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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沙土液化的高频排

水桩，从内到外依次包括不透水桩芯、与所述桩

芯同心轴的透水桩壳，所述桩芯的顶端固定连接

有截面为梯形的不透水桩顶，所述桩芯的底端固

定连接有锥形的不透水桩尖，所述桩尖、桩顶、桩

芯由钢筋网架和混凝土制备而成，所述桩顶、桩

尖的直径大于桩芯的直径，所述桩壳位于所述桩

顶与所述桩尖之间；所述桩芯开设有第一排水

槽、第二排水槽、排水通道，所述第一排水槽沿着

桩芯的长度方向开设在其侧表面，所述第二排水

槽沿着桩芯的长度方向开设在其顶面，所述排水

通道用于连通所述第一排水槽和所述第二排水

槽；桩顶沿着其高度方向开设有通孔，所述通孔

与所述第二排水槽密封连接。本发明排水能力良

好，承载能力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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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沙土液化的高频排水桩，其特征在于：从内到外依次包括不透水桩芯、与所

述桩芯同心轴的透水桩壳，所述桩芯的顶端固定连接有截面为梯形的不透水桩顶，所述桩

芯的底端固定连接有锥形的不透水桩尖，所述桩尖、桩顶、桩芯由钢筋网架和混凝土制备而

成，所述桩顶、桩尖的直径大于桩芯的直径，所述桩壳位于所述桩顶与所述桩尖之间；所述

桩芯开设有第一排水槽、第二排水槽、排水通道，所述第一排水槽沿着桩芯的长度方向开设

在其侧表面，所述第二排水槽沿着桩芯的长度方向开设在其顶面，所述排水通道用于连通

所述第一排水槽和所述第二排水槽；所述桩顶沿着其高度方向开设有通孔，所述通孔与所

述第二排水槽密封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沙土液化的高频排水桩，其特征在于：所述钢筋网架

包括位于所述桩芯内的两层钢筋网，所述钢筋网之间通过斜向钢筋进行连接固定。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用于沙土液化的高频排水桩，其特征在于：所述钢筋网包

括横向钢筋和竖向钢筋，所述竖向钢筋的两端分别伸入到所述桩顶和所述桩尖。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用于沙土液化的高频排水桩，其特征在于：所述钢筋网架

还包括位于所述桩顶内的水平钢筋网，所述水平钢筋网与伸入到所述桩顶内的竖向钢筋固

定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沙土液化的高频排水桩，其特征在于：所述桩壳的外

表面呈波浪形。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沙土液化的高频排水桩，其特征在于：所述桩芯的外

表面铺设有一层透水土工布，所述透水土工布位于所述第一排水槽的顶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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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沙土液化的高频排水桩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这一种排水桩，具体来说，是一种用于沙土液化的高频排水桩。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桩基础逐渐成为应用最广泛的一种基础形式。桩基础

因其施工速度快、施工工期短、加固处理深度大、承载力大、稳定性好、沉降值小、对各种地

质条件及荷载情况适应性强等方面的显著优势，日益广泛应用于高层建筑、重型厂房、公

路、桥梁、近海工程等诸多领域。伴随着装基础的大范围应用，一些存在的问题也逐渐暴露

出来。近年来随着人类对地震灾害本质认识的进一步加深以及对地震危害资料的不断累

积，发现普遍存在着这样一种现象，即由于液化土层中桩的破坏所导致的基础的失效及上

部结构的破坏，且其带来的后果是相当严重甚至是灾难性的。因此，地震作用下位于可液化

土层中的桩基性能的研究已经成为当今岩土地震工程领域的一个热点课题。

[0003] 依据地基土体的性质，桩基的震害可划分为液化土层中的震害和非液化土层中的

震害两种典型形式。国内外震害调查结果均表明，液化地基中桩的易损坏程度及其带来的

破坏程度均远远超过处于非液化地基中的桩。

[0004] 李雨润，袁晓敏通过对多次地震中的桩基震害总结发现，较小地震力下液化导致

地基丧失承载力，土体产生大变形和滑移，容易使大多数桩基破坏，而非液化地基下桩基破

坏主要由于强地震力引起，因此液化场地下桩基破坏远比非液化场地严重。总结房屋、桥梁

和码头桩基震害时发现，软弱可液化地基下桩基破坏占据了破坏的绝大部分，其中液化土

体侧向扩展对桩基造成的损坏被认为是具有普遍性的一种破坏形式。液化造成土体很快进

入非线性工作状态，致使桩基发生横向大变位，由此造成的损失比其他原因引起的破坏要

大得多。

[0005] 在地震过程中，随着孔隙水压力的上升，有效应力降低，导致土体模量和强度降

低，液化土层的侧阻和横向抗力有所折减，在一定条件下桩体在液化土体和上部结构体系

惯性力的共同作用下发生变形甚至破坏。

[0006] 防止土体液化最有效的途径是排水，减小孔隙水压力的威胁，减小液化的危险性。

而最常用的方法是设置排水桩，排水桩既要有排水铜带来抵抗地基液化，又要对房屋有承

载力。现有排水桩要么抗压承载能力不高，抗拔承载能力很小；要么排水性能不好。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目的是旨在提供了一种用于防止沙土液化的高频排水桩，排水能力良好，

承载能力高。

[0008] 为实现上述技术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9] 一种用于沙土液化的高频排水桩，从内到外依次包括不透水桩芯、与所述桩芯同

心轴的透水桩壳，所述桩芯的顶端固定连接有截面为梯形的不透水桩顶，所述桩芯的底端

固定连接有锥形的不透水桩尖，所述桩尖、桩顶、桩芯由钢筋网架和混凝土制备而成，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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桩顶、桩尖的直径大于桩芯的直径，所述桩壳位于所述桩顶与所述桩尖之间；所述桩芯开设

有第一排水槽、第二排水槽、排水通道，所述第一排水槽沿着桩芯的长度方向开设在其侧表

面，所述第二排水槽沿着桩芯的长度方向开设在其顶面，所述排水通道用于连通所述第一

排水槽和所述第二排水槽；所述桩顶沿着其高度方向开设有通孔，所述通孔与所述第二排

水槽密封连接。

[0010]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的发明，将透水的桩壳设置在圆锥形的桩尖和梯形的桩顶之

间，可提高排水桩的整体性、抗拔承载力、抗压承载力。桩尖、桩顶、桩芯由钢筋网架和混凝

土制备而成，同样可提高其整体性和承载能力。可液化层中的空隙水通过透水桩壳、第一排

水槽、第二排水槽、排水通道、通孔排出，达到消除液化的目的。在将排水桩打入预设深度

后，在排水通道顶端插入排水管，通过真空泵将可液化层中的孔隙水进行排除，真空泵使得

排水桩形成负压，抽排地下水和产生真空，可预先降低地下水的含量和有效应力，当地下水

的含量降低到可夯实的标准时，进行夯实，使得可液化土快速固结。当地震时，如果产生超

静孔隙水，由于排水桩处于微弱的负压状态，孔隙水从透水桩壳、第一排水槽、第二排水槽、

排水通道进行消散，从而达到消除液化的目的。

[0011] 作为本发明一种用于沙土液化的高频排水桩的一种优选，所述钢筋网架包括位于

所述桩芯内的两层钢筋网，所述钢筋网之间通过斜向钢筋进行连接固定。

[0012] 作为本发明一种用于沙土液化的高频排水桩的另一种优选，所述钢筋网包括横向

钢筋和竖向钢筋，所述竖向钢筋的两端分别伸入到所述桩顶和所述桩尖。

[0013] 作为本发明一种用于沙土液化的高频排水桩的又一种优选，所述钢筋网架还包括

位于所述桩顶内的水平钢筋网，所述水平钢筋网与伸入到所述桩顶内的竖向钢筋固定连

接。

[0014] 双层钢筋网之间通过斜向钢筋固定、竖向钢筋两端伸入桩顶和桩尖、桩顶设置水

平钢筋、水平钢筋并与竖向钢筋焊接固定，可提高桩尖、桩顶、桩芯的整体性，提高其抗压承

载能力和抗拔承载能力。

[0015] 作为本发明一种用于沙土液化的高频排水桩的再一种优选，所述桩壳的外表面呈

波浪形。

[0016] 波浪形能增大接触面积，当产生孔隙水时，能更快的经透水壳体、第一排水槽、排

水通道、第二排水槽、通孔消散。

[0017] 作为本发明一种用于沙土液化的高频排水桩的另一种优选，所述桩芯的外表面铺

设有一层透水土工布，所述透水土工布位于所述第一排水槽的顶面。

[0018] 透水土工布即可提高抗拉强度，又可避免第一排水槽被封堵。

附图说明

[0019] 本发明可以通过附图给出的非限定性实施例进一步说明；

[0020] 图1为本发明去掉排水线路后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2为本发明去掉钢筋网架后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3为图2中A-A的截面示意图；

[0023] 图4为钢筋网架的放大结构示意图；

[0024] 图5为图3中B的放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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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主要元件符号说明如下：

[0026] 桩芯1、第一排水槽11、第二排水槽12、排水通道13、透水土工布14、桩壳2、桩顶3、

通孔31、桩尖4、钢筋网51、横向钢筋511、竖向钢筋512、斜向钢筋52、水平钢筋网53。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为了使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更好地理解本发明，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

明技术方案进一步说明。

[0028] 如图1、2、3、4、5所示，一种用于沙土液化的高频排水桩，从内到外依次包括不透水

桩芯、与桩芯同心轴的透水桩壳，桩芯的顶端固定连接有截面为梯形的不透水桩顶，桩芯的

底端固定连接有锥形的不透水桩尖，桩尖、桩顶、桩芯由钢筋网架和混凝土制备而成，桩顶、

桩尖的直径大于桩芯的直径，桩壳位于桩顶与桩尖之间；桩芯开设有第一排水槽、第二排水

槽、排水通道，第一排水槽沿着桩芯的长度方向开设在其侧表面，第二排水槽沿着桩芯的长

度方向开设在其顶面，排水通道用于连通第一排水槽和第二排水槽；桩顶沿着其高度方向

开设有通孔，通孔与第二排水槽密封连接。

[0029] 钢筋网架包括位于桩芯内的两层钢筋网，钢筋网之间通过斜向钢筋进行连接固

定。

[0030] 钢筋网包括横向钢筋和竖向钢筋，竖向钢筋的两端分别伸入到桩顶和桩尖。

[0031] 钢筋网架还包括位于桩顶内的水平钢筋网，水平钢筋网与伸入到桩顶内的竖向钢

筋固定连接。

[0032] 桩壳的外表面呈波浪形。

[0033] 桩芯的外表面铺设有一层透水土工布，透水土工布位于第一排水槽的顶面。

[0034] 将透水的桩壳设置在圆锥形的桩尖和梯形的桩顶之间，可提高排水桩的整体性、

抗拔承载力、抗压承载力。桩尖、桩顶、桩芯由钢筋网架和混凝土制备而成，同样可提高其整

体性和承载能力。可液化层中的空隙水通过透水桩壳、第一排水槽、第二排水槽、排水通道、

通孔排出，达到消除液化的目的。在将排水桩打入预设深度后，在排水通道顶端插入排水

管，通过真空泵将可液化层中的孔隙水进行排除，真空泵使得排水桩形成负压，抽排地下水

和产生真空，可预先降低地下水的含量和有效应力，当地下水的含量降低到可夯实的标准

时，进行夯实，使得可液化土快速固结。当地震时，如果产生超静孔隙水，由于排水桩处于微

弱的负压状态，孔隙水从透水桩壳、第一排水槽、第二排水槽、排水通道进行消散，从而达到

消除液化的目的。

[0035] 双层钢筋网之间通过斜向钢筋固定、竖向钢筋两端伸入桩顶和桩尖、桩顶设置水

平钢筋、水平钢筋并与竖向钢筋焊接固定，可提高桩尖、桩顶、桩芯的整体性，提高其抗压承

载能力和抗拔承载能力。

[0036] 以上对本发明提供的一种用于沙土液化的高频排水桩进行了详细介绍。具体实施

例的说明只是用于帮助理解本发明的方法及其核心思想。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

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对本发明进行若干改进和修饰，这

些改进和修饰也落入本发明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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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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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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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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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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