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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力基桩桩头接头的改进—以上海大楼倒塌案为例 
李胜男 

(台湾)德翰智慧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摘要：在亚洲城市建设中，人口密集、高楼林立，土地需求相对大，使用预力基

桩(或称预应力混凝土管桩、管桩)作为大楼基础桩或轨道交通桥梁基础桩，以增

加基础支承力的情形相当普遍。2009年发生于中国上海市的新建大楼倒塌事故，

即是以预力基桩作为支承结构，相邻的基地内有多栋同类型的大楼，所幸大楼才

刚兴建完成，尚未有住民入住，否则所造成的灾难之大和人员伤亡之多将会是一

件工程界惨剧。本文将藉此百年难得一见的大楼倒塌案例中遭到破坏的基桩接头

型式，来探讨现有基桩接头的设置接合方式、弱点及隐患，进一步分析建议基桩

接头改进方式，期以预防或降低未来相关工程灾难的发生及损伤程度。 

 

序言 

2009年 6月 27日北京时间 5时 40分，在建的莲花河畔景苑楼盘中一幢已基

本完工但尚未交付使用的 13层小高层向南侧倾斜，然后迅速整体倒塌，管桩折

断[1]。这是发生在上海市的倒楼案例，该大楼是以预力基桩(中国称预应力混凝

土管桩，以下简称基桩、管桩)作为基础支承结构。本文目的乃是特别针对此案例

中作为基础支承的基桩所发生的预力基桩失败缺失进行结构力学方面的探讨，以

期能对日后工程界在使用基桩作为大楼建筑物、桥梁结构或其它大型结构物的支

承时，可改进并得到更完整稳定的支承力。 

 

1. 大楼倒塌事件的发生 

1.1大楼倒塌发生的历史记载 

本案例，调查结果显示，倾覆主要原因是，楼房北侧在短期内堆土高达 10

米，南侧正在开挖 4.6米深的地下车库基坑，两侧压力差导使土体产生水平位

移，过大的水平力超过了桩基的抗侧能力，导致房屋倾倒[1]。(见图 1-1、1-2) 

 
图 1-1 楼倒事件示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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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楼倒事件照片 [2] 

 

 
图 1-3 楼倒事件照片 [3] 

 

1.2作为大楼支承的预力基桩失败原因探讨 
 

根据当年的调查报告指出，本案例是由于建筑物一侧开挖地下车库(4.6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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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侧超填土方(约 10M)所造成大楼两侧「压力差」，而致大楼倒塌。大楼两侧「压

力差」是成因，显然的已经存在一段时间了。大楼为 13层兴建时间绝对超过 28

天，混凝土构件强度也已完全发挥。两侧「压力差」造成水平剪力过大，而致大

楼有「异常大的倾覆力矩」，最终导致作为地质改良的预力基桩失败。 

预力基桩的失败原因可能有三：受压失败、受拉失败、受剪失败。根据当年

媒体所刊载的现场照片(见图 1-3)只能照到外露的部份，这一部都是受拉侧，我们

无从得知大楼受压侧的预力基桩失败情况(因为被压在建筑物下，或许照片也有些

拍摄角度盲点)。 

预力基桩受拉失败时，在桩体越上方所受拉力越大，故一般都发生在接近预

力基桩和基础承台接口附近。有几种情形： 

(1) 发生在预力基桩和基础承台介面：可能是垂直锚定钢筋拉断失败。 

(2) 发生在预力基桩填芯段：可能是填芯段混凝土摩擦力失败，最糟糕的是整

个填芯段被「拉出」。 

(3) 发生在预力基桩填芯段以下：可能是预力基桩本身拉断失败。一般预力基

桩本体都是设计来承受「压力」的，容许承拉力可能都只是容许承压力的

1/5～1/10左右。由于桩壁混凝土材料不耐受拉力，拉力是由预力钢棒承

受。图 1-3照片中的预力基桩大多都不见预力钢棒的原因是拉断后，预力

钢棒多「缩进」桩壁内，并非没有钢筋。 

 

当大楼两侧「压力差」一直存在，致使拉力侧的预力基桩受到「异常拉

力」。打击式的预力基桩桩体主要是由高强度混凝土(fc’=78.5N/mm
2或

800kg/cm
2，大陆打击桩用 C80规格类似)、高强度异形钢棒(fy=1,227N/mm

2或

12,500kg/cm
2
)及螺旋筋所组成，并予施加预应力。桩身材料刚性相当高，基本上

也没有什么延展性，一旦发生破坏，就是直接「脆性破坏」了。大楼建筑物主要

是由梁柱版墙构件组成，整体还是有一定程度的靱性和弹性，比起预力基桩显得

柔软些。若建筑物作为支承中的某单一支预力基桩发生拉力失败，桩抗拉力即告

「归零」，必须由邻近的预力基桩来加以分担承受。在结构设计上，通常预力基

桩并不是设计来「承受拉力」的，容许拉力很低，所以就易发生「无预警性的连

锁拉断、崩塌」。当然也会相对应的产生大楼受压侧的预力基桩的「异常受压」

而失败；因预力基桩受压破坏时，会将力量传导于土壤层，因桩身强度远大于土

壤强度，除非桩底入岩(注：本案例场址为河岸冲积土层)，否则最终常导致土壤

破坏沉陷。但本案例分析有属于预力基桩拉力破坏的情形。 

依照片(见图 1-3，由照片中人形比例加以估计桩径)略估预力基桩桩径大概是

Φ600mm、管壁厚 100mm、内孔(填芯段)直径 Φ400mm，明显可见受拉侧的预力

基桩失败情况有二： 

(1) 一是预力基桩本身被「拉断」，如露出的管状构件即是，断点应在填芯

段交界附近或以下； 

(2) 二是预力基桩的填芯段被「拉出」，如图 1-3照片右上角所露出的构件为

较小直径的平整浅色圆柱体即是； 

 

预力基桩受拉破坏时，预力基桩本体被拉断是正常，但填芯段被拉断则属异

常，尤其是填芯段整支被拉出更是预力基桩内孔界面摩擦力完全没发挥或失效。

预力基桩施工型式在大陆主要是打击桩或压入桩，沉桩后的预力基桩内孔还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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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净，桩头填芯段界面摩擦力比较高；台湾是植入桩，沉桩后仍须二次钻芯清孔

工序，来增加内孔的粗糙程度，但预力基桩内孔面仍都是劣质水泥浆，浇注混凝

土后的填芯段摩擦力是比较差(指使用相同填芯混凝土配比的情况)(见图 1-4)。

[5][6] 

 

    
图 1-4 传统植入式预力基桩桩头二次钻芯清孔残留劣质混凝土情形 

 

预力基桩的桩壁中是均布高强度异形钢棒，桩身在承受拉力时，虽桩壁混凝

土的承拉力极低，但异形钢棒仍可承受拉力。表 1-1即为 TYPE C预力基桩(预应

力为 7.85N/mm
2
 (约 80kg/cm

2
)的桩身承拉力容量。表中可看出 600mm预力基桩的

承拉力容量为 638 KN(约 65 tons)才会到达预力钢棒降伏的状态；如拉力未超过此

值，桩身却受拉破坏时，即为异常。例如桩头填芯段被拉出，即为一例。预力基

桩受拉破坏，为无预警的脆性破坏，极为容易造成连锁破坏。在图 1-3照片右上

角中可见到预力基桩的填芯段整个被拉出，可能是大楼整体受压力侧的基桩尚未

遭破坏即遭拉断破坏；否则以大楼倒塌过程中倾斜情形推测，填芯段也会因为倾

角而使桩身被弯断，而非拉出。 

 

表 1-1 现行预力基桩之桩身抗拉力容量 

 
 

除了早年日本地震中预力基桩受到强烈地震水平力破坏外，在现代建筑案例

中，其实是很难得见到预力基桩破坏的情形，这是极为难得的案例。尤其是预力

基桩桩头的填芯段整支被拉出的情形，则更是绝无仅有的罕品，即使在实验室中

也未曾发生(实验一般都是应变计到达变位即告停止)。若是填芯段处理的好一



 

p. 5 

些，可能可以使填芯段界面的摩擦力更彻底发挥，可能可以撑久一点吧。以此案

例毫无支撑侧挡的低挖土/高填土方式，大概灾难的发生应该还是必然的。 

在结构设计上，设计工程师都希望最初破坏点发生在「杆件上」，而不是在

「接点上」。所以本案例中，预力基桩拉断是正规的，只有「填芯段拉出」才是

最大的异常。填芯段一旦拉出(摩擦力失效)，承拉力即归零，邻近预力基桩受拉

力大增，预力基桩陆续被拉断，楼倒是必然的。预力基桩桩身可以透过增加预力

钢棒数来增强桩体的抗拉力，但现行工法的填芯段(台湾称为桩头处理、大陆称为

桩头加强)则不行，由于桩头内孔中的水泥浆及土壤拌合液干硬后的劣质混凝土不

易彻底清除，植入桩的填芯段抗拉能力则比打击桩更差一些。台湾 30年的植入

桩施工案例中，只有少数的填芯段抗拉报告[5][6]，用以肯定及巩固桩头处理施工

成果，其余更多量的施工案则多是语焉不详。 

植入基桩在二次钻芯、高压水清孔后，填芯段与桩壁界面的摩擦力保守取为

0.20N/mm
2
(约 2.0kg/cm

2
) [5]，估计 600mm基桩、填芯 2M深的摩擦力约为 

491KN(约 50tons)。为使摩擦力增加，只有增加填芯段深度；但填芯段深度越

深，则内孔面的清理更不易，工人施工的严谨度更受考验。 

 

2. 预力基桩桩头接合的改进 

 
灾难一般都是突发的、异常的、超出容许范围的，没有人能预知灾害的发

生。预力基桩是一种极为优良的建材，性价比(C/P值)高，但仍有上中下三个主要

缺陷，桩头处理部份即是预力基桩上端最易发生的缺失。在改良式的 DH-PHC桩

工法就是针对这个工程困扰发展的，尽力巩固桩头接点的设计，使结构构件能力

发挥的更好。 

不同于台湾通用的植入式基桩(大陆称埋入式)，大陆的大楼的预力基桩基础

多为打击桩(或压入桩)。这类似台湾 1970年代盛行的施工方式，比起植入式工

法，打击式工法施工成本较低(约减少 4成)[4]，但桩体因受击打而易有损伤，影

响基桩的耐久性。 

在本文案例中，我们将焦点集中在预力基桩的桩头受拉力的突发性破坏。在

预力基桩受拉破坏中，以桩头填芯段填芯混凝土（以下简称填芯段）受拉且被拉

出于基桩外是最为异常的案例。由于传统填芯段和桩壁间主要是由交界面的摩擦

力来传递，除了材质之外，相当程度受到工地现场施工质量的影响，包含工作人

员的施工严谨度。当一旦发生桩头拉力时，由于基桩桩壁是由混凝土组成，且基

桩和上方基础承台间并未有适当的拉力连结，只能依赖填芯段来承受。当桩硕拉

力超过基桩内孔填芯段的摩擦力时（包含摩擦力的丧失或减损），则发生拉力脆

性破坏可能性就会增高。在结构设计上，工程师将会力求构件的容许承载力大于

外力，以求结构安全，至少能达到产生预警破坏的情形，以降低灾害中人员伤

亡。 

在预力基桩桩头填芯段的处理上，数十年来，除了以填芯段的摩擦力设计

外，并未有更好的方式，多数的工程设计上都只能用《基桩是设计来承受垂直压

力，而非拉力》来作为设计准则，以规避拉力的设计。这也造成了基桩只受压而

不受拉的刻板印象。但灾难并不会如预期的只发生在压力承载，当一旦拉力承载

发生且超出设计拉力容量、或由于填芯段施工不确实造成基桩内孔摩擦力的丧失

或减损，则灾害的发生将会是突然且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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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家齐等(2013)的研究中[3]，基桩桩头的抗拉力可以透过基桩工厂预制时

在桩头段预先埋置水平钢筋方式(图 2-1、2-3)，并于工地施工时和填芯段的垂直

钢筋及混凝土结合成为更为可靠的结构接点，一举将桩头填芯段的拉力承载量大

举提高。由于桩头填芯段在完成后，几近于实心混凝土断面（指不同于基桩的空

心管形断面）。锚锭钢筋藉由填芯混凝土及水平钢筋，稳固锚定于基桩壁体内。

在足够的水平筋及妥善的锚定状态下，填芯段的抗拉力可高达 400 tons以上。但

一般基桩并非设计为抗拉桩，所需抗拉力并不高，只需满足预力钢棒的拉力容量

即可。 

图 2-2为 DH-PHC桩头水平筋的精简方式，水平筋不再使用弯钩，仅为直

筋，适当简化并降低成本。桩填芯段承受拉力，当水平筋是具有弯钩时，水平筋

可以发挥全部的剪力容量。但当水平筋不具有弯钩时(平直型)，则水平筋的剪力

容量将改由水平筋伸入桩壁混凝土中的(直径*伸入深度)之投影面积的承压应力控

制，虽然会稍微降低填芯段的抗拉力，但仍可满足预力钢棒的拉力容量。当然，

在特别需求的情形下(例如作为抗拉桩设计时)，水平筋仍是可以被设置来提供更

大的抗拉力。 

                        
图 2-1 DH-PHC桩头水平筋   图 2-2 精简型 DH-PHC桩头水平筋 

 

   
图 2-3 DH-PHC桩头水平筋的组立、嵌入桩壁混凝土中 

 

在设计上，桩头填芯段将采用预置水平钢筋的方式，在和填芯混凝土结合

后，由于水平筋预先嵌入于桩壁混凝土中，钢筋断面将会发挥足够的力量，以承

压方式（bearing type)将填芯段的拉力传递给桩壁体。其拉力的传递模式如下： 

桩头受拉力→垂直锚定钢筋受拉→由钢筋握力传递至填芯混凝土→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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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水平钢筋→传递至桩壁混凝土→由桩壁中的高强度预力钢棒承拉→传递至

基桩全长度桩身→由桩身摩擦力传递至土壤承受。 

 

在桩头水平钢筋的设计上，主要由水平筋伸入桩壁的深度和钢筋的宽度作为

承压面积来承受，再由水平筋布置的层数、支数及直径来控制容许承载力，一般

可由设计工程师自主调整其大小。 

 

单支水平钢筋单一端点的承压力可由下二式取小值控制： 

钢筋的承剪力 Fhbs1 = As1*fva*Φss     …… (1) 

桩壁混凝土承压力 Fhbc1 = Asc*fc' *Φcb    …… (2) 

Fhbv1 = min( 式(1)  , 式(2) )        …… (3) 

总支承力为 

Fhbv = Fhbv1*Nhb         …… (4) 

式中，As1=单支钢筋断面积（mm
2
)。fva:钢筋容许剪应力（N/mm

2
)，取为钢

筋降伏强度 fy。Φss=钢筋剪力折减因子，取为 0.75。Asc=桩壁混凝土承压面积

(mm
2
)，取为 db*Lhb，db=钢筋标称直径(mm)，Lhb=水平筋深入桩壁深度

（mm)。fc'=桩壁混凝土抗压强度(N/mm
2
)，取为 78.5N/mm

2
 (或 800 kg/cm

2）。

Φcb=混凝土承压力折减因子，取为 0.65。Nhb=水平筋总支承点数，取为（桩头

水平筋层数*每层钢筋支数*2端点）。[8] 

由于 DH-PHC桩头水平筋受限于桩壁厚度会影响钢筋保护层厚度[7]，无法足

量深入桩壁，故在较小外径的基桩（即桩壁较薄），该水平筋剪力承载量将会受

限于桩壁混凝土的承压力。所幸基桩所使用的混凝土都是高强度混凝土(如

78.5N/mm
2
)，能发挥相当大的承压力，所形成的水平钢筋总承载量比起传统的填

芯混凝土摩擦力仍是大且稳定耐久。而且工程师可视需求改变水平筋的总支数来

提高容许拉力。 

表 2-1 各种桩径 DH-PHC基桩填芯段在建议水平筋下的拉力承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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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2-2中，我们可发现：填芯段水平筋使用 2支较小直径(如 2-D16)比

使用 1支较大直径(如 1-D19)的抗拉拔效果来的更好。这是基于水平筋伸入

桩壁所产生的垂直向投影面积较大之故；但若水平筋设置弯钩，则效果不

同。 

 

2.2 运用 DH-PHC基桩的植入式施工法的优点 

植入式工法（埋入式）在台湾及日本地区的施行己达 30年以上，虽施工成

本较高，但被公认为能使基桩桩体保持最佳构件性能的工法。在外钻掘植入式工

法中，由于基桩在植入土层后，尚需使用大型钻掘机械在桩头进行二次钻芯、及

再进行清孔作业，以便能让内孔壁面拥有足够的良好接触面。 

     
图 2-4 DH-PHC的中空桩头设计    图 2-5 DH-PHC桩可迅速打开顶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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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DH-PHC桩头处理     图 2-7 DH-PHC桩头处理(灌浆) 

 

在 DH-PHC基桩发展同时，为配合桩头水平筋的设置，也发展出「中空桩

头」的「易拉罐式」基桩施工方法(图 2-4)。当植桩完成时，在 12～24小时后即

可开启桩头盖钣(图 2-5)，抽出排气 PVC管，进行后续工程的施工(图 2-6、2-7)。

此一工法弥补了传统植入桩在植桩后必须长时间养护(14～28天)，再予二次钻芯

清孔的工期浪费，并使得基桩植桩施工几乎与其它土木工作(如基础承台的模板、

钢筋、混凝土等工作)可以压缩或并行施作，大量降低工期(图 2-8)。而植桩施工

工期的高度压缩，将会对整体工程的其它工种进行程序造成大幅度的改变，而这

些改变将会使工程成本进一步降低(图 2-9)。对于极需工期的工程(例如迫切的抢

修工程等、或高密度资金投入的建设工程)而言，这是极为有利的植桩工法。有时

工程综合成本甚至比使用打击桩还要节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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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 传统式及 DH-PHC基桩的植入式工法的工序比较 

 

 
图 2-9 传统式及 DH-PHC基桩的植入式工法的工期比较 

3.总结 
 

传统上，基桩有上/中/下等三种接头上的缺陷，本文所指出的系为上端的缺

失改良，在基桩工厂预制上的制程相当容易，所增耗成本极为有限，在工地施工

上也容易配合，不会形成困扰。当预力基桩填芯段由传统的摩擦力型接头，改良

为水平筋接头形式时，桩头的稳定性将会大大增加且增大，可以发挥基桩的特

性。同时，由于桩头接点的改进，可以使基桩可以进一步改良的可行性将会大

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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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所述，在预力基桩使用植入式工法进行植桩上，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的

结论： 

(1) DH-PHC基桩使用桩头水平筋的方式，可以使桩头处理的强度增加，包含填

芯段抗拉力的提升及稳定性。 

(2) DH-PHC基桩的桩头处理采用机械式的结合，远胜于传统摩擦力的结合方

式，耐久性佳，不易为环境老化的影响。 

(3) DH-PHC基桩的中空桩头方式，使植桩后无须再等待漫长的养桩工期，且无

须二次钻芯清孔工序，大量节省植桩工期。 

(4) DH-PHC基桩因为大量节省植桩工期，更使其它工序的工作，可以整合提早

进行，更大量的节省工期，有利于节省工程财务的运作。 

(5) 因大量节省工期所造成工程经济利益的增加，使用 DH-PHC基桩植桩甚至有

可能可以比打击桩更为经济(依案例情形而有差异)。 

(6) 基桩工作(有时称为地质改良的一部份)为整体工程的前置工序，因耗费工期甚

巨，常常会被要求提前作业，有时会因而造成过于保守的设计(Over Design)。

采用更先进的 DH-PHC桩可使各工序连接，免除因过早作业而导致的工程成

本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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