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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强灌浆料在微孔锚杆灌注桩基础中的应用
特变电工新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摘

■ 买发军

要： 结合某光伏电站复杂地形、地址条件，分析螺旋钢管桩基础、钢筋混凝土灌注桩基础、微孔
锚杆灌注桩基础的优缺点，选取最适用于复杂山地光伏电站的微孔锚杆灌注桩基础，并阐述
高强灌浆料在微孔锚杆灌注桩基础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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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厚 0.20 ～ 0.50 m，黄褐色，可塑状态，切面稍

0 引言
由于山地光伏电站地形、地质条件复杂，特

有光泽，无摇震反应，干强度中等，韧性中等，

别是针对 30°
以上大坡度区域，需要采用对地形

高压缩性。

适应性强、立柱高度方向可调节的微孔锚杆灌注

2) 第②层为强风化砂岩，在站址区广泛分

桩基础。而在这种区域只能采用空压手风钻进行

布；层顶埋深 0.00 ～ 2.00 m，揭露层厚 4.80 ～

成孔，但孔径较小，灌注常规混凝土因振捣困难，

7.30 m；灰绿色，强风化，原岩结构构造基本

使密实效果差，强度无法满足设计要求。采用高

保持为粒状结构、块状构造；岩石坚硬程度为

强灌浆料浇筑可有效解决上述问题。

较软岩，岩芯呈碎块状、块状；岩石完整程度
为较破碎；岩层产状近水平；岩体基本质量等

1 项目概况

级为Ⅴ类。
1.3 地下水及腐蚀情况

某山地光伏发电项目场址位于辽宁省朝阳
市，项目总装机容量为 20 MW p。为了最大限度

站址区环境地质条件为干旱区，站址区钻孔

地节约土地，确保装机容量，全站采用随坡就势、

内未见地下水，环境类别为Ⅱ类。根据站址区土

顺坡平铺的布置原则，支架基础预埋钢管，使高

质分析成果判定，土对砼结构微腐蚀、对砼结构

度方向可自由调节，以适应高低起伏的地势。

中钢筋微腐蚀、对钢结构微腐蚀。

1.1 地形地貌

2 支架基础选型设计

项目所在地地貌类型属丘陵区，地形呈斜坡
～ 40°
状，地形坡度在 20°
之间。

针对山地光伏电站，常用的支架基础形式主

1.2 地层结构和岩性特征

要有：螺旋钢管桩基础、钢筋混凝土灌注桩基础、

1) 第①层为粉质黏土，在站址区局部分布；

微孔锚杆灌注桩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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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螺旋钢管桩基础

注桩基础，可采用空压手风钻进行成孔，施工方

螺旋钢管桩基础优点：在工厂内加工完成后

便快捷，能有效保证工程的质量及进度。

直接运至现场，采用打桩机植入地下，施工完成
后可以立即安装组件及支架，不需要土方开挖、

3 高强灌浆料在微孔锚杆灌注桩基础中的

养护、拆模等工序，可大幅提高施工效率，节约

应用

[1]

工期 。

微孔锚杆灌注桩基础采用空压手风钻进行成

缺点：由于螺旋钢管桩植入地下后直接与土

孔，孔径较小，由于灌注常规混凝土会振捣困难、

壤接触，不适用于中等以上腐蚀性的地质，也不

密实效果差，使强度无法满足设计要求，所以采

适用于各类风化岩等地质坚硬区域 [2]。

用流动性好、具有微膨胀功能的高强灌浆料浇筑，

2.2 钢筋混凝土灌注桩基础

可有效解决上述问题。
3.1 高强灌浆料的主要特性

钢筋混凝土灌注桩基础优点：成孔方便，基
础顶标高易控制，原材料用量小，土方开挖工程

高强灌浆料是在水泥中适量加入高强度骨

量小，施工速度快，对原有的生态环境破坏小，

料、不同种类混凝土外加剂等组成的，具有流动

[1]

适用于各种类型的土质及中密碎石等地质 。

性好，不泌水，早强、高强性能，粘结强度高，

缺点：必须采用钻孔机进行钻孔；必须进行

无收缩，耐候性好等特性；并具有微膨胀性能，

钢筋笼、模板制作、混凝土浇筑、振捣，施工工

可以自动填充所需灌注空隙。

序比较繁琐；基础浇筑完成后必须待混凝土达到

3.2 高强灌浆料的应用

一定强度后才能安装支架及组件，施工速度比螺

本项目采用双立柱固定倾角支架，2×11 阵

旋钢管桩慢 [2]。

列为一组支架，前后立柱间距为 1.8 m。针对坡

2.3 微孔锚杆灌注桩基础

度大于 30°
的区域机械无法施工，采用空压手风

微孔锚杆灌注桩基础优点：可采用机械或人

钻进行成孔，成孔后灌注高强灌浆料，可解决山

工成孔，不需要单独配钢筋笼，桩身内设置镀锌

地光伏支架机械施工、混凝土浇筑困难等问题。

400

以在基础中预埋的钢管内部上下伸缩调整支架立
柱高度，适用于各种坚硬地质条件及大坡度地形

高强灌浆料
1∶3

400

钢管或钢管与钢筋柱脚作为预埋件。支架立柱可
高强灌浆料
±0.000
1∶3

1∶3

地貌特征。

±0.000

1∶3

高强灌浆料

3 12

～ 40°
由于此项目地形坡度在 20°
之间，地表

3 12

900

2.4 支架基础选择

900

1400

影响 [3]。

1400

80

上部支架安装，对原始地貌及自然环境有一定的

400

高强灌浆料

原始地面

80

缺点：浇筑后需要达到一定强度后才能进行

400

原始地面

100

安装面积大小不同且相对分散；因多数履带式打
桩机的安全工作坡度倾角需小于 30°
，对于山高

100

起伏不平、朝向各异、局部伴有小型水冲沟、可

1800

坡陡、冲沟密集、坡度在 30°
以上的区域，常规

B
基础剖面图 1∶10

履带式钻孔设备无法完成支架基础钻孔。针对这

A
基础剖面图 1∶10

图 1 微孔锚杆灌注桩基础图 ( 单位：mm)

种特殊地形、地质情况，本项目选用微孔锚杆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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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规模容量为 50 MWp，预计建成后的 25 年年

0A 区

平均发电量将达到 69812.08 MWh，年利用小时
数可高达 1396.24 h。本项目的太阳能资源条件好，

0B 区

所选场址的工程建设条件满足项目规划建设容量

1区
2区

的要求，项目建成后的上网含税电价相对较低，

屏蔽 2

是云南省最好的大型光伏发电项目之一。光伏电

D

电缆线

B

C

站的投资大、运行费用低、发电成本较高，需要

屏蔽 1

获得较大的政策支持力度。根据我国国情，在我
国太阳能资源丰富的地方建设并网光伏电站，并
提供适当的并网光伏发电补贴，可促进光伏产业
各个环节的发展，从而促进我国光伏发电的有效

图 4 雷电保护区的划分

发展。
低，最里面的空间部分则是被保护的最好的。很
显然，电站内的逆变升压机房只获得了一层屏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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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空间被定义为 1 区；机房内各电气设备的外
壳则成为一层屏蔽层，电气设备内的空间则定义
为 2 区。
相应的在线路屏蔽措施方面，由于光伏电站场
地非常开阔，所占面积也非常大，光伏方阵里大量
的电缆暴露在户外，很容易遭受到直击雷，易对电
缆产生伤害。因此，在实际情况允许的范围内，电
缆应该沿电缆槽盒、桥架敷设和铺设桥架盖板，从
而防止直击雷的打击，起到保护电缆的作用。

3 结语
云南省大理州宾川县西村并网光伏电站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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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现阶段“领跑者”项目及“超级领跑者”
项目规划，大部分项目所在地的地形坡度大、地
质情况复杂，机械施工非常困难。本项目提出的
高强灌浆料在微孔锚杆灌注桩基础中的应用能够
很好地解决现阶段复杂山地光伏电站所面临的问
题，为后期山地光伏电站设计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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