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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锚桩在锚桩法静载试验中的应用
黎双邵，孙红梅
（中交天津港湾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天津 300222）
摘

要：锚桩是锚桩法静载试验系统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一般采用直桩。对没有直桩只有斜桩的工程进行静载

试验是工程界碰到的问题。文中介绍了斜桩作锚桩在基桩静载试验中的应用，利用 8 根倾斜度为 5 颐 1 的斜桩作锚桩，
利用斜桩本身截下的桩头做拉帽，既达到了静载试验的目的又避免造成工程桩变形。通过工程实践证明，采取适当
的措施斜锚桩在静载试验中完全可行，采用斜桩作锚桩具有良好的实用价值，在斜桩工程中节约了工程造价，可为
斜桩工程基桩静载试验提供借鉴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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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inclined anchor pile in static load test of
anchor pile method
LI Shuang-shao, SUN Hong-mei

（CCCC Tianjin Port Engineering Institute Co., Ltd., Tianjin 300222, China）
Abstract：Anchor pil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anchor pile static load test system, and the straight pile is generally used as the

anchor pile. It is a problem in engineering field to carry out static load test for the project without straight pile and only inclined
pile. We introduced the application of inclined pile as anchor pile in static load test of foundation pile, using 8 inclined piles

with a slope of 5:1 as anchor piles, using pile head cut off by inclined pile as pull cap, which achieves the purpose of static load
test, and avoids the deformation of engineering pile. Through the engineering practice, it is proved that taking appropriate

measures is feasible in the static load test of the inclined anchor pile, and it has good practical value to use the inclined pile as
the anchor pile, which saves the engineering cost in the inclined pile project, and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static load test of
the foundation pile of the inclined pile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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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桩基础是一种常用的深基础[1]。基桩静载荷试
验是确定试验桩极限承载力和检验工程桩承载力
最直接的手段，在工程中得到普遍应用[2]。基桩静

对水平承载力要求不高的工程大部分采用直桩，
对水平承载力有要求的会采用斜桩。国内外规范[4-6]
基桩静载试验锚桩均为直桩，采用斜桩作锚桩的
基桩静载荷试验[7]很少见。有的采用斜桩的工程为

载荷试验反力装置一般采用堆载、锚桩反力梁或
采用锚桩和堆载联合提供反力，根据反力装置特
点简称为堆载法、锚桩法和锚桩联合堆载法。在
水上基桩静载荷试验多采用锚桩法[3]。桩基工程中

了试桩而加打直桩，例如杭州湾大桥在主墩中间
增加 5 根直桩（1 根试验桩，4 根锚桩），金塘大桥
在桥墩旁专门进行了 6 组试桩，专门打设直桩。
这些为基桩静载试验而加打的直桩不仅增大了工
程建设成本，也会增加工期。在进行锚桩法静载
试验时能利用工程桩中的斜桩作锚桩就能节省成
本，加快工程建设，缩短工期，因此进行斜锚桩
静载试验研究十分必要。近年来海上风电在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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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大力发展，风机基础如采用高桩平台多采用
斜桩。在福建莆田南日岛海上风电项目试桩工程
中，采用工程桩作锚桩进行了斜锚桩基桩静载荷
试验，取得了斜锚桩在锚桩法基桩静载荷试验的
应用经验。
1 工程概况
龙源福建莆田南日岛 400 MW 海上风电场工

由于锚桩在静载荷试验中受力很大，利用工程桩
作锚桩可能会使工程桩倾斜度发生改变，如果采
用直桩作锚桩必须加打直桩，最好的办法就是利
用 8 根工程桩作锚桩进行静载试验，采取适当措
施防止工程桩倾斜度变化。
利用工程桩作为锚桩需要降低静载试验中斜
桩桩身弯矩和挠曲变形，避免改变工程桩倾斜度。

机机位基础采用髙桩承台结构，单个基础采用 8
根直径 准1 800 mm 钢管桩作为工程桩，且均为斜
桩，倾斜度 5 颐 1。风机基础钢管桩和试桩平面布
置见图 1。根据前期设计，本工程需要采用两种

桩，每根锚桩上拔力平均为 5 500 kN。本项目中
的方案为采用 8 根锚桩，则每根锚桩上拔力平均为
2 750 kN，相比于 4 根锚桩极大地减小了对锚桩的
影响。试桩方案决定采用锚桩法进行海上静载试

程位于莆田市南日岛东北侧海域，规划布置 100
台单机容量 4.0 MW 的风力发电机组。根据实测
海底地形图资料，风电场区海底高程在 0耀-30 m
（85 高程，下同），风电场海域内岛屿、岛礁分布
较多，水深变化范围较大，海底地形较为复杂。
工程区域地质情况复杂，环境保护要求高，缺乏
可以利用的试桩资料，有必要在工程区域内进行
施工工艺试桩[8]。福建莆田南日岛海上风电项目风

桩型：打入式非嵌岩钢管桩、打入式嵌岩钢管桩，
每种桩型做 1 组试验，共 2 组试验。各试桩均做
水平承载力试验、抗压和抗拔承载力试验。试验
桩单桩抗压静载试验预计加荷值为22 000 kN。
N

1 号钢管桩
8 号钢管桩

7 号钢管桩
准1 800 mm 钢管桩，
壁厚 啄=28~30 mm
5颐1

准1 800 mm 试桩钢管桩

6 号钢管桩

2 号钢管桩
5颐1

3 号钢管桩

4 号钢管桩

5 号钢管桩

图1

钢管桩平面布置图

Fig. 1 Steel pipe pile layout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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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桩方案
风机基础采用髙桩承台，每个机位的基础由
8 根分布在同一圆上的倾斜度为 5 颐 1 的斜桩组成。

静载荷试验时上拔力会使锚桩桩身产生弯矩，当
上拔力作用点和锚桩嵌固点间的水平投影长度较
大时，产生的弯矩也较大，这可能导致细长的锚
桩产生明显的挠曲变形，甚至可使斜桩的设计倾
斜度发生改变。利用尽可能多的工程桩作锚桩就
可以减少单根锚桩上的上拔力，所以最优的方案
就是采用 8 根工程桩作锚桩。试验桩预计加荷值
为 22 000 kN，按通常锚桩法试验会采用 4 根锚

验，利用 8 根工程桩作锚桩，并临时设置 2 根直
桩作观测基准桩。
3 方案实施
采用斜桩作锚桩的方案实施，主要需要考虑
减小上拔力对斜桩的倾斜度的影响和抵消斜桩分
力产生的水平力问题。
根据现场工况条件研究分析，主要采取两方
面措施，保证了斜桩作锚桩方案的顺利实施。一
方面，设计加固平台将 8 根斜桩连接在一起，相
邻桩之间用型钢焊接起来，中间再加一个“井”
字架连接 4 根桩，这样每根锚桩和 3 根桩连接固
定在一起。锚桩连接加固示意图见图 2。这样可
以一举三得，一是加固平台增加了锚桩体系的整
体刚度，二是加固平台抵消了静载试验时对锚桩
产生的大部分水平力，也能束缚锚桩倾斜度的改
变，三是加固平台可以兼作试验平台。另一方面，
将未能打入的钢桩富余部分截下来，截成 1.2 m
长，对称两侧开口，开口宽度为梁宽略加富余量，
将桩头放置在试验梁上，桩头轴线和锚桩轴线重
合，使锚桩为轴向受力，通过锚筋与锚桩连接起
来承受拉力。将锚桩间用型钢焊接连成整体，桩
头轴线与锚桩轴线轻微偏移产生的少量水平力可
由焊接的型钢抵消，最大程度地避免了静载试验
对锚桩产生变形影响。

窑32窑
工程桩
工程桩

工程桩
牛腿
井字钢架

工程桩

试验桩

工程桩

工程桩

工程桩
工程桩
注：尺寸单位为 cm。

Fig. 2

图 2 锚桩连接加固图
Joint and reinforcement plan of anchor pile

锚桩通过型钢连接成整体后，型钢就可以作
为试桩平台的受力支撑结构，在型钢上焊接薄钢
板做试验平台。试验平台搭设完毕后就可以安装
静载试验设备了。先在试桩上布设垫板，垫板上
布设试验用千斤顶。在基准桩上焊牛腿，在牛腿
上架设基准梁。等千斤顶和基准梁安放好后，在
锚桩上布设支撑反力梁的支架。支架安装好后吊
装反力梁，分层搭设反力梁。反力梁上放置利用
桩头加工的拉帽，拉帽和锚桩之间利用螺纹钢筋
连接起来。螺纹钢筋焊接达到相应的长度就可以
进行静载试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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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效果
2 根试桩抗压静载试验均加载至 22 000 kN，
没有出现破坏，试桩的单桩轴向抗压极限承载力
均为不小于 22 000 kN。在加载过程中，没有出现
危及试验安全的情况，锚桩斜度试验前后没有变
化。由于抗拔静载荷试验和水平静载荷试验荷载
均比抗压静载试验吨位小很多，所以另外两种静
载试验对工程桩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本工程静载试桩首次采用 8 根斜桩作锚桩，
首次采用桩头做拉帽均取得很好效果。采用斜桩
作锚桩进行海上静载荷试验，设计加固平台将 8
根斜桩连接在一起，增加了锚桩体系的整体刚度，
抵消了水平分力和水平变形，并可兼作试验平台；
采用桩头做拉帽，拉帽轴线与锚桩轴线重合，锚
桩只产生轴向变形。两方面的措施，保证了斜桩
作锚桩方案的顺利实施，同时避免重新打设 4 根
直桩作锚桩，节省了数百万元直接成本。采用斜

桩作锚桩，并且用截下来的桩头做拉帽，有效地
解决了静载试验利用斜桩作锚桩可能引起较大弯
矩和明显挠曲变形的难题，在减小水平力产生和
满足工期要求的前提下节约了成本投入，在今后
类似工程中值得借鉴。
5 结语
通过本工程实践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 在锚桩法基桩静载试验中采取适当措施利
用工程桩中的斜桩作锚桩是可行的。
2） 利用斜桩作锚桩不用加打直桩，可以大量
减少工程成本，节省工程造价和缩短工期，具有
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在本项目试桩工程中采用了 8 根工程桩作锚
桩，由于风机基础只有 8 根桩，所以需要临时打
设 2 根直桩作试验基准桩。后来在其它风电试桩
项目中，同样是 8 根斜桩的高桩承台基础，也尝
试取 8 根桩中的 2 根桩作基准桩，用 6 根斜桩作
锚桩，这样不需要打设基准桩。把 6 根锚桩通过
工字钢连接起来，工字钢作为搭设试桩平台的受
力结构。采用 6 根斜桩作锚桩效果也很好，对工
程桩的倾斜度也没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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