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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集装箱式建筑技术领域，公开了

一种集装箱式建筑的可回收基础结构及其施工

方法。本发明包括地桩组件，由若干钢梁单元围

合而成的钢圈梁，以及连接相邻钢梁单元的连接

件；地桩组件包括螺旋钢桩和设置在螺旋钢桩顶

部的连接平台，连接平台上设置有桩座，所述螺

旋钢桩竖直向下穿过桩座和连接平台后与桩座

可拆卸固定；连接件设置在连接平台上，底部与

连接平台可拆卸连接，侧面与钢梁单元可拆卸连

接；钢梁单元的截面呈n形，端部与连接件可拆卸

连接。本发明便于安拆，回收后可重复使用，周转

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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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集装箱式建筑的可回收基础结构，其特征在于：包括地桩组件，由若干钢梁单元（3）

围合而成的钢圈梁，以及连接相邻钢梁单元（3）的连接件；

地桩组件包括螺旋钢桩（1）和设置在螺旋钢桩（1）顶部的连接平台（2），连接平台（2）上

设置有桩座（4），所述螺旋钢桩（1）竖直向下穿过桩座（4）和连接平台（2）后与桩座（4）可拆

卸固定；

连接件设置在连接平台（2）上，底部与连接平台（2）可拆卸连接，侧面与钢梁单元（3）可

拆卸连接；

钢梁单元（3）的截面呈n形，端部与连接件可拆卸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集装箱式建筑的可回收基础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螺旋钢桩

（1）包括地桩本体（11）和位于地桩本体（11）顶端的连接盘（12），所述桩座（4）包括垂直于连

接平台（2）板面设置的座筒（41）和位于座筒（41）顶端边沿外侧的法兰盘（42），所述地桩本

体（11）竖直向下穿过桩座（4）和连接平台（2），连接盘（12）通过螺栓与法兰盘（42）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集装箱式建筑的可回收基础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螺旋钢桩

（1）的数量为2个，水平并列排布，顶部通过连接平台（2）连接，所述连接平台（2）上并列设置

有两个桩座（4），所述连接件设置在两个桩座（4）之间。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集装箱式建筑的可回收基础结构，其特征在于：两个所述桩座

（4）之间的连接平台（2）下方还设置有加劲板（22），所述加劲板（22）沿连接平台（2）的长度

方向均匀间隔设置。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集装箱式建筑的可回收基础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件包

括与连接平台（2）固定的底板（51），位于底板（51）上的轴柱（52）和水平设置在轴柱（52）周

侧的连接管（53），轴柱（52）垂直于底板（51）板面设置，轴柱（52）的中轴线与底板（51）的几

何中心重叠设置；连接管（53）的数量为2-4个，端面与轴柱（52）的侧壁固定。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集装箱式建筑的可回收基础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管

（53）以轴柱（52）为中心，呈一字形、L形、T形或十字形排布。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集装箱式建筑的可回收基础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管

（53）为方钢管，两侧立面上开设有一组螺栓孔，螺栓孔沿水平方向均匀间隔排布，所述钢梁

单元（3）的端部扣合在连接管（53）上，并通过螺栓与连接管（53）固定。

8.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集装箱式建筑的可回收基础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轴柱（52）

顶部还设置有用于放置上方的集装箱式建筑的支撑板（54）。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集装箱式建筑的可回收基础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板

（54）上还设置有用于对齐和卡设集装箱式建筑的限位座（55）。

10.权利要求1-9任意一项所述的集装箱式建筑的可回收基础结构的施工方法，其特征

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根据地勘报告、房屋布置方案，计算确定钢螺旋桩的尺寸、长度，以及布置数量

和布置方式；

步骤二、地基夯实；

步骤三、螺旋钢桩（1）钻进施工；

将螺旋钢桩（1）穿过连接平台（2）并固定，然后在指定施工地点钻进，直至将螺旋钢桩

（1）下放至设计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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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四、根据设计要求，在连接平台（2）上方设置连接件；

步骤五、安装钢梁单元（3）；

步骤六、吊装集装箱式建筑并固定，完成建筑的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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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装箱式建筑的可回收基础结构及其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集装箱式建筑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集装箱式建筑的可回收基础

结构及其施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集装箱式建筑经常作为野外或施工现场的临时建筑使用，多使用模块化构件快速

拼装而成，但是该基础结构大多仍为传统基础结构，使用地桩和混凝土圈梁形成临时支护

的基础结构。

[0003] 但是传统的混凝土圈梁无法适应野外多种复杂的地质条件，如沙地、湿陷性黄土

等，施工难度非常大，混凝土浇筑的相关配套设备的设置、移动和使用也受到较大的限制，

尤其是一些偏远地区，受环境限制，大型设备无法到位或使用，施工限制较大，适用范围有

限。

[0004] 随着混凝土预制构件的发展和应用，预制混凝土圈梁的出现解决了现浇施工难度

大的问题，但是大多的预制构件无法实现无破损回收，拆除后也无法重复使用，产生了大量

的固体垃圾，造成了材料的浪费，也提高了施工成本。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提供一种便于安拆，回收后可重复使用，周转性好的集装箱式建筑的可回

收基础结构及其施工方法。

[0006] 解决的技术问题是：现浇圈梁施工难度大，受环境限制较大，适用范围有限；预制

混凝土圈梁无法实现无破损回收，无法重复使用，材料浪费严重，施工成本高。

[0007]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本发明集装箱式建筑的可回收基础结构，包括地桩组件，由若干钢梁单元围合而成的

钢圈梁，以及连接相邻钢梁单元的连接件；

地桩组件包括螺旋钢桩和设置在螺旋钢桩顶部的连接平台，连接平台上设置有桩座，

所述螺旋钢桩竖直向下穿过桩座和连接平台后与桩座可拆卸固定；

连接件设置在连接平台上，底部与连接平台可拆卸连接，侧面与钢梁单元可拆卸连接；

钢梁单元的截面呈n形，端部与连接件可拆卸连接。

[0008] 本发明集装箱式建筑的可回收基础结构，进一步的，所述螺旋钢桩包括地桩本体

和位于地桩本体顶端的连接盘，所述桩座包括垂直于连接平台板面设置的座筒和位于座筒

顶端边沿外侧的法兰盘，所述地桩本体竖直向下穿过桩座和连接平台，连接盘通过螺栓与

法兰盘连接。

[0009] 本发明集装箱式建筑的可回收基础结构，进一步的，所述螺旋钢桩的数量为2个，

水平并列排布，顶部通过连接平台连接，所述连接平台上并列设置有两个桩座，所述连接件

设置在两个桩座之间。

[0010] 本发明集装箱式建筑的可回收基础结构，进一步的，两个所述桩座之间的连接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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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下方还设置有加劲板，所述加劲板沿连接平台的长度方向均匀间隔设置。

[0011] 本发明集装箱式建筑的可回收基础结构，进一步的，所述连接件包括与连接平台

固定的底板，位于底板上的轴柱和水平设置在轴柱周侧的连接管，轴柱垂直于底板板面设

置，轴柱的中轴线与底板的几何中心重叠设置；连接管的数量为2-4个，端面与轴柱的侧壁

固定。

[0012] 本发明集装箱式建筑的可回收基础结构，进一步的，所述连接管以轴柱为中心，呈

一字形、L形、T形或十字形排布。

[0013] 本发明集装箱式建筑的可回收基础结构，进一步的，所述连接管为方钢管，两侧立

面上开设有一组螺栓孔，螺栓孔沿水平方向均匀间隔排布，所述钢梁单元的端部扣合在连

接管上，并通过螺栓与连接管固定。

[0014] 本发明集装箱式建筑的可回收基础结构，进一步的，所述轴柱顶部还设置有用于

放置上方的集装箱式建筑的支撑板。

[0015] 本发明集装箱式建筑的可回收基础结构，进一步的，所述支撑板上还设置有用于

对齐和卡设集装箱式建筑的限位座。

[0016] 本发明集装箱式建筑的可回收基础结构的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根据地勘报告、房屋布置方案，计算确定钢螺旋桩的尺寸、长度，以及布置数量

和布置方式；

步骤二、地基夯实；

步骤三、螺旋钢桩钻进施工；

将螺旋钢桩穿过连接平台并固定，然后在指定施工地点钻进，直至将螺旋钢桩下放至

设计深度；

步骤四、根据设计要求，在连接平台上方设置连接件；

步骤五、安装钢梁单元；

步骤六、吊装集装箱式建筑并固定，完成建筑的安装。

[0017] 本发明集装箱式建筑的可回收基础结构及其施工方法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如下

有益效果：

本发明集装箱式建筑的可回收基础结构采用可拆卸的钢构件拼装组合而成，所有钢构

件之间通过螺栓可拆卸连接，安装拆卸方便、难度小，且不会对构件造成损伤，构件拆除后

体积小，便于储存和转运；所有构件均可以重复使用，现场周转灵活性好，大大降低了施工

成本，提高了施工效率。

[0018] 本发明所有钢构件为定制化构件，可以根据设计需要，选择不同形式的节点连接

件，以适应不同规格和设计的集装箱式建筑的安装，应用范围广泛，现场施工不受环境影

响，安拆过程都无需大型辅助设备，应用便捷。

[0019]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集装箱式建筑的可回收基础结构及其施工方法作进一

步说明。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本发明集装箱式建筑的可回收基础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图2为桩梁连接结构的细节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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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为螺旋钢桩的结构示意图；

图4为连接平台的结构示意图；

图5为连接平台的仰视方向的结构示意图；

图6为一字形连接件的结构示意图；

图7为L形连接件的结构示意图；

图8为T字形连接件的结构示意图；

图9为十字形连接件的结构示意图；

图10为钢梁单元的结构示意图。

[0021] 附图标记：

1-螺旋钢桩；11-地桩本体；12-连接盘；2-连接平台；21-封端板；22-加劲板；3-钢梁单

元；4-桩座；41-座筒；42-法兰盘；51-底板；52-轴柱；53-连接管；54-支撑板；55-限位座；6-

一字形连接件；7-L形连接件；8-T字形连接件；9-十字形连接件。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如图1至图10所示，本发明集装箱式建筑的可回收基础结构包括地桩组件，由若干

钢梁单元3围合而成的钢圈梁，以及连接相邻钢梁单元3的连接件。

[0023] 地桩组件包括螺旋钢桩1和设置在螺旋钢桩1顶部的连接平台2，螺旋钢桩1的数量

为1个或2个，螺旋钢桩1包括地桩本体11和位于地桩本体11顶端的连接盘12，连接平台2为

厚度不小于6mm的矩形钢板，四周边沿垂直弯折并向下延伸形成封端板21，连接平台2上设

置有桩座4，桩座4包括垂直于连接平台2板面设置的座筒41和位于座筒41顶端边沿外侧的

法兰盘42，地桩本体11竖直向下穿过桩座4和连接平台2，连接盘12通过螺栓与法兰盘42可

拆卸连接。

[0024] 当螺旋钢桩1的数量为两个时，螺旋钢桩1水平并列排布，连接平台2上并列设置有

两个桩座4，两桩座4之间的最小距离不小于连接平台2长度的0.667倍。

[0025] 两个桩座4之间的连接平台2下方还设置有加劲板22，加劲板22沿连接平台2的长

度方向均匀间隔设置，加劲板22为矩形钢板，板面垂直于连接平台2的板面设置，一侧长边

边沿与连接平台2的下表面焊接固定，两侧边沿与长边封端板21的内侧面焊接固定。

[0026] 连接件包括一字形连接件6、L形连接件7、T字形连接件8和十字形连接件9，设置在

连接平台2上，底部与连接平台2可拆卸连接，侧面与钢梁单元3可拆卸连接。

[0027] 连接件均包括通过螺栓与连接平台2固定的底板51，位于底板51上的轴柱52和水

平设置在轴柱52周侧的连接管53，轴柱52垂直于底板51板面设置，轴柱52的中轴线与底板

51的几何中心重叠设置；轴柱52周侧一体连接有连接管53，根据设置位置的不同，连接管53

呈不同形状排布，形成上述一字形连接件6、L形连接件7、T字形连接件8和十字形连接件9；

连接管53为边长不小于150mm的方钢管，连接管53的长度不小于2450mm，两侧立面上开设有

一组螺栓孔，螺栓孔沿水平方向均匀间隔排布，既方便调整钢梁单元3与连接管53的连接位

置，调整钢梁的连接长度，多个螺栓连接又可增加连接的牢固性和稳定性；连接管53的数量

为2-4个，端面与轴柱52的侧壁固定，连接管53以轴柱52为中心呈一字形排布，形成一字形

连接件6，或者连接管53以轴柱52为中心呈L形排布，形成L形连接件7，或者连接管53以轴柱

52为中心呈T形排布，形成T字形连接件8，或者连接管53以轴柱52为中心呈十字形排布，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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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十字形连接件9。

[0028] L形连接件7、T字形连接件8和十字形连接件9的轴柱52顶部还设置有支撑板54，支

撑板54为水平设置的矩形钢板，与轴柱52顶部端面焊接固定，用于放置上方的集装箱式建

筑；支撑板54上还设置有限位座55，用于对齐和卡设集装箱式建筑。

[0029] 钢梁单元3的截面呈n形，并与连接管53相配合，开口朝下设置，端部扣合在连接管

53上，并通过螺栓与连接管53固定，钢梁单元3为厚度不小于6mm的钢板弯折而成。

[0030] 本发明集装箱式建筑的可回收基础结构的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根据地勘报告、房屋布置方案，计算确定钢螺旋桩的尺寸、长度，以及布置数量

和布置方式；

步骤二、地基夯实；

步骤三、螺旋钢桩1钻进施工；

将螺旋钢桩1穿过连接平台2，并通过螺栓固定，然后在指定施工地点钻进，直至将螺旋

钢桩1下放至设计深度；

步骤四、根据设计要求，在连接平台2上方设置连接件；

调整好各连接管53的方向和位置，通过螺栓将连接件与连接平台2固定；

步骤五、安装钢梁单元3；

将钢梁单元3两端罩设在相邻连接件上对应的连接管53上，并通过螺栓固定，从而将所

有钢梁单元3连接为整体的钢圈梁；

步骤六、吊装集装箱式建筑并固定，完成建筑的安装；

吊升集装箱式建筑，并调整下放位置，与连接件上的限位件对齐后，下放集装箱式建筑

并通过螺栓将集装箱式建筑与连接件上的支撑板54固定，完成建筑的安装。

[0031] 在集装箱式建筑使用完毕后，拆除集装箱式建筑和基础结构，本基础结构的各构

件之间均为可拆卸连接，且可重复利用，现场周转灵活。

[0032] 以上所述的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进行描述，并非对本发明的范

围进行限定，在不脱离本发明设计精神的前提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对本发明的技术方

案作出的各种变形和改进，均应落入本发明权利要求书确定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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