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力牌  变直径钢筋笼
抗拔抗拉、抗压锚杆桩专业解决方案





公司简介

         江苏景源万河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精心致力于建筑基础领域

的科技创新和节能环保事业。公司秉承“创新、创优、创业、创

名牌”的四创宗旨，努力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环境理

念，通过发明创造、设计创新、产品创新、工艺创新、制度创新

，用工匠精神打造出节能环保，性价比高，经济性好，系列化的

高品质产品和服务。为民用建筑、交通建设、水利建设、地质灾

害治理等领域提供抗浮抗拉，抗压桩基，基坑围护，护坡等方面

专业系统的解决方案。为“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和中国的经济

建设贡献力量。

         公司基于长期工程实践，联合江苏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地下空间设计院），完成了变直径钢筋笼扩大头锚杆桩系列

产品研制工作，获得专家高度评价，称其具有“实用性、新颖性

、创造性”。为抗拔、抗拉锚杆桩技术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相关证书

公司产品证书



相关证书

公司产品证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标准支持

企业产品标准



变直径钢筋笼扩大头锚杆桩原理

•变直径钢筋笼：

       主要特点为钢筋笼的直径可变，是对传统锚杆或其他扩

大头锚杆的一种改进与提升，通过在扩大 头段加入变直径

钢筋笼后，形成了钢筋笼骨架的混凝土扩大头短桩，使其

在整体受力、锚固段稳定性以及抗拔承载力性能等方面都

有较大的提高，从而解决素混凝土或素浆体扩大头的锚杆

的扩大头较小，承载能力和整体性不足的问题。

•预应力拉杆：

       通过施加预应力或采用预应力杆件，从而较大幅度的减

少变形量。

•法兰螺母：

       法兰螺母底板锚固构件解决的高强钢筋在底板中的锚固

问题，对于提高扩大头锚杆技术的安全性，有着积极的作

用。

公司产品介绍



变直径钢筋笼扩大头锚杆桩配置

典型的变直径钢筋笼锚杆桩骨架配置总图                               分解图

法兰螺母

预应力杆件

连接器

变直径钢筋笼
（约束状态）

导向帽

变直径钢筋笼
（展开状态）

公司产品介绍



变直径钢筋笼产品实物图

公司产品介绍

*公司提供各规格系列化、高品质的变直径钢筋笼产品，满足不同工程项目的需要。



变直径钢筋笼扩大头锚杆桩应用领域和优势

         承压型变直径钢筋笼扩大头锚杆桩技术为新型地下工程应用技术，积极践行国家倡导的“节能减排

、绿色发展”精神。主要用于建筑地下室抗浮、抗压桩基、基坑支护、边坡支护以及地基加固等技

术领域。适用于砂层，粘性土层，等各类岩土层，与现有常规技术方法相比，有以下多方面优势：

1、抗拔力大：通过在扩大头段加入变直径钢筋笼，使传统的锚杆与灌注桩的有机结合，形成了一种新型的带有变

直径钢筋笼骨架的钢筋混凝土扩大头锚杆桩，使其在整体受力，锚固段稳定性以及抗拔承载力性能等方面都

有较大的提高。

2、安全性：扩大头锚杆技术在欧洲已有了30多年的应用，国内已有相当多应用案例和国家行业技术标准（高压喷

射扩大头锚杆技术规程，编号：JGJ/T282-2012），但扩大头段基本上都是素混凝土和素水泥砂浆体；采用带

有变直径钢筋笼骨架的扩大头锚杆桩后，扩大头段变成了带有变直径钢筋笼骨架的短桩，在突出抗浮效率优

点的同时对其耐久性进行完善，并通过现场试锚试验和工艺试验、以及大量的工程实例，验证了技术的安全

性。

3、经济性：采用高强钢绞线或精轧螺纹钢代替普通钢筋抗拉，采用底端局部扩大头较常规等直径桩体大量减少混

凝土用量，采用变直径钢筋笼注浆扩体段材料不浪费并可对周边土体产生胀压挤密作用，使结构受力得到最

大优化，与常规钻孔灌注桩（或预制桩）方案相比可以大幅节省工程造价（15%~45%左右）。

4、技术性：由于较好地解决了传统扩大头锚杆桩的钢筋笼直径可变、约束与释放、变形锚固控制等行业技术难题

，对埋深较大的抗浮结构，可依据项目地质土层资料选择较适合土层作为扩体锚固段，采用高压旋喷扩孔或

机械、爆破工艺在锚杆端头形成一段加入变直径钢筋笼的扩大体，大大提高抗浮效率；进一步的和传统的较

小直径的灌注桩、钢桩、预制管桩等不同桩型的结合，形成既可抗抜又可抗压的复合功能作用的变直径钢筋

笼扩底桩基。

5、变形锚固控制：通过施加预应力或采用预应力杆件，从而较大幅度的减少变形量。变直径钢筋笼端部的承压板

、法兰螺母底板锚固等构件，解决了高强钢筋在抗拉锚杆桩体系中，桩底承压和建筑底板中的锚固问题，对

于提高扩大头锚杆技术的安全性，有着积极的作用。

6、工期：采用长臂专业钻机，可以连续作业，单机组效率可提高到常规钻桩机组的4~6倍；浆体强度凝结速度可

提高到常规混凝土的3倍，由于对工地施工作业场地的适应性较强，可采取多台机器协同作业的方式，可以

灵活把握并有效缩短项目工期。

7、环保性：采用带有变直径钢筋笼骨架的扩大头锚杆桩后，锚杆施工较灌注桩施工置换土量很少（仅10%左右）

，现场可以大量减少泥浆排出和外运量，有效降低污染，方便现场管理，提高环保效益。

8、耐久性：该技术为承压型扩大头锚杆，采用机械锚固和有效握包裹结合的锚固方式，受力直接传至锚固端分配

，可有效避免常规拉力型桩锚的混凝土受力开裂带来的腐蚀隐患，同时变直径钢筋笼技术可使锚杆在扩体段

有效置中，保障了保护层厚度和有效握裹力。

9、便捷性：变直径钢筋笼扩大头锚杆桩体系中的钢筋骨架的各个组成部分是可装配式的，现场组装简单便捷，便

于施工人员装配操作，提高了施工效率。

10、可检测性：变直径钢筋笼扩大头锚杆桩体系中的钢筋骨架和成桩，通过科学的方法，对其在地下存在的状态

、工程安全性能、质量状况等，可以进行全程和主要节点动态和可追溯检测，保证桩基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变直径钢筋笼产品应用工艺原理

公司产品介绍



变直径钢筋笼扩大头锚杆桩应用工艺图示

   确定成孔位置，标高                                                         钻至设计深度

            扩孔                                                    成孔                                下放变直径钢筋笼锚杆桩骨架

       打开钢筋笼                          高压注浆或灌注混凝土                             成桩

公司产品介绍



变直径钢筋笼扩大头锚杆桩设计规范及验收规范

01、《岩土工程勘察规范（2009年版）》 （GB 50021-2001） 

02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GB 50007-2011 ）

03 、《高压喷射施扩大头锚杆技术规程》（ JGJ/T 282—2012） 

04、《 岩土锚杆(索)技术规程》（ CECS 22：2005 ）

05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2010 ）

06 、《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 GB 50202-2018） 

07、《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50204-2011 ）

08 、《工业建筑防腐蚀设计规范》（ GB 50046-2008 ）

09 、《预应力混凝土用螺纹钢筋》（ GB/T 20065-2016 ）

10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 GBJ 50300-2011 ）

11 、其他相关规范、规程及相关规定。  



变直径钢筋笼扩大头锚杆桩项目方案性价比理论计算分析比较

序号 工程项目 地质条件
抗拔桩选型

方案1
抗拔桩选型方案2

方案2较方
案1节省造

价

按同样机械台班
计算，方案2较
方案1节省工期

1 溧水区中山东路小学 强风化凝灰岩 普通锚杆
变直径钢筋笼扩大头

锚杆桩
39.60% 50%

2 江宁区淳化第二学校 中风化粉砂岩 钻孔灌注桩
变直径钢筋笼扩大头

锚杆桩
33.80% 45%

3

南京市麒麟科技创新园
中心地区8-3（B2）地

块（黑钻项目）

强风化泥质砂
岩

普通锚杆
变直径钢筋笼扩大头

锚杆桩
22.30% 30%

4
仙鹤门游客中心边坡支

护项目
粉质粘土 普通锚杆

变直径钢筋笼扩大头
锚杆桩

25.30% 40%

5
百水工业园地块保障房

一期项目
中风化泥岩、
粉砂质泥岩

普通锚杆
变直径钢筋笼扩大头

锚杆桩
25.80% 40%

6 新文苑拆迁安置小区 粉土 普通锚杆
变直径钢筋笼扩大头

锚杆桩
19.80% 52%

7
江苏康缘中华养生谷养

老用地项目一期
粉质黏土 管桩

变直径钢筋笼扩大头
锚杆桩

33.33% 28%

8 翡翠庄园二期 黏土 钻孔灌注桩
变直径钢筋笼扩大头

锚杆桩
46.00% 50%



变直径钢筋笼扩大头锚杆桩项目方案性价比理论计算分析比较

序号 工程项目 地质条件
抗拔桩选型

方案1
抗拔桩选型方案2

方案2较方
案1节省造

价

按同样机械台班
计算，方案2较
方案1节省工期

9 书香别院 黏土 钻孔灌注桩
变直径钢筋笼扩大头

锚杆桩
37.80% 43%

10 北海世纪家园 黏土 普通锚杆
变直径钢筋笼扩大头

锚杆桩
18.00% 52%

11
荣盛华府二期地下室局

部加固工程
粉土、粉砂 普通锚杆

变直径钢筋笼扩大头
锚杆桩

36.00% 50%

12 泗洪污水厂工程 黏土 钻孔灌注桩
变直径钢筋笼扩大头

锚杆桩
36.00% 50%

13 高淳漆桥小学工程 中风化泥岩 普通锚杆
变直径钢筋笼扩大头

锚杆桩
26.00% 30%

14 黄山丽景二期 黏土 钻孔灌注桩
变直径钢筋笼扩大头

锚杆桩
29.00% 33%

15
太和县人武部营区迁

建项目
粉土 普通锚杆

变直径钢筋笼扩大头
锚杆桩

18.00% 40%



变直径钢筋笼及其扩大头锚杆工程实例 

变直径钢筋笼锚杆桩可应用领域工程案例示意图

地下室抗浮锚杆案例示意图1                  地下室抗浮锚杆案例示意图2

  基坑支护锚杆案例示意图1                          基坑支护锚杆案例示意图2

  山坡支护锚杆案例示意图1                          山坡支护锚杆案例示意图2



变直径钢筋笼锚杆桩可应用领域工程案例示意图

高速公路护坡锚杆案例示意图1               高速公路护坡锚杆案例示意图2

  隧道边坡支护锚杆案例示意图1            隧道边坡支护锚杆案例示意图2

地质灾害治理锚杆案例示意图1            地质灾害治理锚杆案例示意图2



诚邀代理商

一、加盟代理商的主体条件：
（1）代理商一般为公司法人，且具有民事行为能力，信用良好，
没有重大失信记录；
（2）代理商要有房地产、设计院、施工单位及政府平台的行业资
源；
（3）代理商承诺不能代理或者变相代理具有竞争性的同类产品。

二、代理期限：
  伍年，期满同等条件可续签。

三、代理销售的产品范围：
  地力牌抗浮抗拉、抗压变直径钢筋笼系列产品。

四、代理的方式：
（1）区域代理：一般按照各省的地级市行政区域，发放区域代理
权；
（2）大客户代理：一般只对全国TOP50的房地产开发商系统、建
筑承包商系统以及设计院系统发放代理权。
      
五、代理商收益权益：
（1）按照产品销量取得佣金；
（2）按照产品经销差价取得差价收入（主要收入）；
（3）市场权益维护分成所得。

六、代理费用：双方面议。

扫一扫关注微信公众号

公司名称：江苏景源万河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南京市浦口区浦口大道1号新城总部大厦910室
联系电话：025-58888376
服务热线：400-8050-966
公司邮箱：jywhdeepower@hotmail.com
公司网站：www.jywanh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