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概况

钢板桩的运用虽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但在 20
世纪 30~40 年代才开始被广泛运用。随着工业的发

展，冶金、金属压延技术的不断提高，使高质量的

钢板桩可在工厂中成批制造，为钢板桩的大量推广

运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目前钢板桩主要用于：码

头、桥梁、护岸、船坞、泵房等永久性结构及为厂

房、高层建筑深基础地下结构等施工所用的临时围

护结构。

2 工程简介

工程概况：新建市政排污工程，采用箱涵结构

形式，截面尺寸为 2m×2m，箱涵底面埋距原地面

- 4m，渠箱两旁原有九层框架结构建筑物与二层砖

混结构建筑物。九层框架结构建筑物为预应力管桩

基础，二层砖混结构建筑物天然基础。由于勘察资

料反映新建渠涵位于松散潮湿的杂填土上，并从建

筑物中间穿过，考虑场地及周边建筑物的结构安

全，决定使用钢板桩进行基坑支护。

3 钢板桩施工的过程控制

3.1 钢板桩施工的一般要求

（1） 钢板桩的设置位置应便于基础施工余地，

即在基础结构边缘之外并留有支、拆模板的余地。
（2） 钢板桩的平面布置形状，应尽量平直整

体，避免不规则的转角，以便充分利用标准钢板桩

和便于设置支撑。
（3） 钢板桩施打前，应将桩尖处的凹槽底口封

闭，锁口应涂油脂。用于永久性工程应涂红丹防锈

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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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钢板桩施工流程

工程放线定位→钢板桩定位→安装导向钢围

檩→打设钢板桩→拆除钢围檩→安装支撑装置→挖

土→底板施工→拆底层支撑→箱涵施工→完成后回

填土→拆除支撑装置→拔除钢板桩。
3.3 钢板桩的吊装和堆放

装卸钢板桩宜采用两点吊。吊运时，每次起吊

的钢板桩根数不宜过多，并应注意保护锁口免受损

伤。吊运方式有成捆起吊和单根起吊。成捆起吊通

常采用钢索捆扎，而单根吊运常用专用的吊具。钢

板桩堆放的地点，要选择在不会因压重而发生较大

沉陷变形的平坦而坚固的场地上，并便于运往打桩

施工现场。
3.4 钢板桩的插打

钢板桩插打前的准备工作：首先要对进场的钢

板桩进行必要的检查，由于钢板桩经过装卸、运输

会出现撞伤、弯扭及锁口变形的质量缺陷，所以钢

板桩在拼组前必须进行检查，检查时凡是锁口破

裂、扭曲、变形的钢板桩应予剔除；另外钢板桩表

面因焊接钢板、钢筋留下的残渣瘤也应除去。其

次，在钢板桩锁口内涂抹黄油以减少插打时锁口间

的摩擦和加强钢板桩围堰是的密封性。最后，插打

钢板桩前必须制作导向架，导向架的制作一般先打

定位桩，在定位桩上安置导梁，组成框架式的围笼

作为插桩时的导向设备。
由于本工程采用自行振动式钢板桩专用机械插

打。所以钢板桩插打前还应检查振动锤。振动锤是

打拔钢板桩的关键设备，在打拔前一定要进行专门

检查，确保线路畅通，功能正常。振动锤的端电压

要达到 380~420V，而夹板牙齿不能有太多磨损。
开始插打第一根钢板桩应注意：桩机前臂吊起

钢板桩，打开桩机头夹板夹住桩头，垂直后在设计

位置通过打桩机的液压振动锤将钢板桩插入至设计

深度。后续钢板桩插打要在第一根桩打插完成以

后，沿前一根桩的扣槽插入至设计深度，直至形成

封闭基坑的钢板桩围护体系。基坑转角处用大扣方

式连接，使钢板桩连续。总之钢板桩施工要正确选

择打桩方法、打桩机械和流水段划分，以便使打设

后的板桩墙有足够的刚度和良好的防水作用，且板

桩墙面平直，以满足基础施工的要求，对封闭式板

桩墙还要求封闭合拢。
3.5 基坑开挖

图 1 平面、截面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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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坑开挖和支撑的架设施工过程必须紧密配

合。挖土过程要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迅速为支撑

施工创造工作面，支撑结构必须能较快地产生整体

刚度或预紧力，两者配合就能较好地利用软土施工

中的时空效应，有效地控制围护体系在受力后的变

形。施工中切不可超挖和不及时施加支撑，土方施

工要求分层均匀高效，以使支护结构处于正常的受

力状态。另外机械开挖时，快挖至基础底标高，留

有 300mm 厚的土方由人工修挖，为了减小变形，

挖出后应尽快打混凝土垫层，垫层能起到部分底支

撑的作用，以减少钢板桩变形。机械开挖还应注意

挖斗等不能碰撞钢板桩及工程桩桩身。
3.6 钢板桩的拔除

拔除钢板桩前，应仔细研究拔桩方法顺序和拔

桩时间，否则由于拔桩的振动影响以及拔桩带土过

多会引起地面沉降和位移，会给已施工的地下结构

带来危害，并影响临近原有建筑物、构筑物或底下

管线的安全。设法减少拔桩带土十分重要，本工程

主要采用灌水、灌砂措施来减少拔桩带土。拔桩时

先用打拔桩机夹住钢板桩头部振动 1～2 min，使

钢板桩周围的土松动，产生“液化”，减少土对桩

的摩阻力，然后慢慢地往上振拔。

4 钢板桩施工过程常见问题与处理对策

在钢板桩工程施工过程中，遇到了不少问题，

主要归纳为以下几点，并分析产生原因，提出预防

措施及治理方法。
4.1 打桩受阻现象 （指打桩阻力大不易贯入）

原因：在砂层或砂砾层中停桩；钢板桩连接锁

口锈蚀、变形。
预防措施： （1） 订桩前对地质情况作详细分

析，确定钢板桩可能贯入的深度； （2） 打桩前对

钢板桩逐根检查，剔除连接锁口锈蚀和严重变形的

钢板桩； （3） 施工时可用高压水或振动法辅助沉

桩； （4） 在钢板桩的锁口内涂油脂。
4.2 桩身倾斜现象 （指钢板桩头部向打桩行进方

向倾斜）

原因：在打钢板桩时，由于连接锁口处的阻力

大于钢板桩周围的阻力，判桩行进方向对钢板桩的

贯入阻力小，钢板桩头部便向阻力小的方向位移。
预防措施： （1） 施工过程中用仪器随时检查、

控制、纠正钢板柱的垂直度； （2） 发生倾斜逐步

纠正用钢丝绳拉住桩身，边拉边打。
4.3 桩身扭转现象 （钢板桩的中心线变为折线形）

原因：钢板桩锁口是铰接的，在下插和锤击作

用下会产生位移和扭转，并牵动相邻已打入钢板桩

的位置，使中心轴线成为折线形。
预防措施： （1） 在打桩行进方向用卡板锁住

钢板桩的前锁口； （2） 在钢板桩与围檩之间的两

边空隙内，制止钢板桩在下沉过程中的转动； （3）
在两块钢板桩锁口扣搭处的两边，用垫铁填实；

（4） 桩身扭转严重时，可将扭转部分的钢板桩拔

出，采用上述预防扭转的措施之后，重新打桩。
4.4 带桩下沉现象 （指打钢板桩队连带已打人相

邻钢板桩起下沉）

原因：因钢板桩倾斜弯曲，连接锁口的阻力增

加，致使相邻钢板桩被连带下沉。

图 3 基坑支护平面图及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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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措施： （1） 钢板桩发生倾斜时及时纠正；

（2） 不是一次把钢板桩打到标高，留一部分在地

面，待全部钢板桩人士后，用屏风法把余下部分打

入士中； （3） 把连带下沉的钢板桩和其它一块或

数块已打好的钢板桩，用型钢焊接在一起； （4）
在连接锁口处涂油脂，减少阻力； （5） 运用特殊

塞子防止砂土进入连接锁口； （6） 钢板桩被连带

下沉后，应在其头部焊接同类型钢板桩补充其长度

不足。
4.5 拔桩困难现象 （打入的钢板桩在回收时，难

以从地基土中拨出）

原因： （1） 打入的钢板桩连接锁口铰蚀、变

形严重； （2） 钢板桩打入实土或密实的砂土层中；

（3） 基坑开挖时，支撑不及时，使钢板桩变形很

大； （4） 拔桩时，拔桩设备的重量及拔桩时对地

基的反力使钢板桩受到侧向压力，从而增大了拔桩

阻力。
预防措施： （1） 打桩前，对钢板桩逐根检查，

剔除连接锁口锈蚀变形严重的钢板桩； （2） 打桩

前，在钢板桩的锁口内涂油脂； （3） 基坑内土建

施工结束回填土时，尽可能使钢板桩两侧土压平

衡； （4） 拔桩时，拔桩设备与钢板桩保持一段距

离，必要时在拔桩设备下放置路基箱或垫木，以此

减小钢板桩接受土的附加侧压力； （5） 将钢板桩

用振动锤或柴油锤等重复打一次，以克服土的粘结

力，并消除钢板桩上的铁锈； （6） 按与打桩顺序

相反的次序拔桩； （7） 如钢板桩一侧的土较密实，

可在其附近并列地打人另一根桩，使原来的桩容易

拔出； （8） 在钢板桩两侧开槽，灌膨润土泥浆，

使拔桩阻力减小。
还有在钢板桩施工时应设置水平位移监测点及

垂直位移监测点。并根据设计要求控制钢板桩施工

轴线偏离设计轴线方向不得超过 35mm，钢板桩法

向倾斜度、轴向倾斜度均得超过 2％，实际桩顶高

程与设计高程的偏差应控制在 - 100~50mm 之间。
为保证插桩顺利合拢，要求桩身垂直，在施工过程

中加强监测测量工作，发现倾斜，及时调整。
总之，工程实际表明钢板桩施工确实具有施工

进度快、安全和占用空间小等优点。对于交通繁忙

路段又不能封闭施工，基础土质相对较好的市政管

道工程的使用较为有利。但在施工过程中还必须制

定一套完整的质量保证体系，加强现场质量管理，

制定预防措施。这样才能保证钢板桩施工能够优质

按期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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