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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钢板桩组的施工方法

钢板组施工法是指，将多数直线型
钢板桩安装成圆形后，用沙子或碎
石填充建成连续墙体的施工法。

根据施工方法的区别，可分为现场
打桩施工法和预制组施工法的两种。



2.现场打桩组施工法的概要·特点

现场打桩组施工法是指，通过在工地现场装设、打
入直线型钢板桩，筑造墙体的施工方法，具有下列
特点∶
(1)不需要特殊的施工机械（大型起重船、特别振动

锤）和组装工作基地。
(2)需要导向环、井字框、支柱等的临时结构。
(3)很难高精度打入钢板桩。
(4)由于现场的施工期间较长，很容易受波浪等的

影响。



3.预制组施工法的概要·特点

事先在设置于平静海域的组装工作基地将钢板桩组装成圆形组而作成预
制结构，再用起重船曳引到建设工地现场，安装在指定位置后，通过多
数带有组合卡盘的振动锤一下子打入的快速施工方法。

特点
(1)由于从单元组的安装到打入、填充的工程只需
3～4天/基就完成，与现场打桩施工法相比，能够
实现快7～10倍的快速施工方法。
(2)由于单元组的组装在很少有波浪影响的平静场所
进行，并使用多数振动锤一下子打入组装完毕的单
元组，除不会发生接头脱落外，单元组的倾斜也减
少，可实现高精度的施工。
(3)需要组装工作基地、大型起重船、特别的振动锤
等。



4.现场打桩组施工法的施工工序1

导环的制作

井字框的设置

支柱的安装

导环的装配

钢板桩的安装

钢板桩的打入

防止单元组变形
中间环的安装

导环、井字框、
支柱的撤除

填充



5.现场打桩组施工法的施工工序2

打入支柱・设置井字框 设置导向环



6.现场打桩组施工法的施工工序3

将导向钢板桩安装在导向环上
钢板桩的安装



7.现场打桩组工法的施工工序4

钢板桩组装工作完毕 钢板桩打入工作



8.现场打桩组施工法的施工工序5

撤除导向环 沙子填充工作



9.施工（其一）
(支柱、装配托架、敷设井字框1)

(1)采取现场打桩组施工法，由于将钢板桩打入成为圆形时使用圆形导向环，
因此需要支持圆形导向环的支柱和井字框。

(2)支柱必须选用能够充分耐用导向环、井字框和施工时的垂直荷重、水平荷
重。

(3)一般情况下，多用Ｈ型钢（Ｈ－300×300～400×400），使用块数根据单元
组的规模使用4～8块，长度根据

地盘条件决定。
(4)支柱上穿安装孔以便装配托架以
用于敷设井字框。
(5)另外，为了增加支柱的稳定性，
使用钢丝绳等将支柱互相绑扎牢固。



10.施工（其二）
(支柱、装配托架、敷设井字框2）

(6)井字框（通常为Ｈ－300×300）只支持导向环，但也有时
会有兼用作为打桩机械的机座，因此需要考虑使用目的
后研究结构方式。

(7)将支柱打入完毕后，在规定高度装配敷设井字框用的托
架，并在托架上装配井字框的各种构件。

(8)为了保持井字框的水平，必要时在托架上加上垫片调整
高度。

(9)将井字框构件固定在托架上，在现场组装。有时也可以
采取事先制作整体井字框后曳引到现场，临时定位在规
定位置上，再打入支柱的方法。



11.施工（其三）
(支柱的装配部分详细图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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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施工（其四）
(支柱·井字框安装图举例)



13.施工（其五）
(敷设导向环)

(1)导向环是为了顺利组装好钢板框使用的圆形导向框，导向框的好坏直接影响组
装·打入的难度和工程进度，因此，设计·制造时需要密切注意。
(2)导向环的直径，按照过去的经验可由下列数式得出。
Ｄ’＝Ｄ-（Ｈ+Ｓ）
Ｄ’：导向环的直径
Ｄ ：单元组的直径
Ｈ ：钢板桩的整体嵌合高度（FL：约90㎜，FXL：约95㎜）
Ｓ ：组装余量（约40㎜）
(3)导向环制造完毕后，对上下环的真圆度,垂直度等需要慎重检查。
(4)装配时，应从法线方向和法线直角方向同时检测正确找中心以图导向环中心和单
元组中心得到一致。
(5)导向环上画好钢板桩的定位刻度后，将导向钢板桩直接装配，或者装配导向钢板
用的导向框。
(6)支柱、井字框、导向环等一般准备3～4套，反复使用。



14.施工（其六）
(带补助导向环的导向环1)

(1)使用长钢板桩而现场水深较浅时，或陆地施工时，组装时
的钢板嵌合位置必然很高，因此在导向环上部装设补助导
向环。

(2)带补助导向环的导向环的举例参照下图。

补助导向环

主导向环

支撑桩

海底面



15.施工（其七）
(带补助导向环的导向环2)

陆地施工时的带补助导向环的导向环举例

补助导向环



16.施工（其八）
(导向环的加工举例1：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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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施工(其九)
(导向环的加工举例2：侧面图)

A-A断面 B-B断面

海底地盘线

钢板桩顶端



18.施工（其十）
(导向环的加工举例2：（侧面图）的装配井字框
部分详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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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施工（其十一）
(导向钢板桩)

(1)导向钢板桩的块数根据单元组的直径、布局条件、施工经
验等的区别各不一样，但一般情况下，每10～20块钢板桩
使用１块。

(2)导向钢板桩长度一般为
5～10ｍ。
(3)组装时，一般先进行电
弧焊接部分的T型钢板桩，
因此基准导向钢板桩的装
配位置为T型钢板桩的邻接
部分。
(4)导向钢板桩的组装图举
例如右图所示。 将导向钢板桩直接装

到导向环的例子

使用导向框将
导向钢板桩组
装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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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施工（其十二）
(钢板桩的组装1)

(1)组装时，必须各个导向钢板桩之间顺利、正确进行。首先
组装Ｔ型钢板桩，其次以导向钢板桩为中心左右交替组装以
免导向钢板桩承受不均匀的力量而发生变形。
(2)一般往往发生钢板桩头部偏离，因此组装 后一块钢板桩
时使用松紧螺丝扣、钢丝绳、或其它适当的夹具修正为规定
的间距。
(3)采取上述方法也不能顺利组装钢板桩时，将已组装完毕的
左右1～3块钢板桩上下挪动来调整间隙。



21.施工（其十三）
(钢板桩的组装2)

(4)随着组装的进展，有时为了防止钢板桩的挪移，
将钢板桩临时焊接在导向环上。
(5) 后，拔出导向钢板桩，替换为正规钢板桩，组
装完毕。
(6)组装时，需要考虑气象条件、海象条件、布局条
件、钢板桩的长度等慎重制定工程计划。



22.施工（其十四）
(钢板桩的组装3（程序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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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施工（其十五）
(钢板桩的打入1)

(1)从直线型钢板桩的形状特性看，由于断面刚性较小，考虑钢板桩的变形
等，需要采取打入块数2～3块的屏风式多极方法。

(2)每一次的标准打入深度根据地盘条件各有区别，但一般情况下，软地盘
为 大3ｍ，沙土地盘为 大2ｍ左右。

(3)插打时,一般使用振动打桩锤插打。
使头顶部高埃一致的一次打桩为每
一块打桩，其后的二次打桩为同时
插打2～3块钢板桩。
二次打桩时也可使用柴油打桩锤。
(4)首先打入T型钢板桩，其后再打
入T型钢板桩左右边的2～3块钢板
桩，以固定T型钢板桩。



24.施工（其十六）
（钢板桩的打入2）
(5)导向钢板桩当中 后打入的钢板桩以及与
导向钢板桩替换的正规钢板桩由于打入深
度较浅，因此，T型钢板桩固定完毕后再
打入。

(6)只进行同一方向的打入时，会发生整体单
元组的扭曲现象，因此，对打入次序要特
别注意。

(7)电弧焊接部分的钢板桩在单元组本体安装
完毕后再进行施工。



25.施工（其十七）
(标准作业的界限)

港湾工程标准作业界限的大致基准如下。

①风速：5m/s以下
②潮流：1m/s以下
③波高：0.3m以下



26.施工（其十八）
(填充1)

(1)填充之前，要拆掉导向环、井字框、支柱等，安
装防止单元组变形用的中间环。
(2)还没填充完毕的单元组处于对波浪极不稳定的状
态，因此在单元组本体、电弧焊接部分的打入完毕
后，需要立刻使用优良品质的沙子或碎石填充。
(3)填充时，要从中心部分开始填充以免单元组承受
偏心力量，同时要细心观察单元组、电弧焊部分的
变形、倾斜的状况。



27.施工（其十九）
(填充2：防止单元组变形的中间环)



28. 日本的现场打桩施工实际数据
举例

项目名称 单元组直径2R(m) 水深h(m) 钢板桩墙高H(m) 打入长度D(m)

户畑制铁所原料码头No.2・3码头 20.4 -13.0 16.5 1.0 

盐釜港口１万t码头 25.6 -9.0 12.0 2.0 

名古屋港口６号码头 21.1 -9.0 13.2 5.2 

青森港口浜町码头 30.6 -9.0 12.6 4.0 

名古屋港口中央码头皆南边码头 24.2 -9.0 12.0 9.5 

博多港口箱崎码头 8.7 -12.0 15.0 4.0 

四日市港口第二码头 22.4 -10.0 14.0 13.0 

田子浦港口吉原码头 25.7 -9.0 13.0 2.0 

衣浦港口衣浦港中央码头西边码头 28.5 -10.0 14.0 11.0 

名古屋制铁所－10m码头 22.4 -10.0 14.5 3.0 

钏路港口中央码头－7.5m码头 15.3 -7.5 10.5 1.8 

名古屋制铁所金城码头西边码头 19.4 -7.5 12.3 3.0 

东京都10号填拓地 20.6 -7.5 11.5 14.0 

名古屋木材港口 25.5 -10.0 14.3 12.5 

留萌港口丹浜地区－10m码头 19.1 -10.0 13.0 3.5 

横滨港口出田町煤炭码头 25.7 -7.5 11.0 8.0 

室兰港口日本码头 14.0 -7.5 11.0 2.3 

清水港口煤炭码头 10.0 -9.0 10.5 9.5 

大湊港口大平地区码头 8.0 -5.0 6.5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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