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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地下交通工后沉降以及沉降带给周边地表敏感重要建筑物病害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制约
着城市地下空间开发与安全利用。目前多采用注浆,由于空间狭小,注浆工艺复杂,很难达到理想的效果。
本文提供了一种管线直径小,管线间距可调,通过压力监测自动排泥,造价低的小型桩基设备,能够实现在
空间狭小的地铁隧道内进行地下土层全方位加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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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st-construction settlement of underground traffic and a series of problems such as sensitivity
of surrounding ground and diseases of important buildings caused by settlement.These problems restrict the
development and safe utilization of urban underground space. At present, more grouting is used, due to the
narrow space and complex grouting process, it is difficult to achieve the ideal effect. This paper provides a
small pile foundation equipment with small pipeline diameter, adjustable pipeline spacing, automatic mud
drainage through pressure monitoring and low cost, which can comprehensively reinforce the underground
soil layer in the subway tunnel with small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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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小型桩基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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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地下交通工后沉降的小型MJS工
法注浆装备及技术将常规排泥、注浆一体
管道分为排泥管和注浆管,有效减小管线
直径,减少对隧道衬砌管片破坏；管道端
部装有压力传感器,监测地内压力,自动
排泥,不会使周围地表隆起；排泥管和注
浆管之间间距能调整,使用更灵活；排泥
图2-5排泥管横截面

管、注浆管和钻头拆卸切换使用,取消切
削装置,操作更简单；底盘为步履式或履

图2-2钻机机头

带式,设备移动更简便；立杆高度低,能进
入狭小空间施工现场,满足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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