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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坑围护的预应力支撑杆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基坑围护的预应力

支撑杆，包括支撑座、伸缩座、支撑管、连接法兰、

楔铁及千斤顶；本实用新型采用将预应力支撑杆

分解为支撑座、伸缩座、支撑管及连接法兰的基

本构建，由基本构建便捷组合成伸缩管、中间接

管及锚接管，将支撑座与伸缩管结合，配合楔铁

及千斤顶构成支撑杆的预应力施加段，将伸缩管

与一根或多根中间接管结合，构成支撑杆的长度

调节段，将中间接管与锚接管结合，构成支撑杆

插入基坑底以下采用注浆加固形成锚段。本实用

新型具有结构简单，实用方便，施工周期短及在

基坑开挖过程中可以对基坑围护的变形进行修

正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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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坑围护的预应力支撑杆，其特征在于，它包括支撑座（1）、伸缩座（2）、支撑管

（3）、连接法兰（4）、楔铁（5）及千斤顶（6）；

所述支撑座（1）由方形管（11）与方形的座端板（12）构成，方形管（11）上沿轴向设有楔

铁槽（13），方形管（11）垂直焊接在座端板（12）上，且方形管（11）的轴心与座端板（12）的板

中心重合，方形管（11）的两外侧与座端板（12）的端面之间设有千斤顶座（15）；

所述伸缩座（2）为设有圆台（21）的圆形法兰，圆台（21）的中心设有方孔（22）；

所述连接法兰（4）为圆周上设有螺孔的圆形法兰；

所述支撑管（3）的一端设置伸缩座（2）、另一端设置连接法兰（4）构成伸缩管，且伸缩座

（2）的圆台（21）嵌于支撑管（3）内；

所述支撑管（3）的两端设置连接法兰（4）构成中间接管；

所述支撑管（3）的一端设置连接法兰（4）构成锚接管；

所述支撑座（1）的方形管（11）插接在伸缩管上伸缩座（2）的方孔（22）内，千斤顶（6）设

于支撑座（1）与伸缩管之间，且置于支撑座（1）的千斤顶座（15）上；

所述楔铁（5）设于方形管（11）的楔铁槽（13）内；

所述中间接管与伸缩管经螺栓连接；

所述中间接管与锚接管经螺栓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坑围护的预应力支撑杆，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座（1）

上方形管（11）外侧与座端板（12）的端面之间设有数道加强筋板（14）。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坑围护的预应力支撑杆，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管（3）

外侧与伸缩座（2）的圆形法兰的端面之间设有数道加强筋板（14）。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坑围护的预应力支撑杆，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管（3）

外侧与连接法兰（4）的端面之间设有数道加强筋板（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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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坑围护的预应力支撑杆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土建技术领域的基坑施工，尤其是一种基坑围护的预应力支撑

杆。

背景技术

[0002] 深基坑开挖是现代大型建筑地下构筑物的重要施工程序，现有技术基坑的围护及

支撑多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存在的问题是，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围护施工周期长，基坑施工

过程中围护的变形无法调整，围护的支撑杆拆除工作量很大且均无法回收。为克服上述缺

陷，缩短工期、节省成本，关于钢结构基坑的围护及支撑的研发正在进行中，随着研发的不

断推进，钢结构取代钢筋混凝土完成基坑的围护及支撑将成为现实。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而提供的一种基坑围护的预应力支撑

杆，本实用新型采用将预应力支撑杆分解为支撑座、伸缩座、支撑管及连接法兰的基本构

建，由基本构建便捷组合成伸缩管、中间接管及锚接管，将支撑座与伸缩管结合，配合楔铁

及千斤顶构成支撑杆的预应力施加段，将伸缩管与一根或多根中间接管结合，构成支撑杆

的长度调节段，将中间接管与锚接管结合，构成支撑杆插入基坑底以下采用注浆加固形成

锚段。本实用新型具有结构简单，实用方便，施工周期短，在基坑开挖过程中可以对基坑围

护的变形进行修正的优点。

[0004] 实现本实用新型目的的具体技术方案是：

[0005] 一种基坑围护的预应力支撑杆，其特点包括支撑座、伸缩座、支撑管、连接法兰、楔

铁及千斤顶；

[0006] 所述支撑座由方形管与方形的座端板构成，方形管上沿轴向设有楔铁槽，方形管

垂直焊接在座端板上，且方形管的轴心与座端板的板中心重合，方形管的两外侧与座端板

的端面之间设有千斤顶座；

[0007] 所述伸缩座为设有圆台的圆形法兰，圆台的中心设有方孔；

[0008] 所述连接法兰为圆周上设有螺孔的圆形法兰；

[0009] 所述支撑管的一端设置伸缩座、另一端设置连接法兰构成伸缩管，且伸缩座的圆

台嵌于支撑管内；

[0010] 所述支撑管的两端设置连接法兰构成中间接管；

[0011] 所述支撑管的一端设置连接法兰构成锚接管；

[0012] 所述支撑座的方形管插接在伸缩管上伸缩座的方孔内，千斤顶设于支撑座与伸缩

管之间，且置于支撑座的千斤顶座上；

[0013] 所述楔铁设于方形管的楔铁槽内；

[0014] 所述中间接管与伸缩管经螺栓连接；

[0015] 所述中间接管与锚接管经螺栓连接。

说　明　书 1/3 页

3

CN 212294684 U

3



[0016] 所述支撑座上方形管外侧与座端板的端面之间设有数道加强筋板。

[0017] 所述支撑管外侧与伸缩座的圆形法兰的端面之间设有数道加强筋板。

[0018] 所述支撑管外侧与连接法兰的端面之间设有数道加强筋板。

[0019] 本实用新型采用将预应力支撑杆分解为支撑座、伸缩座、支撑管及连接法兰的基

本构建，由基本构建便捷组合成伸缩管、中间接管及锚接管，将支撑座与伸缩管结合，配合

楔铁及千斤顶构成支撑杆的预应力施加段，将伸缩管与一根或多根中间接管结合，构成支

撑杆的长度调节段，将中间接管与锚接管结合，构成支撑杆插入基坑底以下采用注浆加固

形成锚段。本实用新型具有结构简单，实用方便，施工周期短，在基坑开挖过程中可以对基

坑围护的变形进行修正的优点。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2为本实用新型支撑座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3为图2的侧视图；

[0023] 图4为本实用新型伸缩座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5为图4的侧视图；

[0025] 图6为本实用新型伸缩管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7为图6的A—A截面示意图；

[0027] 图8为图6的B—B截面示意图；

[0028] 图9为本实用新型中间接管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10为本实用新型锚接管的结构示意图；

[0030] 图11为本实用新型用于水平支撑杆的使用状态示意图；

[0031] 图12为本实用新型用于斜支撑杆的使用状态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参阅图1，本实用新型包括包括支撑座1、伸缩座2、支撑管3、连接法兰4、楔铁5及千

斤顶6。

[0033] 参阅图1、图2、图3，所述支撑座1由方形管11与方形的座端板12构成，方形管11上

沿轴向设有楔铁槽13，方形管11垂直焊接在座端板12上，且方形管11的轴心与座端板12的

板中心重合，方形管11的两外侧与座端板12的端面之间设有千斤顶座15。

[0034] 参阅图1、图4、图5、图6，所述伸缩座2为设有圆台21的圆形法兰，圆台21的中心设

有方孔22。

[0035] 参阅图1、图6、图9、图10，所述连接法兰4为圆周上设有螺孔的圆形法兰。

[0036] 参阅图1、图6，所述支撑管3的一端设置伸缩座2、另一端设置连接法兰4构成伸缩

管，且伸缩座2的圆台21嵌于支撑管3内。

[0037] 参阅图1、图9，所述支撑管3的两端设置连接法兰4构成中间接管。

[0038] 参阅图1、图10，所述支撑管3的一端设置连接法兰4构成锚接管。

[0039] 参阅图1、图2、图6，所述支撑座1的方形管11插接在伸缩管上伸缩座2的方孔22内，

千斤顶6设于支撑座1与伸缩管之间，且置于支撑座1的千斤顶座15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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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0] 参阅图1、图2、图3，所述楔铁5设于方形管11的楔铁槽13内。

[0041] 参阅图1、图6、图9，所述中间接管与伸缩管经螺栓连接。

[0042] 参阅图1、图9、图10，所述中间接管与锚接管经螺栓连接。

[0043] 参阅图1、图6、图9、图10，所述支撑座1上方形管11外侧与座端板12的端面之间设

有数道加强筋板14。

[0044] 参阅图1、图4、图5、图6，所述支撑管3外侧与伸缩座2的圆形法兰的端面之间设有

数道加强筋板14。

[0045] 参阅图1、图6、图9、图10，所述支撑管3外侧与连接法兰4的端面之间设有数道加强

筋板14。

[0046] 本实用新型是这样工作的：

[0047] 实施例1

[0048] 参阅图1、图11，本实用新型用于两横梁之间的水平支撑杆，选用本实用新型支撑

座1、伸缩管及中间接管，首先将支撑座1的方形管11插接在伸缩管上伸缩座2的方孔22内，

将中间接管与伸缩管经连接法兰4连接；

[0049] 将支撑座1的座端板12与一横梁的支撑点连接，将伸缩管末端的连接法兰4与另一

横梁的支撑点连接，将两只千斤顶6设于支撑座1与伸缩管之间，且置于支撑座1两侧的千斤

顶座15上，将千斤顶6与液压站连接，本实用新型连接完毕。

[0050] 参阅图1、图11，启动液压站，千斤顶6工作，两横梁之间的水平支撑杆向两横梁之

间施加预应力，在千斤顶6的作用下，支撑座1上的方形管11逐渐从伸缩管上伸缩座2的方孔

22内移出，同时，方形管11上的楔铁槽13由伸缩座2的端面移出，待液压站达到设定的工作

压力，将楔铁5楔入方形管11上的楔铁槽13与伸缩座2的端面之间，液压站卸荷，千斤顶6复

位，待后续支撑使用，水平支撑杆在两横梁之间施加预应力完成。

[0051] 实施例2

[0052] 参阅图1、图12，本实用新型用于围护圈梁与基坑地基之间的斜支撑杆，选用本实

用新型支撑座1、伸缩管、中间接管及锚接管，首先按设计要求将锚接管的末端插入基坑底

以下的土体内，采用高压注浆对锚接管的末端进行注浆形成混凝土桩基，提高斜支撑杆的

承载力；

[0053] 将支撑座1的方形管11插接在伸缩管上伸缩座2的方孔22内，将中间接管与伸缩管

经连接法兰4连接，将锚接管与中间接管经连接法兰4连接，按斜支撑杆的设计长度，中间接

管可选用一根或多根；

[0054] 最后，将支撑座1的座端板12与圈梁的支撑点连接，将两只千斤顶6设于支撑座1与

伸缩管之间，且置于支撑座1两侧的千斤顶座15上，将千斤顶6与液压站连接，本实用新型连

接完毕。

[0055] 参阅图1、图12，启动液压站，千斤顶6工作，斜支撑杆向圈梁施加预应力，在千斤顶

6的作用下，支撑座1上的方形管11逐渐从伸缩管上伸缩座2的方孔22内移出，同时，方形管

11上的楔铁槽13由伸缩座2的端面移出，待液压站达到设定的工作压力，将楔铁5楔入方形

管11上的楔铁槽13与伸缩座2的端面之间，液压站卸荷，千斤顶6复位，待后续支撑使用，斜

支撑杆在围护圈梁与基坑地基之间施加预应力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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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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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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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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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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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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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说　明　书　附　图 6/7 页

11

CN 212294684 U

11



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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