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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Abstract: A cast-in-place hollow floor with load-relieving members and construction method thereof are provided. The hol
low floor comprises load-relieving members fixed between an upper layer reinforcing steel bar (5) and a lower layer reinfor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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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摘要

神組合式械荷枸件肌洗室心松孟以及其施工方法 咳室心松恙包括迎迫固定汪接件 ( 1 )

固定于上尾伽筋 (5) 和下尾倆筋 (4) 之同的減荷枸什 混凝土填充整介櫻監內減荷枸什和伽
筋之同以及減荷枸件之同的生隙 所迷的減荷枸件包括筒狀減荷革 (2) 侖狀減荷羊休 ( 3 )

或球狀減荷串休 (6)中至少兩神 所述的減荷枸件同隔或紫密排列。



一神組合式減荷枸件現澆空心機蓋及其施工方法

技木領域

本岌明屑于一般建筑物枸造領域，具休力一神組合式減荷枸件現澆空心機

蓋以及其施工方法。

背景技木

由于現澆空心櫻板其自身的特貞，可以減騷結枸 自重，市釣材料，仇化截

面，提高建筑物保溫性能、隔音性能以及承截能力等，在目前建筑領域得到越

來越仁泛的推亡和使用，因此減荷枸件在空心櫻孟申的匝用也隨之斤泛。 目前

筒狀減荷枸件的匝用最仁泛，但是筒狀枸件的汶向受力情況不好，肘于受力要

求比較高的櫻蓋不造合，迭不到工程要求，而盒狀減荷枸件孔隙率比較低，翎

筋和混凝土的用量高，成本高，非且由于受櫻蓋的形伏、喊荷枸件的形狀以及

受力要求等工程要求方面的限制，減荷枸件在撰放吋需要留有一定的何隙，用

柬滿足澆注混凝土的需要，井且肘于櫻蓋的迪角等不容易攫放忑模的部位需要

用混凝土迭行填充，井且填充忑模的形狀革一，櫻蓋的承受力不均勻，送佯空

心櫻板的孔隙率比較低，混凝土用量多，櫻孟自重大，工程整休造份高。

友明內容

本友明的目的就是針肘上迷存在的缺陷而提供一神組合式減荷枸件耽澆空

心櫻孟及其施工方法，本岌明粟用包括通迂固定達接件固定于上侯翎筋和下展

例筋之同的減荷枸件，混凝土填充整介櫻蓋內減荷枸件和鋼筋之同以及喊荷枸

件之阿的空隙，所迷的減荷枸件包括筒狀、盒狀或球狀減荷革休中至少兩神，

所迷的減荷枸件間隔或紫密排列的技木方案，核櫻蓋將不同形狀的減荷枸件迸

行組合匝用，根据需要戾活投置減荷枸件的形式和癸型，空隙率高，旗量好，



自重怪，截面伏化 。

在本岌明中，所渭 縈密排列 的含又是，相卻的減荷車佈或者是減荷筏

片互相接蝕，咳接舢方式可以力哉接蝕、面接蝕、貞接蝕。

本友明是通迂以下方式寞現的，包括通迂固定連接件固定于上房鋼筋和下

房翎筋之河的減荷枸件，混凝土填充整介櫻孟內減荷枸件和翎筋之岡以及減荷

枸件之何的空隙，所迷的減荷枸件包括筒狀、盒狀或球狀減荷車休中至少兩神，

所迷的減荷枸件同隔或紫密排列。

本友明的技木方案的特貞胚有 所迷的減荷枸件力減荷草休或者由減荷革

休紫密或同隔排列組成的臧荷筏片 所迷的減荷筏片力筒狀、盒狀或球狀減荷

革休至少兩神坦合的混合式減荷筏片 所迷的減荷筏片力筒狀、盒狀或球狀減

荷羊休革狙組合的筒式減荷筏片、盒式減荷筏片或球式減荷筏片 所迷的減荷

枸件位于櫻孟內梁或暗梁分割的匡域內 所迷的減荷枸件投有支撐墊抉 所迷

本岌明的技木方案的特庶逐有，圭所迷的減荷筏片的弋、寬大于等于 60 m

忖，在減荷筏片上凌有澆注口或澆注槽 所迷的澆注口或澆注槽力升投在減荷

草休上或由減荷革休坦合 所迷的櫻蓋力革向板或孜向板或遵錢單向板或連鏤

奴向板，或者力密肋梁櫻孟或元梁櫻恙，或者力非預匝力櫻蓋或預匝力機蓋，

或者力元粘鈷預匝力樸蓋或有粘錯預匝力樸蓋 所迷的減荷革休力薄壁硬廈空

心休或姪及泡沫休或充乞囊。

乳 具休如

下

1 支模捕沒步驟

先支側模底模，在底模上捕沒下居鋼筋或翎筋阿片，綁扎梁



安置預埋水咀暖及通風管域，預埋水乎管錶匝根据管往大小思量布置在梁或肋

梁她 然后鋪投墊坎，安放和定位減荷枸件 用固定連接件將所迷的減荷枸件

固定在下侯有可靠拉豬的鋼筋或者模板下的支撐拮枸上 繡投綁扎上屋翎筋或

例筋岡片

2 澆注步驟

按吹序、方向，先后分居澆注振搗混凝土，首先通迂梁、肋梁鋼筋空隙，澆

注口或澆注槽，澆注振摘下房混凝土，井洲察碗伙下居混凝土澆注充盈密寞后，

用混凝土或姪廈材料迸行填充封堵澆注口或澆注槽，然后，澆注上屋混凝土 ．

宴，刮乎抹乎至投汁厚度 莽折至強度迭到投汁要求齡期、拆模，得到本岌明

的櫻孟芒品。

本岌明的有益效果可以通迂肘上迷的描迷得到，減荷枸件采用筒狀、盒狀

或球狀減荷革休中至少丙神，在一坎樸孟中使用上迷至少丙神減荷革休，減荷

車休的排列也可以根据需要衰活布置，避行同隔或者紫密排列，根据需要在不

同的匠域衰活布置，迸行匠域式、陣列式或放射狀等的排列，逐可以不同拮枸

形式的減荷羊休交錯排列，寞現了不同結枸形式的減荷革休的仇 良性能的鈷合，

仇化截面，使得櫻蓋的秋向受力情況仇臥 又能移迸一步增大孔隙率。減荷枸

件逐可以力由減荷革休紫密或同隔排列組成的減荷筏片，咳減荷筏片可以是上

迷三神館枸的減荷車休的至少兩神坦合的混合筏片，也可以是各神車休的革狙

坦合筏片，減荷筏片通迪固定件將減荷革休達接或者通迂肢凝材料粘拮遵接，

筏片中的減荷革休排布方式戾活，筏片的組合形式衰活，形成酌組合筏片在櫻

蓋中的排列方式冤活多梓，櫻孟中減荷枸件的布置就更加的天活多佯，可以力

不同錯枸的減荷卓休遴行組合，
．減荷革休勻狙合筏片的組合，組合筏片勻組合



筏片狙合，組合筏片又可以力混合組合筏片和革狙拮枸的減荷枸件組合的筏片，

所迷的鍋合又可以力不同拮枸形式的減荷革休互湘坦合，所迷的減荷草休的截

面形狀也可以夭活多祥，迭梓櫻孟中減荷枸件的形式和布置可以根据需要多神

多梓，形成的櫻蓋的截面形狀多佯，受力均勻。舀所迷的減荷筏片的徒、冤大

于等于 60 m 肘，在減荷筏片上沒有澆注口或澆注槽，核澆注口或澆注糟逐可

以作力硯察孔、透乞孔和排乞孔，．保征了大孔隙率情況下混凝土的澆注廈量，．

方便操作，澆注口或澆注槽力升投在減荷草佈上或由減荷革休組合，布置方便，

形式衰活多佯。機蓋胚可以根据需要投置支擋墊坎。核櫻孟可以力革向板或取

向板或連笙革向板或連裝秋向板，或者力密肋梁櫻孟或元梁櫻蓋，或者力非預

座力樸蓋或預匝力棧蓋，或者力元粘拮預匝力櫻蓋或有粘錯預座力樸孟，根据

需要，形式衰活多梓。忠之，本友明的樸蓋，滿足櫻孟受力要求，井且市釣混

凝土用量，減鞋建筑鈷枸自重，增大櫻孟的空隙率，降低工程造份 迂可較方

便地宴現人性化的隔斷，增大使用面秧 在保征使用淨空高度的荼件下，可降

低拮枸尾高，由此可兄，本友明具各突出的安反性特貞和昱著的迸步。

團 力本友明結枸示意團

團 力本友明另一鈷枸示意團

圈 3 力本友明的另一拮枸示意團

團 4 力本友明的另一鈷枸示意圈

其中， 力固定連接件，2 力筒狀減荷革休，3 力盒狀減荷革休，4 力下侯

例筋，5 力上尾翎筋，6 力球狀減荷革休，7 力梁或暗梁或肋，8 力澆注口或澆

注槽，9 力固定件， 0 力支撐墊映。

具休宴施方式



爪圍 、囤 2、團 3 可以看出，本友明的珮澆空心櫻孟，包括通迂固定達接

件 1 固定于上尾翎筋 5 和下居馴筋 4 之間的減荷枸件，混凝土填充整介機孟吋

減荷枸件和例筋之同以及減荷枸件之伺的空隙，所迷的減荷枸件包括筒狀 盒

狀或球狀減荷草休中至少兩神，所述的減荷枸件同隔或紫密排列。櫻孟中的減

荷枸件力筒狀減荷車休 2、盒狀減荷革休 3 或球狀減荷革休 6 的兩兩狙合或者

三神的組合，排列方式可以力匠域式、射錶狀或陣列式等交錯排列。

排列組成的減荷筏片，減荷筏片可以力減荷草休革狙組合的筒式減荷筏片、盒

式減荷筏片或球式減荷筏片，或者是筒狀、盒狀或球狀減荷羊休至少丙神組合

的混合式減荷筏片，減荷筏片通迂固定件 9 將減荷草休連接或者通迂肢凝材料

粘鈷連接，所迷的固定 可以力例筋箍或打包帶或秩竺或強力肢帶，或通迂

水泥等凝肢材料迸行粘結達接。在施工前可以預先將喊荷革休狙合力減荷筏片，

便于施工，提高工作效率。在組合筏片的同隙及凹槽可用肢凝材料或鞋辰材料

迸行填充，或者迸行端共封堵，更利于增大填充物休秩，伉化截面。

伙圈 可以看出本友明的現澆空心樸蓋的減荷枸件位于櫻孟內梁或暗梁 7

分割的函域內 減荷枸件胚可以投有支撐墊坎 10，核支撐墊抉 0 可以力方例

管、水泥坎或混凝土抉，便于澆注。

爪團 2 可以看出，舀所述的減荷筏片的提、竟大于等于 600呱 吋，在減荷

筏片上投有澆注口或澆注槽 色 核澆注口或澆注槽的功能多梓，可以力祝察孔、

透乞孔和排乞孔，即瀰足工釋施工要求，又便于施工操作。澆注口或澆注槽 8

的形式力升投在減荷草休上或由減荷車休組合，比如 兩根筒狀減荷單休 2 端

共她枸成的河距空岡或者力升役在井徑向貫穿筒狀減荷革休 2 酌通孔或者力球



狀減荷革休 6 四介迸行坦合形成，可在通孔中加套管占筒腔迸行封岡，同祥筒

狀減荷革休 的端共她也力封閒狀悉，防止澆注混凝土迸入空腔。澆注口或涕

注槽的尺寸不小于 80卹x80咖或直徑不小于 80 ，卹 澆注口或澆注槽 8 在澆注后

可用混凝土或鞋瘋材料填充封堵。

本友明的現澆空心櫻蓋，力草向板或秋向板或達壞草向板或連鏤汶向板，

或者力密肋梁櫻蓋或元梁櫻蓋，或者力非預匝力櫻監或預匝力櫻蓋，或者力元

粘鈷預匝力櫻蓋或有粘館預匝力樸蓋。

本炭明所迷的減荷革休力薄壁硬廈空心休或怪旗泡抹休或充乞囊，材料可

以是金厲，水泥，塑料，硬紙等，截面形狀多梓，咐于筒狀減荷革休可以力圓

形、矩形、菱形、楠圓形、折鐵形、圓弧勻矩形組合、不等往圓弧坦合圍形、

圓弧丐折錢銅合，筒式組合筏片也可以力不同截面形狀迸行相互坦合。

減荷枸件的放置根据所在匠域的受力的情況迸行布置，其布置方向要占板

內弩矩較大的方向一致。 ．

本炭明的施工方法分力兩大步驟

1 支模捕投步驟

先支側模底模，在底模上捕投下侯側筋或鋼筋阿片，綁扎梁、肋梁例筋

安置預埋水冉暖及通八管域 然后捕投墊映，安放和定位減荷枸件 用跌竺或

上 捕投綁孔上侯鋼筋或鋼筋阿片

肘跨度較大的現澆櫻蓋，其模板匝按投汁要求起拱 預埋水乎管錢匝根据

管栓大小尺量布置在暗梁她或密肋梁阿 減荷枸件安放迂程中要隨肘捕沒架板，

肘側筋、減荷枸件成品迸行保押 減荷枸件的安放和預留工作全部完成后繡投

面筋，井占肋翎筋迸行綁扎 減荷枸件安放完丰，面筋綁扎后，力防止面筋勻



減荷枸件直接接舢，胚可以在圳橫面筋的交叉貞放置墊抉在交叉貞勻減荷枸件

之同 抗浮措施一般沒抗浮貞，抗浮焦的距萬可以力臥橫每隔 1500 咖一200

卹 施工冠程中，安裝工程的預留預埋工作必須占鋼筋綁扎 減荷枸件的安放

等工序交叉乎行迸行

2 澆注步驟

按吹序、方向，先后分侯澆注振拇混凝土，首先通迂梁、肋梁例筋空隙，

澆注口或澆注槽，
．澆注振拇下屋混凝土，井秘察碗臥下屋混凝土澆注充盈密宴

后，用混凝土或翟旗材料迸行填充封堵澆注口或澆注槽 。 然后，澆注上侯混凝

土 混凝土填充減荷枸件和輛筋之何 以及減荷枸件之同的空隙井振搗密安，刮

乎抹平至投汁厚度 莽折至強度迭到投汁要求齡期、拆模，得到本岌明的櫻蓋

芒品。

混凝土澆注宜菜用泵迭，一吹澆注成型，澆注推迸方向沿肋梁軸錶方向或

澆注口或澆注槽循序漸避地迸行，混凝土卸料匝均勻，防止堆稠迂高而損杯減

荷枸件，利用振功的作用范囿，使混凝土拼迸減荷枸件底部，保征下虜混凝土．

砂漿滲入和肋梁的密安，肘于澆注口或澆注槽可以用鞋廈材料述行封堵或者通

迂澆注上尾混凝土使得混凝土填充澆注口或涕注槽，形成有力的支擋錯枸，增

強櫻蓋受力情況。

本岌明未堅描述的技木特征可以通迂現有技木安現，舀然，上述稅明井非

是咐本友明的限制，本岌明也井不仗限于上迷萃例，本技木領域的普通技木人

貝在本岌明的宴廈范囿內所做出的交化、改型、添加或替換，也匝厲于本友明

的保扣范固。



杖利要求

．一神組合式減荷枸件現澆空心櫻蓋，包括通逍圃定達接件固定千上屋翎

筋和下尾鋼筋之阿的減荷枸件，混凝土填充整介樸蓋內減荷枸件和翎筋之間以

及減荷枸件之同的空隙，其特征在于 所迷的喊荷枸件包括筒狀、盒狀或球狀

減荷革休申至少兩神，所迷的減荷枸件間隔或紫密排列。

臥 根据杖利要求 所迷的坦合式減荷枸件現澆空心櫻蓋，其特征在于 所

迷的減荷枸件力減荷卓休或者由減荷革佈紫密或間隔排列組成的減荷筏片。

3．根据杖利要求 所迷的狙合式減荷枸件現澆空心機蓋，其特征在于 所

迷的減荷筏片力筒狀、盒狀或球狀減荷羊休至少丙神坦合的混合式減荷筏片。

4．根据杖利要求 2 所迷的組合式減荷枸件現澆空心櫻監，其特征在于 所

迷的減荷筏片力筒狀、盒狀或球狀減荷革休羊狙坦合的筒式減荷筏片，盒式減

荷筏片或球式減荷筏片。

5．根据杖利要求 1 所迷的組合式減荷枸件現澆空心櫻蓋，其特征在干 所

巴 根据杖利要求 所迷的組合式減荷枸件珮澆空心櫻孟，其特征在于 所

迷的減荷枸件投有支撐墊坎。

7．根掘杖利要求 2 或 3 或 4 所迷的組合式減荷枸件珊澆空心櫻蓋，其特征

在于 所迷的減荷筏片通迂固定件將減荷車休連接或者通迂肢凝材料粘拮連接。

8．根据杖利要求 2 或 3 或 4 所迷的組合式減荷枸件現澆空心櫻蓋，其特征

在于 舀所迷的減荷筏片的畏、竟大于等于 600咖肘，在減荷筏片上役有澆注

口或澆注槽。

9．根据杖利要求 8 所迷的銅合式減荷枸件現澆空心櫻孟，其特征在于 所



0．根据杖利要求 所迷的坦合式減荷枸件現澆空心機孟，其特征在于 所

．一神如杖利要求

特征在于

支模捕役步驟

先支側模底模，在底模上捕投下侯例筋或鋼筋岡片，綁扎梁、肋梁例筋

安置預埋水屯曖及通凡管錶，預埋水乎管域匝根据管往大小思量布置在梁或肋

梁她 然后鋪投墊抉，安放和定位減荷枸件 用固定達接件將所迷的減荷枸件

固定在下戾有可靠拉鈷的鋼筋或者模板下的支撐鈷枸上 捕投綁扎上尾鋼筋或

鋼筋阿片

2 澆注步驟

按吹序、方向，先后分尾澆注振搗混凝土，首先通迂梁、肋梁鋼筋空隙，澆

注口或澆注槽，澆注振搗下居混凝土，非祝察硝臥下尾混凝土澆注充盈密奕后，

用混凝土或輕旗材料迸行填充封堵澆注口或澆注槽，然后，澆注上尾混凝土

突，刮平抹平至沒汁厚度 莽折至強度迭到投汁要求於期、拆模，得到本友明

的櫻孟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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