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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使地螺丝微型钢管桩的设计、施工做到安全可靠、技术先

进、经济合理、保护环境和确保质量，制定本规程。

1.0.2 本规程适用于各种轻型建(构)筑物及小型市政、园林等工程

地螺丝微型钢管桩的设计、施工、质量检查与验收。

1.0.3 地螺丝微型钢管桩的设计与施工应因地制宜，综合考虑地质

条件、环境条件、建（构）筑物的结构类型、荷载特征及施工设备

性能等因素，结合当地经验使用。

1.0.4 地螺丝微型钢管桩的设计、施工、质量检查与验收，除应符

合本规程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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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1 术 语

2.1.1 地螺丝微型钢管桩 ground screw micro steel pipe pile

一种桩径小于 220mm，桩下部带有桩身增大螺纹或大叶片段的

挤土钢管桩。

2.1.2 螺纹段 screw shape section

桩身下部由焊在桩身外侧的连续螺纹组成的桩身增大部分。

2.1.3 大叶片 large helical blade

桩身下部由焊在桩身外侧非连续钢板旋片组成的桩身增大部

分。

2.1.4 桩身 pile shaft

经过热锻或机加工而成不同规格的钢管。

2.1.5 螺纹/大叶片倾角 helical blade inclination

连续螺纹或非连续大叶片的叶片腹面法线方向与桩身轴线方向

的夹角。

2.1.6 螺距 screw pitch

连续螺纹的间距。

2.1.7 叶片间距 large blade spacing

两组非连续大叶片沿桩身方向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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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 顶部连接件 top connector

桩身顶端部用于连接上部构件并传递上部荷载的工件。

2.1.9 桩端钻头 pile end drill

桩身底端部的锥型尖头，或由合金材料制成的不同尺寸麻花钻

头。

2.2 符 号

2.2.1 作用和作用效应

Fk—按荷载效应标准组合计算的作用于承台顶面的竖向力；

Gk—桩基承台和承台上土自重标准值；

Hk—按荷载效应标准组合计算的作用于承台底面的水平力；

Hik—按荷载效应标准组合计算的作用于第 i 基桩或复合基

桩的水平力；

Mxk、Myk—按荷载效应标准组合计算的作用于承台底面的外力，绕

通过桩群形心的 x、y主轴的力矩；

Nik—荷载效应标准组合偏心竖向力作用下第 i 基桩或复合

基桩的竖向力。

2.2.2 抗力和材料性能

qsik—单桩第 i层土的极限侧阻力标准值；

qpk—单桩极限端阻力标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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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k—单桩竖向极限承载力标准值；

R—基桩或复合基桩竖向承载力特征值；

Rha—单桩水平承载力特征值；

Tuk—基桩抗拔极限承载力标准值

f —钢材的抗压、抗拉及抗弯强度设计值；

fy—钢筋抗拉强度设计值。

2.2.3 几何参数

Ap—桩端螺纹或大叶片外包面积；

Aps—桩身钢管壁净截面面积；

d —桩身直杆段直径；

D—桩身螺纹或大叶片直径;

L—桩身长度；

u —桩身直杆段周长；

U —桩身大叶片周长。

2.2.4 计算系数

λ—基桩抗拔系数；

si —基桩螺旋段极限侧阻力标准值的增大修正系数；

p —基桩非连续大叶片底极限端阻力标准值修正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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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 本 规 定

3.1 一 般 规 定

3.1.1 地螺丝微型钢管桩适用于填土、粉土、黏性土、砂土、松散～

中密的碎石土、全风化岩和强风化软质岩等地层，对于新近填土、

饱和软黏土应通过现场试验确定其适用性。桩的选型可按本规程附

录 A进行。

3.1.2 地螺丝微型钢管桩基础应采用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和正常使用

极限状态设计。

3.1.3 桩基设计应具备以下资料：

1 岩土工程勘察资料：

1） 场地岩土的分布特征和岩土工程参数；

2） 粗粒土的粒度组成和密实程度；

3） 特殊性土的特性及工程评价；

4） 地下水类型、水位埋深、水位年变化幅度及抗浮设计水

位；

5） 土、水的腐蚀性评价；

6） 场地抗震设防烈度和场地类别及液化土层的评价资料。

2 场地与环境条件资料:

1） 场地现状，包括交通设施、高压架空线、地下管线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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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构筑物的分布；

2） 相邻建（构）筑物安全等级、基础形式及埋置深度。

3 建（构）筑物的有关资料：

1） 建（构）筑物的总平面布置图；

2） 建（构）筑物的结构类型、荷载，建筑物的使用条件和

基础竖向及水平位移的要求；

3） 建筑结构的安全等级。

3.2 桩身构造和桩制作

3.2.1 地螺丝微型钢管桩可分为连续螺纹型和非连续大叶片型。桩

身构造应符合本规程附录 B的有关规定。

1 桩身材料宜采用 Q235、Q345的普碳钢或低合金钢管，桩身

钢管壁厚度不应小于 4mm。

2 桩身与连接件、螺纹或叶片的焊接应符合《钢结构工程施工

质量验收标准》GB50205和《钢结构焊接规范》GB50661的相关规

定。

3 根据不同的地质条件，桩端可采用圆尖型或合金麻花钻头，

其强度和焊接应满足桩的钻进要求。

4 桩顶部连接件与上部结构连接形式可按本规程附录 C选用，

其连接强度应满足桩与上部构件之间的传力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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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桩径和桩的单节长度可按本规程附录 D的规定取值。

6 非连续大叶片型桩的相邻大叶片间距不宜小于 2D，每根桩

的大叶片数量不宜超过 3个。

3.2.2 桩的制作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桩宜在工厂内加工制作，成品桩运输至施工现场应采取可靠

的防止桩体撞击、保护螺纹和大叶片等措施。

2 桩防腐采用热镀锌或热喷锌时，锌层应均匀并与桩身结合牢

固，锌层厚度不应小于 80μm，桩的防腐涂层不得有漏涂、起皮、

鼓泡、裂纹、掉块及明显划伤、损伤等缺陷。

3 桩的制作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3.2.2的规定。

表 3.2.2 地螺丝微型钢管桩制作允许偏差

项 目
允 许 偏 差

单 位 数 值

桩体
外径 mm ±0.5

长度 mm ±25.0

螺纹、叶片

长度 mm ±25.0

宽度 mm ±1.0

螺距 mm ±2.0

连接件

螺栓孔距 mm ±1.0

端板平整度 mm ≤2.0

端板与桩身轴线不垂直度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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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桩的耐久性要求

3.3.1 应根据岩土的腐蚀环境条件和颗粒构成采用不同的防腐处

理方法。

3.3.2 强腐蚀环境中不宜采用地螺丝微型钢管桩，腐蚀等级为中及

以下岩土环境中地螺丝微型钢管桩基础的防腐处理应符合下列规

定：

1 颗粒较细、土质疏松且不含块石的土层，桩的防腐可采用外

表面涂防腐层等措施进行处理；当钢管桩内壁同外界隔绝时，可不

考虑内壁防腐；

2 当土中含有较多的粗颗粒物质或块石时，桩体可采用特殊耐

腐蚀材料，也可增加桩体管壁及螺纹或叶片厚度，留有一定的腐蚀

裕量进行防腐处理；

3 当桩的腐蚀速率无实测资料时可按表 3.3.2确定。

3.3.3 桩的耐久性设计除应满足本规程的相关规定外，尚应符合现

行国家标准《工业建筑防腐蚀设计规范》 GB 50046的规定。

表 3.3.2 地螺丝微型钢管桩年腐蚀速率

桩所处环境 单面腐蚀率（mm/y）

地面以上 无腐蚀性气体或腐蚀性挥发介质 0.05～0.1

地面以下

水位以上 0.05

水位以下 0.03

水位波动区 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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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桩 的 布 置

3.4.1 基桩的最小中心距应符合表 3.4.1的规定；当施工中采取减小

挤土效应的可靠措施时，可根据当地经验适当减小。

表 3.4.1 基桩的最小中心距

地基土的类型
排数不少于 3 排且桩数不少于 9根

的摩擦型桩基
其他情况

非饱和土、饱和非黏性土 3.5 D 3.0 D

饱和黏性土 4.0 D 3.5 D

注： D—桩身螺纹或大叶片的直径。

3.4.2 基桩应选择厚度较大、分布稳定、工程性质较好的地层作为

桩端持力层。桩端全断面进入持力层的深度（不包含桩尖部分），

对于黏性土、粉土不宜小于 2d ，砂土不宜小于 1.5d，碎石类土不宜

小于 1d。当存在软弱下卧层时，桩端以下硬持力层厚度不宜小于 3D。

3.4.3 抗震设防区桩基，桩进入液化土层以下稳定土层的长度（不

包括桩尖部分）应按计算确定；对于碎石土，砾、粗、中砂，密实

粉土，坚硬黏性土不应小于（2～3）d，对其他非岩石土不宜小于（4～

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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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桩 基 计 算

4.1 桩顶作用效应计算

4.1.1 对于一般建筑物和受水平力（包括力矩与水平剪力）较小的

建筑群桩基础，应按下列公式计算群桩中基桩或复合基桩的桩顶作

用效应：

1 竖向力

轴心竖向力作用下

n
GFN kk

k


 (4.1.1-1)

偏心竖向力作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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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iyk

j

ixkkk
ik x

xM

y
yM

n
GF

N (4.1.1-2)

2 水平力

n
HH k

ik 
(4.1.1-3)

式中： kF—荷载效应标准组合下，作用于承台顶面的竖向

力；

kG —桩基承台和承台上土自重标准值，对稳定的地

下水位以下部分应扣除水的浮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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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 —荷载效应标准组合轴心竖向力作用下，基桩或

复合基桩的平均竖向力；

ikN —荷载效应标准组合偏心竖向力作用下，第 i

基桩或复合基桩的竖向力；

xkM 、 ykM —荷载效应标准组合下，作用于承台底面，绕

通过桩群形心的 x、 y主轴的力矩；

ix 、 jx 、 iy 、 jy —第 i、j基桩或复合基桩至 y、x轴的距离；

kH —荷载效应标准组合下，作用于桩基承台底面的

水平力；

kiH —荷载效应标准组合下，作用于第 i基桩或复合

基桩的水平力；

n—桩基中的桩数。

4.1.2 对于主要承受竖向荷载的抗震设防区低承台桩基，在同时满

足下列条件时，桩顶作用效应计算可不考虑地震作用：

1 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规定可不

进行桩基抗震承载力验算的建筑物；

2 建筑场地位于建筑抗震的有利地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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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竖向承载力计算

4.2.1 桩基竖向承载力应按下式计算：

1 荷载效应标准组合：

轴心竖向力作用下

RNk  (4.2.1-1)

偏心竖向力作用下除满足上式外，尚应满足下式的要求：

RNk 2.1max  (4.2.1-2)

2 地震作用效应和荷载效应标准组合：

轴心竖向力作用下

RN Ek 25.1 (4.2.1-3)

偏心竖向力作用下，除满足上式外，尚应满足下式的要求：

RN Ek 5.1max  (4.2.1-4)

式中： kN —荷载效应标准组合轴心竖向力作用下，基桩或复合基桩

的平均竖向力；

maxkN —荷载效应标准组合偏心竖向力作用下，桩顶最大竖向

力；

EkN —地震作用效应和荷载效应标准组合下，基桩或复合基桩

的平均竖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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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EkN —地震作用效应和荷载效应标准组合下，基桩或复合基桩

的最大竖向力；

R—基桩或复合基桩竖向承载力特征值。

4.2.2 单桩竖向承载力特征值 Ra应按下式计算：

kua Q
K

R 1
 (4.2.2)

式中： kuQ —单桩竖向极限承载力标准值；

K—安全系数，取 K＝2。

4.3 单桩竖向极限承载力

4.3.1 地螺丝微型钢管桩单桩竖向极限承载力标准值应通过现场单

桩竖向静载荷试验确定。

4.3.2 当根据土的物理指标与承载力参数之间的经验关系确定单桩

竖向极限承载力标准值时，宜按下式估算：

1 连续螺纹型桩

ppkisiksiisikuk AqlqulquQ    (4.3.2-1）

2 非连续大叶片型桩

pipikpisikuk AqlquQ    (4.3.2-2）

式中： sikq —桩侧第i层土的极限侧阻力标准值，如无当地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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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可按表4.3.2-1取值；

pkq 、 pikq —分别为连续螺纹型桩和非连续大叶片型桩端极限

端阻力标准值，如无当地经验时，可按表 4.3.2-2

取值；

u—桩身直杆段周长；

pA —桩端螺纹外围面积；

piA —非连续大叶片型桩第 i个大叶片投影面积,自桩端

向上第 1个大叶片投影面积包含钢管面积，其余

均为扣除钢管面积后的大叶片投影面积；

il —桩侧第 i层土的厚度；

si —连续螺纹段的极限侧阻力标准值的修正系数，宜

取 1.1~1.6；松散～稍密砂土和软塑状态黏性土宜

取低值，密实砂土、硬塑状态黏性土、全风化岩

及强风化软质岩宜取高值，可根据现场单桩静载

试验结果或当地的试桩资料进行验证和调整。

p —非连续大叶片底极限端阻力标准值修正系数，单

个大叶片时，宜取 0.40～0.60，桩身设置 2～3个

大叶片时，宜取 0.25～0.40，叶片数量多时取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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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表 4.3.2-1 桩的极限侧阻力标准值 qsik(kPa)

土的名称 土的状态 qsik
填土 22～30

淤泥 14～20

淤泥质土 22～30

黏性土

流塑

软塑

可塑

硬可塑

硬塑

坚硬

IL>1

0.75< IL≤1

0.50< IL≤0.75

0.25 <IL≤0.50

0< IL≤0.25

IL≤0

24～40

40～55

55～70

70～86

86～98

98～105

红黏土

0.7< wa ≤1 13～32

0.5< wa ≤0.7 32～74

粉土

稍密

中密

密实

e>0.9

0.75≤e≤0.9

e<0.75

26～46

46～66

66～88

粉细砂

稍密

中密

密实

10<N≤15

15<N≤30

N>30

24～48

48～66

66～88

中砂
中密

密实

15<N≤30

N>30

54～74

74～95

粗砂
中密

密实

15<N≤30

N>30

74～95

95～116

砾砂
稍密

中密(密实)

5<N63.5≤15

N63.5>15

70～110

116～138

圆砾、角砾 中密、密实 N63.5>10 160～200

碎石、卵石 中密、密实 N63.5>10 20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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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风化软质岩 30<N≤50 100～120

全风化硬质岩 30<N≤50 140～160

强风化软质岩 N63.5>10 160～240

注： 1 对于尚未完成自重固结的填土和以生活垃圾为主的杂填土，不计算其侧阻力；

2 wa 为含水比， lw wwa / ，w为土的天然含水量，wl为土的液限；

3 N为标准贯入击数；N63.5为重型圆锥动力触探击数；

4 全风化、强风化软质岩和全风化硬质岩系指其母岩分别为 frk≤15MPa 、frk>30MPa

的岩石。

表 4.3.2-2 桩的极限端阻力标准值 qpk（kPa）

土的名称 土的状态 qpk

黏性土

软塑 0.75<IL≤1 210～850

可塑 0.50<IL≤0.75 850～1700

硬可塑 0.25<IL≤0.50 1500～2300

硬塑 0<IL≤0.25 2500～3800

粉土
中密 0.75≤e≤0.9 950～1700

密实 e<0.75 1500～2600

粉砂
稍密 10<N≤15 1000～1600

中密、密实 N>15 1400～2200

细砂

中密、密实 N>15

2500～4000

中砂 4000～6000

粗砂 5700～7500

砾砂

中密、密实

N>15 6000～9500

角砾、圆砾 N63.5>10 70001～0000

碎石、卵石 N63.5>10 8000～11000

全风化软质岩 30<N≤50 4000～6000

全风化硬质岩 30<N≤50 5000～8000

强风化软质岩 N63.5>10 6000～9000

注：1 砂土和碎石类土中桩的极限端阻力取值，宜综合考虑土的密实度，桩端进入持力层的

深径比 hb/d，土愈密实，hb/d愈大，取值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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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全风化、强风化软质岩和全风化硬质岩指其母岩分别为 frk≤15MPa 、frk>30MPa的岩

石。

4.4 抗拔承载力验算

4.4.1 承受拔力的桩基，应按下列公式计算基桩的抗拔承载力：

pukk GTN  2/
（4.4.1）

式中： kN ——按荷载效应标准组合计算的基桩拔力；

ukT ——基桩的抗拔极限承载力标准值，可按本标准第 4.4.2

条确定；

PG ——基桩自重，地下水位以下取浮重度。

4.4.2 基桩的抗拔极限承载力标准值的确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基桩的抗拔极限承载力标准值宜通过现场单桩上拔静载荷试

验或当地经验确定，如无当地经验时，基桩的抗拔极限载力标准值

可按下式计算：

1 连续螺纹型桩

isiksiiisikiuk lqulquT    (4.4.2-1)

2 非连续大叶片型桩

iisikiisikiuk LUqulquT    （4.4.2-2）

式中：u、 sikq 、 il 、 si 、—同 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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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桩身大叶片间距;

iU —桩身大叶片周长;

i —抗拔系数，可按表 4.4.2取值。

表 4.4.2 抗拔系数

土类 值

砂土 0.50～0.70

黏性土、粉土 0.70～0.80

注：桩长 l与桩身直径 d 之比小于 20时， 取小值。

4.5 单桩水平承载力计算

4.5.1 受水平荷载的建（构）筑物，单桩基础和群桩中基桩应满足

下式要求：

aik hH R （4.5.1）

式中：
ikH —在荷载效应标准组合下，作用于基桩 i顶处的水平力；

ahR —单桩水平承载力特征值。

4.5.2 基桩单桩水平承载力特征值的确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基桩单桩水平承载力特征值应通过单桩水平静载荷试验确

定，试验方法应按《建筑基桩检测技术标准》JGJ 106执行；

2 可根据静载荷试验结果取地面处水平位移为 10mm 所对应

荷载的 75%作为单桩水平承载力特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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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桩身承载力计算

4.6.1 受压桩应按下式计算：

psN fA (4.6.1)

式中：N——荷载效应基本组合下的桩顶轴向压力设计值；

f —－钢材的抗压、抗拉及抗弯强度设计值；

Aps ——桩身钢材截面面积。

4.6.2 抗拔桩应按下式计算：

psN fA (4.6.2.1)

式中：N——荷载效应基本组合下的桩顶轴向拉力设计值；

f ——钢材的抗压、抗拉及抗弯强度设计值；

Aps ——桩身钢材截面面积；

抗拔桩采用钢筋与混凝土承台进行锚固时，锚固长度不小于 35d

（钢筋直径），桩顶 焊接钢筋截面面积按公式

（4.6.2.2）验算。

（4.6.2.2）

式中： syA ——抗桩连接所需钢筋面积；

kN ——按荷载效应标准组合计算的基桩拔力，按本规程公式

（4.4.1）取值；

2 /sy k yA N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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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f ——钢筋抗拉强度设计值。

4.6.3 螺纹和叶片厚度应满足其承受土阻力所形成弯剪应力，宜符

合本规程附录 D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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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地螺丝微型钢管桩施工

5.1 一 般 规 定

5.1.1 桩施工应具备下列资料：

1 场地的岩土工程勘察资料；

2 桩制作设计图及技术要求文件；

3 桩基工程施工图、图纸会审及其它相关资料文件；

4 桩基施工组织设计；

5 建筑场地及周边环境条件、邻近区域内的地下管线、地下构

筑物等调查资料；

6 地螺丝微型钢管桩出厂合格证。

5.1.2 地螺丝微型钢管桩加工、制作应按设计图纸和技术文件要求

进行，成品桩进场应检查验收合格后方可进行施工。

5.2 桩 基 施 工

5.2.1 桩施工前应先进行试成桩，按设计文件和标准要求确定施工

过程中的各项施工质量控制参数；当设计有要求或地质条件复杂时，

施工前应进行试验桩检测，确定单桩极限承载力。

5.2.2 桩基施工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根据桩型、桩长、地层情况及现场施工条件选择适宜的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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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

2 施工设备与桩头的连接强度应进行验算，并采用稳固、合理

的连接方式，保证桩基施工中不发生连接端板变形、螺栓剪断和焊

缝裂纹等现象；

3 桩基施工前应对桩位进行准确定位放线，放样允许偏差不应

大于 10mm；

4 桩基施工宜按图 5.2.2的流程进行。

图 5.2.2 桩施工流程框图

施工准备

测量定位放线及复核

旋紧机与桩顶连接

旋紧机携桩就位 控制垂直度

保证连接牢固

旋转下桩 控制下钻速度

停钻 设计深度、扭矩控制

旋紧机与桩顶解除连

接，移位施工下一根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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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桩在钻进时，应采用钻具同步技术，在完成单桩作业前，钻

具不得反转或提升；

6 桩旋入时的垂直度偏差不得大于 1%；

7 桩旋转钻进中，当发现现场地质条件与设计文件要求明显不

符，或出现卡钻、钻进困难及桩位偏移、倾斜时，应立即停止施工，

及时与相关方联系并查明原因，在采取相应处理措施后方可继续作

业。

5.2.3 施工成桩控制深度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当螺纹、叶片全部位于松散～稍密砂土或或软塑～可塑粘性

土层内时，宜以设计标高控制成桩深度；

2 当桩端和桩下部螺纹、大叶片位于中密～密实的砂土层、硬

塑粘性土、强风化软岩或全风化岩土层时，宜以设计标高和施工设

备扭矩综合控制成桩深度。

5.2.4 桩基施工中用于质量检验的仪器仪表、器具等性能指标，应

符合国家现行相关的规定，并在检定有效期内。施工过程中的各种

数据应有完整的记录，可按本规程附录 F记录施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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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质量检查与验收

6.1 一 般 规 定

6.1.1 桩基工程应进行桩位、桩身质量和单桩承载力的检验。

6.1.2 桩体所用材料性能和桩身防腐处理应符合设计文件及国家

现行有关标准要求。

6.2 检 查 与 验 收

6.2.1 桩数少于 4根的柱下独立桩基、条形桩基沿垂直轴线方向以

及群桩基础边桩的桩位允许偏差不应大于 0.5d；条形桩基沿轴线方

向和群桩基础中间桩的桩位允许偏差不应大于 100mm。

6.2.2 应按本规程附录 E 的要求对进场成品桩进行下列项目检

验：

1 桩径尺寸、螺纹及叶片间距、规格；

2 螺纹、叶片焊缝外观和焊接质量；

3 防腐层厚度、防腐面层的黏着力和表面质量。

6.2.3 工程桩应进行承载力检验，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承载力检测应在施工结束后间隔一定时间进行，对于砂土和

碎石土，间隔时间宜为 7天～10天，对于粉土和黏性土，间隔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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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为 14天～28天。

2 工程桩单桩竖向承载力应采用静载荷试验进行检测，检测数

量不应少于同一条件下桩基分项工程总桩数的 1%，且不应少于 3

根；当总桩数小于 50根时，检测数量不应少于 2根。

3 工程桩满足高应变测试的适用条件时，单桩竖向抗压承载力

可采用高应变法进行验收检测，检测数量不宜少于总桩数的 5%，且

不得少于 5根。

4 因场地条件等因素所限，无法采用上述方法检测单桩承载

力，当有相近条件下的可靠对比资料时，可采用测试工程桩扭矩的

方式进行核验。

6.2.4 对抗拔和水平承载力有特殊要求的桩基工程，应进行单桩抗

拔静载试验和水平静载试验检测，其检测数量宜符合本规程第 6.2.3

条第 2款规定。

6.2.5 桩基验收时应包括下列资料：

1 岩土工程勘察报告、桩基施工图、图纸会审纪要、设计变更

单等；

2 经审定的施工方案和施工中的变更情况；

3 桩位测量放线图，包括工程桩位线复核签证单；

4 成品地螺丝微型钢管桩桩原材料检验报告及出厂合格证；

5 桩身质量现场检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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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单桩承载力检测报告；

7 桩基竣工平面图及桩顶标高图及施工记录；

8 其他必须提供的文件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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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地螺丝微型钢管桩类型和适用的岩土条件

图 A 地螺丝微型钢管桩类型和适用的岩土条件

类型 连续螺纹型
连续螺纹配

大叶片型
非连续大叶片型 特殊规格

桩身

示意图

桩身布置
连续螺纹，锥端焊

接合金麻花钻头。

连续螺纹与非连续

大叶片，锥端焊接

合金麻花钻头。

非连续大叶片，桩

端无钻头。

非连续大叶片，

锥端焊接合金麻

花钻头。

适用岩土

特性

密实度较高的全

风化岩、黏土、压

实的填土等。

密实度较低的填

土、松散的砂土。

松软的淤泥质土、

湿地上的土层或承

载力要求较高的建

（构）筑物等。

表层较硬、下层

较软土质，或承

载力要求较高的

建（构）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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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地螺丝钢管桩桩身构造图

（a）非连续大叶片型 （b）连续螺纹型

图 B 地螺丝微型钢管桩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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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桩顶部常用连接方式图

（a） （b） （c） （d）

（a）H法兰盘型（b）F型法兰盘（c）N型三螺母（d）U型槽

图 C 地螺丝微型钢管桩桩顶部常用连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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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地螺丝微型钢管桩尺寸规格表

表 D.0.1 连续螺纹桩尺寸规格表

序

号

直径

（mm）

壁厚

（mm）

桩长

（mm）

螺距

（mm）

螺纹

厚度

（mm）

螺纹

宽度

（mm）

螺纹

倾角

（ °）

螺纹分

布长度

（mm）

锥端

长度

（mm）

1 89 4~10 1600~4000 50~80 3~5 10~25 75~85 ≥1/2 桩长 100~630

2 114 4~10 1600~4000 50~80 3~5 10~25 75~85 ≥1/2 桩长 100~630

3 127 4~10 1600~4000 60~100 3~5 10~25 75~85 ≥1/2 桩长 100~670

4 140 4~10 1600~4000 60~100 3~5 10~25 75~85 ≥1/2 桩长 100~670

5 168 4~10 1600~4000 70~120 3~5 10~25 75~85 ≥1/2 桩长 100~900

6 219 4~10 1600~4000 70~120 3~5 10~25 75~85 ≥1/2 桩长 10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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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0.2 非连续大叶片桩尺寸规格表

序

号

直径

（mm）

壁厚

（mm）

桩长

（mm）

螺距

（mm）

叶片

厚度

（mm）

叶片

宽度

（mm）

叶片

倾角

（ °）

两叶片

间距

（mm）

锥端

长度

（mm）

1 89 6~10 1600~4000 76~200 8~20 50~120 75~85 ≥850 100~530

2 114 6~10 1600~4000 76~200 8~20 50~120 75~85 ≥900 100~630

3 127 6~10 1600~4000 76~200 8~20 50~120 75~85 ≥900 100~670

4 140 6~10 1600~4000 76~200 8~20 50~120 75~85 ≥1200 100~670

5 168 6~10 1600~4000 76~200 8~20 50~120 75~85 ≥1200 100~900

6 219 6~10 1600~4000 76~200 8~20 50~120 75~85 ≥1200 10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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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地螺丝微型钢管桩产品检验表

表 E 地螺丝微型钢管桩产品检验表

产品

名称

产品

规格
数量 材质

尺

寸

（mm）

抽查 长度 直径 壁厚
叶片/

螺纹直径

叶片/

螺纹厚度

螺纹

长度

叶片/

螺纹螺距

法兰盘

厚度
备注

1

2

3

4

5

6

表

面

质

量

抽查
表面

划伤

地螺丝防腐涂层厚度

（≥80um）
黏着力检测（用刀具刮工件表面，无成块脱落）

1

2

3

4

5

6

焊缝 要求

1．焊缝表面不得有气孔，裂纹，焊瘤，咬边，烧穿等缺陷。

2．焊缝应连续均匀，成型好。焊缝与基体过渡圆滑，焊渣与

飞溅物清除干净，焊缝尺寸符合工艺尺寸。

检查

结果

结论
检验

人

检验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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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地螺丝微型钢管桩安装原始数据记录表

表 F 地螺丝微型钢管桩安装原始数据记录表

工程名称 施工设备

钢管桩

规格型号

钢管桩

连接方式

钢管桩单节

桩长(m)

序号
桩

号

施工时间 地面

标高

(mm)

桩顶

标高

(mm)

施工

桩长

(m)

垂直度

偏差

(%)

桩进入持力层的

最大电流值（A）

/压力值(MPa)

持力层

情况

备

注起 止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记录： 校核： 施工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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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程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

的用词说明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得”或“不应”；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规程中指定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标准执行时，写法为： “应

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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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1《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5

2《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50021

3《工业建筑防腐蚀设计规范》GB50046

4《钢结构焊接规范》GB50661

5《太阳能发电站支架基础技术标准》GB51101

6《建筑桩基技术规范》JGJ 94

7《建筑基桩检测技术规范》JGJ 106

8《三岔双向挤扩灌注桩设计规程》JGJ 171

9《螺旋挤土灌注桩技术规程》DBJ14-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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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工程建设标准

地螺丝微型钢管桩技术规程

DB37/T5158-2020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备案号：J15125-2020

条 文 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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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制 说 明

地螺丝微型钢管桩是一种用简易或小型设备能快速施工应用的

一种桩型，以其“小、灵、快”的特点技术已在全国多个地市推广

应用，解决和弥补了桩基工程中遇到的施工时间长、噪音大和狭窄

空间应用局限性等问题，具有操作简便、适应范围广、可靠性高的

特点，提高了工程效率，节约了工程建设成本，促进了生态健康，

有着广阔的市场需求。

近年来，地螺丝微型钢管桩已大量应用于集成房屋、轻钢房屋、

木屋、农业大棚、栈道栈桥和电力与通讯铁塔、围栏护栏等基础，

但没有相应的技术标准，其设计、施工随意性较大，其应用在一些

工程中受到限制。

2016 年 9 月 26 日，山东省勘察协会组织省内相关专家对地螺

丝微型钢管桩技术应用进行了论证，专家意见指出：地螺丝微型钢

管桩技术是一种创新型基础形式，具有生态、绿色、环保、无振动、

无噪声、无泥浆污染和渣土排放等特点；其工法简单、操作便捷，

可适用于多种环境，桩身质量可靠，能重复拆卸循环使用，综合效

益好。对轻型、低层建（构）筑物可推广应用，建议尽快建立完整

的标准体系，为进一步推广提供依据。

为规范地螺丝微型钢管桩技术的应用，使其在适宜的条件下得

https://baike.so.com/doc/759300-8036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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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更广泛的推广，特编制本规程。

根据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要求，威海市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审查

中心有限公司和威海立达尔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会同威海市建筑设计

院有限公司、山东科建质量检测评价技术有限公司等单位的专家编

制了本规程。本规程征求意见稿在 2019年 1月完成并进行了广泛的

征求意见，规程编制组对反馈的 28条意见进行了系统分析归纳、整

理，采纳吸收了有关意见，经过进一步修改、补充和完善，形成了

送审稿。

2019 年 8 月 28 日，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和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组织相关专家对送审稿进行了审查。规程审查专家委员会认为“规

程对提升地螺丝微型钢管桩基础的设计、施工技术水平具有重要指

导意义。具有针对性、科学性、先进性、绿色环保，填补了该技术

工程建设标准的空白，达到国内领先水平。”一致同意通过审查。

同时，专家委员会也规程提出了有针对性的修改意见。根据审查意

见，规程编制组对规程进行了修改、补充和完善，经专家委员会审

定，形成报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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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地螺丝微型钢管桩是一种替代现有混凝土桩施工方式的新型

微型桩。其特点一是桩型小（桩径不超过 220mm），桩体由工厂化

生产，二是施工方法灵活、快捷简便，质量可靠，对生态环境没有

影响，三是根据需要，桩可以回收再利用，符合国家倡导的节能减

排产业政策，弥补了常用桩基施工需要大型设备或对环境产生较大

影响或施工周期长等缺陷，作为桩型的一种有益补充，有着非常广

的应用市场。

1.0.2 地螺丝微型钢管桩为成品规格的制成桩，因其桩径较小、施

工方便快速和生态环保等特点，其应用范围不仅在于集成房屋、轻

钢房屋、木屋等各种轻型建(构)筑物基础，还广泛应用于栈道、栈

桥、园林景观、公交站牌、广告牌、铁路、公路围栏、护栏、输变

电塔、电信铁塔、养殖大棚、太阳能发电站等基础，近年来，在老

旧建筑物加装电梯的基础中，也有不少应用。

1.0.3 设计时应根据建（构）筑物的使用环境、场地情况、结构形

式和结构荷载等，确定桩型、螺纹或叶片的设置及桩长、桩径等设

计参数，确定最优的设计方案，在设计和施工中应注意积累当地工

程使用情况的反馈经验，因地制宜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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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本规程参照了《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50021、《工业

建筑防腐蚀设计规范》GB50046、《太阳能发电站支架基础技术标

准》GB51101、《建筑桩基技术规范》JGJ 94、《三岔双向挤扩灌注

桩设计规程》JGJ 171、《钢结构焊接规范》GB50661、《钢结构工

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5、《建筑基桩检测技术规范》JGJ 106、

《螺旋挤土灌注桩技术规程》DBJ14-091 等现行国家和行业、地方

标准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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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对地螺丝微型钢管桩特有的概念，以专业术语方式予以说明，

其他术语及符号沿用了《建筑桩基技术规范》JGJ94 标准中使用的

术语及符号，以便于设计人员使用。

2.1.1 地螺丝是在工程应用中的通俗叫法，其材料是成品钢管和焊

接的连续螺纹或大叶片，规格为φ68mm～219mm，属于小径桩系列，

因此称其为地螺丝微型钢管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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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 本 规 定

3.1 一 般 规 定

3.1.1 工程中可根据岩土工程条件选择合适的桩类型，连续螺纹桩

适用于可塑~硬塑状态的黏性土、中密~密实状态粉土和砂土、碎石

土、全风化岩、压实填土等；大叶片桩适用于上部为松散的砂性土

或软弱土层，下部为软塑~可塑状态的黏性土、稍密~中密状态的粉

土、砂土层。在实际应用中，对于淤泥、软塑~可塑状态的黏性土、

松散~稍密状态的粉土、砂土等地层，也可以螺纹和叶片组合型使用，

可参照附录 A选择桩型。对于新近填土和饱和软黏土，处于欠固结

状态，土自身变形较大，对变形要求比较严格的建（构）筑物应慎

用地螺丝微型钢管桩，如果确需采用此桩，应通过现场试验确定其

适用性。

3.1.2 桩基础采用两类极限状态设计与《建筑桩基技术规范》JGJ 94

的相关要求相同。

3.1.3 场地应按《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50021和特殊土的规范要

求进行勘察，从桩的特点看，还应重点查明粗颗粒土的粒度构成和

密实程度及土、水的腐蚀性等，这涉及到桩型、施工机械的选择和

对桩耐久性的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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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地的高压架空线、地下管网和构筑物等情况施工前也应查清，

避免施工时造成重大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的发生。

3.2 桩身构造及制作

3.2.1 桩的工厂化生产宜按以下流程进行：（1）采用普碳钢、低合

金钢等钢管下料；（2）用中频加热、模具缩管热锻、焊接或机加工

等工艺对桩身成型；（3）在桩身焊接螺纹或叶片、连接件、钻头：

（4）对钻头端部或顶部连接件根据需要钻孔。

桩的螺纹与叶片、钻头和连接件焊接的工艺方法应保证其焊接

质量符合相关规范要求，如果焊接质量出现问题，桩的作用将难以

发挥，达不到设计的抗压或抗拔要求。

钻头的选用，要根据地层特点合理配置，一般情况下，钻头由

制桩时对钢管缩管热锻时制成圆尖形或焊接麻花形钻头于桩端，其

强度和焊接必须要满足桩的钻进要求。

桩顶与上部结构连接，附录 B是一些常规的连接做法，如果上

部结构需要钢筋连接，其配筋计算应符合 4.6.2条要求，焊接质量也

应符合相关要求。

本规程附录 D是桩的不同规格系列，使用时可结合场地的岩土

工程和环境条件选用不同规格或进行不同组合的桩型选择。

桩身大叶片位置的土层物理力学性质相同或相似，才能有效地

保证各个叶片在上部荷载作用下同步变形，同步承担上部传递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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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荷载，物理力学性质相差较大时，每个大叶片承担的荷载与设计

要求将会出现较大的偏差，因此大叶片宜设置于同一土层中，当位

于不同土层时应充分考虑大叶片端阻力的发挥对单桩承载力的影

响。同时，通过大量地基土的静载试验知，地基主要受力影响深度

为压板直径或宽度的 1.5～2.0倍，因而要求相邻大叶片间距不宜小

于 2D，另外，大叶片数量越多，由于对土的扰动作用，对其同步发

挥承载力的效果影响越大，在工程应用中多采用 2～3片的组合，因

此建议大叶片数量不宜超过 3 个。有些工程的桩相对较长，根据地

层条件和工程需要，大叶片数量也可灵活设置。

3.2.2 桩制作加工质量要求较高，在工厂标准条件下加工能有效保

证质量，对于必须要在现场进行加工的桩，其垂直度、焊接质量等

各方面必须符合本规程要求。为避免造成桩身、叶片弯曲及防腐层

的划伤，运输时应采用钢制包装带捆绑，利用托架摆放，每个托架

需用塑料薄膜包好。

3.3桩的耐久性要求

3.3.2 根据《工业建筑防腐蚀设计规范》GB50046的规定，强腐蚀

环境中不宜采用地螺丝微型钢管桩，腐蚀等级为中及以下岩土环境

中采用地螺丝微型钢管桩基础要根据桩所处的环境和岩土条件采用

不同的防腐处理方法，满足使用要求。

对于颗粒较细、土质疏松且不含块石的土层，桩的防腐一般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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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外表面热镀锌等措施进行处理。内外热镀锌处理时，桩端有流锌

孔，上端连接位置有孔，施工后可能有水从顶部或底部流锌孔进入

内腔，内腔进行热镀锌处理已考虑进水对桩腐蚀的影响。另外根据

使用情况也可进行外喷锌或喷涂处理，内部密封。

对于含较多粗颗粒的碎石或块石岩土层时，施工中对管壁外侧

锌层或涂镀层会造成不同程度的磨损、甚至破坏，使防腐层的防腐

年限降低，此种工况下可加厚管壁增加桩的使用年限，钢管的腐蚀

速率可参照表 3.3.2年腐蚀速率的数据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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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桩基计算

4.3单桩竖向极限承载力

4.3.2 地螺丝微型钢管桩基础的传力系统是由桩身与桩周介质共同

组成的复合介质系统，桩基础的承载力主要是由桩周土的物理力学

性质决定的。

地螺丝微型钢管桩是一种变截面桩，桩与土相互作用的机理非

常复杂，取决于螺纹段的长度、螺纹间距、大叶片宽度、角度等组

合因素的影响，地螺丝微型钢管桩由于设计桩身结构的不同，为便

于在实际中应用，根据桩的结构形式分为两种承载性状分别采用公

式 4.3.2-1和 4.3.2-2进行单桩承载力设计计算。

连续螺纹型桩承载力由直杆段摩阻力、螺纹段摩阻力及桩端端

阻力组成，其中桩身侧摩阻力由直杆段和螺纹段两部分摩阻力组成，

螺纹段螺纹间距较小，螺纹与周围土体较好地嵌合在一起，上部荷

载作用下该段发生破坏可形成圆柱形破坏柱体，桩侧摩阻力为柱体

与周围土体之间的剪切力，而直杆段摩阻力主要是杆体与桩周土体

的摩擦力，这两部分在土层力学性质相同的情况下，桩侧摩阻力有

很大差别，因而将其分为两部分分别考虑，连续螺纹段由于形成桩

体直径不是一个定值，故计算时仍按直杆考虑并通过综合修正系数

对其进行修正。桩端由于施工过程中的挤密作用有较高的桩端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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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选择岩土性状较好的地层为桩端持力层。

非连续大叶片型桩是由直杆段、大叶片段组成，由于叶片较大，

且其每个独立叶片之间距离也较大，上部叶片对两叶片之间土的作

用，对下部叶片影响很小，因而大叶片底土层提供给桩体每个叶片

的作用力均可按端阻力考虑，两叶片之间直杆段摩阻力不单独考虑。

直杆段部分虽然单位长度摩阻力力所占比例较小，但当桩长较长时，

应考虑该部分的摩阻力。由于各个大叶片以不同性状地层为持力层

时，其端阻力并不能充分发挥，强度较高、压缩变形较小的地层能

较充分地发挥其对大叶片的端阻力，而强度低、压缩变形大的地层

端阻力发挥较小，同时，大叶片本身的刚度也影响着承载力的发挥，

因而大叶片所提供的端承力参考《三岔双向挤扩灌注桩设计规程》

JGJ 171相关内容的受力分析，采用综合修正系数对其进行修正。设

计时，尽可能将各大叶片置于物理力学性能相同或相近地层，并保

证两个叶片的间距超出其相互影响范围，以充分发挥各地层的端阻

力。

因地螺丝微型钢管桩桩土之间受力机理较复杂，确定单桩竖向

抗压承载力时，宜结合当地实际地质情况根据经验确定各项参数，

并通过静载试桩对其进行验证。本规程编写时根据其受力机理，参

照选用了《建筑桩基技术规范》JGJ94中混凝土预制桩相关参数值，

缺少经验的地区在初步设计时可参照表中参数取值。使用表中数值



立达尔地螺丝——不挖土方的快装基础

58

进行计算时，由于桩与混凝土预制桩施工工艺方面存在一定差异，

需对其进行修正，通过对两种类型桩模型受力特点进行分析，非连

续大叶片型桩以端承为主，而连续螺纹型桩则以摩阻和端承力共同

承担，根据这一特点，我们在华发九龙湾中心、财信保利名著和九

龙明珠等多个工程现场，在相同相似地层施工两种桩型，采用静载

试验检测其单桩竖向抗压承载力，将公式 4.3.2-1 和 4.3.2-2 计算结

果与静载试验结果进行比较分析，结果显示， p 数值变化范围在

0.51～0.68之间，平均值为 0.57， s 数值变化范围在 1.05～1.67之间，

平均值在 1.41。基于安全考虑，修正系数 s取 1.1～1.6，修正系数 p 可

取 0.4～0.6，对于松散～稍密的砂层宜取低值，中密～密实的砂土

层宜取高值，软塑～可塑黏性土层冣低值，硬可塑黏性土层取高值。

由于非连续大叶片型试桩均设置为 2个叶片，且均位于同一土层，

因而两个叶片的的端阻力发挥较好。实际工程施工时，桩身叶片越

多，其受施工过程中对土的扰动越大，不同叶片下端阻力发挥效果

也会受到影响，因而，宜根据各个叶片所在土层物理性能对各大叶

片选取合适的 p 值，当各叶片与桩端位于同一土层或土层力学性能

相近时取高值，差异较大时，取低值。由于受地区地质条件所限，

统计分析静载试桩数量总体偏少，地质条件也相对比较简单，初次

使用地螺丝微型桩，宜先通过静载试验，对设计计算结果进行验证

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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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抗拔承载力验算

4.4.2 抗拔承载力计算与受压侧摩阻计算类似，也分两种情况计算，

对非连续大叶片桩按直杆桩扩底考虑，其扩底影响的破坏柱体长度参照

了《建筑桩基技术规范》JGJ94的取值。在工程应用中，非连续大叶片

型桩的最下部叶片与上部叶片间距一般不小于 5～7D，考虑到叶片的焊

接、挠度变形等因素，不计第三个及超过三个叶片的作用，Li取其最下

部叶片与上部叶片间距和 5D两者中的较小值。同时对单桩抗拔承载力

采用土层抗拔系数λ进行折减。

4.6桩身承载力计算

4.6.2 抗拔桩与上部结构连接分为钢与混凝土承台。钢结构连接可

按本规程附录 B提供的连接方式，应满足焊缝及螺栓的承载力要求；

与混凝土承台宜采用钢筋连接方式，利用钢筋的锚固长度来保证承

台与桩的整体性。

4.6.3 螺纹、叶片的选用应综合考虑桩身钢管的强度和厚度，以及

螺纹叶片与焊缝的强度，使土体阻力在桩身、叶片及连接处应力满

足要求。可按本规程附录 D的规格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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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地螺丝微型钢管桩施工

5.1 一般规定

5.1.2 地螺丝微型钢管桩的桩型、螺纹和叶片数量、桩长及连接件

均需根据建（构）筑物的结构型式、荷载和工程地质条件进行设计

制作，有其特定的适用条件，不同工程桩不应混用，否则可能会对

桩的使用功能造成影响，因而进场产品应检查无误后方可施工。

5.2 桩基施工

5.2.1 桩应用于不同类型的工程时，岩土工程勘察报告中的地质条

件与实际状况可能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为保证工程桩的承载力满

足要求，应在施工前进行试成桩，确定工程桩施工时的控制电流或

压力大小，以便在施工时准确控制每一根桩的施工质量。在设计提

出要求或地质条件复杂时，施工前可依据《建筑基桩检测技术标准》

JGJ106进行单桩静载荷试验，来检验其承载力是否与设计要求相符。

5.2.2 桩基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桩施工设备主要有电动旋紧机、液压旋紧机和履带式快速打

桩机，一般情况需根据现场的周边环境、进出场条件和场地地层情

况、桩长、桩型、桩数量及单桩承载力要求确定。

电动旋紧机适用于现场没有施工道路，大型机械设备无法进入

施工且地层较松散，施工最大扭矩不超过 5000N·m的基桩，设备可

单人携带，操作简单方便；液压旋紧机以挖掘机作为动力，适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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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层分布稳定、土的力学性质较好和桩型号较大的场地，施工最大

扭矩不超过 25000N·m。履带式快速打桩机为专业施工设备，适用于

设备进出场方便、场地较平整，一次性施工基桩较多的工程，可用

于各种不同地层，施工各种型号的桩。

进行安装施工时，应根据使用设备类型在工程桩施工前试成桩

确定工程桩进入持力层的控制电流或压力值，确保施工质量满足设

计要求，当施工参数与试成桩有明显差异时，应查明原因，并与各

方沟通采取合适的处理措施。

2 本条主要是考虑在施工时扭矩较大，超过正常使用时所受到

的荷载，可能会造成端部连接件产生扭曲变形，造成连接孔错位，

无法与上部构件正常连接，或因焊缝出现裂纹，在上部结构水平或

抗拔受力较大时，造成连接件自焊缝处破坏，影响上部结构安全，

所以在施工前应对施工机具与桩顶端连接进行验算并采取有效的保

证正常连接措施。

5 桩施工时，螺纹或叶片旋进过程保持同步，可以有效减少对

土的扰动，如果在单桩未完成成桩时提钻或反转，将对桩周土产生

扰动破坏，会影响桩承载力的发挥，所以保证原状土体与桩形成完

整的螺旋复合体，可以充分发挥土体抗剪切强度，提高单桩承载力。

7 地螺丝微型钢管桩多数用于小型市政或低层建（构）筑物基

础，岩土工程勘察资料往往偏于简单，为了保证达到设计要求的单

桩承载力，需要在施工中通过施工设备的压力、扭矩或电流等参数

来了解桩体进入的地层状况，当发现螺纹或叶片最终进入地层明显

与设计要求不符时，以及岩土层中存在障碍物或地层软硬不均，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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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成桩困难、桩位偏移或倾斜。遇到此类情况时，不得强行加压

或纠偏，避免桩体或叶片损坏，造成废桩。应会同相关单位共同查

明原因，采取必要的措施后再进行施工，若场地情况较复杂，存在

较多影响施工的因素时，应及时通知建设单位会同勘察、设计单位

查找原因，提出解决方案方可施工。

5.2.3 桩的螺纹或叶片全部位于松散～稍密土层时，其承载力主要

靠螺纹或叶片形成土柱与周边土层的抗剪切力来提供，桩长是决定

性条件；而对于桩端为坚硬土层和桩下部位于强度较高土层时，其

承载力由桩端和桩侧土层共同提供，需根据相关施工参数与设计要

求综合控制桩长，为保证基桩承载力满足要求，桩基施工应严格按

试成桩确定的技术参数施工。

5.2.4 桩基施工过程中需要测量压力、扭矩或电流的仪表等器具要

保证其符合相关要求，并经过计量部门检定合格和在检定周期内使

用。对于地面标高、桩的规格型号、施工桩顶标高、桩长、入土深

度、压力、扭矩或电流及施工中发生的各种情况应有详细完整的记

录，以用于竣工验收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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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质量检查与验收

6.1 一般规定

6.1.1 与其他类型的桩一样，桩基工程应进行桩位、桩长、桩径、

桩身质量和单桩承载力的检验。

6.2 检查与验收

6.2.2 地螺丝微型钢管桩施工后，无法再进行桩身质量检测，因而

应在施工前根据隐蔽工程项目验收要求，对成品桩桩身质量相关的

螺纹、大叶片的各项参数、防腐涂层情况等进行检查，并根据各部

位焊缝质量等级要求对焊缝进行外观检查，如有必要可采用超声波

法进行探伤检测。

6.2.3 《建筑基桩检测技术规范》JGJ106规定了工程桩应进行单桩

承载力和桩身完整性检测，单桩承载力检测应采用静载荷试验法，

有经验时工程桩检测试验可采用快速法。有些工程不具备做静载试

验的条件或工程性质决定了没有必要进行静载试验，可考虑采用高

应变法测试或对承载力进行核验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

地螺丝微型钢管桩受力模式与高应变动力测试桩的基本模型是

有差异的，其承载力测试一般情况下不适用于高应变法。在有可靠

的动静对比数据和经验作为依据的情况下，连续螺纹型桩可采用高

应变法进行测试。

对于因场地条件等因素所限或对承载力要求不严格的工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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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测试工程桩扭矩的方式对承载力进行核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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