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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使用锚索及斜直桩支撑的海上高桩承

台基础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使用锚索及斜直桩

支撑的海上高桩承台基础，包括混凝土承台，所

述海上高桩承台基础设有三根以上的直立嵌岩

桩和三根以上的斜桩的组合桩系统，且斜桩被配

合以提供承载力的锚索装置。本实用新型既能利

用直桩施工后形成的稳桩平台，为斜桩提供施工

期的支撑，便于斜桩的打入和嵌岩，又采用锚索

结构，减少斜桩嵌入基岩的深度，降低斜嵌岩桩

施工难度，为斜桩提供较大抗拔力，同时解决了

浅覆盖层岩基地质中的高桩承台施工困难和服

役期承载力不足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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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使用锚索及斜直桩支撑的海上高桩承台基础，包括混凝土承台，其特征在于所

述海上高桩承台基础设有三根以上的直立嵌岩桩和三根以上的斜桩的组合桩系统，且斜桩

被配合以提供承载力的锚索装置；

所述斜桩包括穿过土层至基岩表面的倾斜钢管，在基岩顺着所述倾斜钢管设置钻孔；

所述锚索装置是一种可张开的多层锚索，包括锚索、外锚头和内锚头，内锚头为可张开多层

板的锚头结构，所述锚索装置顺着斜桩钢管方向放入，其内锚头的多层结构进入钻孔中并

张开，锚索的上端穿过混凝土承台与外锚头连接，固定在所述承台上，倾斜钢管及所述钻孔

被灌注混凝土，倾斜钢管及所述钻孔内的混凝土连接为一体。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使用锚索及斜直桩支撑的海上高桩承台基础，其特征在于

所述内锚头主要由连接环、方形杆体、锚尖头、锚板、铰链、连接链和扭转弹簧组成；锚板设

置为多层，每一层设置四块围绕方形杆体的锚板，锚板的下端通过铰链与方形杆体铰接，锚

板的上部通过连接链和方形杆体连接，铰链处设置扭转弹簧，该扭转弹簧可施加扭矩使锚

板张开。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使用锚索及斜直桩支撑的海上高桩承台基础，其特征在于

在内锚头端部设置锚尖头；在内锚头尾部设置连接环，可与锚索进行相连。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使用锚索及斜直桩支撑的海上高桩承台基础，其特征在于

所述组合桩系统由四根矩形布置的直立嵌岩桩和四根矩形布置的斜桩组成，所述斜桩和直

立嵌岩桩与承台的连接端布置在同一圆周上，斜桩和直立嵌岩桩沿圆周间隔并均匀设置，

通过混凝土进行浇筑固结，形成统一整体。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使用锚索及斜直桩支撑的海上高桩承台基础，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斜桩呈一定的倾斜角度向外侧倾斜，与直桩呈10°-15°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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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使用锚索及斜直桩支撑的海上高桩承台基础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群桩基础及其安装方法，特别涉及一种使用锚索及斜直桩支撑的

海上高桩承台基础。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我国大力开发海洋经济，在近海领域开展了大规模的工程基础设施建设，包

括大跨径桥梁、码头、海洋石油平台、海上风电等结构。在这些结构中，高桩承台被广泛应

用。高桩承台是指底面在地基表面以上的桩基承台。高桩码头均属高桩承台，承台把其上的

荷载分配给桩基，桩基再把荷载传到地基中。由于高桩承台基础能够穿透软弱层而达到较

深的持力层，其承受竖向荷载的能力很强。高桩承台下面一般是群桩基础。目前高桩承台常

使用6根或者8根倾斜的桩基，可以使其部分桩受拉或者受压，以达到设计的抗水平力和抗

倾覆力。

[0003] 在我国东南沿海等省份，其海底的地层结构为：上部主要分布砂层或者黏土层，而

在下部则为基岩，且部分基岩埋置深度较浅。在这这种情况下，传统的斜桩承台可能由于触

碰到基岩面且有一定角度而导致斜桩结构在打入时失稳而无法正常施工。与此同时，由于

斜桩埋深较浅，其所能提供的抗拔力将显著不足。以上原因和隐患使得浅覆盖层基岩地基

中传统斜桩高桩承台基础的应用受到限制。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基于以上工程背景，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使用

锚索提高抗拔力、斜直桩支撑的海上高桩承台基础，解决浅覆盖层岩基地质中的高桩承台

施工困难和服役期承载力不足难题。

[0005] 为此，本实用新型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使用锚索及斜直桩支撑的海上高桩承台基础，包括混凝土承台，其特征在于

所述海上高桩承台基础设有三根以上的直立嵌岩桩和三根以上的斜桩的组合桩系统，且斜

桩被配合以提供承载力的锚索装置；

[0007] 所述斜桩包括穿过土层至基岩表面的倾斜钢管，在基岩顺着所述倾斜钢管设置钻

孔；所述锚索装置是一种可张开的多层锚索，包括锚索、外锚头和内锚头，内锚头为可张开

多层板的锚头结构，所述锚索装置顺着斜桩钢管方向放入，其内锚头的多层结构进入钻孔

中并张开，锚索的上端穿过混凝土承台与外锚头连接，固定在所述承台上，倾斜钢管及所述

钻孔被灌注混凝土，倾斜钢管及所述钻孔内的混凝土连接为一体。

[0008] 进一步地，所述内锚头主要由连接环、方形杆体、锚尖头、锚板、铰链、连接链和扭

转弹簧组成；锚板设置为多层，每一层设置四块围绕方形杆体的锚板，锚板的下端通过铰链

与方形杆体铰接，锚板的上部通过连接链和方形杆体连接，铰链处设置扭转弹簧，该扭转弹

簧可施加扭矩使锚板张开。

[0009] 进一步地，在内锚头端部设置锚尖头；在内锚头尾部设置连接环，可与锚索进行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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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

[0010] 进一步地，所述组合桩系统由四根矩形布置的直立嵌岩桩和四根矩形布置的斜桩

组成，所述斜桩和直立嵌岩桩与承台的连接端布置在同一圆周上，斜桩和直立嵌岩桩沿圆

周间隔并均匀设置，通过混凝土进行浇筑固结，形成统一整体。

[0011] 进一步地，所述的斜桩呈一定的倾斜角度向外侧倾斜，与直桩呈10°-15°布置。

[0012] 本实用新型提出一种使用锚索提高抗拔力、斜直桩支撑的高桩承台基础，既能利

用直桩施工后形成的稳桩平台，为斜桩提供施工期的支撑，便于斜桩的打入和嵌岩，又采用

锚索结构，减少斜桩嵌入基岩的深度，降低斜嵌岩桩施工难度，为斜桩提供较大抗拔力，同

时解决了浅覆盖层岩基地质中的高桩承台施工困难和服役期承载力不足难题。

[0013] 本实用新型的高桩承台有以下优点：斜直组合，通过便于施工的直桩施工和嵌岩，

为斜桩施工提供稳桩平台，便于斜桩的打入和嵌岩；相比于传统斜桩承台，它具有更好的承

载工作性能，通过联合使用直桩和斜桩，通过直桩提供抗压力和抗压力，通过加锚索的斜桩

提供抗拔力，使该结构整体承载力更高，受力更为合理，更能适用于基岩出露较浅的工程地

质条件。

附图说明

[0014] 图1是本实用新型高桩承台的整体示意图；

[0015] 图2是高桩承台俯视图；

[0016] 图3是直立桩结构图；

[0017] 图4是带锚索斜桩示意图；

[0018] 图5是内锚头收拢状态侧面放大示意图；

[0019] 图6是内锚头收拢状态断面放大示意图；

[0020] 图7是内锚头张开状态侧面放大示意图；

[0021] 图8是内锚头张开状态断面示意图；

[0022] 图9是斜桩打入时作为稳桩平台施工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如图1-9所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使用锚索提高抗拔力、斜直桩支撑的海上高桩承

台基础，主要包括混凝土承台1、四根直立嵌岩桩2、四根斜桩3以及配合斜桩提供承载力的

锚索装置4。

[0024] 所述的混凝土承台1一般为圆形承台，8根桩上部插入承台靠近外侧边缘处，通过

混凝土进行浇筑固结，形成统一整体。

[0025] 所述的4根直立嵌岩桩2上部连接至承台，底部嵌入岩体，它主要包括外侧钢管桩

5，壁厚为28-40mm,内部在下放钢筋笼6之后浇筑混凝土，在实际施工中先将钢管桩打入土

体，待遇到岩体无法进一步打入后，下钻机进行钻孔，之后放置钢筋笼6，随后进行混凝土灌

注，则在嵌岩部分形成芯柱混凝土体7，芯柱混凝土体7将桩2同岩体胶结一起，可提供较大

的竖向承载力。四根直立嵌岩桩2呈正方形布置，顶部插入至混凝土承台1外边缘。

[0026] 所述的四根斜桩3呈一定的倾斜角度向外侧倾斜，与4根直桩呈10°-15°布置。斜桩

3在直立桩施工完工后施工，利用直桩提供的稳桩平台作为支撑，进行斜桩的打入和嵌岩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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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斜桩3也包括外侧钢管桩5、内侧钢筋笼6和内部形成的混凝土18，具体的制作方法与直

桩类似。

[0027] 所述斜桩3和直立嵌岩桩2与承台1的连接端布置在同一圆周上。本实施例中，斜桩

3和直立嵌岩桩2沿圆周间隔并均匀设置。

[0028] 所述的配合斜桩提供承载力的锚索装置4是一种可张开的多层锚索结构，张开后

直径与斜桩外径一致，它可以在斜桩打入至基岩后，使用钻机沿倾斜方向继续钻进一定深

度后沿着斜桩内侧壁放入至基岩内。它主要包括锚索8、外锚头17和内锚头9，锚索8主要是

高强螺纹钢构成，外锚头17固定在承台1顶部，穿过承台1的锚索8与外锚头17连接，内锚头9

为可张开多层板的锚头结构，它主要由连接环14、方形杆体13、锚尖头12、锚板10，铰链11，

连接链16和扭转弹簧15组成。锚板10设置为多层，其通过铰链11与方形杆体13铰接，4块锚

板在合拢状态时呈现出圆锥形状态，铰链处设置扭转弹簧15，在内锚头尾部设置连接环14，

可与锚索8进行相连。

[0029] 锚索的安装过程如下：在斜桩打入至基岩面后通过钻机进行进一步钻入，清孔完

毕后，内锚头9下放前，锚板10被解开，收紧的扭转弹簧15自动施加扭矩使锚板张开，内锚头

9在下放时，锚板10依靠扭转弹簧15的弹性而自适应适当缩拢，在内锚头9放入钻孔中后，依

靠扭转弹簧15的弹性而撑紧抵靠钻孔壁，内锚头被推入至钻孔的最深处；另外在内锚头端

部设置锚尖头12，可以方便锚体刺入土中；然后下放钢筋笼，并进行注浆，混凝土灌注完成

并达到一定龄期后通过外锚头对锚索8施加预应力完成安装。

[0030] 本实用新型技术在福建某海上风电工程进行试验，得到有效应用，同时解决了浅

覆盖层岩基地质中的高桩承台施工困难和服役期承载力不足难题。

[0031] 当然，上述说明并非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制，本实用新型也并不限于上述举例，本技

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在本实用新型的范围内，做出的变化、改添加或替换，都应属于本

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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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附　图 1/5 页

6

CN 212506362 U

6



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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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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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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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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