高强

度作业。

KR125九江沙城变电站抗洪抢修边坡加固项目



施工地层：

n夯实黏土；

n桩径1100mm，桩深10m；

工地情况：

n作业面宽度5米，需同时容下旋挖

及打靶机；

n单价成本低

低成本改制旋挖KR40/50南京堤坝加固项目



光伏发电桩基础施工

偏远地层复杂      桩孔小      单价低     投资周期长



施工地层：

沙层，颗粒250mm以上中密卵石层，部分中风

化红砂岩

工程特点：

n靠河边及山边较近，地层复杂；

n孔径420mm，卵石直径很多大于桩径。

n容易塌孔。

n地处偏僻，维修困难，工期要求紧

KR125福建邵武武夷山区光伏桩项目

泰信机械提供4台KR125旋挖钻机，以高可靠性
满足高强度施工，
同时泰信机械依托泰信租赁体系，后期征调的2
台泰信客户小旋挖，为项目的进度做出满意成
绩。



施工地层：

n沙层，粘土，淤泥层、强风化红砂岩；

n桩径420mm，桩深7m；

n部分桩有淤泥层；

工地情况：

n湖边滩涂作业，地陷严重，大机型受限；

n孔径420mm；

n容易塌孔。

n地处偏僻，维修困难，工期要求紧

KR150浙江渔光互补光伏桩项目



新农村自建房作业

地层多变      工地产量低      需要节省成本    复杂地层利润高



施工地层：

n粘土，强风化红砂岩；

n桩径800mm，桩深8m；

n部分桩有建筑垃圾；

工地情况：

n通往作业点的道路多为2.5-2.6米宽度

n作业点空间狭小

n钻机贴墙作业

KR40福建闽南民居基础桩



KR40湖南山区民居基础桩

施工地层：

硬土层及全风化红砂岩

工程特点：

n通往作业点的道路多为2.5-2.6米宽度

山区道路，需要爬坡等对运输要求严格；

n作业点空间狭小；

n钻机贴墙作业；



施工地层：

n淤泥，流沙；

n桩径800mm，桩深8m；

n都需要护壁作业；

工地情况：

n8-9米的淤泥和流沙层

n作业点空间狭小

n钻机贴墙作业

n钻机自行下护筒作业，省成本。

KR40云南大理民居基础桩



定制化施工作业与产品模
块化设计

限高      扰民      单价低     作业面小



施工地层：

花岗岩为主

工程特点：

n高架桥下施工，限高9米；

n8层钻杆作业；

n最大孔径1.2米

n项目完成后需要组装为标

准KR285旋挖钻机

高端卡特彼勒底盘KR285广东深圳地铁项目低净空作业



KR125江苏高邮1.8米电力塔基础桩作业

施工地层：

沙层，粉土，黏土，卵石层

工程特点：

n 1.5-1.8米桩径；

n 作业点分布长，需要频繁转场，大机器或

非整体运费的设备运费高。

n 整体运输，快速施工，缩短周期增加收益。

n 项目完成后需要组装为标准KR125旋挖钻机



施工地层：

沙层，粉土，黏土，卵石层

工程特点：

n 限高9米，孔深15米；

n 作业完成后改回20米深度配置；

n 要求整体运输

KR60江苏苏州1.2米厂房内加固基础桩作业



施工地层：

红砂岩，石灰岩，砾岩

工程特点：

n1.2米直径红砂岩，石灰岩，砾岩

作业；

n适应雨水较多的江西地区环境



泰信海外施工与产品多功
能化设计

   严格的律法和执行标准    较长的考察时间     可靠的质量和较少的售后



KR220M新加坡旋挖工法与混凝土搅拌工法多用途组合



施工地层：

n石灰岩；

n桩径600mm，桩深8m；

工地情况：

nKR80A入岩取芯

n设备经得起抗震冲击。

KR80澳大利亚取芯入岩施工



KR80阿根廷旋挖工法与抓斗成槽工法多用途组合



施工地层：

沙层，黏土

工程特点：

n 18米沙层全护筒施工

n 自带护筒驱动器

n 钻头距离地面3米高度

KR80泰国普吉岛18米自下护筒工法



KR125老挝旋挖工法与长螺旋CFA工法多用途组合



KR125卡塔尔港口自下护筒与旋挖功能组合作业



售后服务：泰信秉承一切以“为客户创造价值”为价值导向，提供全球服务！



• 卡特C系列旋挖钻机：KR125C、KR90C、KR60C 
• 山重A系列旋挖钻机：KR125A、KR80A、KR60A
• 多功能M系列旋挖钻机：KR125M、KR80M、KR90M
• 模块式挖机改制旋挖系列：KR50/40系列
• 大型旋挖钻机：KR285C (卡特底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