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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发明人 王继忠

(54) 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载体桩的施工设备

(57) 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载体桩的施工设备，包

括底盘，支架，支撑杆，内管外管，其特征是支架

上安装有锤击装置和振动装置以及悬吊装置，锤

击装置包括有桩锤、内管、外管，实现内管和外管

同步沉入和填料夯击功能，振动装置包括中孔振

动锤、液压卡钳，通过液压卡钳夹紧外管，实现外

管的振动提出和沉入功能，悬吊装置包括卷扬机、

绳索、滑轮组，实现桩锤和中孔振动锤上下移动功

能。

(51)Int.Cl.

(ESM)同样的发明创造已同日申请发明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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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载体桩的施工设备，包括有底盘，支架，支撑杆，内管和外管，底盘可前后左右移

动，底盘上固定有配电箱和卷扬机，底盘前端设有垂直于底盘的支架，支架为独杆式或者门

架式，支架顶端设有滑轮组，支架通过支撑杆支撑于底盘上，内管可以在外管中插入或者提

出，其特征在于：支架上安装有锤击装置和振动装置以及悬吊装置，锤击装置包括有桩锤、

桩锤下连接的内管、可插入内管的外管，内管的顶端设有夯击盘，外管的顶端设有夯击盘，

当桩锤带动内管提升后下落时，通过内管的夯击盘击打外管的夯击盘，实现内管和外管同

步向下沉入，上述外管的上端还设有填料口，当外管中填入填充料时，实现桩锤带动内管对

填充料进行夯击，振动装置包括中孔振动锤、中孔振动锤下连接的液压卡钳，液压卡钳可以

夹紧或者松开外管，当液压卡钳夹紧外管时，通过中孔振动锤的振动实现外管向上提出或

者向下沉入，上述桩锤位于上述中孔振动锤的上方，上述内管和外管从上述中孔振动锤的

中孔穿过，悬吊装置包括底盘上的卷扬机、绳索、支架顶端的滑轮组，从卷扬机中伸出的绳

索穿过滑轮组分别连接上述桩锤和中孔振动锤，实现卷扬机带动上述桩锤和中孔振动锤的

上下移动。

2.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载体桩的施工设备，其特征在于，上述桩锤包括柴油锤或者电

动锤或者液压锤或者重锤。

3.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载体桩的施工设备，其特征在于，上述中孔振动锤是指由两旁

带有电动或液压驱动装置，中间设有中孔的振动锤，中孔的直径大于外管的外径。

4.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载体桩的施工设备，其特征在于，上述外管的上端设有可以被

液压卡钳夹紧的卡板或者卡柄，液压卡钳也可以直接夹紧外管管身。

5.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载体桩的施工设备，其特征在于，上述桩锤和上述振动头，分别

通过滑道与支架连接并可分别上下移动。

6.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载体桩的施工设备，其特征在于，上述内管与外管的长度根据

地质条件和施工要求进行调整，内管的长度可以大于或者等于或者小于外管。

7.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载体桩的施工设备，其特征在于，上述内管的底端用钢板封闭

或者设置直径大于内管外径小于外管内径的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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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载体桩的施工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土木工程领域，尤其涉及桩的施工。

背景技术

[0002] 载体桩是近年来发展迅速并得到广泛应用的桩基技术，其是在专利号

ZL98101041.5 专利文献中首次公开的，同时在专利 ZL98101331.5 专利文献中，公开了一种

针对载体桩的特点发明的一种施工设备。但是上述施工方法和施工设备在施工中经常遇到

一些难题，比如在遇到较硬土层时成孔困难或者成孔速度较慢，在进行填料夯击过程中的

工效较低，在遇到桩端土层较硬时进行填料夯击操作困难，受施工设备所限桩身较短等等，

特别是机械装置较为落后，不能根据地质条件和设计要求的变化进行调整，使工效降低，成

本增高。

发明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是为了解决上述的问题而提出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载体桩的施工设

备，通过对施工设备的重新设计和改进，提高实际施工效率，扩大适用范围，实现工效的提

高和成本的节约。

[0004]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的一种载体桩的施工设备，包括有底盘，支架，支

撑杆，内管和外管，底盘可前后左右移动，底盘上固定有配电箱和卷扬机，底盘前端设有垂

直于底盘的支架，支架为独杆式或者门架式，支架顶端设有滑轮组，支架通过支撑杆支撑于

底盘上，内管可以在外管中插入或者提出，其特征在于：支架上安装有锤击装置和振动装置

以及悬吊装置，锤击装置包括有桩锤、桩锤下连接的内管、可插入内管的外管，内管的顶端

设有夯击盘，外管的顶端设有夯击盘，当桩锤带动内管提升后下落时，通过内管的夯击盘击

打外管的夯击盘，实现内管和外管同步向下沉入，上述外管的上端还设有填料口，当外管中

填入填充料时，实现桩锤带动内管对填充料进行夯击，振动装置包括中孔振动锤、中孔振动

锤下连接的液压卡钳，液压卡钳可以夹紧或者松开外管，当液压卡钳夹紧外管时，通过中孔

振动锤的振动实现外管向上提出或者向下沉入，上述桩锤位于上述中孔振动锤的上方，上

述内管和外管从上述中孔振动锤的中孔穿过，悬吊装置包括底盘上的卷扬机、绳索、支架顶

端的滑轮组，从卷扬机中伸出的绳索穿过滑轮组分别连接上述桩锤和中孔振动锤，实现卷

扬机带动上述桩锤和中孔振动锤的上下移动。

[0005] 在上述的载体桩的施工设备中，上述桩锤包括柴油锤或者电动锤或者液压锤或者

重锤。

[0006] 在上述的载体桩的施工设备中，上述中孔振动锤是指由两旁带有电动或液压驱动

装置，中间设有中孔的振动锤，中孔的直径大于外管的外径。

[0007] 在上述的载体桩的施工设备中，上述外管的上端设有可以被液压卡钳夹紧的卡板

或者卡柄，液压卡钳也可以直接夹紧外管管身。

[0008] 在上述的载体桩的施工设备中，上述桩锤和上述振动头，分别通过滑道与支架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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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并可分别上下移动。

[0009] 在上述的载体桩的施工设备中，上述内管与外管的长度根据地质条件和施工要求

进行调整，内管的长度可以大于或者等于或者小于外管。

[0010] 在上述的载体桩的施工设备中，上述内管的底端用钢板封闭或者设置直径大于内

管外径小于外管内径的钢板。

[0011] 上述载体桩的施工设备的特点和优势在于：

[0012] ①施工设备充分利用现有的多种桩锤，除重锤外还可使用柴油锤、电动锤、液压

锤，均可进行载体桩施工；②施工设备加设中孔振动头，结合桩锤进行桩身成孔，有效克服

外管与桩孔壁土体的摩擦力，提高成孔速度；③通过加设液压卡钳，实现中孔振动头和外管

之间的快速连接和脱开，操作便捷提高施工效率；④显著提高原载体桩的适用范围，在各种

土层和基础形式中均可适用。

附图说明

[0013] 图 1是本实用新型的载体桩的施工设备的一个实施例的示意图；

[0014] 图 2是本实用新型的载体桩的施工设备的锤击装置和振动装置的示意图；

[0015] 图1和图2中，1为桩锤，2为中孔振动锤，3为内管，4为内管顶端的夯击盘，5液压

卡钳，6为外管，7为外管顶端的夯击盘，8为外管上端的卡柄，9为护筒上端的填料口，10 为

底盘，11 为底盘上的卷扬机，12 为底盘上的配电箱，13 为支架，14 为支架顶端的滑轮组，15

为支撑杆，16 为绳索。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说明。

[0017]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载体桩的施工设备的一个实施例的示意图，如图1所示，设备

包括有底盘10，支架 13，支撑杆 15，内管 3和外管 6，底盘 10可前后左右移动，底盘10上固

定有配电箱12和卷扬机11，底盘10前端设有垂直于底盘的支架13，支架13为独杆式或者

门架式，支架 13 顶端设有滑轮组 14，支架 13 通过支撑杆 15 支撑于底盘 10 上，内管 3可以

在外管 6 中插入或者提出，具体特征是 ：支架 13 上安装有锤击装置和振动装置以及悬吊装

置，锤击装置包括有桩锤1、桩锤1下连接的内管3、可插入内管3的外管6，内管3的长度大

于外管6的长度，内管3的底端封闭，内管3的顶端设有夯击盘4，外管6的顶端设有夯击盘

7，当桩锤 1带动内管 3提升后下落时，通过内管 3的夯击盘 4击打外管的夯击盘 7，实现内

管3和外管6同步向下沉入，外管3的上端还设有填料口9，当外管6中填入填充料时，实现

桩锤 1带动内管 3对填充料进行夯击，振动装置包括中孔振动锤 2、中孔振动锤 2下连接的

液压卡钳5，液压卡钳5可以夹紧或者松开外管6，当液压卡钳5夹紧外管6时，通过中孔振

动锤 2的振动实现外管 6向上提出或者向下沉入，桩锤 1位于中孔振动锤 2的上方，内管 3

和外管 6 从中孔振动锤 2 的中孔穿过，悬吊装置包括底盘 10 上的卷扬机 11、绳索 16、支架

13 顶端的滑轮组 14，从卷扬机 11 中伸出的绳索 16 穿过滑轮组 14 分别连接桩锤 1 和中孔

振动锤 2，实现卷扬机 11 带动桩锤 1和中孔振动锤 2的上下移动。

[0018] 图 2 是本实用新型的载体桩的施工设备的锤击装置和振动装置的示意图，如图 2

所示，锤击装置包括有桩锤1、桩锤1下连接的内管3、可插入内管3的外管6，内管3的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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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于外管6的长度，内管3的底端封闭，内管3的顶端设有夯击盘4，外管6的顶端设有夯击

盘 7，外管 6的上端设有填料口 9，振动装置包括中孔振动锤 2、中孔振动锤 2下连接的液压

卡钳5，外管6的上端设有卡板，液压卡钳5可以夹紧或者松开外管6的卡板，实现中孔振动

锤 2和外管 6的连接，桩锤 1位于中孔振动锤 2的上方，内管 3和外管 6从中孔振动锤 2的

中孔穿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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