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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BM连锁砌块构造柱结构；其

特征在于：由BM连锁砌块砌成的砌体墙的构造

柱，每一皮均以BM连锁砌块的七分头或三分头对

砌形成BM连锁砌块的孔，从上到下的BM连锁砌块

孔对孔贯通，形成上下贯通的孔道；钢筋骨架放

置在孔道内，孔道内灌注有混凝土；构造柱的BM

连锁砌块与砌体墙的主砌块上下皮错缝、压槎砌

筑。本发明还提供BM连锁砌块系梁结构，以及BM

连锁砌块构造柱和系梁结构的施工方法。本发明

利用施工现场既有的BM连锁砌块，既作为建筑实

体材料又作为构造柱、系梁（圈梁）的混凝土浇筑

模具，达到免安拆模板、减少工序、缩短技术间歇

时间、快速施工、节约资源、利于现场安全文明施

工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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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BM连锁砌块构造柱结构；其特征在于：

由BM连锁砌块作为主砌块砌成的砌体墙的构造柱位置，每一皮均以BM连锁砌块的七分

头或三分头对砌形成BM连锁砌块的孔，从上到下的BM连锁砌块孔的孔贯通，形成上下贯通

的孔道；钢筋骨架放置在孔道内，孔道内灌注有混凝土；构造柱的BM连锁砌块与砌体墙的主

砌块上下皮错缝、压槎砌筑。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BM连锁砌块构造柱结构；其特征在于：

当砌体墙为直线形墙体时：在构造柱的位置，砌体墙的奇数皮采用2个七分头对砌形成

BM连锁砌块的孔，砌体墙的偶数皮采用2个三分头对砌形成BM连锁砌块的孔。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BM连锁砌块构造柱结构；其特征在于：

当砌体墙为L形墙体时：两堵砌体墙的端部在转角处相交，在转角处的构造柱位置，砌

体墙的奇数皮，在其中一面墙采用1个七分头和1个三分头对砌形成BM连锁砌块的孔，砌体

墙的偶数皮在另一面墙采用1个七分头和1个三分头对砌形成BM连锁砌块的孔。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BM连锁砌块构造柱结构；其特征在于：

当砌体墙为T形墙体时：一堵砌体墙的端部在另一堵砌体墙的中部相交，在相交处的构

造柱的位置，砌体墙的奇数皮在其中一面墙采用2个七分头对砌形成BM连锁砌块的孔，砌体

墙的偶数皮在另一面墙采用1个七分头和1个三分头对砌形成BM连锁砌块的孔。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BM连锁砌块构造柱结构；其特征在于：

当砌体墙为十字形墙体时：两堵砌体墙在各自的中部相交，在相交处的构造柱的位置，

砌体墙的奇数皮在其中一面墙采用2个七分头对砌形成BM连锁砌块的孔，砌体墙的偶数皮

在另一面墙采用2个七分头对砌形成BM连锁砌块的孔。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BM连锁砌块构造柱结构；其特征在于：

构造柱的BM连锁砌块之间、构造柱的BM连锁砌块与砌体墙的主砌块之间用BM连锁砌块

专用砌筑粘结剂粘接。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BM连锁砌块构造柱结构；其特征在于：

构造柱的顶部为带一个孔的半砖，一侧开口；构造柱顶部的带一个孔的半砖与结构梁

的底部之间的空隙用专用砌筑粘结剂捻实。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BM连锁砌块构造柱结构的施工方法，是按照以下施工步骤

建造构造柱的：

步骤（1）：植筋、制作并安装钢筋骨架：

步骤（2）：砌筑墙体砌块和构造柱BM连锁砌块：

首先按照要求砌筑砌体墙的主砌块；

然后：

如果A：“直线形”墙体的砌体墙：在构造柱的位置，砌体墙的奇数皮采用2个七分头对

砌，使构造柱的钢筋骨架在BM连锁砌块的孔内；砌体墙的偶数皮采用2个三分头对砌，使构

造柱的钢筋骨架在BM连锁砌块的孔内；

如果B：“L形”相交墙体的砌体墙：两堵砌体墙的端部在转角处相交，在转角处的构造柱

的位置，砌体墙的奇数皮，在其中一面墙采用1个七分头和1个三分头对砌形成BM连锁砌块

的孔，使构造柱的钢筋骨架在BM连锁砌块的孔内；砌体墙的偶数皮在另一面墙采用1个七分

头和1个三分头对砌形成BM连锁砌块的孔，使构造柱的钢筋骨架在BM连锁砌块的孔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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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C：“T形”相交墙体的砌体墙：一堵砌体墙的端部在另一堵砌体墙的中部相交，在相

交处的构造柱的位置，砌体墙的奇数皮在其中一面墙采用2个七分头对砌形成BM连锁砌块

的孔，使构造柱的钢筋骨架在BM连锁砌块的孔内；砌体墙的偶数皮在另一面墙采用1个七分

头和1个三分头对砌形成BM连锁砌块的孔，使构造柱的钢筋骨架在BM连锁砌块的孔内；

如果D：“十字形”相交墙体的砌体墙：两堵砌体墙在各自的中部相交，在相交处的构造

柱的位置，砌体墙的奇数皮在其中一面墙采用2个七分头对砌形成BM连锁砌块的孔，使构造

柱的钢筋骨架在BM连锁砌块的孔内；砌体墙的偶数皮在另一面墙采用2个七分头对砌形成

BM连锁砌块的孔，使构造柱的钢筋骨架在BM连锁砌块的孔内；

上下皮的BM连锁砌块的孔砌筑，形成上下贯通的孔道；

构造柱的BM连锁砌块之间、BM连锁砌块与砌体墙的主砌块之间用BM连锁砌块专用砌筑

粘结剂进行砌筑；

构造柱的BM连锁砌块与砌体墙的主砌块上下皮错缝、压槎砌筑；

步骤（3）：浇筑混凝土：

将设计强度等级和类型的混凝土从定型化混凝土投料斗投入BM连锁砌块孔对孔砌筑

而成的上下贯通的孔道内；

经过以上步骤，形成构造柱。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BM连锁砌块构造柱结构的施工方法，是按照以下施工步骤

建造构造柱的：

在步骤（2）中：

还在：构造柱的顶部的BM连锁砌块采用带一个孔的半砖，一侧开口，便于混凝土从定型

化投料斗内流入；构造柱顶部的带一个孔的半砖与结构梁的底部之间的空隙用专用砌筑粘

结剂捻实；

步骤（2）和步骤（3）中有步骤（3a）：

制作并安放定型化混凝土投料斗；

当适用于砌体墙顶部的结构梁为对应“直线形”墙体的砌体墙的单梁、对应“L形”相交

墙体的砌体墙的“L形”相交梁、对应“T形”相交墙体的砌体墙“T形”相交梁时：

定型化混凝土投料斗：

具有两个投料斗侧模板，两个投料斗侧模板之间有一个倾斜的投料斗正面斜向模板，

两个投料斗侧模板和投料斗正面斜向模板围成一个投料通道；

具有两个夹紧侧模板；

一个投料斗侧模板与一个夹紧侧模板为一个侧模板的的两个部分，另一个投料斗侧模

板与另一个夹紧侧模板为另一个侧模板的的两个部分；投料斗正面斜向模板的下方固连有

正面竖向模板；

投料斗侧模板、投料斗正面斜向模板、夹紧侧模板相互固连；

投料通道与上述两个夹紧侧模板之间的空间联通；

侧模板的顶面分为支撑面和高于支撑面的投料口面，两个侧模板的支撑面平齐；

对拉螺杆穿过两个投料斗侧模板，  PVC管套设在对拉螺杆上并位于两个投料斗侧模板

之间；

把定型化混凝土投料斗的两个侧模板夹住带一个孔的半砖，投料通道与带一个孔的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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砖的侧面开口相通，正面竖向模板顶住砌体墙侧墙面，结构梁压在支撑面上，投料口面和支

撑面的交界处卡在结构梁的下边；定型化混凝土投料斗的上口高于结构梁的梁底；扭紧对

拉螺杆；

步骤（3）：浇筑混凝土：

将设计强度等级和类型的混凝土从定型化混凝土投料斗的上口投入，从投料通道流入

带一个孔的半砖的侧面开口，再流入BM连锁砌块孔对孔砌筑而成的上下贯通的孔道内；

步骤（4）：拆除定型化混凝土投料斗：

投料斗混凝土终凝后，即可抽出对拉螺杆、取下定型化投料斗，投料斗中混凝土凿除；

周转使用定型化混凝土投料斗。

10.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BM连锁砌块构造柱结构的施工方法，是按照以下施工步骤建造

构造柱的：

在步骤（2）中：

还在：构造柱的顶部的BM连锁砌块采用带一个孔的半砖，一侧开口，便于混凝土从定型

化投料斗内流入；构造柱顶部的带一个孔的半砖与结构梁的底部之间的空隙用专用砌筑粘

结剂捻实；

步骤（2）和步骤（3）中有步骤（3a）：

制作并安放定型化混凝土投料斗；

当适用于砌体墙顶部的结构梁为 “十字形”相交梁时：

夹紧侧模板与投料斗侧模板垂直，顶部BM连锁砌块开口挡板及连接板为一个板，顶部

BM连锁砌块开口挡板及连接板具有斜面形式的顶面，顶部BM连锁砌块开口挡板及连接板垂

直于夹紧侧模板，并且其顶面位于两个夹紧侧模板的开口处；一个倾斜的投料斗背面斜向

模板的两侧分别连接顶部BM连锁砌块开口挡板及连接板和一个投料斗侧模板，投料斗背面

斜向模板的上表面与顶部BM连锁砌块开口挡板及连接板的斜面形式的顶面平齐；投料斗正

面斜向模板的底边与投料斗背面斜向模板的底边相接；

投料斗侧模板的顶面分为支撑面和高于支撑面的投料口面；两个夹紧侧模板的顶面、

投料斗背面斜向模板的顶边、两个投料斗侧模板的支撑面平齐；

对拉螺杆穿过两个投料斗侧模板，  PVC管套设在对拉螺杆上并位于两个投料斗侧模板

之间；

把定型化混凝土投料斗的两个夹紧侧模板夹住带一个孔的半砖，投料通道与带一个孔

的半砖的侧面开口相通，顶部BM连锁砌块开口挡板及连接板顶住砌体墙侧墙面，结构梁压

在两个夹紧侧模板的顶面、投料斗背面斜向模的顶边、支撑面上，定型化混凝土投料斗的上

口卡在结构梁的“十字形”相交的角部、结构梁的一侧；定型化混凝土投料斗的上口高于结

构梁的梁底；扭紧对拉螺杆；

步骤（3）：浇筑混凝土：

将设计强度等级和类型的混凝土从定型化混凝土投料斗的上口投入，从投料通道流入

带一个孔的半砖的侧面开口，再流入BM连锁砌块孔对孔砌筑而成的上下贯通的孔道内；

步骤（4）：拆除定型化混凝土投料斗：

投料斗混凝土终凝后，即可抽出对拉螺杆、取下定型化投料斗，投料斗中混凝土凿除；

周转使用定型化混凝土投料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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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一种BM连锁砌块系梁结构的施工方法，是按照以下施工步骤建造系梁的：

步骤（1）：构筑BM连锁砌块构造柱结构；

由BM连锁砌块作为主砌块砌成的砌体墙的构造柱位置，每一皮均以BM连锁砌块的七分

头或三分头对砌形成BM连锁砌块的孔，从上到下的BM连锁砌块孔的孔贯通，形成上下贯通

的孔道；钢筋骨架放置在孔道内，孔道内灌注混凝土；构造柱的BM连锁砌块与砌体墙的主砌

块上下皮错缝、压槎砌筑；

步骤（2）：砌筑BM连锁砌块U型块：

在已砌筑墙体的砌体墙的水平系梁底部标高处的BM连锁砌块的顶部铺BM连锁砌块专

用砌筑粘结剂，将各BM连锁砌块U型块开口朝上进行组砌，形成U形通长凹槽，各BM连锁砌块

U型块之间以BM连锁砌块专用砌筑粘结剂粘接；U形通长凹槽与构造柱的BM连锁砌块的孔道

联通；

步骤（3）：制作并放置梁的钢筋骨架：

按照施工图纸设计的纵向钢筋和箍筋加工、制作过梁的钢筋骨架，并将其放置于BM连

锁砌块U型块砌筑而成的U形通长凹槽内；

步骤（4）：浇筑混凝土：

将设计强度等级和类型的混凝土浇筑在BM连锁砌块U型块砌筑而成的U形通长凹槽内，

混凝土经U形通长凹槽流入构造柱的BM连锁砌块内，BM连锁砌块构造柱与系梁整体浇筑成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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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BM连锁砌块构造柱、系梁结构及其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建筑施工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利于砌体结构的BM连锁砌块构造

柱、系梁结构及其投料斗和施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砌体结构施工中，构造柱施工均采用植筋并安放钢筋笼、砌筑时留置马牙槎、

支设模板、浇筑混凝土、拆除模板等工序。系梁（圈梁）施工需要事先加工和制作模板，散拼、

支设并加固模板，且需等待混凝土达到规定强度、拆模后方可砌筑上部墙体。这种构造柱、

系梁（圈梁）施工方法工序复杂，技术间歇时间较长，施工速度慢，耗费材料、人工和机械等

资源。

[0003] 基于以上施工效率、经济、安全文明等因素，考虑发明一种能够利用施工现场既能

作为建筑实体材料又能作为混凝土浇筑模具的材料，达到免安拆模板、减少工序、缩短技术

间歇时间、快速施工、节约资源、利于现场安全文明施工的效果。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提供一种BM连锁砌块构造柱结构。

[0005] 本发明提供一种BM连锁砌块构造柱结构的施工方法。

[0006] 本发明提供一种BM连锁砌块系梁结构。

[0007] 本发明提供一种BM连锁砌块系梁结构的施工方法。

[0008] 本发明的目的是解决现有技术的缺点，利用施工现场既有的BM连锁砌块，既作为

建筑实体材料又作为构造柱、系梁（圈梁）的混凝土浇筑模具，达到免安拆模板、减少工序、

缩短技术间歇时间、快速施工、节约资源、利于现场安全文明施工的效果，解决现有构造柱、

系梁（圈梁）施工工序复杂、技术间歇时间长、施工速度慢、不利于安全文明施工、资源耗费

多等问题。

[0009]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一种BM连锁砌块构造柱结构；其特征在于：

由BM连锁砌块砌成的砌体墙构造柱，每一皮均以BM连锁砌块的七分头或三分头对砌形

成BM连锁砌块的孔，从上到下的BM连锁砌块孔对孔贯通，形成上下贯通的孔道；钢筋骨架放

置在孔道内，孔道内灌注有混凝土；构造柱的BM连锁砌块与砌体墙的主砌块上下皮错缝、压

槎砌筑。

[0010] 当砌体墙为直线形墙体时：在构造柱的位置，砌体墙的奇数皮采用2个七分头对砌

形成BM连锁砌块的孔，砌体墙的偶数皮采用2个三分头对砌形成BM连锁砌块的孔。

[0011] 当砌体墙为L形墙体时：两堵砌体墙的端部在转角处相交，在转角处的构造柱位

置，砌体墙的奇数皮，在其中一面墙采用1个七分头和1个三分头对砌形成BM连锁砌块的孔，

砌体墙7的偶数皮在另一面墙采用1个七分头和1个三分头对砌形成BM连锁砌块的孔。

[0012] 当砌体墙为T形墙体时：一堵砌体墙的端部在另一堵砌体墙的中部相交，在相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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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构造柱的位置，砌体墙的奇数皮在其中一面墙采用2个七分头对砌形成BM连锁砌块的孔，

砌体墙的偶数皮在另一面墙采用1个七分头和1个三分头对砌形成BM连锁砌块的孔。

[0013] 当砌体墙为十字形墙体时：两堵砌体墙在各自的中部相交，在相交处的构造柱的

位置，砌体墙的奇数皮在其中一面墙采用2个七分头对砌形成BM连锁砌块的孔，砌体墙的偶

数皮在另一面墙采用2个七分头对砌形成BM连锁砌块的孔。

[0014] 构造柱的BM连锁砌块之间、构造柱的BM连锁砌块与砌体墙的主砌块之间用BM连锁

砌块专用砌筑粘结剂粘接。

[0015] 构造柱的顶部为带一个孔的半砖，一侧开口；构造柱顶部的带一个孔的半砖与结

构梁的底部之间的空隙用专用砌筑粘结剂捻实。

[0016] 上述BM连锁砌块构造柱结构的施工方法，是按照以下施工步骤建造构造柱的：

步骤（1）：植筋、制作并安装钢筋骨架：

步骤（2）：砌筑墙体砌块和构造柱BM连锁砌块：

首先按照要求砌筑砌体墙的主砌块；

然后：

如果A：“直线形”墙体的砌体墙：在构造柱的位置，砌体墙的奇数皮采用2个七分头对

砌，使构造柱的钢筋骨架在BM连锁砌块的孔内；砌体墙的偶数皮采用2个三分头对砌，使构

造柱的钢筋骨架在BM连锁砌块的孔内；

如果B：“L形”相交墙体的砌体墙：两堵砌体墙的端部在转角处相交，在转角处的构造柱

的位置，砌体墙的奇数皮，在其中一面墙采用1个七分头和1个三分头对砌形成BM连锁砌块

的孔，使构造柱的钢筋骨架在BM连锁砌块的孔内；砌体墙的偶数皮在另一面墙采用1个七分

头和1个三分头对砌形成BM连锁砌块的孔，使构造柱的钢筋骨架在BM连锁砌块的孔内；

如果C：“T形”相交墙体的砌体墙：一堵砌体墙的端部在另一堵砌体墙的中部相交，在相

交处的构造柱的位置，砌体墙的奇数皮在其中一面墙采用2个七分头对砌形成BM连锁砌块

的孔，使构造柱的钢筋骨架在BM连锁砌块的孔内；砌体墙的偶数皮在另一面墙采用1个七分

头和1个三分头对砌形成BM连锁砌块的孔，使构造柱的钢筋骨架在BM连锁砌块的孔内；

如果D：“十字形”相交墙体的砌体墙：两堵砌体墙在各自的中部相交，在相交处的构造

柱的位置，砌体墙的奇数皮在其中一面墙采用2个七分头对砌形成BM连锁砌块的孔，使构造

柱的钢筋骨架在BM连锁砌块的孔内；砌体墙的偶数皮在另一面墙采用2个七分头对砌形成

BM连锁砌块的孔，使构造柱的钢筋骨架在BM连锁砌块的孔内；

上下皮的BM连锁砌块的孔对孔砌筑，形成上下贯通的孔道；

构造柱的BM连锁砌块之间、BM连锁砌块与砌体墙的主砌块之间用BM连锁砌块专用砌筑

粘结剂进行砌筑；

构造柱的BM连锁砌块与砌体墙的主砌块上下皮错缝、压槎砌筑；

步骤（3）：浇筑混凝土：

将设计强度等级和类型的混凝土从定型化混凝土投料口投入BM连锁砌块孔对孔砌筑

而成的上下贯通的孔道内；

经过以上步骤，形成构造柱。

[0017] 进一步的，上述BM连锁砌块构造柱结构的施工方法，是按照以下施工步骤建造构

造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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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步骤（2）中：

还在：构造柱的顶部的BM连锁砌块采用带一个孔的半砖，一侧开口，便于混凝土从定型

化投料斗内流入；构造柱顶部的带一个孔的半砖与结构梁的底部之间的空隙用专用砌筑粘

结剂捻实；

步骤（2）和步骤（3）中有步骤（3a）：

制作并安放定型化混凝土投料斗；

当适用于砌体墙顶部的结构梁为对应“直线形”墙体的砌体墙的单梁、对应“L形”相交

墙体的砌体墙的“L形”相交梁、对应“T形”相交墙体的砌体墙“T形”相交梁时：

定型化混凝土投料斗：

具有两个投料斗侧模板，两个投料斗侧模板之间有一个倾斜的投料斗正面斜向模板，

两个投料斗侧模板和投料斗正面斜向模板围成一个投料通道；

具有两个夹紧侧模板；

一个投料斗侧模板与一个夹紧侧模板为一个侧模板的的两个部分，另一个投料斗侧模

板与另一个夹紧侧模板为另一个侧模板的的两个部分；投料斗正面斜向模板的下方固连有

正面竖向模板；

投料斗侧模板、投料斗正面斜向模板、夹紧侧模板相互固连；

投料通道与上述两个夹紧侧模板之间的空间联通；

侧模板的顶面分为支撑面和高于支撑面的投料口面，两个侧模板的支撑面平齐；

对拉螺杆穿过两个投料斗侧模板，PVC管套设在对拉螺杆上并位于两个投料斗侧模板

之间；

把定型化混凝土投料斗的两个侧模板夹住带一个孔的半砖，投料通道与带一个孔的半

砖的侧面开口相通，正面竖向模板顶住砌体墙侧墙面，结构梁压在支撑面上，投料口面和支

撑面的交界处卡在结构梁的下边；定型化混凝土投料斗的上口高于结构梁的梁底；扭紧对

拉螺杆。

[0018] 步骤（3）：浇筑混凝土：

将设计强度等级和类型的混凝土从定型化投料斗的上口投入，从投料通道流入带一个

孔的半砖的侧面开口，再流入BM连锁砌块孔对孔砌筑而成的上下贯通的孔道内；

步骤（4）：拆除定型化混凝土投料斗：

投料斗混凝土终凝后，即可抽出对拉螺杆、取下定型化投料斗，投料斗中混凝土凿除；

周转使用定型化混凝土投料斗。

[0019] 进一步的，BM连锁砌块构造柱结构的施工方法，是按照以下施工步骤建造构造柱

的：

在步骤（2）中：

还在：构造柱的顶部的BM连锁砌块采用带一个孔的半砖，一侧开口，便于混凝土从定型

化投料斗内流入；构造柱顶部的带一个孔的半砖与结构梁的底部之间的空隙用专用砌筑粘

结剂捻实；

步骤（2）和步骤（3）中有步骤（3a）：

制作并安放定型化混凝土投料斗；

当适用于砌体墙顶部的结构梁为 “十字形”相交梁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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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紧侧模板与投料斗侧模板垂直，顶部BM连锁砌块开口挡板及连接板为一个板，顶部

BM连锁砌块开口挡板及连接板具有斜面形式的顶面，顶部BM连锁砌块开口挡板及连接板垂

直于夹紧侧模板，并且其顶面位于两个夹紧侧模板的开口处；一个倾斜的投料斗背面斜向

模板的两侧分别连接顶部BM连锁砌块开口挡板及连接板和一个投料斗侧模板，投料斗背面

斜向模板的上表面与顶部BM连锁砌块开口挡板及连接板的斜面形式的顶面平齐；投料斗正

面斜向模板的底边与投料斗背面斜向模板的底边相接；

投料斗侧模板的顶面分为支撑面和高于支撑面的投料口面；两个夹紧侧模板的顶面、

投料斗背面斜向模板的顶边、两个投料斗侧模板的支撑面平齐；

对拉螺杆穿过两个投料斗侧模板，PVC管套设在对拉螺杆上并位于两个投料斗侧模板

之间；

把定型化混凝土投料斗的两个夹紧侧模板夹住带一个孔的半砖，投料通道与带一个孔

的半砖的侧面开口相通，顶部BM连锁砌块开口挡板及连接板顶住砌体墙侧墙面，结构梁压

在两个夹紧侧模板的顶面、投料斗背面斜向模的顶边、支撑面上，定型化混凝土投料斗的上

口卡在结构梁的“十字形”相交的角部、结构梁的一侧；定型化混凝土投料斗的上口高于结

构梁的梁底；扭紧对拉螺杆；

步骤（3）：浇筑混凝土：

将设计强度等级和类型的混凝土从定型化混凝土投料斗的上口投入，从投料通道流入

带一个孔的半砖的侧面开口，再流入BM连锁砌块孔对孔砌筑而成的上下贯通的孔道内；

步骤（4）：拆除定型化混凝土投料斗：

投料斗混凝土终凝后，即可抽出对拉螺杆、取下定型化投料斗，投料斗中混凝土凿除；

周转使用定型化混凝土投料斗。

[0020] 一种BM连锁砌块系梁结构的施工方法，是按照以下施工步骤建造系梁的：

步骤（1）：构筑BM连锁砌块构造柱结构；

由BM连锁砌块作为主砌块砌成的砌体墙的构造柱位置，每一皮均以BM连锁砌块的七分

头或三分头对砌形成BM连锁砌块的孔，从上到下的BM连锁砌块孔的孔贯通，形成上下贯通

的孔道；钢筋骨架放置在孔道内，孔道内灌注混凝土；构造柱的BM连锁砌块与砌体墙的主砌

块上下皮错缝、压槎砌筑。

[0021] 步骤（2）：砌筑BM连锁砌块U型块：

在已砌筑墙体的砌体墙的水平系梁底部标高处的BM连锁砌块的顶部铺BM连锁砌块专

用砌筑粘结剂，将各BM连锁砌块U型块开口朝上进行组砌，形成U形通长凹槽，各BM连锁砌块

U型块之间以BM连锁砌块专用砌筑粘结剂粘接；U形通长凹槽与构造柱的BM连锁砌块的孔道

联通；

步骤（3）：制作并放置梁的钢筋骨架：

按照施工图纸设计的纵向钢筋和箍筋加工、制作过梁的钢筋骨架，并将其放置于BM连

锁砌块U型块砌筑而成的U形通长凹槽内；

步骤（4）：浇筑混凝土：

将设计强度等级和类型的混凝土浇筑在BM连锁砌块U型块22砌筑而成的U形通长凹槽

内，混凝土经U形通长凹槽流入构造柱8的BM连锁砌块内，BM连锁砌块构造柱与系梁整体浇

筑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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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1、本发明所述的定型化混凝土投料斗，有两种形式，一种适用于砌体墙顶部的结构梁

为单梁、“L形”相交梁、“T形”相交梁，一种适用于砌体墙顶部的结构梁为“十字形”相交梁，

小巧、灵活、实用，保证构造柱顶部充满混凝土且密实，无需外力固定，可及时拆除，多次整

体周转使用，避免了目前构造柱施工每次都要进行模板散拼、加固、拆除等复杂工艺，实现

了砌体结构构造柱的高效施工。

[0023] 2、本发明所述的BM连锁砌块构造柱、系梁（圈梁）结构体系充分利用施工现场既有

的轻质高强BM连锁砌块块兼作永久性建筑实体材料和混凝土浇筑模具，达到了构造柱、系

梁（圈梁）施工免安拆模板、减少工序、缩短技术间歇时间、施工速度快、利于安全文明施工

形象、节约资源的目的，实现了高效施工、经济施工，符合快速建造和绿色施工理念。

附图说明

[0024]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

[0025] 图1是适用于砌体墙顶部的结构梁为单梁、“L形”相交梁、“T形”相交梁的定型化混

凝土投料斗的三维轴侧图；

图2是适用于砌体墙顶部的结构梁为“十字形”相交梁的定型化混凝土投料斗的三维轴

侧图；

图3是BM  200-2型BM连锁砌块三维轴侧图；

图4是BM  200-2型BM连锁砌块的七分头、三分头三维轴侧图；

图5是BM连锁砌块U型块三维轴侧图；

图6是“直线形”墙体BM连锁砌块构造柱结构三维轴侧图；

图6-1是直线形墙体浇筑前顶部示意图；

图6-2是直线形墙体浇筑后顶部示意图；

图6-3是直线形墙体的奇数皮平面图；

图6-4是直线形墙体的偶数皮平面图；

图7-1是“L形”墙体BM连锁砌块构造柱结构三维轴侧图；

图7-2是L形墙体浇筑前顶部示意图；

图7-3是L形墙体浇筑后顶部示意图；

图7-4是L形墙体的奇数皮平面图；

图7-5是L形墙体的偶数皮平面图；

图8-1是“T形”墙体BM连锁砌块构造柱结构三维轴侧图；

图8-2是T形墙体浇筑前顶部示意图；

图8-3是T形墙体浇筑后顶部示意图；

图8-4是T形墙体的奇数皮平面图；

图8-5是T形墙体的偶数皮平面图；

图9-1是“十字形”墙体BM连锁砌块构造柱结构三维轴侧图；

图9-2是十字形墙体浇筑前顶部示意图；

图9-3是十字形墙体浇筑后顶部示意图；

图10-1是直线形构造柱、系梁体系的整体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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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2是直线形构造柱、系梁体系的A节点的节点图。

[0026] 图中标号：

11-适用于砌体墙顶部的结构梁为“直线形”单梁、“L形”相交梁、“T形”相交梁的定型化

混凝土投料斗；111-夹紧构造柱顶部BM连锁砌块的侧模板；1111-支撑面；1112-投料口面；

112-正面竖向模板；113-正面斜向模板；114-木枋背楞；115-对拉螺杆；116-PVC管；

12-适用于砌体墙顶部的结构梁为“十字形”相交梁的定型化混凝土投料斗；121-夹紧

构造柱顶部BM连锁砌块的夹紧侧模板；122-顶部BM连锁砌块开口挡板及连接板；123-投料

斗正面竖向模板；124-投料斗正面斜向模板；125-投料斗背面竖向模板；126-投料斗背面斜

向模板；1271-内投料斗侧模板；12711-支撑面；12712-投料口面；1272-外投料斗侧模板；

12721-支撑面；12722-投料口面；128-木枋背楞；129-对拉螺杆；1210-PVC管；

21-BM连锁砌块；211-七分头；212-  三分头；22-BM连锁砌块U形块；221-U形通长凹槽；

23-  BM连锁砌块的孔；24-带一个孔的半砖；

3-BM连锁砌块专用砌筑粘结剂；

4-梁柱钢筋骨架；

5-浇筑在BM连锁砌块内的混凝土；

6-结构梁；

7-砌体墙；71-奇数皮；72-偶数皮；

8-构造柱；

9-系梁。

[0027] 具体实施方式：

如图3所示BM连锁砌块21：BM  连锁砌块是由混凝土经振动、压制、蒸汽养护成型，有榫

头和榫槽的小型空心连锁砌块，用于建筑物非承重墙的砌块。

[0028] 如图4所示七分头211：70%长度的BM连锁砌块，具有一个全孔和一个半孔。

[0029] 如图4所示三分头212：：30%长度的BM连锁砌块，具有一个半孔。

[0030] 七分头和三分头拼合，可成为一个完整的BM连锁砌块。

[0031] 如图5所示：BM连锁砌块U型块22：具有U型开口的BM连锁砌块。

[0032] BM连锁砌块可根据墙厚选择其型号和尺寸，具有轻质高强的特性，可以适用于多

种砌块墙体。本发明选用的BM连锁砌块是施工现场既有材料，本身具有轻质高强的特性，既

作为永久性建筑实体材料，又作为混凝土浇筑模具。

[0033] 本实施例按200mm厚墙体：构造柱施工选用的连锁砌块21为BM200-2型连锁砌块，

其长×宽×高的尺寸为：395mm×190mm×195mm，可以切成七分头211和三分头212；系梁（圈

梁）施工选择BM连锁砌块U形块22，其开口朝上时长×宽×高的尺寸为：195mm×190mm×

195mm。

[0034] BM连锁砌块专用砌筑粘结剂3，选择BM连锁砌块专用砌筑粘结剂，粘结强度高。本

发明选用具有更高粘结强度的BM连锁砌块专用砌筑粘结剂，在各BM连锁砌块之间、其他砌

块与BM连锁砌块之间用BM连锁砌块专用砌筑粘结剂进行砌筑，可充分保证BM连锁砌块U型

块之间、其他砌块与BM连锁砌块之间的粘结强度。

[0035] 梁柱钢筋骨架4，是按照施工图纸设计配筋制作的构造柱、系梁（圈梁）的钢筋骨

架，包括纵向受力钢筋和箍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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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浇筑在BM连锁砌块内的混凝土5，是按照施工图纸设计强度等级和类型的混凝土，

本实施例为C20细石商品混凝土，也可采用C20预拌细石混凝土。

[0037] 砌体墙7由BM连锁砌块作为主砌块砌成。

[0038] 如图1所示：

适用于砌体墙顶部的结构梁6为单梁、“L形”相交梁、“T形”相交梁的定型化混凝土投料

斗11：

具有两个平行的用于夹紧构造柱顶部BM连锁砌块的侧模板111，侧模板111的顶面分为

支撑面1111和高于支撑面1111的投料口面1112。

[0039] 两个侧模板111之间具有一个垂直于两个侧模板111的正面竖向模板112，正面竖

向模板112上方是一个倾斜的正面斜向模板113。

[0040] 正面斜向模板113的顶面与投料口面1112等高，这个面为投料斗上口。

[0041] 正面斜向模板113的底边与支撑面1111和投料口面1112交界处的竖面位于同一立

面。

[0042] 两个侧模板111外侧分别用钉子固连有数根木枋背楞114；正面竖向模板112、正面

斜向模板113的外侧用钉子共同固连数根木枋背楞114；侧模板111的木枋背楞114和正面竖

向模板112的木枋背楞114用钉子固连；两个侧模板111、正面竖向模板112、正面斜向模板

113的相邻模板用钉子固连。

[0043] 这样，两个侧模板111、正面竖向模板112、正面斜向模板113、木枋背楞114就连接

成一个整体定型化混凝土投料斗11。

[0044] 两侧的侧模板111的投料口面1112所对应的部分的内壁，正面斜向模板113的上表

面，这三个面围出一个位于投料斗上口的下方的投料通道，投料通道与侧模板之间的空间

相通。

[0045] 对拉螺杆115穿过两个侧模板111，PVC管116套设在对拉螺杆115上并位于两个侧

模板111之间。对拉螺杆115进一步夹紧固定两个侧模板111和正面竖向模板112。

[0046] 实际使用时，投料斗上口位于某一条结构梁6的一侧，由于高于支撑面1111的投料

口面1112，所以高于结构梁梁底50～100mm，可充分保证构造柱顶部充满混凝土且密实。无

需外力固定，安拆方便、快捷，可以整体周转使用。

[0047] 如图2所示：

适用于砌体墙顶部的结构梁6为 “十字形”相交梁的定型化混凝土投料斗12：

具有两个平行的夹紧构造柱顶部BM连锁砌块的夹紧侧模板121。

[0048] 具有一个顶面为斜面的的顶部BM连锁砌块开口挡板及连接板122，顶部BM连锁砌

块开口挡板及连接板122垂直于夹紧侧模板121，并且其顶面位于两个夹紧侧模板121的开

口处。

[0049] 两个平行的内投料斗侧模板1271和外投料斗侧模板1272；内投料斗侧模板1271的

顶面分为支撑面12711和高于支撑面12711的投料口面12712；外投料斗侧模板1272的顶面

分为支撑面12721和高于支撑面12721的投料口面12722。

[0050] 倾斜的投料斗背面斜向模板126的两侧分别连接顶部BM连锁砌块开口挡板及连接

板122和外投料斗侧模板1272，投料斗背面斜向模板126的上表面与顶部BM连锁砌块开口挡

板及连接板122的斜面形式的顶面平齐。

说　明　书 7/10 页

12

CN 111561103 A

12



[0051] 内投料斗侧模板1271和外投料斗侧模板1272之间连接有一个倾斜的投料斗正面

斜向模板124，投料斗正面斜向模板124的底边与投料斗背面斜向模板126的底边相接。

[0052] 两个夹紧侧模板121的顶面、投料斗背面斜向模板126的顶边、支撑面12711、支撑

面12721平齐。

[0053] 投料斗背面斜向模板126的底边连接有竖直的投料斗背面竖向模板125，投料斗正

面斜向模板124的底边连接有竖直的投料斗正面竖向模板123。

[0054] 两个夹紧侧模板121、顶部BM连锁砌块开口挡板及连接板122、内投料斗侧模板

1271、外投料斗侧模板1272、投料斗背面斜向模板126、投料斗正面斜向模板124、投料斗背

面竖向模板125、投料斗正面竖向模板123的外侧分别用钉子固连有木枋背楞128。

[0055] 两个夹紧侧模板121、顶部BM连锁砌块开口挡板及连接板122、内投料斗侧模板

1271、外投料斗侧模板1272、投料斗背面斜向模板126、投料斗正面斜向模板124、投料斗背

面竖向模板125、投料斗正面竖向模板123相邻的板之间用钉子固连。

[0056] 这样，两个夹紧侧模板121、顶部BM连锁砌块开口挡板及连接板122、内投料斗侧模

板1271、外投料斗侧模板1272、投料斗背面斜向模板126、投料斗正面斜向模板124、投料斗

背面竖向模板125、投料斗正面竖向模板123、木枋背楞128就连接成一个整体定型化混凝土

投料斗11。

[0057] 投料斗正面斜向模板124的顶面、投料口面12712、投料口面12722构成投料斗上

口。

[0058] 投料斗背面斜向模板126、投料斗正面斜向模板124、内投料斗侧模板1271、外投料

斗侧模板1272围成一个位于投料斗上口的下方的投料通道，投料通道与两个夹紧侧模板

121之间的空间相通。

[0059] 对拉螺杆129穿过内投料斗侧模板1271、外投料斗侧模板1272，  PVC管1210套设在

对拉螺杆129上并位于内投料斗侧模板1271、外投料斗侧模板1272之间。对拉螺杆29进一步

夹紧固定内投料斗侧模板1271、外投料斗侧模板1272、投料斗正面斜向模板124。

[0060] 上述的实际使用时定型化混凝土投料斗上口位于“十字形”相交的角部、结构梁的

一侧，由于高于支撑面12711的投料口面12712、高于支撑面12721的投料口面12722，所以投

料斗上口高于结构梁梁底50～100mm，可充分保证构造柱顶部充满混凝土且密实。无需外力

固定，安拆方便、快捷，可以整体周转使用。

[0061] 本发明的定型化混凝土投料斗，考虑了单梁、“L形”相交梁、“T形”相交梁、“十字

形”相交梁的情况，小巧、灵活、实用，适用性强，可及时拆除，多次整体周转使用。

[0062] 本发明的一种BM连锁砌块构造柱结构的施工方法，是按照以下施工步骤建造构造

柱的：

步骤（1）：植筋、制作并安装钢筋骨架：

按照施工图纸设计的纵向钢筋和箍筋植筋、加工制作并安装构造柱钢筋骨架4；

步骤（2）：砌筑墙体砌块和构造柱BM连锁砌块：

首先按照要求砌筑砌体墙的主砌块：

A：如图6、图6-1、图6-2、图6-3、图6-4所示的“直线形”墙体的砌体墙7：在构造柱8的位

置，砌体墙7的第一皮（奇数皮71）采用2个BM200-2型连锁砌块21的七分头211对砌，使构造

柱8的钢筋骨架4在BM连锁砌块的孔23内；砌体墙7的第二皮（偶数皮72）采用2个BM200-2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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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锁砌块21的三分头212对砌，使构造柱8的钢筋骨架4在BM连锁砌块的孔23内；

B：如图7-1、图7-2、图7-3、图7-4、图7-5所示的“L形”相交墙体的砌体墙7：两堵砌体墙7

的端部在转角处相交，在转角处的构造柱8的位置，砌体墙7的第一皮（奇数皮71），在其中一

面墙采用1个BM200-2型连锁砌块21的七分头211和1个三分头212对砌形成BM连锁砌块的孔

23，使构造柱的8钢筋骨架4在BM连锁砌块的孔23内；砌体墙7的第二皮（偶数皮）在另一面墙

采用1个BM200-2型连锁砌块21的七分头211和1个三分头212对砌形成BM连锁砌块的孔23，

使构造柱8的钢筋骨架4在BM连锁砌块的孔23内；从上到下，  BM连锁砌块的孔23贯通；

C：如图8-1、图8-2、图8-3、图8-4、图8-5所示的“T形”相交墙体的砌体墙7：一堵砌体墙7

的端部在另一堵砌体墙7的中部相交，在相交处的构造柱8的位置，砌体墙7的第一皮（奇数

皮71）在其中一面墙采用2个BM200-2型连锁砌块21的七分头211对砌形成BM连锁砌块的孔

23，使构造柱8的钢筋骨架4在BM连锁砌块的孔23内；砌体墙7的第二皮（偶数皮72）在另一面

墙采用1个BM200-2型连锁砌块21的七分头211和1个三分头212对砌形成BM连锁砌块的孔

23，使构造柱8的钢筋骨架4在BM连锁砌块的孔23内；从上到下，  BM连锁砌块的孔23贯通；

D：如图9-1、图9-2、图9-3所示的“十字形”相交墙体的砌体墙7：两堵砌体墙7在各自的

中部相交，在相交处的构造柱8的位置，砌体墙7的第一皮（奇数皮71）在其中一面墙采用2个

BM200-2型连锁砌块21的七分头211对砌形成BM连锁砌块的孔23，使构造柱8的钢筋骨架4在

BM连锁砌块的孔23内；砌体墙7的第二皮（偶数皮72）在另一面墙采用2个BM200-2型连锁砌

块21的七分头211对砌形成BM连锁砌块的孔23，使构造柱8的钢筋骨架4在BM连锁砌块的孔

23内；从上到下，  BM连锁砌块的孔23贯通；

上下皮的BM连锁砌块的孔23砌筑，形成上下贯通的孔道；构造柱8的BM连锁砌块之间、

BM连锁砌块与砌体墙7的主砌块之间用BM连锁砌块专用砌筑粘结剂3进行砌筑；构造柱8的

BM连锁砌块与砌体墙7的主砌块上下皮错缝、压槎砌筑；构造柱8的顶部的BM连锁砌块采用

带一个孔的半砖24，一侧开口，便于混凝土从定型化投料斗内流入；构造柱8顶部的带一个

孔的半砖24与结构梁6的底部之间的空隙用专用砌筑粘结剂3捻实；

步骤（3a）：制作并安放定型化混凝土投料斗：

制作并安放定型化混凝土投料斗；

当适用于砌体墙7顶部的结构梁6为对应“直线形”墙体的砌体墙7的单梁、对应“L形”相

交墙体的砌体墙7的“L形”相交梁、对应“T形”相交墙体的砌体墙7的“T形”相交梁时：

把定型化混凝土投料斗11的两个侧模板111夹住带一个孔的半砖24，投料通道与带一

个孔的半砖24的侧面开口相通，正面竖向模板112顶住砌体墙7侧墙面，结构梁6压在支撑面

1111上，投料口面1112和支撑面1111的交界处卡在结构梁6的下边；定型化混凝土投料斗11

的投料斗上口高于结构梁6的梁底50～100mm；扭紧对拉螺杆115；

当适用于砌体墙顶部的结构梁6为  对应“十字形”相交墙体的砌体墙7的“十字形”相交

梁时：

把定型化混凝土投料斗12的两个夹紧侧模板121夹住带一个孔的半砖24，投料通道与

带一个孔的半砖24的侧面开口相通，顶部BM连锁砌块开口挡板及连接板122顶住砌体墙7侧

墙面，结构梁6压在两个夹紧侧模板121的顶面、投料斗背面斜向模板126的顶边、支撑面

12711、支撑面12721上，定型化混凝土投料斗12的投料斗上口卡在结构梁6 的“十字形”相

交的角部、结构梁6的一侧；定型化混凝土投料斗12的投料斗上口高于结构梁6的梁底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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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mm；对拉螺杆129；

步骤（3）：浇筑混凝土：

将设计强度等级和类型的混凝土从定型化投料斗11或定型化投料斗11的投料斗上口

投入，从投料通道流入带一个孔的半砖24的侧面开口，再流入上下皮的BM连锁砌块孔的孔

23砌筑形成上下贯通的孔道内；

步骤（4）：拆除定型化混凝土投料斗：

投料斗混凝土终凝后，即可抽出对拉螺杆、取下定型化投料斗，投料斗中混凝土强度达

到设计强度的75%即可凿除；周转使用定型化混凝土投料斗；

经过以上步骤，形成构造柱8。

[0063] 本发明的一种BM连锁砌块系梁（圈梁）结构的施工方法，是按照以下施工步骤建造

系梁（圈梁）的：

步骤（1）：以如上的方法构筑BM连锁砌块构造柱8结构；

步骤（2）：砌筑BM连锁砌块U型块：

在已砌筑墙体的砌体墙7的水平系梁9底部标高处的BM连锁砌块21的顶部铺8mm～12mm 

BM连锁砌块专用砌筑粘结剂3，将各BM连锁砌块U型块22开口朝上进行组砌，形成U形通长凹

槽221，各BM连锁砌块U型块22之间的BM连锁砌块专用砌筑粘结剂3厚度为5mm；U形通长凹槽

221与构造柱8的BM连锁砌块联通，利于系梁9（圈梁）与构造柱8整体浇筑成型；

步骤（3）：制作并放置梁的钢筋骨架：

按照施工图纸设计的纵向钢筋和箍筋加工、制作过梁的钢筋骨架4，并将其放置于BM连

锁砌块U型块22砌筑而成的U形通长凹槽221内；

步骤（4）：浇筑混凝土：

将设计强度等级和类型的混凝土浇筑在BM连锁砌块U型块22砌筑而成的U形通长凹槽

221内，混凝土经U形通长凹槽221流入构造柱8的BM连锁砌块内，BM连锁砌块构造柱8与系梁

9（圈梁）整体浇筑成型。待混凝土初凝后即可继续砌筑系梁9（圈梁）以上的墙体。

[0064] 本发明的BM连锁砌块构造柱、系梁（圈梁）结构及其施工方法，给出了“直线形”墙

体、“L形”相交墙体、“T形”相交墙体、“十字形”相交墙体在转角处构造柱BM连锁砌块的施工

方法。

[0065] 本发明的BM连锁砌块系梁（圈梁）结构及其施工方法，系梁（圈梁）BM连锁砌块U型

块形成的通长凹槽与构造柱BM连锁砌块联通，系梁（圈梁）的钢筋骨架伸入构造柱内充分锚

固，形成BM连锁砌块构造柱、系梁（圈梁）结构体系。

[0066] 本发明形成一种BM连锁砌块构造柱、系梁（圈梁）结构体系，本发明的BM连锁砌块

构造柱、系梁（圈梁）结构及其施工方法可达到砌体结构构造柱、系梁（圈梁）施工免安拆模

板，减少工序，缩短技术间歇时间，加快施工，节约材料、人工、机械等资源的目的，实现了高

效施工、经济施工，符合快速建造和绿色施工理念。

[0067] 上述权利要求中所述的BM连锁砌块构造柱结构，BM连锁砌块系梁结构，BM连锁砌

块构造柱结构的施工方法，BM连锁砌块系梁结构的施工方法，适用于直线形、L形、T形墙体

的定型化混凝土投料斗，适用于十字形墙体的定型化混凝土投料斗等都是本发明的保护对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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