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910453647.2

(22)申请日 2019.05.28

(71)申请人 王晓勇

地址 510000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中山二

路邮电大厦三楼

(72)发明人 王晓勇　金彬　杨吉华　

(51)Int.Cl.

E02D 17/04(2006.01)

E02D 5/54(2006.01)

E02D 5/76(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预应力型钢支护桩

(57)摘要

本发明属于预应力管桩技术领域，具体的说

是一种预应力型钢支护桩；包括型钢支护桩本

体；所述型钢支护桩本体的一端固接有底座，底

座内开设有通孔；所述型钢支护桩本体的内部焊

接有隔离管，隔离管靠近底座的一端设有锚具，

锚具由锚杆和锚头组成；所述锚杆远离锚头的一

端固接有锚顶，锚顶远离锚杆的一端设有X型铰

接头，X型铰接头与隔离管的内壁固接，X型铰接

头远离锚杆的一端固接有钢绞线，钢绞线被拉动

时将锚头从通孔内推出；本发明结构巧妙，利用

拉动钢绞线将锚头推出，可以提高型钢支护桩插

入基坑内的深度，提高基坑的整体强度，防止基

坑塌陷，同时对锚头进行特殊设计，增加了型钢

支护桩位于基坑内的稳定性和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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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预应力型钢支护桩，其特征在于：包括型钢支护桩本体(1)；所述型钢支护桩本

体(1)的一端固接有底座(2)，底座(2)内开设有通孔(21)；所述型钢支护桩本体(1)的内部

焊接有隔离管(3)，隔离管(3)靠近底座(2)的一端设有锚具(31)，锚具(31)由锚杆(32)和锚

头(33)组成，锚具(31)通过固定在隔离管(3)内的滑道放置在隔离管(3)内；所述锚杆(32)

远离锚头(33)的一端固接有锚顶(34)，锚顶(34)远离锚杆(32)的一端设有X型铰接头(4)，X

型铰接头(4)与隔离管(3)的内壁固接，X型铰接头(4)远离锚杆(32)的一端固接有钢绞线

(41)，钢绞线(41)被拉动时将锚头(33)从通孔(21)内推出；所述型钢支护桩本体(1)和隔离

管(3)内均浇筑有混凝土。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预应力型钢支护桩，其特征在于：所述锚杆(32)远离X型

铰接头(4)的一端与锚头(33)滑动连接，且锚头(33)为空心结构，空心结构的锚头(33)内部

放置有三合土，锚头(33)远离锚杆(32)的一端开设有出料口(5)，锚杆(32)位于锚头(33)的

一端伸入至锚头(33)内，锚杆(32)位于锚头(33)的一端固接有推板(51)，锚杆(32)下移时

将锚头(33)内的三合土推出。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预应力型钢支护桩，其特征在于：所述锚头(33)的两侧对

称开设有一组空腔(6)，空腔(6)内固接有竖板(61)，空腔(6)内放置有T型铆钉(62)，T型铆

钉(62)与竖板(61)滑动连接，空腔(6)与T型铆钉(62)之间放置有吸水树脂，空腔(6)内放置

吸水树脂的部分通过进水口(63)与外界连通。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预应力型钢支护桩，其特征在于：所述钢绞线(41)上固接

有一组一号凸块(7)，型钢支护桩本体(1)靠近钢绞线(41)的一侧固接有一组二号凸块

(71)，二号凸块(71)远离型钢支护桩本体(1)的一端从隔离管(3)内穿入，且一号凸块(7)和

二号凸块(71)在竖直方向上交错设置，一号凸块(7)和二号凸块(71)配合为增强型钢支护

桩本体(1)的结构强度。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预应力型钢支护桩，其特征在于：所述一号凸块(7)和二

号凸块(71)相互接触的一端均呈斜形状，斜形状的一号凸块(7)和二号凸块(71)配合用于

对型钢支护桩本体(1)施加预应力。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预应力型钢支护桩，其特征在于：所述型钢支护桩本体

(1)内浇筑采用C25混凝土，隔离管(3)内浇筑采用C65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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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预应力型钢支护桩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预应力管桩技术领域，具体的说是一种预应力型钢支护桩。

背景技术

[0002] 型钢支护桩，根据截面形状常见有“工”型与H型。在水平荷载、垂直荷载的承载中

均可应用“工”型与H型的型钢支护桩，型钢支护桩在多种地层中的贯入能力较强，此外，其

对地层产生的扰动较为轻微，是部分挤土桩的一种。若打入桩在中心处的间距较小，可使用

H型钢支护桩替换其他的挤土桩，从而预防因为打桩作业而引起的地面不良现象，例如侧向

挤动、隆起等，在工业(特别是在冶金工业)厂区内进行厂房建造和改造过程中，经常靠近旧

有厂房和铁道旁，为保证邻近建筑物附属设施等的安全，需要在土方开挖时对坑壁进行支

护来加以保护，而型钢支护桩由于具有施工方便、强度高、进度快、就地取才等特点，在其中

得到广泛的利用。

[0003] 普通的型钢支护桩在使用时，通常是将型钢支护桩放入预先打好的孔内，然后将

混凝土浇筑至型钢支护桩内，此方法对于一些土质较硬的基坑，可以提高基坑的强度，但是

对于土质较为松软的基坑，该方法并不能很好的保证基坑的强度，因此需要解决这一技术

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弥补现有技术的不足，以解决现有技术中型钢支护桩不适用于土质较为松软

的基坑的问题，本发明提出了一种预应力型钢支护桩。

[0005]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本发明所述的一种预应力型钢支护

桩，包括型钢支护桩本体；所述型钢支护桩本体的一端固接有底座，底座内开设有通孔；所

述型钢支护桩本体的内部焊接有隔离管，隔离管靠近底座的一端设有锚具，锚具由锚杆和

锚头组成，锚具通过固定在隔离管内的滑道放置在隔离管内；所述锚杆远离锚头的一端固

接有锚顶，锚顶远离锚杆的一端设有X型铰接头，X型铰接头与隔离管的内壁固接，X型铰接

头远离锚杆的一端固接有钢绞线，钢绞线被拉动时将锚头从通孔内推出；所述型钢支护桩

本体和隔离管内均浇筑有混凝土；该型钢支护桩在使用时首先根据基坑的深度打孔，然后

将型钢支护桩放入打好的孔内，待型钢支护桩完全放入孔内，向型钢支护桩本体和隔离管

内均浇筑混凝土后，此时向外拉动钢绞线，X型铰接头收缩将锚杆推动下移，锚头下移进入

基坑的土中，此步骤有助于提高型钢支护桩进入土地中的深度，提高基坑的整体强度，防止

基坑塌陷。

[0006] 优选的，所述锚杆远离X型铰接头的一端与锚头滑动连接，且锚头为空心结构，空

心结构的锚头内部放置有三合土，锚头远离锚杆的一端开设有出料口，锚杆位于锚头的一

端伸入至锚头内，锚杆位于锚头的一端固接有推板，锚杆下移时将锚头内的三合土推出；在

锚杆向下移动，锚头进入土地时，产生的反作用力使锚杆推动推板在锚头的内部向下移动，

从而将锚头内部的三合土从出料口推出，三合土有助于提高型钢支护桩周围土质的强度，

说　明　书 1/4 页

3

CN 110158610 A

3



进一步提高基坑的整体强度，防止基坑塌陷。

[0007] 优选的，所述锚头的两侧对称开设有一组空腔，空腔内固接有竖板，空腔内放置有

T型铆钉，T型铆钉与竖板滑动连接，空腔与T型铆钉之间放置有吸水树脂，空腔内放置吸水

树脂的部分通过进水口与外界连通；当锚头完全进入土地内后，土地内的水分经进水口与

空腔内的吸水树脂接触，使吸水树脂膨胀，将T型铆钉推出，从而增加了型钢支护桩位于基

坑内的稳定性和强度。

[0008] 优选的，所述钢绞线上固接有一组一号凸块，型钢支护桩本体靠近钢绞线的一侧

固接有一组二号凸块，二号凸块远离型钢支护桩本体的一端从隔离管内穿入，且一号凸块

和二号凸块在竖直方向上交错设置，一号凸块和二号凸块配合为增强型钢支护桩本体的结

构强度；在钢绞线上移时，一号凸块和二号凸块配合，为型钢支护桩提供纵向力，减少基坑

两侧的泥土对基坑施加的横向力过大，使型钢支护桩出现形变的情况。

[0009] 优选的，所述一号凸块和二号凸块相互接触的一端均呈斜形状，斜形状的一号凸

块和二号凸块配合用于对型钢支护桩本体施加预应力；因为一号凸块和二号凸块相互接触

的一端均呈斜形状，使得钢绞线上移时，一号凸块和二号凸块完全卡合，为型钢支护桩施加

一定的纵向预应力，进一步减少基坑两侧的泥土对基坑施加的横向力过大，使型钢支护桩

出现形变的情况，即减少了基坑塌陷的情况。

[0010] 优选的，所述型钢支护桩本体内浇筑采用C25混凝土，隔离管内浇筑采用C65混凝

土；通过使用不同强度的混凝土，可以更好的提高型钢支护桩的整体强度，且因为隔离管内

浇筑采用C65混凝土，可以更好地锁紧一号凸块和二号凸块产生的预应力。

[0011]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如下：

[0012] 1.本发明所述的一种预应力型钢支护桩，结构巧妙，利用拉动钢绞线将锚头推出，

可以提高型钢支护桩插入基坑内的深度，提高基坑的整体强度，防止基坑塌陷，同时对锚头

进行特殊设计，增加了型钢支护桩位于基坑内的稳定性和强度。

[0013] 2.本发明所述的一种预应力型钢支护桩，通过一号凸块和二号凸块的配合，为型

钢支护桩施加一定的纵向预应力，进一步减少基坑两侧的泥土对基坑施加的横向力过大，

使型钢支护桩出现形变的情况，即减少了基坑塌陷的情况。

附图说明

[0014]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15] 图1是本发明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是本发明的主视图；

[0017] 图3是图2中A处的局部放大图；

[0018] 图4是图3中B处的局部放大图；

[0019] 图中：型钢支护桩本体1、底座2、通孔21、隔离管3、锚具31、锚杆32、锚头33、锚顶

34、X型铰接头4、钢绞线41、出料口5、推板51、空腔6、竖板61、T型铆钉62、进水口63、一号凸

块7、二号凸块71。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为了使本发明实现的技术手段、创作特征、达成目的与功效易于明白了解，下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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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具体实施方式，进一步阐述本发明。

[0021] 如图1至图4所示，本发明所述的一种预应力型钢支护桩，包括型钢支护桩本体1；

所述型钢支护桩本体1的一端固接有底座2，底座2内开设有通孔21；所述型钢支护桩本体1

的内部焊接有隔离管3，隔离管3靠近底座2的一端设有锚具31，锚具31由锚杆32和锚头33组

成，锚具31通过固定在隔离管3内的滑道放置在隔离管3内；所述锚杆32远离锚头33的一端

固接有锚顶34，锚顶34远离锚杆32的一端设有X型铰接头4，X型铰接头4与隔离管3的内壁固

接，X型铰接头4远离锚杆32的一端固接有钢绞线41，钢绞线41被拉动时将锚头33从通孔21

内推出；所述型钢支护桩本体1和隔离管3内均浇筑有混凝土；该型钢支护桩在使用时首先

根据基坑的深度打孔，然后将型钢支护桩放入打好的孔内，待型钢支护桩完全放入孔内，向

型钢支护桩本体1和隔离管3内均浇筑混凝土后，此时向外拉动钢绞线41，X型铰接头4收缩

将锚杆32推动下移，锚头33下移进入基坑的土中，此步骤有助于提高型钢支护桩进入土地

中的深度，提高基坑的整体强度，防止基坑塌陷。

[0022]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具体实施方式，所述锚杆32远离X型铰接头4的一端与锚头33滑

动连接，且锚头33为空心结构，空心结构的锚头33内部放置有三合土，锚头33远离锚杆32的

一端开设有出料口5，锚杆32位于锚头33的一端伸入至锚头33内，锚杆32位于锚头33的一端

固接有推板51，锚杆32下移时将锚头33内的三合土推出；在锚杆32向下移动，锚头33进入土

地时，产生的反作用力使锚杆32推动推板51在锚头33的内部向下移动，从而将锚头33内部

的三合土从出料口5推出，三合土有助于提高型钢支护桩周围土质的强度，进一步提高基坑

的整体强度，防止基坑塌陷。

[0023]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具体实施方式，所述锚头33的两侧对称开设有一组空腔6，空腔

6内固接有竖板61，空腔6内放置有T型铆钉62，T型铆钉62与竖板61滑动连接，空腔6与T型铆

钉62之间放置有吸水树脂，空腔6内放置吸水树脂的部分通过进水口63与外界连通；当锚头

33完全进入土地内后，土地内的水分经进水口63与空腔6内的吸水树脂接触，使吸水树脂膨

胀，将T型铆钉62推出，从而增加了型钢支护桩位于基坑内的稳定性和强度。

[0024]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具体实施方式，所述钢绞线41上固接有一组一号凸块7，型钢支

护桩本体1靠近钢绞线41的一侧固接有一组二号凸块71，二号凸块71远离型钢支护桩本体1

的一端从隔离管3内穿入，且一号凸块7和二号凸块71在竖直方向上交错设置，一号凸块7和

二号凸块71配合为增强型钢支护桩本体1的结构强度；在钢绞线41上移时，一号凸块7和二

号凸块71配合，为型钢支护桩提供纵向力，减少基坑两侧的泥土对基坑施加的横向力过大，

使型钢支护桩出现形变的情况。

[0025]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具体实施方式，所述一号凸块7和二号凸块71相互接触的一端

均呈斜形状，斜形状的一号凸块7和二号凸块71配合用于对型钢支护桩本体1施加预应力；

因为一号凸块7和二号凸块71相互接触的一端均呈斜形状，使得钢绞线41上移时，一号凸块

7和二号凸块71完全卡合，为型钢支护桩施加一定的纵向预应力，进一步减少基坑两侧的泥

土对基坑施加的横向力过大，使型钢支护桩出现形变的情况，即减少了基坑塌陷的情况。

[0026]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具体实施方式，所述型钢支护桩本体1内浇筑采用C25混凝土，

隔离管3内浇筑采用C65混凝土；通过使用不同强度的混凝土，可以更好的提高型钢支护桩

的整体强度，且因为隔离管3内浇筑采用C65混凝土，可以更好地锁紧一号凸块7和二号凸块

71产生的预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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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该型钢支护桩在制造时，可以先将三合土注入锚头33内，锚头33两侧的空腔6内分

别放入吸水树脂，将T型铆钉62与竖板61滑动连接，然后将锚杆32与锚头33滑动连接，此时

将滑道固定在隔离管3内，锚杆32未与锚头33连接的一端伸入隔离管3内后，与锚顶34固接，

此时再将二号凸块71从隔离管3内伸出与型钢支护桩本体1固接，然后将钢绞线41与X型铰

接头4固接，最后将型钢支护桩本体1与隔离管3固接。

[0028] 该型钢支护桩在使用时首先根据基坑的深度打孔，然后将型钢支护桩放入打好的

孔内，待型钢支护桩完全放入孔内，向型钢支护桩本体1和隔离管3内均浇筑混凝土后，此时

向外拉动钢绞线41，X型铰接头4收缩将锚杆32推动下移，锚头33下移进入基坑的土中，此步

骤有助于提高型钢支护桩进入土地中的深度，提高基坑的整体强度，防止基坑塌陷；在锚杆

32向下移动，锚头33进入土地时，产生的反作用力使锚杆32推动推板51在锚头33的内部向

下移动，从而将锚头33内部的三合土从出料口5推出，三合土有助于提高型钢支护桩周围土

质的强度，进一步提高基坑的整体强度，防止基坑塌陷；当锚头33完全进入土地内后，土地

内的水分经进水口63与空腔6内的吸水树脂接触，使吸水树脂膨胀，将T型铆钉62推出，从而

增加了型钢支护桩位于基坑内的稳定性和强度；在钢绞线41上移时，一号凸块7和二号凸块

71配合，为型钢支护桩提供纵向力，减少基坑两侧的泥土对基坑施加的横向力过大，使型钢

支护桩出现形变的情况；因为一号凸块7和二号凸块71相互接触的一端均呈斜形状，使得钢

绞线41上移时，一号凸块7和二号凸块71完全卡合，为型钢支护桩施加一定的纵向预应力，

进一步减少基坑两侧的泥土对基坑施加的横向力过大，使型钢支护桩出现形变的情况，即

减少了基坑塌陷的情况。

[0029]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主要特征和优点。本行业的技术人员应该

了解，本发明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上述实施例和说明书中描述的只是说明本发明的原

理，在不脱离本发明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本发明还会有各种变化和改进，这些变化和改进

都落入要求保护的本发明范围内。本发明要求保护范围由所附的权利要求书及其等效物界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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