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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降低 PHC管桩 生产过程 中的 能源消耗 和 简化 生产工序 ，采 用优 选的混凝 土配合 比和蒸汽 养护制度 

并充分利用环境温度对PHC管桩蒸养后所发挥的作用，开发出免蒸压 PHC管桩工艺技术。所开发的免蒸压 PHC 

管桩混凝土抗压强度满足规范要求，具有较高的弹性模量、耐久性和较低的脆性 ，其耐久性和抗脆性优于蒸压 PHC 

管桩 混凝 土．且沉桩效果 良好 。 

关键词：PHC管桩；蒸汽养护 ；免蒸压；规范：耐久性 

Abstract：To reduce the energy and simplify the production process in PHC piles production process，non—autoclaved 

PHC piles technology is developed by adopting suitable concrete mix proportions and steam curing system as well as the 

function of ambient temperature to the PHC piles after steam curing．The compressive strength of non—autoclaved PHC 

piles can eonfornl to the specification and standard，and its elastic modulus and durability are better and its brittleness is 

less．The durability and brittleness resistance are superior to the steam curing PHC piles．and the effect on pile driving is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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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目前，国内PHC管桩的生产厂家普遍采用两次 

蒸汽养护 (常压蒸汽养护与高压蒸 汽养护 ，简称蒸 

压养护 )进行 PHC管桩生产 。以使 PHC管桩在较短 

的时间内获得 出厂强度 。常压蒸汽养护是在温度 

低 于 100℃条件下进行养护 ，包括静停 、升温 、恒温 、 

降温过程 ；而蒸压养护需在蒸汽压力 0．95～1．0MPa 

和温度 170～180℃的条件下，养护 10～20h。蒸压养护 

是耗能与耗时最多 的工序 ，一般来说 ，以燃油锅炉 

为例 ，每蒸压养护 1m 混凝土约耗油 25kg，且耗用 

时间较多 。此外 ，蒸压 养护需要高压釜 ，生产投入 

比较高；PHC管桩出釜时温度很高，若不经过有效 

的降温处理 ，则温差足 以使桩身混凝土产生裂缝 ， 

给 PHC管桩的耐久性带来不利影响。 

PHC管桩因其具有优异的力学性能、制桩周期 

短 、价格低而在工业 民用建筑 、市政工程 、港 口码头 

以及跨海大桥等大型工程中得到广泛的应用。随着 

水运工程建设的高速发展 ．PHC管桩的需求量逐年 

增加 ，同时国家、业主以及设计单位也对 PHC管桩 

的节 能环 保 、性 能 、质量 以及经济性提出 了更高的 

要求。本文通过混凝土配合比和养护技术研究并充 

分利用环境温度对 PHC管桩蒸养后所产生的作用， 

开展免蒸压 PHC管桩性能研究 ，开发出一次蒸汽养 

护 PHC管桩工艺技术，并选择具体工程开展应用性 

试验。开发一次蒸汽养护 PHC管桩免蒸压工艺可简 

化施工环节 、节约成本 、对 PHC管桩产 品节 能减排 

和保护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1 试验研究 

1．1 试验原材料 

(1)水泥 ：安徽产 52．5Ⅱ型硅酸盐水泥 ，其物理 

力学性能指标如表 1所示 

(2)掺合料 ：$95粒化高炉矿渣粉 ，其物理力学 

性能指标见表 2。 

(3)细骨料 ：细 度模 数 为 2．6的 中砂 ，含泥 量 

表 1 水 泥的性能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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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粒化高炉矿渣粉的性能指标 

0．6％。泥块含量 0．2％。 

(4)粗骨料 ：5～25ram连续级配的碎石(由 5 

10mm和 10～25ram 两级 配 配制 而 成 。5～10mm 和 

10—25mm的比例为 1：4)，含泥量为0．4％，泥块含量 

为 0．1％。 

(5)减水剂：上海产 HP400高效减水剂 

(6)拌合水：普通自来水。 

1．2 配合 比 

采用活性较高的粒化高炉矿渣粉作为矿物掺 

合料，本研究选用 $95粒化高炉矿渣粉 ，水胶比为 

0．25—0．30，$95粒化高炉矿渣粉掺量为 10％～40％， 

胶凝材料用量为470～550kg／m ．用水量为 125～145 

kg／m ，砂用量为 640-730kg／m ，粗骨料用量为 1100 

~ 1200kg／m ，减水剂用量为 4．0-5．5kg／m 。 

1-3 试验方法 

(1)力学性能试验 

抗压强度试验按 JTJ270—98《水运工程混凝土 

试验规程》中有关规定进行。 

(2)耐久性试验 

渗透性标准试验方法》进行 ；氯离子扩散系数试验 

按 NT BUILD 443((硬化混凝土：快速氯离子侵蚀试 

验方法》进行。 

(3)养护制度 

按设计的养护制度采用蒸汽养护，控制升降温 

速率和恒温时间，混凝土蒸养后进行标准养护．到 

规定龄期进行混凝土力学性能和耐久性试验。 

(4)扫描电子显微镜 

采用日本产JSM一5600LV低真空扫描电子显微 

镜观察混凝土内部结构形貌，扫描电子显微镜分辨 

率为3．5nm，仪器的加速电压为20kV。 

2 试验结果与分析 

2．1 混凝土性能 

(1)抗压强度 

所开发的免蒸压 PHC管桩和蒸压 PHC管桩混 

凝土标准养护下的抗压强度如表 3、图 1所示。从表 

3和图 1可以看出，经过免蒸压的PHC管桩混凝土 

3d抗 压 强 度 已 大 干 80MPa．28d抗 压 强 度 大 于 

90MPa，表明在一定温度作用下。免蒸压 PHC管桩 

混凝土在较短的时间能满足有关规范要求；在 90d 

龄期 ，免蒸压养护、蒸压养护混凝土抗压强度增幅 

分别为 27：0％、8．3％，蒸压混凝土抗压强度增幅较 

小。由此可见，免蒸压 PHC管桩混凝土后期强度持 

续增加 。 

电通量试验按 ASTM C1202《混凝土抗氯离子 (2)弹性模量 

表3 免蒸压和蒸压 PHC管桩混凝土抗压强度 MPa 

善 
越 

憩 

描 

- 10 0 1O 20 3O 40 5O 60 7O 80 9O 1oo 

龄期，d 

图 1 免蒸 压和蒸压 PHC管桩混凝土抗压强度 

免蒸压和蒸压PHC管桩混凝土同条件蒸养后 

标准养护下的弹性模量如表4所示。表 4的 3d和 

90d的弹性模量测试结果表明．免蒸压 PHC管桩混 

凝土的弹性模量高于蒸压 PHC管桩。 

(3)脆性 

混凝 土抗拉强度与抗压强度之 比 (简称拉压 
一 30一 

表 4 免蒸压和蒸压 PHC管桩混凝 土弹性模量 104MPa 

比)常作为宏观上衡量混凝土脆性的一项最简便 、 

适用的指标 ，拉压比值降低就意味着混凝土的脆性 

增加『5 。免蒸压和蒸压桩节切割混凝土90d抗压强 

度、劈拉强度、拉压比以及弹强比的测试结果如表 5 

表 5 管桩切割混凝土拉压 比和折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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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蒸压 PHC管桩 制桩成本较低，桩混凝土耐久性有所提高，桩耐打性有所增加。养护时间稍长 ，出厂时间相对较长。 

蒸压 PHC管桩 养护时间短，出厂周期较短，桩混凝土的收缩较小。 制桩成本较高，桩混凝土耐久性相对较低。 

看出，当采用免蒸压方式生产 PHC管桩时，应注意 

控制养护制度。保证混凝土获得一定的脱模强度 ： 

当采用蒸压生产 PHC管桩时，应严格控制蒸压的养 

护制度 ，保证其耐久性。 

3．2 经济分析 

采用免蒸压工艺可以省略蒸压环节 ．蒸压环节 

需高压釜、人工并消耗大量的能源，会增加 PHC管 

桩的成本。表 9为每 mPHC管桩蒸压所需的成本， 

采用免蒸压工艺，每 mPHC管桩可节约成本 15元。 

因此采用免蒸压 PHC管桩可以大量节约能源和成 

本，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同时还可减少废气排放， 

有利于环保。 

表 9 PHC管桩蒸压每 m所需成本 

3．3 应用前景 

PHC管桩 的免蒸压技术可以节约 PHC管桩生 

产过程中蒸压养护的成本 ，符合“节能减排”的战略 
一 32一 

要求，能够给企业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以三航局 

南京分公司预制厂年产 PHC管桩混凝土 7万 m3来 

计算 ，年节约成本将达 208．6万元。 

目前 ，PHC管桩在港 口码头 、桥梁以及工业 民 

用建筑等工程中获得广泛应用。通过本课题研究， 

系统地解决 PHC管桩配合比设计与生产工艺和相 

关技术问题．使 PHC管桩性能获得改善并降低成 

本 ：(1)可使免蒸压 PHC管桩满足规范的各项要求 ， 

PHC管桩混凝土的抗氯盐侵蚀性能、抗冻性等耐久 

性较高，保证了PHC管桩的产品质量，可应用于海 

洋工程和北方等耐久性要求较高的环境 ；(2)PHC 

管桩混凝土脆性有所改善 ，保证使用性能和耐打 

性；(3)免蒸压PHC管桩还可减少制桩的环节、降低 

成本 和节 约能源 ，从而有利于环保 。因此 ，免蒸压 

PHC管桩具有非常广泛的应用前景。 

4 工程应 用 

4．1 工程概况 

生产的免蒸压 PHC管桩在安徽省芜湖新联造 

船有限公司三山造船项目2#舾装码头进行了应 

用。该工程位于芜湖市三山区临江工业园，场址上 

游为在建的华电电厂，下游为在建的芜湖三山海螺 

港务有限公司。本次施工的是 2#舾装码头及两座 

引桥，总投资 3278万元，20O9年 5月 28日开工、 

2010年 3月31日竣工。工程共 6个分段，每分段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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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排架 ，每排架下设 5根直桩(PHC AB 800型)和 1 

对叉桩 (PHC C 800型)，引桥 2座 (PHC AB 800 

型)。桩型和数量如表 10所示。 

表 10 工程所需 的桩型和数量 

4．2 检验结果 

(1)抗压强度 

混凝土抗压强度检测结果 如表 11所示 。从表 

中可以看 出 ，3d自然养 护的 PHC管桩混凝 土抗压 

强度均大于 80MPa，平均值达到 84．2MPa，达到 出厂 

的要求 。对标准养护 PHC管桩混凝土按统计方法评 

定，评定结果如表 12所示，表中数据表明，28d标准 

养护混凝土平均抗压 强度达 到 90．7MPa，PHC管桩 

混凝土达到 C80的要求 

表 12 PHC管桩 混凝 土抗压强度检验评定结果 

注 ：当试件组 数为 10～l4时 ，入 =1．70， ：=0．90；当试件组 数 

为 15～24时 ，入l=1．65，入2=0．85；当试 件组数 ≥25时 ，入l=1．60， 

h2=0．85。Sh的计算值小于 0．06 fcu，k时，取 sh=0．06 k。 

(2)耐久性 

成 型了两组 电通量和一组氯离子 扩散系数试 

件 ，试件与免蒸压 PHC管桩 同条件养护后进行标准 

养护 ，分别测试混凝土 28d和 56d的电通量和 90d 

氯离子扩散系数 ，电通量 和氯离子扩散 系数 的测试 

结果如表 13所示 。表 l3中测试数据表明 ．免蒸压 

PHC管 桩 混 凝 土 28d和 56d的 电 通 量 均 小 于 

1000C，90d的氯离子扩散系数小于 1．5~10 2m2／s，具 

有较高抗氯盐侵蚀能力。 

4．3 沉桩情况 

沉桩由中交二航局施工 ，采用海盛 l#打桩船 ， 

表 13 PHC管桩 混凝 土电通量的测试结果 

表 11 PHC桩抗压强度检测结果 

桩垫为 30cm的纸垫，替打的长度为 lm。不同桩型 

的免蒸压 PHC管桩的沉桩数据和沉桩情况见表 14 

及图 6和图 7所示 。从表 l4的沉桩数据及 图 6和 

图 7可 以看 出 ，除 8—5一B号桩位外 ，所有直桩和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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桩全部顺利打下，贯人度满足设计要求，桩身完好。 

8—5一B号桩桩头破裂，距离设计标高 lm，但其贯入 

度满足设计要求，这可能与地质条件和打桩等因素 

影响有关。 

图 6 免蒸压 PHC管桩沉桩时的情况 

图 7 免蒸压 PHC管桩沉桩后的情况 

5 结语 

本文通过配合比、养护制度、PHC管桩性能以 

． ， 34．． 

及工程应用性试验等研究，开发出一次蒸养的免蒸 

压 PHC管桩，其抗压强度满足规范要求。并具有较 

高的耐久性、弹性模量以及较低的脆性，改善了蒸 

压 PHC管桩性能；免蒸压PHC管桩可节省成本且 

节能环保．每 mPHC管桩可节约成本 l5元。具有较 

好的经济效益和推广应用前景。所开发研制的免蒸 

压PHC管桩在工程中获得了应用，应用情况表明， 

出厂的强度满足规范要求并具有较高的耐久性 。沉 

桩效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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