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010660475.9

(22)申请日 2020.07.10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11794438 A

(43)申请公布日 2020.10.20

(73)专利权人 无锡市亨利富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 214000 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绣溪路

58-22-501

(72)发明人 吴杰　吴晓明　张益峰　朱佳　

冯加超　卢晓云　

(51)Int.Cl.

E04C 3/20(2006.01)

E04C 5/06(2006.01)

E04C 5/16(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201713985 U,2011.01.19

CN 1525026 A,2004.09.01

CN 210562984 U,2020.05.19

WO 2019212862 A1,2019.11.07

KR 20190098599 A,2019.08.22

US 4074473 A,1978.02.21

CN 110056126 A,2019.07.26

CN 209040107 U,2019.06.28

CN 206722216 U,2017.12.08

CN 208965875 U,2019.06.11

CN 208056461 U,2018.11.06

CN 202090274 U,2011.12.28

CN 206942244 U,2018.01.30

CN 110886529 A,2020.03.17

CN 2507939 Y,2002.08.28

CN 210086647 U,2020.02.18

CN 203867057 U,2014.10.08

CN 209323348 U,2019.08.30

CN 1525025 A,2004.09.01

审查员 赵芯

 

(54)发明名称

一种减重加强型叠合梁

(57)摘要

本申请公开了一种减重加强型叠合梁，应用

在建筑工程领域，解决了在混泥土反复受热胀冷

缩影响后容易与钢筋笼产生缝隙，使混凝土块与

钢筋笼的粘结力变差，从而使叠合梁的强度受到

影响的技术问题，其技术方案要点是一种减重加

强型叠合梁，包括钢筋笼，钢筋笼包括预制笼和

现浇笼，预制笼内固定有若干横截面为C型的粘

结杆，粘结杆沿预制笼长度延伸方向设置；具有

的技术效果是提高混凝土块与钢筋笼的粘结力，

从而提高叠合梁整体的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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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减重加强型叠合梁，包括钢筋笼(1)，所述钢筋笼(1)包括预制笼(2)和现浇笼

(3)，其特征在于，所述预制笼(2)内固定有若干横截面为C形的粘结杆(4)，所述粘结杆(4)

沿预制笼(2)长度延伸方向设置，所述粘结杆(4)设置为三个，三个所述粘结杆(4)之间垂直

固定有若干三角固定架(5)，所述三角固定架(5)的各角与粘结杆(4)固定，所述三角固定架

(5)设置为正三角形，所述三角固定架(5)内设置有Y型支撑架(6)，所述Y型支撑架(6)与三

角固定架(5)的各边垂直连接，各所述粘结杆(4)上分别垂直固定有若干连接杆(9)，各所述

连接杆(9)对着三角固定架(5)的中心，所述连接杆(9)与预制笼(2)固定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减重加强型叠合梁，其特征在于，所述粘结杆(4)的外侧

套设有塑封膜，所述塑封膜与粘结杆(4)的外壁贴合。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减重加强型叠合梁，其特征在于，所述预制笼(2)两端的

钢筋穿过预制梁(12)，所述粘结杆(4)的两端同样穿过预制梁(12)。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减重加强型叠合梁，其特征在于，所述粘结杆(4)的两端

分别固定有连接板(10)。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减重加强型叠合梁，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板(10)水平设

置，所述连接板(10)上设置有连接孔。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减重加强型叠合梁，其特征在于，所述预制笼(2)和现浇

笼(3)的外侧设置有若干固定箍(11)。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减重加强型叠合梁，其特征在于，所述粘结杆(4)的开口

端角度小于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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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减重加强型叠合梁

技术领域

[0001] 本申请涉及建筑工程的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减重加强型叠合梁。

背景技术

[0002] 叠合梁是装配式建筑中比较常见的预制构件，叠合梁是分两次浇捣混凝土的梁，

第一次在预制场做成预制梁，第二次在施工现场进行，当预制梁吊装安放完成后，再浇捣上

部的混凝土形成现浇梁，使预制梁与现浇梁连成整体。

[0003] 现有公告号为CN205894485U的中国专利公开了一种带有钢结构连接节点的装配

式预制叠合梁，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包括钢筋部分和混凝土部分，钢筋部分包括一个叠合

梁钢筋笼和两个钢结构连接节点，两个钢结构连接节点分别连接在所述叠合梁钢筋笼的两

端；两个钢结构连接节点均露出在混凝土部分之外，并且钢结构连接节点的横截面尺寸小

于等于叠合梁的横截面尺寸。

[0004] 上述中的现有技术方案存在以下缺陷：在昼夜温差较大的地区，叠合梁的混凝土

会受热胀冷缩的影响，而钢筋的热胀冷缩率很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在混泥土反复受热胀

冷缩影响后容易与钢筋笼产生缝隙，使混凝土与钢筋笼的粘结力变差，从而使叠合梁的强

度受到影响。

[0005] 申请内容

[0006] 本申请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减重加强型叠合梁，其优点是提高混凝土块与钢筋笼的

粘结力，从而提高叠合梁整体的强度。

[0007] 本申请的上述技术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一种减重加强型叠合

梁，包括钢筋笼，所述钢筋笼包括预制笼和现浇笼，其特征在于，所述预制笼内固定有若干

横截面为C形的粘结杆，所述粘结杆沿预制笼长度延伸方向设置，所述粘结杆设置为三个，

三个所述粘结杆之间垂直固定有若干三角固定架，所述三角固定架的各角与粘结杆固定，

所述三角固定架设置为正三角形，所述三角固定架内设置有Y型支撑架，所述Y型支撑架与

三角固定架的各边垂直连接，各所述粘结杆上分别垂直固定有若干连接杆，各所述连接杆

对着三角固定架的中心，所述连接杆与预制笼固定连接。

[0008]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粘结杆的横截面设置为C形，使粘结杆可以产生一定的弹性形

变，在混凝土块受温度影响发生热胀冷缩时，粘结杆会随着混凝土的形变，而产生向内收缩

的弹性形变或向外恢复原状的弹性形变，使粘结杆的外壁保持与混凝土块贴合，从而保证

预制笼整体与混凝土块的粘结力，从而提高叠合梁整体的强度；各粘结杆平行设置，粘结杆

设置为三个，使各粘结杆的摆放位置呈三角形，各粘结杆通过若干三角固定架进行固定，三

角固定架的稳定性较好，不易发生形变，使各粘结杆相互之间更稳定；正三角形的稳定性更

强，使三角固定架的受力更加均匀，Y型支撑架对三角固定架的各边起到支撑的作用，防止

三角固定架的各边在受力时发生变形，从而使各粘结杆在预制梁中的位置更稳定。通过连

接杆使各粘结杆与预制笼固定，各连接杆对着三角固定架的中心，使粘结杆上的连接杆之

间的角度相同。连接杆在受力时，三角固定架受到的力更均匀,保证了三角固定架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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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0009] 本申请进一步设置为：所述粘结杆的外侧套设有塑封膜，所述塑封膜与粘结杆的

外壁贴合。

[0010]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在对预制笼进行浇筑混凝土时，塑封膜会阻挡混凝土通过粘

结杆的开口端进入到粘结杆中。防止粘结杆内外混凝土块的形变量不同，对粘结杆整体的

形变造成影响，使预制梁整体与混凝土块的粘结力降低。

[0011] 本申请进一步设置为：所述预制笼两端的钢筋穿过预制梁，所述粘结杆的两端同

样穿过预制梁。

[0012]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通过预制笼两端的钢筋和粘结杆的两端，便于对叠合梁进行

安装和固定，使叠合梁与其他建筑体连接得更稳定。

[0013] 本申请进一步设置为：所述粘结杆的两端分别固定有连接板。

[0014]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通过连接板便于对各叠合梁的粘结杆进行连接，防止在连接

粘结杆的过程使粘结杆发生形变。

[0015] 本申请进一步设置为：所述连接板水平设置，所述连接板上设置有连接孔。

[0016]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通过连接板上的连接孔可以使用螺栓和螺母对各叠合梁的粘

结杆进行连接，使安装和拆卸更简便。

[0017] 本申请进一步设置为：所述预制笼和现浇笼的外侧设置有若干固定箍。

[0018]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通过固定箍使预制笼和现浇笼固定，使叠合梁整体更牢固，提

高了叠合梁整体的强度。

[0019] 本申请进一步设置为：所述粘结杆的开口端角度小于90°。

[0020]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在使粘结杆可以发生形变的同时，保证粘结杆的强度。

[0021] 综上所述，本申请的有益技术效果为：

[0022] 1.粘结杆会随着混凝土的形变，而产生向内收缩的弹性形变或向外恢复原状的弹

性形变，使粘结杆的外壁保持与混凝土块贴合；

[0023] 2.各粘结杆通过若干三角固定架进行固定，三角固定架的稳定性较好，不易发生

形变，使各粘结杆相互之间更稳定；

[0024] 3.Y型支撑架对三角固定架的各边起到支撑的作用，防止三角固定架的各边在受

力时发生变形，从而使各粘结杆在预制梁中的位置更稳定。

附图说明

[0025] 图1是本实施例的整体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2是本实施例的钢筋笼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3是本实施例的钢筋笼的侧视图；

[0028] 图4是本实施例的粘结杆的结构示意图。

[0029] 附图说明，1、钢筋笼；2、预制笼；3、现浇笼；4、粘结杆；5、三角固定架；6、Y型支撑

架；7、支撑杆；9、连接杆；10、连接板；11、固定箍；12、预制梁；13、现浇梁。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申请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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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实施例：

[0032] 参照图1和图2，为本申请公开的一种减重加强型叠合梁，包括预制梁12和现浇梁

13。叠合梁内设置有钢筋笼1，钢筋笼1包括预制笼2和现浇笼3，预制笼2位于预制梁12处，现

浇笼3位于现浇梁13处。预制笼2和现浇笼3的外侧设置有若干固定箍11，使预制笼2和现浇

笼3牢固的固定在一起。

[0033] 参考图3和图4，预制笼2内设置有三个横截面为C形的粘结杆4，粘结杆4的开口端

角度小于90°，保证粘结杆4的强度，三个粘结杆4沿预制笼2长度延伸方向平行设置。三个粘

结杆4之间固定有若干三角固定架5，三角固定架5的各边与粘结杆4垂直，三角固定架5的各

角分别与各粘结杆4的外壁固定，三个粘结杆4相互之间的位置通过三角固定架5进行固定。

三角固定架5设置为正三角形，正三角形的稳定性较好，使三角固定架5不易发生形变，从而

使各粘结杆4的相互之间的位置不易发生变化，保证各粘结杆4之间的稳定性。

[0034] 参考图3，各粘结杆4上分别连接有若干连接杆9，连接杆9的一端与粘结杆4垂直固

定，连接杆9的另一端与预制笼2固定连接，使粘结杆4被固定在预制笼2中。各连接杆9对着

三角固定架5的中心，使各粘结杆4上的连接杆9之间的角度相同，使连接杆9在受力时，三角

固定架5受到的力更均匀,保证三角固定架5的稳定性，从而保证各粘结杆4在预制笼2中的

位置不会发生偏移。

[0035] 参考图3，三角固定架5内设置有Y型支撑架6，Y型支撑架6包括三个支撑杆7，三个

所述支撑杆7一端连接，支撑杆7的另一端分别与三角固定架5的各边垂直连接。Y型支撑架6

对三角固定架5的各边起到支撑的作用，防止三角固定架5的各边在受力时发生变形。

[0036] 参考图1和图3，在对预制笼2和现浇笼3编制固定完毕以后，对预制笼2浇筑混凝土

形成预制梁12。在粘结杆4的外侧套设有塑封膜，使塑封膜与粘结杆4的外壁贴合。在对预制

笼2进行浇筑混凝土时，塑封膜会阻挡混凝土通过粘结杆4的开口端进入到粘结杆4中。在混

凝土凝固的过程中，混凝土块会给粘结杆4产生一定的压力，粘结杆4的横截面形状为C形，

粘结杆4在受到压力时会产生向内收缩的形变，在形变的过程中粘结杆4的外壁与混凝土块

保持贴合，保证了预制笼2整体与混凝土块的粘结力。

[0037] 参考图1和图2，预制笼2两端的钢筋穿过预制梁12，便于对叠合梁进行安装和固

定，使叠合梁与其他建筑体连接得更稳定。

[0038] 参考图1和图4，粘结杆4的两端同样穿过预制梁12，粘结杆4的两端分别固定有连

接板10。在需要多个叠合梁进行固定连接时，先通过预制梁12两端的钢筋固定以后，再通过

粘结杆4两端的连接板10进行固定，连接板10上设置有连接孔，通过螺栓和螺母就可以对各

叠合梁的连接板10进行固定连接，提高叠合梁连接的稳定性。

[0039] 本实施例的实施原理为：在预制笼2内设置有三个横截面为C形的粘结杆4，三个粘

结杆4相互之间的位置通过三角固定架5进行固定，各粘结杆4通过连接杆9被固定在预制笼

2中。在对预制笼2和现浇笼3编制固定完毕以后，对预制笼2浇筑混凝土形成预制梁12。在对

预制笼2进行浇筑混凝土时，塑封膜8会阻挡混凝土通过粘结杆4的开口端进入到粘结杆4

中。混凝土凝固的过程中会给粘结杆4产生一定的压力，粘结杆4在受到压力时会产生向内

收缩的弹性形变，在形变的过程中粘结杆4的外壁与混凝土块保持贴合直到混凝土块完全

凝固。在混凝土块受温度影响发生热胀冷缩时，粘结杆4会随着混凝土的形变，而产生向内

收缩的弹性形变或向外恢复原状的弹性形变，使粘结杆4的外壁保持与混凝土块贴合，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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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预制笼2整体与混凝土块的粘结力，从而提高叠合梁整体的强度。

[0040] 本具体实施方式的实施例均为本申请的较佳实施例，并非依此限制本申请的保护

范围，故：凡依本申请的结构、形状、原理所做的等效变化，均应涵盖于本申请的保护范围之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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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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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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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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