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121475786.4

(22)申请日 2021.06.30

(73)专利权人 南京林业大学

地址 210037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龙蟠路

159号南京林业大学

(72)发明人 雷佳晨　李海涛　程根生　姚连书　

许斌　熊振华　周琨　袁从淦　

(51)Int.Cl.

B25H 3/04(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户外用GFRP竹重组材或竹集成材结构

体系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户外用GFRP竹重组

材或竹集成材结构体系，包括GFRP竹重组材或竹

集成材升降支撑腿和升降滑块，所述GFRP竹重组

材或竹集成材升降支撑腿内部开设有贯穿所述

GFRP竹重组材或竹集成材升降支撑腿侧壁的升

降滑槽，所述升降滑槽内部滑动连接有所述升降

滑块，所述升降滑块与所述升降滑槽紧挨一侧壁

上开设有滚轮槽，所述滚轮槽内部滚动连接有支

撑滚轮。本实用新型可以在直角变速器一的传动

下，带动放置在支撑弯板上的杆件上升或者下

降，与滑移架板进行配合，可以实现对杆件的自

动上下料操作，节省人力物力。所有结构构件均

由GFRP竹重组材或竹集成材制作而成，GFRP可以

改善结构构件的力学性能，增强耐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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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户外用GFRP竹重组材或竹集成材结构体系，包括GFRP竹重组材或竹集成材升降

支撑腿(1)和升降滑块(3)，其特征在于，所述GFRP竹重组材或竹集成材升降支撑腿(1)内部

开设有贯穿所述GFRP竹重组材或竹集成材升降支撑腿(1)侧壁的升降滑槽(8)，所述升降滑

槽(8)内部滑动连接有所述升降滑块(3)，所述升降滑块(3)与所述升降滑槽(8)紧挨一侧壁

上开设有滚轮槽(9)，所述滚轮槽(9)内部滚动连接有支撑滚轮(10)，所述升降滑块(3)中部

穿设有升降丝杠(11)，所述升降丝杠(11)与所述升降滑块(3)通过螺纹连接，所述升降丝杠

(11)与所述升降滑槽(8)的两端部通过轴承连接，所述升降丝杠(11)一端部通过联轴器连

接有直角变速器一(7)，所述GFRP竹重组材或竹集成材升降支撑腿(1)一侧壁底部固定连接

有升降控制电机(6)，所述升降控制电机(6)与所述直角变速器一(7)的输入轴通过键连接；

所述GFRP竹重组材或竹集成材升降支撑腿(1)底部固定连接有GFRP竹重组材或竹集成材固

定支撑板(2)，所述GFRP竹重组材或竹集成材固定支撑板(2)上开设有固定孔，所述GFRP竹

重组材或竹集成材升降支撑腿(1)顶端固定连接有顶棚(18)。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户外用GFRP竹重组材或竹集成材结构体系，其特征在于，

所述GFRP竹重组材或竹集成材升降支撑腿(1)有四根，所述GFRP竹重组材或竹集成材升降

支撑腿(1)的底部之间焊接固定有GFRP竹重组材或竹集成材连板(12)，其中两根相对的

GFRP竹重组材或竹集成材连板(12)中部焊接固定有中间支撑GFRP竹重组材或竹集成材横

板(13)，所述中间支撑GFRP竹重组材或竹集成材横板(13)上方固定连接有四根GFRP竹重组

材或竹集成材立板(14)。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户外用GFRP竹重组材或竹集成材结构体系，其特征在于，

所述GFRP竹重组材或竹集成材立板(14)之间固定连接有固定筋(15)，中间的两根所述GFRP

竹重组材或竹集成材立板(14)相对两侧壁上设置有GFRP竹重组材或竹集成材滑移架板

(17)，所述GFRP竹重组材或竹集成材滑移架板(17)底部与所述GFRP竹重组材或竹集成材立

板(14)之间焊接有GFRP竹重组材或竹集成材斜撑板(16)。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户外用GFRP竹重组材或竹集成材结构体系，其特征在于，

所述GFRP竹重组材或竹集成材滑移架板(17)包括导向GFRP竹重组材或竹集成材支撑板

(17‑8)、开设于所述导向GFRP竹重组材或竹集成材支撑板(17‑8)内部的卸料滑槽(17‑3)、

设置在所述卸料滑槽(17‑3)内部的卸料滑块(17‑4)、设置在所述卸料滑块(17‑4)顶部的杆

件GFRP竹重组材或竹集成材支撑板(17‑1)、设置在所述杆件GFRP竹重组材或竹集成材支撑

板(17‑1)上方一侧的挡杆(17‑2)、设置在所述卸料滑槽(17‑3)内部的贯穿所述卸料滑块

(17‑4)设置的卸料丝杠(17‑5)、设置在所述卸料丝杠(17‑5)一端部的直角变速器二(17‑

7)、设置在所述直角变速器二(17‑7)输入轴一侧的卸料控制电机(17‑6)。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户外用GFRP竹重组材或竹集成材结构体系，其特征在于，

所述直角变速器二(17‑7)与所述卸料控制电机(17‑6)通过键连接，所述直角变速器二(17‑

7)的输出轴与所述卸料丝杠(17‑5)通过联轴器连接，所述卸料丝杠(17‑5)与所述导向GFRP

竹重组材或竹集成材支撑板(17‑8)通过轴承连接，所述卸料滑块(17‑4)与所述卸料滑槽

(17‑3)滑动连接，所述卸料滑块(17‑4)与所述卸料丝杠(17‑5)通过螺纹连接，所述挡杆

(17‑2)与所述杆件GFRP竹重组材或竹集成材支撑板(17‑1)通过螺纹连接，所述杆件GFRP竹

重组材或竹集成材支撑板(17‑1)为L型结构，所述卸料滑块(17‑4)为T型结构。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户外用GFRP竹重组材或竹集成材结构体系，其特征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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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升降滑块(3)远离所述GFRP竹重组材或竹集成材升降支撑腿(1)一侧壁上固定连接有

GFRP竹重组材或竹集成材支撑弯板(4)，所述GFRP竹重组材或竹集成材支撑弯板(4)上方胶

接有胶皮垫(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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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户外用GFRP竹重组材或竹集成材结构体系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土木工程技术领域，具体地说，涉及一种户外用GFRP竹重组材或

竹集成材结构体系。

背景技术

[0002] 土木工程是建造各类土地工程设施的科学技术的统称，即建造在地上或地下、陆

上，直接或间接为人类生活、生产、军事、科研服务的各种工程设施，例如房屋、道路、铁路、

管道、隧道、桥梁、运河、堤坝、港口、电站、飞机场、海洋平台、给水排水以及防护工程等，而

在土木工程施工过程中需要使用大量杆件，而现有的户外用GFRP竹重组材或竹集成材结构

体系在使用时，当需要放置或者取出杆件时，需要借助外部的吊运设备进行吊运，需要多人

配合操作，耗时费力。

[0003] 有鉴于此特提出本实用新型。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采用技术方案的基本构思是：

[0005] 一种户外用GFRP竹重组材或竹集成材结构体系，包括GFRP竹重组材或竹集成材升

降支撑腿和升降滑块，所述GFRP竹重组材或竹集成材升降支撑腿内部开设有贯穿所述GFRP

竹重组材或竹集成材升降支撑腿侧壁的升降滑槽，所述升降滑槽内部滑动连接有所述升降

滑块，所述升降滑块与所述升降滑槽紧挨一侧壁上开设有滚轮槽，所述滚轮槽内部滚动连

接有支撑滚轮，所述升降滑块中部穿设有升降丝杠，所述升降丝杠与所述升降滑块通过螺

纹连接，所述升降丝杠与所述升降滑槽的两端部通过轴承连接，所述升降丝杠一端部通过

联轴器连接有直角变速器一，所述GFRP竹重组材或竹集成材升降支撑腿一侧壁底部固定连

接有升降控制电机，所述升降控制电机与所述直角变速器一的输入轴通过键连接。

[0006] 所述GFRP竹重组材或竹集成材升降支撑腿底部固定连接有GFRP竹重组材或竹集

成材固定支撑板，所述GFRP竹重组材或竹集成材固定支撑板上开设有固定孔，所述GFRP竹

重组材或竹集成材升降支撑腿顶端固定连接有顶棚。

[0007] 所述GFRP竹重组材或竹集成材升降支撑腿有四根，所述GFRP竹重组材或竹集成材

升降支撑腿的底部之间焊接固定有GFRP竹重组材或竹集成材连板，其中两根相对的GFRP竹

重组材或竹集成材连板中部焊接固定有中间支撑GFRP竹重组材或竹集成材横板，所述中间

支撑GFRP竹重组材或竹集成材横板上方固定连接有四根GFRP竹重组材或竹集成材立板。

[0008] 所述GFRP竹重组材或竹集成材立板之间固定连接有固定筋，中间的两根所述GFRP

竹重组材或竹集成材立板相对两侧壁上设置有GFRP竹重组材或竹集成材滑移架板，所述

GFRP竹重组材或竹集成材滑移架板底部与所述GFRP竹重组材或竹集成材立板之间焊接有

GFRP竹重组材或竹集成材斜撑板。

[0009] 所述GFRP竹重组材或竹集成材滑移架板包括导向GFRP竹重组材或竹集成材支撑

板、开设于所述导向GFRP竹重组材或竹集成材支撑板内部的卸料滑槽、设置在所述卸料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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槽内部的卸料滑块、设置在所述卸料滑块顶部的杆件GFRP竹重组材或竹集成材支撑板、设

置在所述杆件GFRP竹重组材或竹集成材支撑板上方一侧的挡杆、设置在所述卸料滑槽内部

的贯穿所述卸料滑块设置的卸料丝杠、设置在所述卸料丝杠一端部的直角变速器二、设置

在所述直角变速器二输入轴一侧的卸料控制电机。

[0010] 所述直角变速器二与所述卸料控制电机通过键连接，所述直角变速器二的输出轴

与所述卸料丝杠通过联轴器连接，所述卸料丝杠与所述导向GFRP竹重组材或竹集成材支撑

板通过轴承连接，所述卸料滑块与所述卸料滑槽滑动连接，所述卸料滑块与所述卸料丝杠

通过螺纹连接，所述挡杆与所述杆件GFRP竹重组材或竹集成材支撑板通过螺纹连接，所述

杆件GFRP竹重组材或竹集成材支撑板为L型结构，所述卸料滑块为T型结构。

[0011] 所述升降滑块远离所述GFRP竹重组材或竹集成材升降支撑腿一侧壁上固定连接

有支撑弯板，所述支撑弯板上方胶接有胶皮垫。

[0012] 本实用新型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13] 本实用新型可以在直角变速器一的传动下，通过升降控制电机带动升降丝杠转动

转动，进而带动升降滑块沿着升降滑槽升降运动，可以将杆件放置在支撑弯板上，进而带动

杆件上升或者下降，与滑移架板进行配合，可以实现对杆件的自动上下料操作，便于将杆件

放置在此户外用GFRP竹重组材或竹集成材结构体系上，一个人即可操作，省去采用外部天

车或者升降机吊运杆件的麻烦，节省人力物力。

[0014]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详细的描述。

附图说明

[0015] 在附图中：

[0016] 图1为本实用新型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为本实用新型中GFRP竹重组材或竹集成材滑移架板与所述GFRP竹重组材或竹

集成材立板连接部位的右剖视图；

[0018] 图3为本实用新型图2中A处的局部放大图；

[0019] 图4为本实用中导向GFRP竹重组材或竹集成材支撑板的断面图；

[0020] 图5为本实用新型中GFRP竹重组材或竹集成材升降支撑腿部位的左剖视图。

[0021] 图中：1‑GFRP竹重组材或竹集成材升降支撑腿；2‑GFRP竹重组材或竹集成材固定

支撑板；3‑升降滑块；4‑GFRP竹重组材或竹集成材支撑弯板；5‑胶皮垫；6‑升降控制电机；7‑

直角变速器一；8‑升降滑槽；9‑滚轮槽；10‑支撑滚轮；11‑升降丝杠；12‑GFRP竹重组材或竹

集成材连板；13‑中间支撑GFRP竹重组材或竹集成材横板；14‑GFRP竹重组材或竹集成材立

板；15‑固定筋；16‑GFRP竹重组材或竹集成材斜撑板；17‑GFRP竹重组材或竹集成材滑移架

板；17‑1‑杆件GFRP竹重组材或竹集成材支撑板；17‑2‑挡杆；17‑3‑卸料滑槽；17‑4‑卸料滑

块；17‑5‑卸料丝杠；17‑6‑卸料控制电机；17‑7‑直角变速器二；17‑8‑导向GFRP竹重组材或

竹集成材支撑板；18‑顶棚。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为使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

型实施例中的附图，对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以下实施例用于说明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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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新型。

[0023] 如图1至图5所示，一种户外用GFRP竹重组材或竹集成材结构体系，包括GFRP竹重

组材或竹集成材升降支撑腿1和升降滑块3，GFRP竹重组材或竹集成材升降支撑腿1内部开

设有贯穿GFRP竹重组材或竹集成材升降支撑腿1侧壁的升降滑槽8，升降滑槽8内部滑动连

接有升降滑块3，升降滑块3与升降滑槽8紧挨一侧壁上开设有滚轮槽9，滚轮槽9内部滚动连

接有支撑滚轮10，升降滑块3中部穿设有升降丝杠11，升降丝杠11与升降滑块3通过螺纹连

接，升降丝杠11与升降滑槽8的两端部通过轴承连接，升降丝杠11一端部通过联轴器连接有

直角变速器一7，GFRP竹重组材或竹集成材升降支撑腿1一侧壁底部固定连接有升降控制电

机6，升降控制电机6与直角变速器一7的输入轴通过键连接，升降滑块3远离GFRP竹重组材

或竹集成材升降支撑腿1一侧壁上固定连接有GFRP竹重组材或竹集成材支撑弯板4，GFRP竹

重组材或竹集成材支撑弯板4上方胶接有胶皮垫5。

[0024] 本例中，可以在直角变速器一7的传动下，通过升降控制电机6带动升降丝杠11转

动转动，进而带动升降滑块3沿着升降滑槽8升降运动，可以将杆件放置在GFRP竹重组材或

竹集成材支撑弯板4上，进而带动杆件上升或者下降，便于将杆件放置在此户外用GFRP竹重

组材或竹集成材结构体系上，一个人即可操作，省去采用外部天车或者升降机吊运杆件的

麻烦，节省人力物力，

[0025] 如图1所示，GFRP竹重组材或竹集成材升降支撑腿1底部固定连接有GFRP竹重组材

或竹集成材固定支撑板2，GFRP竹重组材或竹集成材固定支撑板2上开设有固定孔，GFRP竹

重组材或竹集成材升降支撑腿1顶端固定连接有顶棚18，可以通过GFRP竹重组材或竹集成

材固定支撑板2将此户外用GFRP竹重组材或竹集成材结构体系固定在合适的地方，为此户

外用GFRP竹重组材或竹集成材结构体系提供牢固的支撑。

[0026] 如图1所示，GFRP竹重组材或竹集成材升降支撑腿1有四根，GFRP竹重组材或竹集

成材升降支撑腿1的底部之间焊接固定有GFRP竹重组材或竹集成材连板12，其中两根相对

的连板12中部焊接固定有中间支撑GFRP竹重组材或竹集成材横板13，中间支撑GFRP竹重组

材或竹集成材横板13上方固定连接有四根GFRP竹重组材或竹集成材立板14，GFRP竹重组材

或竹集成材立板14之间固定连接有固定筋15，中间的两根GFRP竹重组材或竹集成材立板14

相对两侧壁上设置有GFRP竹重组材或竹集成材滑移架板17，GFRP竹重组材或竹集成材滑移

架板17底部与GFRP竹重组材或竹集成材立板14之间焊接有GFRP竹重组材或竹集成材斜撑

板16。

[0027] 本例中，竹集成材斜撑杆可以起到支撑GFRP竹重组材或竹集成材滑移架板17的作

用，固定筋15可以提高GFRP竹重组材或竹集成材立板14的支撑刚性。

[0028] 如图1至图4所示，GFRP竹重组材或竹集成材滑移架板17包括导向GFRP竹重组材或

竹集成材支撑板17‑8、开设于导向GFRP竹重组材或竹集成材支撑板17‑8内部的卸料滑槽

17‑3、设置在卸料滑槽17‑3内部的卸料滑块17‑4、设置在卸料滑块17‑4顶部的杆件GFRP竹

重组材或竹集成材支撑板17‑1、设置在杆件GFRP竹重组材或竹集成材支撑板17‑1上方一侧

的挡杆17‑2、设置在卸料滑槽17‑3内部的贯穿卸料滑块17‑4设置的卸料丝杠17‑5、设置在

卸料丝杠17‑5一端部的直角变速器二17‑7、设置在直角变速器二17‑7输入轴一侧的卸料控

制电机17‑6，直角变速器二17‑7与卸料控制电机17‑6通过键连接，直角变速器二17‑7的输

出轴与卸料丝杠17‑5通过联轴器连接，卸料丝杠17‑5与导向GFRP竹重组材或竹集成材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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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17‑8通过轴承连接，卸料滑块17‑4与卸料滑槽17‑3滑动连接，卸料滑块17‑4与卸料丝杠

17‑5通过螺纹连接，挡杆17‑2与杆件GFRP竹重组材或竹集成材支撑板17‑1通过螺纹连接，

杆件GFRP竹重组材或竹集成材支撑板17‑1为L型结构，卸料滑块17‑4为T型结构。

[0029] 本例中，可以通过卸料推杆启动，在直角变速器二17‑7的传动下，带动卸料丝杠

17‑5转动，控制卸料滑块17‑4沿着卸料滑槽17‑3滑动，进而带动杆件GFRP竹重组材或竹集

成材支撑板17‑1移动，可以在将杆件移动到外侧的GFRP竹重组材或竹集成材支撑弯板4上

方时，GFRP竹重组材或竹集成材支撑弯板4向上运动，将杆件挑起，然后杆件GFRP竹重组材

或竹集成材支撑板17‑1反向运动，GFRP竹重组材或竹集成材支撑弯板4向下运动，实现对杆

件的卸料操作，省时省力，挡杆17‑2与杆件GFRP竹重组材或竹集成材支撑板17‑1通过螺纹

连接，可以方便挡杆17‑2的安装和拆卸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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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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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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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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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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