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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钢板桩用于施工大型承台基坑支护为例，经手工计算钢板桩嵌固深度、整体稳定性、抗倾覆稳定性、抗管涌 

等．同时采用电算进行校核，最终使钢板桩结构满足施工承台基坑实施要求，这可为类似计算及应用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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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aking steel sheet pile used for construction of foundation pit support as an example，the author 

used the manual calculation of steel sheet piles embedded depth，overall stability，overturning stability，resistance 

to piping，while using the computer to check，sheet pile structure to meet the construction of bearing platform 

foundation pit implementation requirements．It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similar calculation and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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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板桩有施工简便、止水性能好 、自身刚度 

大、桩长可调控、适用范围广等优点，常用于基坑 

支护、管道开挖、地下防水等工程中。随着钢材与 

钢板桩成品工艺的发展，钢板桩在同种施工工艺中 

的优势越来越突出，要达到设计 “安全、经济、合 

理”，就要有完善的理论作为工程实施的依据。 

1 工程实例 

根据现场实际情况拟定：施工承台基坑开挖深 

度3m，钢板桩支护打入基坑底下3m，钢板桩采用 

槽钢250x80xl 1／12ram，槽钢正反扣，内侧设置两 

道内撑 ，采用槽钢250x80xl1／12JJI强其刚度整体 

性，间隔2m：在管道外侧间隔2m设置一根地面锚 

定，也采用槽钢钢板桩进行打设，锚定长度至少保 

证不小于4m：在两排钢板桩之间采用设置两道横 

向支撑，横向支撑采用直径2O的钢筋，两支撑采用 

三角形布置。 

2 结构计算分析 

2．1 嵌 固深度计算 

钢板桩相当于单跨简支粱，作用在桩后为主 

动土压力，作用在桩前为被动土压力，压力坑底 

以下的土重度不考虑浮力影响，计算简图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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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嵌固深度计算简图 

验算公式如下： 

∑ n+hd)-~y0h ∑E ≥O (1) 

式中： 。为支点水平力 (kN)；∑E，为桩、墙 

底以上根据基坑内侧各土层水平抗力标准值e 的 

合力之和 (kN)；hp为合力∑ 胙用点至桩、墙底 

的距离(m)；∑ 为桩、墙底以上根据基坑外侧各 

土层水平荷载标准值e 的合力之和(kN)；ha为合力 

EE 作用点至桩、墙底的距离 (m)；ŷ。为建筑基坑 

侧壁重要性系数，对应基坑安全等级一、二、三级 

分别取1．1、1．0、0．9；／3为固深度安全系数，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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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1．2；hn为支点至基坑底面的距离(m)；hd为嵌固 

深度设计值(m)。同时应注意：当嵌固深度设计值 

d小于0．3h时，取0．3h；h为基坑开挖深度。 

将数据代入上式中，经计算所需的最小人土深 

度 2．6m，打入深度为3m是合理的。 

2．2 整体稳定验算 

整体稳定性采用瑞典条分法、总应力法。经计 

算：危险滑移面上整体稳定安全系数 =1．8≥1．2， 

圆弧半径R=7．8m，圆心坐标 =一0．3m，圆心坐标 

Y=3．7m，满足规范要求。 

2_3 抗倾覆稳 定性验算 

抗倾覆安全系数 按式(2)计算： 

Ks M●M 

式中， 为被动土压力、支点力及附加水平力 

对桩底的抗倾覆弯矩； 为主动土压力和附加水平 

力对桩底的倾覆弯矩。 

经计算： =3_3≥1．2，满足规范要求。 

2．4 抗隆起验算 

2．4．1 抗隆起计算 

抗隆起采用Prandtl(普朗德尔)公式进行计算， 

计算公式如下： 

= ( 3J) +c )／( 】( +D)+g) (3) 

式中，k 为抗隆起稳定性系数，要求K ≥ 

1．1～1．2； 、 均为地基承载力系数； 。为基坑外 

侧支护结 构底 部至地 面之 间土层 的加权 重度 

(kN／m，)，水位以上为天然重度，水位以下取饱和 

重度； 为基坑内侧支护结构底部至坑底之间土体 

的加权重度 (kN／m，)，水位以上为天然重度，水位 

以下取浮重度；h为基坑开挖深度(m)；当坑外地 

面有放坡时；h为最底层坡底面到基坑底面的距离 ： 

D为支护结构嵌入深度 (Il1)；C为支护结构底部滑 

裂面深度 内土的加权粘聚力 (kPa)；西为支护结构 

底部滑裂面深度内土的加权摩擦角 (弧度)；q为 

支护结构底部抗隆起验算地面超载折算值。 

经计算 ：K =1．6>／1．2，满足规范要求。 

2．4．2 隆起量计算 

抗隆起系数满足规范要求．但应计算其具体隆 

起量多少．同时可在基坑中加载适当减少基坑隆起 

量，按式(4)进行计算： 
f n ＼ 一 -0 5 

=二 一吉( 五棚)+125(罟)+6．37TC (tan ) 
(4) 

式中 ，6为基坑底面 向上位移 (mm)；n为从基 

坑顶面到基坑底面处的土层层数； 为第i层土的重 

度(kN／m3)，地下水位以上取土的天然重度(kN／m31． 

地下水位以下取土的饱和重度(kN／m3)；hi为第 层土 

的厚度(in)；q为基坑顶面的地面超载(kPa)；D为桩 

(墙 )的嵌入长度(m)；H为基坑的开挖深度 (m)；c 

为桩(墙 )底面处土层的粘 聚力(kPa)； 为桩 (墙 ) 

底面处土层的内摩擦角(度)；r为桩(墙)顶面到底 

处各土层的加权平均重度(kN／m，) 

经计算：8=161(mm)。 

2．5 抗管涌验算 

抗管涌采用公式(5)进行抗管涌稳定安全 系数 

计算： 

脚  ’ ≤( +2D)̂y (5) 

式中， 。为侧壁重要性系数；̂y 为土的有效重度 

(kN／m )； 为地下水重度(kN／m )；h 为地下水位至 

基坑底 的距离 (In)；D为桩 (墙 )入土深度 (in)；经 

计算K=2．5≥1．5。满足规范要求。 

2．6 地下水位影响分析 

承台侧的钢板桩正反扣相接(目标是不透水)， 

则可以保持原有土体平衡，假如是少量透水的，则 

在管道处相当于水位下降，从而起到了井点排水的 

作用，其原状土的内摩擦角、承载力均快速提高。 

综上所述，打设槽钢钢板桩后水位下降与不变，均 

对引水管有利。 

3 电算 

采用以上数据与计算原理通过理正深基坑软件 

进行钢板桩验算(验算模型详见图2)，计算结果见 

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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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电算计算简图 

表2 电算结果 

嵌固深度 隆起量， 计算内容 整体稳定 抗倾覆 抗隆起 抗管涌 
／m mm 

计算结果  ̂2．4 疋：1．7 K= K = 165 K=2．1 
≤3 ≥1．2 3．1≥ 1．2 1．4≥ 1．2 ≥ 1．5 

备注 满足 满足 满足 满足 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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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wav Engineering道路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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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质量是公路工程的生命 ，管理是质量的灵魂，措施是管理的保证。公路工程的质量控制，主要体现在施工过程 

中．业主、设计、施工、监理、监督各单位应各负其责，相应履行第一责任人、工程设计、施工控制、质量监管、监督审查 

的职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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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es to Strengthen Quality Management of Highway Projects 

JIA Tao 

(Shaanxi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Group Construction Mechanical Co．，Ltd．，Xi an 710032，China) 

Abstract：The quality is the life of the highway project，the management is the quality soul，the measure is 

the management assurance．The quality control of highway projects mainly shows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Some 

responsibility must be fulfilled for the units，such as owners，design，construction，supervision，supervision，etc． 

Accordingly，they have the functions，such as the first responsibility，engineering design，construction control， 

quality control，supervision and review，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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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2中可以看出，钢板桩结构计算结果基本 

与手算吻合，证明该结构满足相关规范，同时能够 

达到施工要求。 

4 结语 

通过上述的手算，其计算过程与选取数值严格 

按照相关规范执行 。达到了以下 目的 ： 

a)指导施工 计算过程中找到了施工过程中容 

易出现问题的过程，同时可以加强结构避免出现事故； 

b)节约投资 在施工过程中采用结构强弱进行 

适当控制，降低了工程造价，例如减少了封底处 

理、材料循环使用等； 

e)合理取值 通过施工监控，实测数值 (抗管 

涌、钢板桩的外绕等)比计算数值更小，原因是计 

算公式中的系数较为安全，现场土质与规范中范围 

取值有适当的区别，规范中范围数值较难达到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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