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桩基础

4.1 试简述桩基础的适用场合。

4.2 试分别根据桩的承载性状和桩的施工方法对桩进行分类,并总结各类

桩型优、缺点。

4.3 简述单桩在竖向荷载下的工作性能以及其破坏性状。

4.4 什么叫负摩阻力、中性点? 如何确定中性点的位置及负摩阻力的大

小？工程中可采用哪些措施减少负摩阻力？

4.5 何谓单桩竖向承载力特征值? 

习习 题题 作作 业业 PART C

4.5 何谓单桩竖向承载力特征值? 

4.6 何谓群桩效应？如何验算桩基竖向承载力？

4.7 哪些情况下不能考虑承台的荷载分担效应？

4.8 单桩水平承载力与哪些因素有关? 设计时如何确定?

4.9 在工程实践中如何选择桩的直径、桩长以及桩的类型?

4.10 如何确定承台的平面尺寸及厚度? 设计时应作哪些验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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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桩基的设计原则方法及设计内容：
答：桩基的设计原则方法：
建筑桩基设计与建筑结构设计一样，同样要采用以概率论为基础的极限状
态设计法。按极限状态设计桩基须进行下列计算和验算：
（1） 对所有桩基均应进行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计算，内容包括：
1）据桩基的使用功能和受力特征进行基桩的竖向（抗压或抗拔）承载力和
水平承载力计算，对某些条件下的群桩基础宜考虑由桩、土、承台相互作
用产生的承载力群桩效应；
2）对桩端平面以下存在软弱下卧层时，应验算其承载力；
3）按规范要求，验算桩基抗震承载力；
4）承台及桩身的承载力验算。
（2） 按规范要求对桩基的变形进行验算。
桩基的设计内容：
（1） 选择桩的类型和几何尺寸；
（2） 确定单桩竖向（和水平向）承载力设计值；
（3） 确定桩的数量、间距和布置方式；
（4） 验算桩基的承载力和沉降；
（5） 桩身结构设计；
（6） 承台设计；
（7） 绘施工图。



4.12 桩基础设计计算包括对单桩设计和承台设计两部分，承
台应满足受弯、受冲切、受剪要求，对下图所示桩基础，进行
计算标注，并写出承台受弯、受冲切、受剪计算表达式。



书P154 习题4-10 桩长10m，桩截面尺寸350mm*350mm，各土层分布情
况如图所示，试确定该基桩的竖向承载力标准值Quk和基桩的竖向承载
力设计值R(不考虑承台效应===不能考虑承台的荷载分担效应)。

4

习题4-10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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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P154 习题4-12 某工程一群桩基础中桩的布置及承台尺寸如图所示，
其中桩采用d=500mm的钢筋混凝土预制桩，桩长12m．承台埋深1.2m。土
层分布第一层为3m厚的杂填土，第二层为4m厚的可塑状态粘土，其下为
很厚的中密中砂层。上部结构传至承台的轴心荷载设计值为F=5400 
kN·m，弯矩M=1200kN·m，试验算该桩基础是否满足设计要求。

（只验算桩顶竖向荷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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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P154 习题4-13 某场地土层分布情况为：第一层杂填土,厚 1.0 m；第
二层为淤泥，软塑状态，厚6.5m；第三层为粉质粘土,IL=0.25，厚度较
大。现需设计一框架内柱的预制桩基础。柱底在地面处的竖向荷载设计
值为F=1700kN，弯矩为M=180kN·m，水平荷载H=100kN，初选预制桩截面

尺寸为350mm×350mm。试设计该桩基础（初选桩数及承台尺寸、只进行
桩顶竖向承载力验算即可，不进行承台的验算）。

习题4-12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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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桩侧负摩阻力一般在(① 位于桩周欠固结的软粘土或新填土在重力作用下产生固结 ，②

大面积堆载使桩周土层压密, ③ 地下水位下降引起大面积地面沉降,④自重湿陷性黄土浸水

后产生湿陷)等条件下产生，会造成桩的(实际受荷加大,从而沉降加大,承载力下降)的影响. 

单桩竖向承载力的确定，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取决于桩本身的材料强度；二是取决于地

层的支承力 。

桩据其受力特点可分为：①竖向受荷桩② 水平受荷桩③承受上拔力桩。(亦可答为: ①摩

擦桩, ②端承桩, ③摩擦型端承桩或端承型摩擦桩)  

水平受荷桩通常可根据桩的（换算长度αl ）分为刚性桩和柔性桩两种。

4.16 填空题：

按静载试验确定单桩竖向承载力时,为了使试验能真实反映桩的实际情况,要求在（砂类土)

土的间歇时间不少于10天、（粉土和粘性土）土不少于15天及（饱和粘性土）不少于25天。

桩基础按承台位置可分为（高承台）桩基础和（低承台 ）桩基础两种

桩按设置效应通常可分为（非挤土）桩、（部分挤土 ）桩及（挤土）桩三种。

嵌岩桩的端阻力随着嵌岩深度的增大而（递减），一般认为当嵌岩深度为（ 5 ）倍桩

径时，端阻力为0。

当土层相对于桩侧向下位移时，产生于桩侧的向下的摩阻力称为(负摩阻力) ；



桩端嵌入岩层深度大于0.5m的桩称为嵌岩桩。 (×)

正确答案是：桩的周边嵌入微风化或中等风化岩体的最小深度不小于0.5m时，称为嵌岩桩。

群桩效应使桩侧摩阻力、桩端阻力的发挥程度降低。 (×)

正确答案是：视土类而别。一般情况下是如此，但若在松砂中沉入密集的基桩时，则桩侧摩阻力反而会提高。

桩的抗拔承载力仅取决于桩土之间的摩阻力与桩身自重无关。 (×)

正确答案是：桩的抗拔承载力与桩身自重有关。

复合地基中的桩与桩基础中的基桩，只要材料一样，作用就相同。 (×)

正确答案是：复合地基的桩与桩间土一起组成复合地基，共同承受上部结构荷载并协调变形，它为

人工地基；桩基础中的基桩，它与承台作刚性联结，直接将上部结构荷载传给桩周及桩端土（岩）

4.17判断题并改正：

体，是桩基础。地基与基础显然不是一个概念！

桩的竖向抗压静载试验要在混凝土凝固后达到设计强度后进行，预制桩在打入施工完成后即可

立即进行。 （×）。

正确答案是：预制桩在打入施工完成后不能立即进行。因为打桩时土中产生的孔隙水压力有待消散，

土体因打桩扰动而降低的强度随时间逐渐恢复。因此，为了使静载试验能够真实地反映桩的承载

力，对于不同的土类，其间隙时间有不同的规定，不能立即进行静载试验。



挤土桩——

下拉荷载——

桩基础—— 桩基础是最常用的深基础形式之一，一般由设置

于土中的桩和承接上部结构的承台组成，桩顶埋入承台中。按

桩的受力情况可分为 摩擦桩、端承桩、摩擦型端承桩（端承

4.18 名字解释：

型摩擦桩）。随着承台与地面的相对位置不同，有低承台桩基

（工业与民用建筑桩基）和高承台桩基（桥梁和港口工程桩基）



某二级建筑物采用群桩基础。
已知作用在柱底即承台顶面的竖向
荷载设计值为F=2500kN，弯矩设计
值M=500kN·m，水平力设计值为
H=100kN。拟采用边长为300mm的钢
筋砼预制桩，其平面布置及有关承
台尺寸、地质情况等如图所示，试 粘  土

L

粘  土

skq   =20kPa
I    =1.1

M

H

F

8
.5

0
.6

0
.5

0
.5

杂填土 1
.0例题1

台尺寸、地质情况等如图所示，试
验算该桩基础是否满足设计要求。
（可取群桩效应系数hs=0.85，
hp=1.50；桩基竖向承载力抗力分
项系数gs=gp=1.65）

q   =60kPa
q   =2200kPa

0
.2

0
.6

0
.2

I    =0.24
粘  土

L

sk

pk

1.050.3

0.2

1.05

0.6 0.2

0.3
(单位：m)

0
.3

1
.0

5
1

.0
5

0
.3

1
.4

5





某预制桩如图所示，土体比例系数m=10MN/m4，桩直径d=0.5m，桩入土深度
h=11m，EI=0.67EhI，Eh=2.6×104MPa。

①确定该桩极限承载力标准值；
②计算a值，在此基础上判断该桩是否弹性桩；
③当桩顶作用水平力H=300kN，M=100时，地面处桩身位移x0=6.3mm。当桩
顶作用水平力，H=100，M=500kN·m时，地面处桩身位移x0=4.3mm。试求：当
H=100kN，M=300kN·m时，地面处桩身位移x0。



例题2









某工程桩基，作用在承台顶面的竖向荷载Fk=2600kN。方形承台，

埋深1.5m ，边长为2m。预制桩桩径d=350mm，桩长10m。地基表

层为3m厚的杂填土，其下为4m厚的可塑粘土，第三层为中密中砂、

厚度超过8m。求该基桩竖向承载力设计值及此桩基础所需基桩的

根数（ ，群桩效应系数hs=0.85，hp=1.50）。65.1 

例题3

根数（ ，群桩效应系数hs=0.85，hp=1.50）。65.1 ps 





如下图所示，某厂房作用在某柱下桩基承台顶面的荷载设计

值F=2000kN，My=300KN.m ，地基表层为杂填土，厚1.8m；

第二层为软粘土,厚为7.5m,qs1a =14kPa;第三层为粉质粘土，

厚度为5m多,qs2a=30kPa,qpa=1360kPa。若选取承台埋深d＝

1.8m，承台厚度1.5m，承台底面积取2.4m×3.0m。选用截面

为300mm×300mm的钢筋混凝土预制桩，试确定桩长L及桩数n，

例题4

为300mm×300mm的钢筋混凝土预制桩，试确定桩长L及桩数n，

并进行桩位布置和群桩中单桩受力验算。



解：
(1）确定桩长Z。
根据地质资料，将第三层粉质粘土层作为桩端持力层较好，设桩打人第三层
的深度为5倍的桩径，即5×0.3=1.5m。
则桩的长度L为： L＝0.05＋7.5＋1.5＝9.05m

取L=10m（包括桩尖长度）
(2）确定单桩竖向承载力设计值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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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经验公式 :

Ra=1360 ×0.32＋ 4×0.3×（14×7.5＋30×1.5）＝302.4kN

预估该桩基基桩的根数n>3，因为杂填土，不考虑承台效应，

qpaAP qsiali

预估该桩基基桩的根数n>3，因为杂填土，不考虑承台效应，
故单桩竖向承载力值为：

R=Ra＝302.4kN 

(3）确定桩数n:
承台及其以上土的平均重量为：

G=gGAd＝20×2.4×3.0×l.8＝259.2kN

8.22～8.96根 取n=8根桩数n为：n=(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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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桩在承台底面上的布置:
桩的中心距S＝(3～4)d＝(3～4)×0.3＝0.9～1.2m.桩位的布置见下图

(5）群桩中单桩的受力验算。
单桩所受的平均竖向力为：

满足

群桩中单桩所受的最大、最小竖向力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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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计算可知，单桩受力能够满足要求。



某框架结构办公楼柱下采用预制钢筋混凝土桩基。建筑物安全等
级为二级。桩的截面为300mm ×300mm，柱的截面尺寸为
500mm×500mm，承台底标高-1.7Om，作用于室内地面标高±0.000处
的竖向力设计值F＝1800kN，作用于承台顶标高的水平剪力设计值V＝
40kN，弯矩设计值M＝200kN·m，见下图。基桩承载力设计值R＝23OkN，
承台配筋采用Ⅰ级钢筋，试设计该桩基。

210 mmf c 
21.1 mmft 2210 mmf y 

例题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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