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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ell的优势 
深基础的静载荷试验作为评估和深化深基

础设计的重要手段，相比传统方法，O-

Cell 技术有以下明显的优势： 

 非常高的试验荷载加载能力：传统的

试桩一般只能达到 2700 吨，而如果使

用 O-Cell 方法，最大加载目前已经达

到 36000 吨。 

 作业面积大为减小：相对其他静载试

验，无论是竖向还是水平向，因为不需

在桩头设置反力系统，O-Cell 法试验

所需要的平面面积和作业高度大大减少

，尤其是在建筑物内部、道路中间、桥

梁下方以及水上（海洋工程）进行深基

础的静载荷试验时，优势更为明显。 

 节省时间：只要混凝土强度达到适当

标准，即可进行，通常为灌注后的 7至

14 天。 

 作业安全得到改善：由于在地下加载

，在地面上没有反力装置，作业更加安

全。 

 直接测量基岩承载力：巨大的试验荷

载可直接传送到基岩，没有上覆土层对

荷载的扩散作用，从而不需要采取减摩

技术，或者考虑消除上覆土层对载荷的

影响因素。 

 不需要接桩：对于桩头埋深较大的深

基础，采用 O-Cell 技术进行桩的静载

荷试验，就不再需要将试验桩柱加长至

地面以及进行复杂的桩头处理。 

 解决插枝柱桩的载荷试验：对于在桩

头进行钢柱插入的情况，由于顶部加荷

几乎不可能，O-Cell 法几乎是唯一的

经济可行的选择。 

 增加测量精度：由于 O-Cell 测试不

需于地面建立反力系统，测试结果会比

较准确，因为反力系统，无论是堆载还

是锚桩、反力架桩，都会部分改变局部

土层的应力分布，往往会对试桩的承载

力结果的精度产生影响。 

 经济：与传统方法相反，对 O-Cell 试

验，试验载荷要求愈大，相对单位重量

试验载荷的费用越少。 

 容易分析侧阻与端阻：传统方法只能

测出总的承载力，不能独立分别测量侧

阻与端阻。但以多层的 O-Cell 设置，

可获得分段的侧摩阻力。 

 数据自动采集：静载试验一般采用慢

速维持荷载法，我们使用数据自动采集

技术、荷载施加及维持技术，可精确有

效的采集数据，特别是对维持载荷时蠕

变变形的采集。 

 试验桩也可作为工程桩：试验桩试验

完成后通常与试验前相差无几，因为

O-Cell 产生的残留压力很小。而且由

于采用了后注桨技术和高超的 O-Cell

制造工艺，实验后的试桩仍可以用作

工程桩，只要灌浆填满 O-Cell 内外的

空位。 

 海上工程：基于上述理由，O-Cell 

测试方法特别适合于海上桩基工程的试

验。 

 

O-Cell 用于管狀试桩 

安装 O-Cell 于预制混凝土试桩 

安装 O-Cell 组合于泥浆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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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ell 遍布全球的
成功经验  
已经在超过 46 个国家完成超过 2000 项

O-Cell 静载荷试桩工程试验，每个试验

都为 LOADTEST 在该领域无与伦比的成功

记录增添新的光彩。 

钻孔桩 
O-Cell法可用于挖孔桩或灌注桩，利用钢

筋笼或钢梁框架将O-Cell就位。在同一试

桩内可以设置多个O-Cell，若在不同平面

使用，则可准确独立测量目标地层的承载

力，而在同一平面使用，试验荷载可达 

36000吨。  

预制试打入桩 
O-Cell 测试法可以用在预制混凝土桩、

钢管桩、斜桩或管桩，特别保护及坚固的

设计可以确保O-Cell 即使在80击/百毫米

的打击下，依然能够正常工作。  
长螺杆水泥灌注桩/水泥搅拌桩 
O-Cell 可以在水泥搅拌完成后立即被放

入，可用于深度达 50 米，直径超过 900

毫米的试桩。  
地下连续墙/ 矩形桩  
可在地下连续墙或矩形桩中采用 O-Cell

技术，测量地下连续墙或矩形桩的承载能

力。多个 O-Cell 或者平行放置，或者多

层放置，我们已经成功地完成了深度达到

95 米，试验荷载 23900 吨的地下连续墙

承载能力测试。 

 

附加服务 
 

常规桩头加载法进行桩基静载

荷试验 
使用完全自动化的液压控制和数据记录系

统，可以通过远程控制和综合仪器监督检

测，确保安全可靠。 

横向负载测试 

O-Cell 可用于横向负载测试以测定土壤

和岩石地层的模量 (modulus)。LOADTEST

亦可进行常规的桩基横向载荷试验 (有或

无同步轴向荷载)。 

超声波跨孔测试 

辉固 LOADTEST 提供完整的超声波跨孔测

试服务 

超声波钻孔监测系统 

以超声波精确地测量和描绘钻孔桩的成孔

质量，测量成孔直径变化，提供高解析度

的三维图像。 

检验钻孔桩底部 

无论是干成孔作业，还是水下成孔，我们

都可检验钻孔桩底部沉渣等情况。 

低，高应变试验 
打桩分析，动态负载测试和完整性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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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terberg Cell  
双向深基坑负载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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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ADTEST 公司 成立于 1991 年，使

用屡获殊荣的 O-Cell 专利技术，专

业从事深基础静载双向加荷试验。经

过不断研究和努力，LOADTEST 以优

异的技术和经验，重新定义了深基础

静载荷试验这门艺术。不论工程大小

都能利用 O- Cell 技术。 

O-Cell方法一直保持世界深基础静载

双向加荷试验记录。2010年，在连接

密苏里州和伊利诺伊州的新密西西比

河大桥，LOADTEST实现了3.6万吨的

3.35米直径的桩基础静载双向加荷试

验，再次刷新了最新的世界记录。截

至2011年初，LOADTEST 已经完成了

2000 项深基础静载双向加荷试验，

这个数字还在以每年大约300-400项

的速度在增长。在这些中，超过10％

的试验总载荷多过4000吨。利用O-

Cell将桩的不同区段分离，还可以测

试同一个桩不同区段的承载能力。无

论是您要试验的深基础位于越南中部

的湄公河，还是在南非海岸，或者正

好位于马路当中，LOADTEST和O-Cell

对 每 一 个 挑 战 都 能 迎 刃 而 解 。 

LOADTEST提供O-Cell载荷试验设备，

并对安装提供技术援助。LOADTEST还

可以提供完整的设计和技术规格书，

进 行 现 场 试 验 和 分 析 服 务 。 

LOADTEST致力于研发和推广最先进的

深基础静载双向加荷试验技术。2009

年，LOADTEST很自豪地加入了国际辉

固集团。 

自 1991 年开始，香港辉固土力工程

有限公司作为 LOADTEST 公司在中国

的代理，承担中国区域的试验任务。

自 1991 年香港火炭何东楼桩基试验

开始，累计已经完成几十个 O-Cell

试验，包括香港澳门地区所有的 O-

Cell 试验及在中国大陆的东海大桥

和杭州湾大桥的桩基试验。 

 

O-Cell 试验的成功经验从 4.5-107

米钻孔桩到 40 米长的预制打入

桩。 

单级 O-Cell 组装准备安装 

 

钢框架可以用来将 O-Cell 安装就位 

 

O-Cell 测试设备的安装 

 

传统的桩基横向载荷测试 

Jorj O. Osterberg 博士，美国西北

大学土木工程系名誉教授，为了满足

建造业对于高承载力深基础静载荷试

验设备需求，创造并发展了新颖有效

的荷载试验方法，我们称为

Osterberg 发明，也称为 Osterberg 

Cell 技术或 O-cell 技术。Dr. 

Osterberg 的发明，Osterberg Cell

，或 O-Cell，

从根本上改变

了深基础静荷

载试验的设计

，执行和分析

的概念。 

即使负载超过

2 万吨，工程

师也不再需要

依靠使用比较

便宜的缩细模

拟试验桩来估

计大型基桩的

承载力，利用

O-cell 技术，

可容易地对工

程桩进行原位

全尺寸的静载

荷试验，消除

了缩细模拟试

桩试验的尺寸

效应所引起的

可能误差和错

误。 

O-Cell 是液压

驱动的荷载设

备，类似于千斤顶，装置于桩内，可

提供双方向压力。上方用来测试側摩

阻力，而下方用來测试端承力，因此

可以分別独立测量出桩侧摩阻力和端

承力。O-Cell 裝置于地基內，成为

桩的一部分，不再需要使用锚桩、堆

载等反力系统來试桩。试验再也不必

受限于桩头是否有足够的空间和时间

进行荷载的施加。 

O-Cell 荷载试验可以持续测试直至

以 下 其 中 一 种 情 况 发 生 ：  

一) 试桩的侧摩阻力在 O-Cell 的上

层 到 达 极 限 状 态 

二) 试桩的端承力与 O-Cell 底层侧

摩 阻 力 到 达 极 限 狀 态  

三) 试验荷载已达到 O-Cell 的测试

能力。  

每个 O-Cell 

都经特别设

计、以便对

它的扩张程

度 直 接 测

量。经测量

试桩顶位移

量及 O-Cell 

上部试桩的

压缩量，O-

Cell 向下移

动的位移量

便 可计算出

來。每个 O-

Cell 可提供

100 吨  至

2700 吨的压

力 ，在同一

平面使用多

个 O-Cell，

试验荷载可

成功提高到

2.2 万吨。若

同时在不同

的高层采用

多 个 O-

Cell，不但整个桩基荷载的测试能力

还可以大大提高，而且不同地层的承

载量，例如泥土或岩石变质处，皆能

准确测量出來。 

O-Cell 技术使 LOADTEST 引领当今深

基础静载试验进入全新纪元，由以往

昂贵、费时及小比例的原位试验变身

为经济、快速，全尺寸的工程艺术工

具，不但可用于普通试验桩的测试，

还可以对工程桩直接进行试验。 

多层 O-Cell 组合试验 

单层多个O-Cell 组合，可提高试验
加荷能力 

测试多个试桩 

O-Cell 用于侧面岩石模量测试 

 

测试结果 
 

O-Cell 法试验所提供的丰富资料

使得工程师及承包商越来越喜欢 O-

Cell 法，因为侧摩阻力与端承力可

以独立测量，测试通常进行直至侧

摩阻力或端承力到达极限狀态。因

此最大单位载荷可以准确地获得。

(请見图 A 与图 B)，配合使用应变

计，不同土层或石层的承载力亦可

测得。 O-Cell 法亦可提供侧摩阻

与端承的蠕变极限荷载的信息。如

有需要，LOADTEST 亦可提供从初步

研究至全面报告的服务，LOADTEST

亦会提供相当于传统顶部加载法所

得到的荷载位移曲线以作比较。 

 

图 A 侧摩阻力到达极限状态的典型

O-Cell 试验曲线 

 

图 B 端阻力到达极限状态的典型 O-

Cell 试验曲线 
 
 

The O-Cel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