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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力基樁樁頭接頭的改進預力基樁樁頭接頭的改進預力基樁樁頭接頭的改進預力基樁樁頭接頭的改進—以上海大樓倒塌案為例以上海大樓倒塌案為例以上海大樓倒塌案為例以上海大樓倒塌案為例 

李勝男 

(台灣)德翰智慧科技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摘要：在亞洲城市建設中，人口密集、高樓林立，土地需求相對大，使用預力基

樁(或稱預應力混凝土管樁、管樁)作為大樓基礎樁或軌道交通橋樑基礎樁，以增

加基礎支承力的情形相當普遍。2009年發生於中國上海市的新建大樓倒塌事故，

即是以預力基樁作為支承結構，相鄰的基地內有多棟同類型的大樓，所幸大樓才

剛興建完成，尚未有住民入住，否則所造成的災難之大和人員傷亡之多將會是一

件工程界慘劇。本文將藉此百年難得一見的大樓倒塌案例中遭到破壞的基樁接頭

型式，來探討現有基樁接頭的設置接合方式、弱點及隱患，進一步分析建議基樁

接頭改進方式，期以預防或降低未來相關工程災難的發生及損傷程度。 

 

序言序言序言序言 

2009年 6月 27日北京時間 5時 40分，在建的蓮花河畔景苑樓盤中一幢已基

本完工但尚未交付使用的 13層小高層向南側傾斜，然後迅速整體倒塌，管樁折

斷[1]。這是發生在上海市的倒樓案例，該大樓是以預力基樁(中國稱預應力混凝

土管樁，以下簡稱基樁、管樁)作為基礎支承結構。本文目的乃是特別針對此案例

中作為基礎支承的基樁所發生的預力基樁失敗缺失進行結構力學方面的探討，以

期能對日後工程界在使用基樁作為大樓建築物、橋樑結構或其他大型結構物的支

承時，可改進並得到更完整穩定的支承力。 

 

1. 大樓倒塌事件的發生大樓倒塌事件的發生大樓倒塌事件的發生大樓倒塌事件的發生 

1.1大樓倒塌發生的歷史記載大樓倒塌發生的歷史記載大樓倒塌發生的歷史記載大樓倒塌發生的歷史記載 

本案例，調查結果顯示，傾覆主要原因是，樓房北側在短期內堆土高達 10

米，南側正在開挖 4.6米深的地下車庫基坑，兩側壓力差導使土體產生水平位

移，過大的水平力超過了樁基的抗側能力，導致房屋傾倒[1]。(見圖 1-1、1-2) 

 
圖 1-1 樓倒事件示意 [2] 



 

p. 2 

 
圖 1-2 樓倒事件照片 [2] 

 

 
圖 1-3 樓倒事件照片 [3] 

 

1.2作為作為作為作為大樓支大樓支大樓支大樓支承的承的承的承的預力基樁預力基樁預力基樁預力基樁失敗原因探討失敗原因探討失敗原因探討失敗原因探討 

 

根據當年的調查報告指出，本案例是由於建築物一側開挖地下車庫(4.6M)、



 

p. 3 

一側超填土方(約 10M)所造成大樓兩側「壓力差」，而致大樓倒塌。大樓兩側「壓

力差」是成因，顯然的已經存在一段時間了。大樓為 13層興建時間絕對超過 28

天，混凝土構件強度也已完全發揮。兩側「壓力差」造成水平剪力過大，而致大

樓有「異常大的傾覆力矩」，最終導致作為地質改良的預力基樁失敗。 

預力基樁的失敗原因可能有三：受壓失敗、受拉失敗、受剪失敗。根據當年

媒體所刊載的現場照片(見圖 1-3)只能照到外露的部份，這一部都是受拉側，我們

無從得知大樓受壓側的預力基樁失敗情況(因為被壓在建築物下，或許照片也有些

拍攝角度盲點)。 

預力基樁受拉失敗時，在樁體越上方所受拉力越大，故一般都發生在接近預

力基樁和基礎承台介面附近。有幾種情形： 

(1) 發生在預力基樁和基礎承台介面：可能是垂直錨定鋼筋拉斷失敗。 

(2) 發生在預力基樁填芯段：可能是填芯段混凝土摩擦力失敗，最糟糕的是整

個填芯段被「拉出」。 

(3) 發生在預力基樁填芯段以下：可能是預力基樁本身拉斷失敗。一般預力基

樁本體都是設計來承受「壓力」的，容許承拉力可能都只是容許承壓力的

1/5～1/10左右。由於樁壁混凝土材料不耐受拉力，拉力是由預力鋼棒承

受。圖 1-3照片中的預力基樁大多都不見預力鋼棒的原因是拉斷後，預力

鋼棒多「縮進」樁壁內，並非沒有鋼筋。 

 

當大樓兩側「壓力差」一直存在，致使拉力側的預力基樁受到「異常拉

力」。打擊式的預力基樁樁體主要是由高強度混凝土(fc’=78.5N/mm
2或

800kg/cm
2，大陸打擊樁用 C80規格類似)、高強度異形鋼棒(fy=1,227N/mm

2或

12,500kg/cm
2
)及螺旋筋所組成，並予施加預應力。樁身材料剛性相當高，基本上

也沒有什麼延展性，一旦發生破壞，就是直接「脆性破壞」了。大樓建築物主要

是由樑柱版牆構件組成，整體還是有一定程度的靱性和彈性，比起預力基樁顯得

柔軟些。若建築物作為支承中的某單一支預力基樁發生拉力失敗，樁抗拉力即告

「歸零」，必須由鄰近的預力基樁來加以分擔承受。在結構設計上，通常預力基

樁並不是設計來「承受拉力」的，容許拉力很低，所以就易發生「無預警性的連

鎖拉斷、崩塌」。當然也會相對應的產生大樓受壓側的預力基樁的「異常受壓」

而失敗；因預力基樁受壓破壞時，會將力量傳導於土壤層，因樁身強度遠大於土

壤強度，除非樁底入岩(註：本案例場址為河岸沖積土層)，否則最終常導致土壤

破壞沉陷。但本案例研判有屬於預力基樁拉力破壞的情形。 

依照片(見圖 1-3，由照片中人形比例加以估計樁徑)略估預力基樁樁徑大概是

Φ600mm、管壁厚 100mm、內孔(填芯段)直徑 Φ400mm，明顯可見受拉側的預力

基樁失敗情況有二： 

(1) 一是預力基樁本身被「拉斷」，如露出的管狀構件即是，斷點應在填芯

段交界附近或以下； 

(2) 二是預力基樁的填芯段被「拉出」，如圖 1-3照片右上角所露出的構件為

較小直徑的平整淺色圓柱體即是； 

 

預力基樁受拉破壞時，預力基樁本體被拉斷是正常，但填芯段被拉斷則屬異

常，尤其是填芯段整支被拉出更是預力基樁內孔介面摩擦力完全沒發揮或失效。

預力基樁施工型式在大陸主要是打擊樁或壓入樁，沉樁後的預力基樁內孔還算是

乾淨，樁頭填芯段介面摩擦力比較高；台灣是植入樁，沉樁後仍須二次鑽芯清孔

工序，來增加內孔的粗糙程度，但預力基樁內孔面仍都是劣質水泥漿，澆注混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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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後的填芯段摩擦力是比較差(指使用相同填芯混凝土配比的情況)(見圖 1-4)。

[5][6] 

 

    
圖 1-4 傳統植入式預力基樁樁頭二次鑽芯清孔殘留劣質混凝土情形 

 

預力基樁的樁壁中是均佈高強度異形鋼棒，樁身在承受拉力時，雖樁壁混凝

土的承拉力極低，但異形鋼棒仍可承受拉力。表 1-1即為 TYPE C預力基樁(預應

力為 7.85N/mm
2
 (約 80kg/cm

2
)的樁身承拉力容量。表中可看出 600mm預力基樁的

承拉力容量為 638 KN(約 65 tons)才會到達預力鋼棒降伏的狀態；如拉力未超過此

值，樁身卻受拉破壞時，即為異常。例如樁頭填芯段被拉出，即為一例。預力基

樁受拉破壞，為無預警的脆性破壞，極為容易造成連鎖破壞。在圖 1-3照片右上

角中可見到預力基樁的填芯段整個被拉出，可能是大樓整體受壓力側的基樁尚未

遭破壞即遭拉斷破壞；否則以大樓倒塌過程中傾斜情形推測，填芯段也會因為傾

角而使樁身被彎斷，而非拉出。 

 

表 1-1 現行預力基樁之樁身抗拉力容量 

 

除了早年日本地震中預力基樁受到強烈地震水平力破壞外，在現代建築案例

中，其實是很難得見到預力基樁破壞的情形，這是極為難得的案例。尤其是預力

基樁樁頭的填芯段整支被拉出的情形，則更是絕無僅有的罕品，即使在實驗室中

也未曾發生(實驗一般都是應變計到達變位即告停止)。若是填芯段處理的好一

些，可能可以使填芯段介面的摩擦力更徹底發揮，可能可以撐久一點吧。以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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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毫無支撐側擋的低挖土/高填土方式，大概災難的發生應該還是必然的。 

在結構設計上，設計工程師都希望最初破壞點發生在「桿件上」，而不是在

「接點上」。所以本案例中，預力基樁拉斷是正規的，只有「填芯段拉出」才是

最大的異常。填芯段一旦拉出(摩擦力失效)，承拉力即歸零，鄰近預力基樁受拉

力大增，預力基樁陸續被拉斷，樓倒是必然的。預力基樁樁身可以透過增加預力

鋼棒數來增強樁體的抗拉力，但現行工法的填芯段(台灣稱為樁頭處理、大陸稱為

樁頭加強)則不行，由於樁頭內孔中的水泥漿及土壤拌合液乾硬後的劣質混凝土不

易徹底清除，植入樁的填芯段抗拉能力則比打擊樁更差一些。台灣 30年的植入

樁施工案例中，只有少數的填芯段抗拉報告[5][6]，用以肯定及鞏固樁頭處理施工

成果，其餘更多量的施工案則多是語焉不詳。 

植入基樁在二次鑽芯、高壓水清孔後，填芯段與樁壁介面的摩擦力保守取為

0.20N/mm
2
(約 2.0kg/cm

2
) [5]，估計 600mm基樁、填芯 2M深的摩擦力約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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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則內孔面的清理更不易，工人施工的嚴謹度更受考驗。 

 

2. 預力基樁樁頭接合的改進預力基樁樁頭接合的改進預力基樁樁頭接合的改進預力基樁樁頭接合的改進 

 

災難一般都是突發的、異常的、超出容許範圍的，沒有人能預知災害的發

生。預力基樁是一種極為優良的建材，性價比(C/P值)高，但仍有上中下三個主要

缺陷，樁頭處理部份即是預力基樁上端最易發生的缺失。在改良式的 DH-PHC樁

工法就是針對這個工程困擾發展的，盡力鞏固樁頭接點的設計，使結構構件能力

發揮的更好。 

不同於台灣通用的植入式基樁(大陸稱埋入式)，大陸的大樓的預力基樁基礎

多為打擊樁(或壓入樁)。這類似台灣 1970年代盛行的施工方式，比起植入式工

法，打擊式工法施工成本較低(約減少 4成)[4]，但樁體因受擊打而易有損傷，影

響基樁的耐久性。 

在本文案例中，我們將焦點集中在預力基樁的樁頭受拉力的突發性破壞。在

預力基樁受拉破壞中，以樁頭填芯段填芯混凝土（以下簡稱填芯段）受拉且被拉

出於基樁外是最為異常的案例。由於傳統填芯段和樁壁間主要是由交界面的摩擦

力來傳遞，除了材質之外，相當程度受到工地現場施工品質的影響，包含工作人

員的施工嚴謹度。當一旦發生樁頭拉力時，由於基樁樁壁是由混凝土組成，且基

樁和上方基礎承台間並未有適當的拉力連結，只能依賴填芯段來承受。當樁碩拉

力超過基樁內孔填芯段的摩擦力時（包含摩擦力的喪失或減損），則發生拉力脆

性破壞可能性就會增高。在結構設計上，工程師將會力求構件的容許承載力大於

外力，以求結構安全，至少能達到產生預警破壞的情形，以降低災害中人員傷

亡。 

在預力基樁樁頭填芯段的處理上，數十年來，除了以填芯段的摩擦力設計

外，並未有更好的方式，多數的工程設計上都只能用《基樁是設計來承受垂直壓

力，而非拉力》來作為設計準則，以規避拉力的設計。這也造成了基樁只受壓而

不受拉的刻板印象。但災難並不會如預期的只發生在壓力承載，當一旦拉力承載

發生且超出設計拉力容量、或由於填芯段施工不確實造成基樁內孔摩擦力的喪失

或減損，則災害的發生將會是突然且重大。 

在張家齊等(2013)的研究中[3]，基樁樁頭的抗拉力可以透過基樁工廠預製時

在樁頭段預先埋置水平鋼筋方式(圖 2-1、2-3)，並於工地施工時和填芯段的垂直

鋼筋及混凝土結合成為更為可靠的結構接點，一舉將樁頭填芯段的拉力承載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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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提高。由於樁頭填芯段在完成後，幾近於實心混凝土斷面（指不同於基樁的空

心管形斷面）。錨錠鋼筋藉由填芯混凝土及水平鋼筋，穩固錨定於基樁壁體內。

在足夠的水平筋及妥善的錨定狀態下，填芯段的抗拉力可高達 400 tons以上。但

一般基樁並非設計為抗拉樁，所需抗拉力並不高，只需滿足預力鋼棒的拉力容量

即可。 

圖 2-2為 DH-PHC樁頭水平筋的精簡方式，水平筋不再使用彎鉤，僅為直

筋，適當簡化並降低成本。樁填芯段承受拉力，當水平筋是具有彎鉤時，水平筋

可以發揮全部的剪力容量。但當水平筋不具有彎鉤時(平直型)，則水平筋的剪力

容量將改由水平筋伸入樁壁混凝土中的(直徑*伸入深度)之投影面積的承壓應力控

制，雖然會稍微降低填芯段的抗拉力，但仍可滿足預力鋼棒的拉力容量。當然，

在特別需求的情形下(例如作為抗拉樁設計時)，水平筋仍是可以被設置來提供更

大的抗拉力。 

                        
圖 2-1 DH-PHC樁頭水平筋   圖 2-2 精簡型 DH-PHC樁頭水平筋 

 

   
圖 2-3 DH-PHC樁頭水平筋的組立、嵌入樁壁混凝土中 

 

在設計上，樁頭填芯段將採用預置水平鋼筋的方式，在和填芯混凝土結合

後，由於水平筋預先嵌入於樁壁混凝土中，鋼筋斷面將會發揮足夠的力量，以承

壓方式（bearing type)將填芯段的拉力傳遞給樁壁體。其拉力的傳遞模式如下： 

樁頭受拉力→垂直錨定鋼筋受拉→由鋼筋握力傳遞至填芯混凝土→傳遞

至水平鋼筋→傳遞至樁壁混凝土→由樁壁中的高強度預力鋼棒承拉→傳遞至

基樁全長度樁身→由樁身摩擦力傳遞至土壤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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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樁頭水平鋼筋的設計上，主要由水平筋伸入樁壁的深度和鋼筋的寬度作為

承壓面積來承受，再由水平筋佈置的層數、支數及直徑來控制容許承載力，一般

可由設計工程師自主調整其大小。 

 

單支水平鋼筋單一端點的承壓力可由下二式取小值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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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樁壁混凝土承壓力 Fhbc1 = Asc*fc' *Φcb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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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支承力為 

Fhbv = Fhbv1*Nhb         …… (4) 

式中，As1=單支鋼筋斷面積（mm
2
)。fva:鋼筋容許剪應力（N/mm

2
)，取為鋼

筋降伏強度 fy。Φss=鋼筋剪力折減因子，取為 0.75。Asc=樁壁混凝土承壓面積

(mm
2
)，取為 db*Lhb，db=鋼筋標稱直徑(mm)，Lhb=水平筋深入樁壁深度

（mm)。fc'=樁壁混凝土抗壓強度(N/mm
2
)，取為 78.5N/mm

2
 (或 800 kg/cm

2）。

Φcb=混凝土承壓力折減因子，取為 0.65。Nhb=水平筋總支承點數，取為（樁頭

水平筋層數*每層鋼筋支數*2端點）。[8] 

由於 DH-PHC樁頭水平筋受限於樁壁厚度會影響鋼筋保護層厚度[7]，無法足

量深入樁壁，故在較小外徑的基樁（即樁壁較薄），該水平筋剪力承載量將會受

限於樁壁混凝土的承壓力。所幸基樁所使用的混凝土都是高強度混凝土(如

78.5N/mm
2
)，能發揮相當大的承壓力，所形成的水平鋼筋總承載量比起傳統的填

芯混凝土摩擦力仍是大且穩定耐久。而且工程師可視需求改變水平筋的總支數來

提高容許拉力。 

表 2-1 各種樁徑 DH-PHC基樁填芯段在建議水平筋下的拉力承載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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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2-2中，我們可發現：填芯段水平筋使用 2支較小直徑(如 2-D16)比

使用 1支較大直徑(如 1-D19)的抗拉拔效果來的更好。這是基於水平筋伸入

樁壁所產生的垂直向投影面積較大之故；但若水平筋設置彎鉤，則效果不

同。 

 

2.2 運用運用運用運用 DH-PHC基樁的植入式施工法的優點基樁的植入式施工法的優點基樁的植入式施工法的優點基樁的植入式施工法的優點 

植入式工法（埋入式）在台灣及日本地區的施行己達 30年以上，雖施工成

本較高，但被公認為能使基樁樁體保持最佳構件性能的工法。在外鑽掘植入式工

法中，由於基樁在植入土層後，尚需使用大型鑽掘機械在樁頭進行二次鑽芯、及

再進行清孔作業，以便能讓內孔壁面擁有足夠的良好接觸面。 

     
圖 2-4 DH-PHC的中空樁頭設計    圖 2-5 DH-PHC樁可迅速打開頂蓋 

 

     
圖 2-6 DH-PHC樁頭處理     圖 2-7 DH-PHC樁頭處理(灌漿) 

 

在 DH-PHC基樁發展同時，為配合樁頭水平筋的設置，也發展出「中空樁

頭」的「易開罐式」基樁施工方法(圖 2-4)。當植樁完成時，在 12～24小時後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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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開啟樁頭蓋鈑(圖 2-5)，抽出排氣 PVC管，進行後續工程的施工(圖 2-6、2-7)。

此一工法彌補了傳統植入樁在植樁後必須長時間養護(14～28天)，再予二次鑽芯

清孔的工期浪費，並使得基樁植樁施工幾乎與其他土木工作(如基礎承台的模板、

鋼筋、混凝土等工作)可以壓縮或併行施作，大量降低工期(圖 2-8)。而植樁施工

工期的高度壓縮，將會對整體工程的其他工種進行程序造成大幅度的改變，而這

些改變將會使工程成本進一步降低(圖 2-9)。對於極需工期的工程(例如迫切的搶

修工程等、或高密度資金投入的建設工程)而言，這是極為有利的植樁工法。有時

工程綜合成本甚至比使用打擊樁還要節省。 

 
圖 2-8 傳統式及 DH-PHC基樁的植入式工法的工序比較 

 

 
圖 2-9 傳統式及 DH-PHC基樁的植入式工法的工期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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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傳統上，基樁有上/中/下等三種接頭上的缺陷，本文所指出的係為上端的缺

失改良，在基樁工廠預製上的製程相當容易，所增耗成本極為有限，在工地施工

上也容易配合，不會形成困擾。當預力基樁填芯段由傳統的摩擦力型接頭，改良

為水平筋接頭形式時，樁頭的穩定性將會大大增加且增大，可以發揮基樁的特

性。同時，由於樁頭接點的改進，可以使基樁可以進一步改良的可行性將會大

增。 

由以上所述，在預力基樁使用植入式工法進行植樁上，我們可以得到以下的

結論： 

(1) DH-PHC基樁使用樁頭水平筋的方式，可以使樁頭處理的強度增加，包含填

芯段抗拉力的提升及穩定性。 

(2) DH-PHC基樁的樁頭處理採用機械式的結合，遠勝於傳統摩擦力的結合方

式，耐久性佳，不易為環境老化的影響。 

(3) DH-PHC基樁的中空樁頭方式，使植樁後無須再等待漫長的養樁工期，且無

須二次鑽芯清孔工序，大量節省植樁工期。 

(4) DH-PHC基樁因為大量節省植樁工期，更使其他工序的工作，可以整合提早

進行，更大量的節省工期，有利於節省工程財務的運作。 

(5) 因大量節省工期所造成工程經濟利益的增加，使用 DH-PHC基樁植樁甚至有

可能可以比打擊樁更為經濟(依案例情形而有差異)。 

(6) 基樁工作(有時稱為地質改良的一部份)為整體工程的前置工序，因耗費工期甚

巨，常常會被要求提前作業，有時會因而造成過於保守的設計(Over Design)。

採用更先進的 DH-PHC樁可使各工序連接，免除因過早作業而導致的工程成

本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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