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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全面替代现行锚杆的升级换代锚杆



2

演讲人主要创新性成果

武汉大学水利学院岩土工程博士，一直从事地基基础工程方面的研

究和工程实践；默默耕耘，推动锚杆新技术产业应用和行业技术进步。

l 1996年组织编制了深圳市标准《深圳地区建筑深基坑支护技术规范》

（SJG 0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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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2001年发明了高压喷射扩大头锚杆，首次推导出了扩大头锚杆抗拔力计

算的理论公式，并推动其产业发展。

l 2009年主编了江苏省标准《高压喷射扩大头锚杆（索）技术规程》（苏

JG/T 033-2009）。

l 2012年主编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高压喷射扩大头锚杆技术规程》

（JGJ/T 282-2012）。

l 2012年发明了管囊式防腐锚杆和笼芯囊锚杆，并将其产品化。



目 录
一、笼芯囊锚杆的概念及优点

二、笼芯囊锚杆在抗浮工程中的应用—扩大头笼芯囊锚杆

  1.一级防腐—笼芯囊套管防腐锚杆

  2.一级防腐—管囊式锚杆

  3.二级防腐—笼芯囊防腐涂层锚杆

  4.三级防腐—笼芯囊端头防腐涂层锚杆

三、笼芯囊锚杆在边坡支护工程中的应用—等直径笼芯囊锚杆

  1.笼芯囊边坡支护锚杆应用场景

  2.一级防腐—笼芯囊套管边坡支护锚杆(无扩大头)

  3.二级防腐—笼芯囊防腐涂层边坡支护锚杆（无扩大头）

四、笼芯囊锚杆在基坑支护工程中的应用

  ───钢绞线笼芯囊锚杆

五、工程实例 2



一、笼芯囊锚杆的概念

▼笼芯囊锚杆的发展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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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1995年：利用注浆袋控制注浆：孔底一个袋子，孔口一个袋子。

工程案例：大鹏油库边坡支护工程、中银花园基坑支护工程。

2009年：钢丝笼锚杆：锚杆上套钢丝笼。

工程案例：武昌儿童公园人防工程抗浮锚杆。

2012年：利用囊袋测量扩大头直径。

工程案例：深圳福田区岗厦旧城改造项目抗浮锚杆工程。

2013年：研发注浆流量计，测量扩大头直径（流量计照片、试验照片及

工地应用照片见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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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计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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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计试验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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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计工地应用照片



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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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不断改进和应用，笼芯囊锚杆已经完全成熟和定型，已

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可以分享给大家了。



▼概 念：锚固段包围有囊袋，且囊袋中央有钢丝笼环绕锚杆杆体形成有筋水泥

浆体的锚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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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头笼芯囊锚杆 A点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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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扩大头笼芯囊锚杆（边坡支护） B点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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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Φ90网格笼芯（@30×30）

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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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网格笼芯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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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网格笼芯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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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网格笼芯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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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Ф80螺旋笼芯

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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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旋笼芯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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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笼芯与水泥浆凝结形成有筋固结体环绕包围锚杆杆体，有筋水泥浆体强

度高，抗裂性能好，力学性能好，克服了素水泥浆固结体的缺陷。

素水泥浆体                       有筋水泥浆体

（现技术）                        （新技术）

2. 囊袋与笼芯完美结合

 可防止锚孔内水、泥浆、渣土等侵入；

 可以保证注入的水泥浆纯净，可以保证水泥浆水灰比可控；

 锚杆杆体与笼芯水泥浆力学结合好，可靠性高，克服了现有锚杆的老毛病， 

为锚杆的广泛应用打下了基础。

▼优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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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应用范围广，可以适用于所有锚杆，包括扩大头锚杆、非扩大头锚杆、

钢筋锚杆、钢绞线锚杆。

4.锚杆拉力可以传递到锚孔底部区段，受力条件好。

5.锚固段杆体被笼芯、水泥浆和囊袋多重包围，尤其是笼芯为锚杆杆体提

供了电化学原理的防腐机制。

6.由于笼芯水泥浆体与杆体力学结合强度高，锚杆自由段可以完全按防腐

要求来处理，为防腐锚杆奠定了基础，使所有锚杆都可以达到一级防腐要

求。

7.可以广泛地使用一根PSB精轧螺纹钢筋替代多根普通钢筋，节省工程成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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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笼芯囊锚杆在抗浮工程中的应用──扩大头笼芯囊锚杆

1.一级防腐—笼芯囊套管防腐锚杆（Ф90网格笼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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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二级防腐──笼芯囊防腐涂层锚杆

2.一级防腐—管囊式锚杆（Ф80螺旋笼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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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二级防腐──笼芯囊防腐涂层锚杆（Ф90网格笼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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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三级防腐──笼芯囊端头防腐涂层锚杆（Ф90网格笼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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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笼芯囊锚杆在边坡支护工程中的应用
                ──等直径笼芯囊锚杆
1. 笼芯囊边坡支护锚杆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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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级防腐──笼芯囊套管边坡支护锚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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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二级防腐──笼芯囊防腐涂层边坡支护锚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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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笼芯锚杆在基坑支护中的应用──钢绞线笼芯囊锚杆



五、工程实例
1.近两年笼芯囊锚杆工程项目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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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项目地址 施工单位/采购人 工程量

颍州区公共文化活动中心 阜阳市中清路与林颖路交汇处 沈先生 370根

宿迁双语学校项目 安徽省宿迁市 南京奔城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315根

潞横河驳岸工程 常州市武进区横山桥镇潞横路飞亚桥 常州益豪市政建设有限公司 300根

泰山街道东门1号地块保障房项目 南京市浦口区泰西路 宫先生 103根

南京伯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研发总部大厦
项目

南京市江宁区东沟巷 南京东尊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50根

美景美地麟州 郑州市新安路与前程路交叉口 刘先生 100根

江苏沭阳县南湖初级中学抗浮锚杆项目 江苏沭阳县南湖初级中学 赵先生 130根

溧水公安局技侦楼地基处理工程 南京市六合区大厂杨新路357号 唐先生 405根

中科院麒麟科技园A2地块工程 南京市江宁区麒麟街道泉水村 江苏省岩土工程公司 100根

春江花园（一期） 江苏省海门市秀山东路 南通麒麟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863根

春江花园（二期） 江苏省海门市秀山东路 南通麒麟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1283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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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试验支持单位

       上海邮电设计咨询研究院有限公司

2.阳澄湖笼芯囊锚杆试验情况介绍（纯试验项目）

锚 杆 编 号 杆 体 长 度 钢 筋 型 号 成 孔 直 径

MG1 非扩大头段33m/扩大头段5m 1Ф40PSB1080 非扩大头段0.18m/扩大头段0.8m

MG2 非扩大头段33m/扩大头段5m 1Ф40PSB1080 非扩大头段0.18m/扩大头段0.8m

MG3 非扩大头段32m/扩大头段6m 7索15.2钢绞线
非扩大头段0.18m/扩大头段0.8m

MG4 非扩大头段32m/扩大头段6m 7索15.2钢绞线
非扩大头段0.18m/扩大头段0.8m

MG5 非扩大头段32m/扩大头段6m 7索15.2钢绞线
非扩大头段0.18m/扩大头段0.8m

（2）试验地址

       江苏省昆山市巴城镇锦绣北侧新宇建设工地旁

（3）试验锚杆参数与锚杆设计图（注：锚杆设计图见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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锚杆MG1设计图：

地质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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锚杆MG2设计图：

29
地质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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锚杆MG3设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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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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锚杆MG4设计图：

地质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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锚杆MG5设计图：

地质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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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施工情况

       2018年12月份，我司进场，在上海邮电设计咨询研究院有限公

司的监督下，共施工5根扩大头抗浮锚杆试桩，根据施工钻孔时间统计

资料及返浆情况，现场施工基本与设计图纸符合。施工照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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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4
①施工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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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施工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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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施工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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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施工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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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检测情况

      2019年03月09日至2019年3月17日，江苏省建筑工程质量检测

中心有限公司在上海邮电设计咨询研究院有限公司的见证下，对5根扩

大头抗浮锚杆进行了基本拉拔试验。试验照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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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39
①检测现场



4140
②检测现场



4241
③检测现场



4342
④检测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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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结果如下：

锚杆
编号

杆  体  长  度 钢  筋  型  号 实际试验
最大荷载

终  止  原  因 结  论

MG1 非扩大头段33m/扩大头段5m 1Ф40PSB1080 1000
KN

地面下陷，试验台反力
不够，锚杆未破坏

最大抗拔力
≥1000KN

MG2 非扩大头段33m/扩大头段5m 1Ф40PSB1080 960
KN

地面下陷，试验台反力
不够，锚杆未破坏

最大抗拔力
≥960KN

MG3 非扩大头段32m/扩大头段6m 7索15.2钢绞线
1140
KN

地面下陷，试验台反力
不够，锚杆未破坏

最大抗拔力
≥1140KN

MG4 非扩大头段32m/扩大头段6m 7索15.2钢绞线
1080
KN

地面下陷，试验台反力
不够，锚杆未破坏

最大抗拔力
≥1080KN

MG5 非扩大头段32m/扩大头段6m 7索15.2钢绞线
840
KN

地面下陷，试验台反力
不够，锚杆未破坏

最大抗拔力
≥840KN



公司网站：http://www.jlmaogan.cn

公司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北环大道青海大厦17B

联系电话：0755-83936505  83936409

公司邮箱: JL2012@126.com

价值分享  合作共赢



笼 芯 囊 锚 杆

可全面替代现行锚杆的升级换代产品 

扩大头笼芯囊锚杆（抗浮） 等直径笼芯囊锚杆（边坡支护） 笼芯实物照片

 

核心优点：

1.笼芯与水泥浆凝结形成有筋水泥浆体环绕包围锚杆杆体，克服了现行锚杆   

素水泥浆体的诸多缺陷。

2.可以确保注入的水泥浆纯净可靠，水灰比可控。

3.可以彻底解决锚杆的防腐问题，可达到恶劣条件下的一级防腐要求。



招商加盟条件：

加盟费10万元，按项目独家供应锚杆材料，加盟人可以获取超额收益。

联系人：王德雄 15338810995  

        胡瞻建 18802672354  0755-83936505

愿景：我们的技术与您的经营相结合，便创造财富无数。



THANKS
感 谢 观 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