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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装配式木结构凉亭，属

于木结构建筑技术领域。包括基座、立柱、柱间横

梁、柱顶金属连接件、亭顶骨架、亭面檩条、亭面

盖板、亭顶金属连接件、亭顶封板、螺栓、飞檐；所

述基座的截面呈矩形，由钢筋混凝土制成；所述

四根立柱位于基座的上部与基座连接形成一整

体；所述柱顶金属连接件位于立柱的上端顶部，

柱间横梁位于两立柱之间；所述亭顶骨架与亭顶

金属连接件通过螺栓连接，亭面檩条位于两亭顶

骨架之间，亭面盖板位于亭面檩条的上部，亭顶

骨架位于立柱的上部。本实用新型的装配式木结

构凉亭结构简单，连接点通过金属连接件连接，

施工方便快捷，缩短工期，结构受力性能好，装配

式程度高，解决施工过程受周围环境影响的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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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装配式木结构凉亭，其特征在于：基座（1）为整体式且截面呈矩形，由钢筋混凝

土浇筑制成；立柱（2）位于基座（1）的上部，四根立柱（2）沿着基座（1）周边布置围成正方形

且与基座（1）连接形成一整体，四根立柱（2）高度相同且截面均为正方形；柱顶金属连接件

（4）位于立柱（2）的上端顶部，通过螺栓（10）与立柱（2）连接，柱间横梁（3）位于两相邻的立

柱（2）之间，与立柱（2）相互垂直，通过柱顶金属连接件（4）和螺栓（10）与立柱（2）连接；亭顶

骨架（5）与亭顶金属连接件（8）通过螺栓（10）连接，四根亭顶骨架（5）之间的水平夹角呈

90°，亭面檩条（6）位于两相邻的亭顶骨架（5）之间，方位与柱间横梁（3）平行且沿亭面等间

距均匀布置，亭面盖板（7）位于亭面檩条（6）的上部且通过螺栓（10）固定连接，亭顶封板（9）

通过螺栓（10）固定于亭顶金属连接件（8）与亭顶骨架（5）的上部；立柱（2）的上部为亭顶骨

架（5），之间通过柱顶金属连接件（4）与螺栓（10）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装配式木结构凉亭，其特征在于：所述柱顶金属连接件（4）

的下部呈套筒状且在中间位置封堵，上部设有骨架固定侧板（4-1），在平面90°夹角两侧设

有截面呈U形的横梁固定件（4-2），在横梁固定件（4-2）的下部设有梯形状的加劲肋（4-3）。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装配式木结构凉亭，其特征在于：所述亭顶骨架（5）的两端

为骨架平端（5-1），与柱顶金属连接件（4）、亭顶金属连接件（8）连接固定且方位与凉亭的水

平位置平行。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装配式木结构凉亭，其特征在于：所述亭面檩条（6）的长度

沿亭面从顶部到边缘依次递减。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装配式木结构凉亭，其特征在于：所述亭面盖板（7）的形状

为梯形，两相邻亭面盖板（7）之间的缝隙采用建筑结构胶（11）密封，四周与骨架平端（5-1）

连接的部位设置飞檐（12）。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装配式木结构凉亭，其特征在于：所述亭顶金属连接件（8）

的中间为圆筒中柱（8-1），外侧为截面呈U形的骨架固定件（8-2），长度与骨架平端（5-1）相

同且之间夹角呈90°。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装配式木结构凉亭，其特征在于：所述亭顶封板（9）的形状

呈八边形，与亭面盖板（7）之间的缝隙采用建筑结构胶（11）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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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装配式木结构凉亭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木结构建筑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装配式木结构凉亭。

背景技术

[0002] 在全球环保观念和可持续发展的诉求中，人们更加注重建筑与环境的关系，开始

考虑采取更加人性化、可持续化的建筑形式，木结构建筑重新出现在建筑的舞台上。1960年

以后，随着全球范围内对森林利用、生物多样性和林业等作的辩论，出现了林业管理的认证

模式。这说明人类正以科学的方式管理林业的发展。这使得可持续的木材供应成为可能，为

木结构建筑在西方及欧美国家的兴起奠定了物质基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带动了建筑

材料的革新，木材不仅己基本解决了自身的物理性能缺陷，也衍生出了很多新形式，比如胶

合木、交错层积木以及各种功能不同的板材等。

[0003] 中国有超过7000年的木建筑历史。中国传统建筑以木构为主，建筑的形式始终与

社会意识紧密联系着，其中蕴含了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精髓。几千年来木构建筑深受中国

人的喜爱，从皇家宫殿、庙宇殿堂到民宅农舍，无不采用木材建造。因此，研宄开发现代木结

构，拓展其应用范畴，对于继承和发展传统建筑文化，丰富我国现代建筑技术具有重要的意

义。

[0004] 2015年，住建部、工信部联合制定并印发了《促进绿色建材生产和应用行动方案》，

《方案》要求各地“促进绿色建材生产和应用，推动建材工业稳增长、调结构、转方式、惠民

生，更好地服务于新型城镇化和绿色建筑发展……发展木结构建筑，促进城镇木结构建筑

应用，推动木结构建筑在政府投资的学校、幼托、敬老院、园林景观等低层新建公共建筑，以

及城镇平改坡中使用。推进多层木-钢、木-混凝土混合结构建筑，在以木结构建筑为特色的

地区、旅游度假区重点推广木结构建筑。在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自建住宅、新农村居民点建

设中重点推进木结构农房建设”。

[0005] 装配式木结构建筑是指主要的木结构承重构件、木组件和部品在工厂预制生产，

并通过现场安装而成的木结构建筑。装配式木结构建筑在建筑全寿命周期中应符合可持续

性原则，且应满足装配式建筑标准化设计、工厂化制作、装配化施工、一体化装修、信息化管

理和智能化应用的“六化”要求。装配式木结构建筑按承重构件选用的材料可分为轻型木结

构、胶合木结构、方木原木结构以及木混合结构。

[0006] 凉亭，传统木结构单体建筑之一。建筑在路旁供行人休息的小亭。因为造型轻巧，

选材不拘，布设灵活而被广泛应用在园林建筑之中。常建在花园或公园中的开敞的纳凉亭

榭或北铭亭子，常由柱子支承屋顶建造。

[0007] 中国建筑是木结构体系的建筑，所以凉亭也大多是木结构的。木构的凉亭，以木构

架琉璃瓦顶和木构黛瓦顶两种形式最为常见。前者为皇家建筑和坛庙宗教建筑中所特有，

富丽堂皇，色彩浓艳。而后者则是中国古典亭榭的主导，或质朴庄重，或典雅清逸，遍及大江

南北，是中国古典凉亭的代表形式。此外，木结构的凉亭，也有做成片石顶、铁皮顶和灰土顶

的，不过一般比较少见，属于较为特殊的形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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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从凉亭的使用场合来分类，凉亭也可以分为公园花园凉亭、广场凉亭、造型亭、休

闲凉亭、防雨亭。有些公司专门给员工造一个亭子，供员工吸烟和茶余饭后闲侃聊天之用；

公园和公共场所的凉亭除了供游人休憩之外，还能增加风景的美观程度，兼具了造型和功

用，凉亭一般包括顶盖、支撑柱和基座，现有技术中的凉亭一般是通过混凝土浇筑等方式构

建的固定建筑，此类凉亭存在安装、拆卸及转移不方便，且整体外观不美观等缺陷。

[0009] 因此，有必要发明一种装配式木结构凉亭，充分发挥装配式木结构建筑的优点，结

构简单，连接点通过金属连接件连接，施工方便快捷，缩短工期，结构受力性能好，装配式程

度高。

实用新型内容

[0010] 为了解决上述存在的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装配式木结构凉亭，结构简

单，连接点通过金属连接件连接，施工方便快捷，缩短工期，结构受力性能好，装配式程度高

的木结构凉亭，亭顶结构施完成后可直接吊装在立柱的顶部完成施工，解决凉亭施工过程

中工序复杂技术要求高且受周围环境因素影响的问题。

[0011] 本实用新型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0012] 一种装配式木结构凉亭，基座为整体式且截面呈矩形，由钢筋混凝土浇筑制成；立

柱位于基座的上部，四根立柱沿着基座周边布置围成正方形且与基座连接形成一整体，四

根立柱高度相同且截面均为正方形；柱顶金属连接件位于立柱的上端顶部，通过螺栓与立

柱连接，柱间横梁位于两相邻的立柱之间，与立柱相互垂直，通过柱顶金属连接件和螺栓与

立柱连接；亭顶骨架与亭顶金属连接件通过螺栓连接，四根亭顶骨架之间的水平夹角呈

90°，亭面檩条位于两相邻的亭顶骨架之间，方位与柱间横梁平行且沿亭面等间距均匀布

置，亭面盖板位于亭面檩条的上部且通过螺栓固定连接，亭顶封板通过螺栓固定于亭顶金

属连接件与亭顶骨架的上部；立柱的上部为亭顶骨架，之间通过柱顶金属连接件与螺栓连

接。

[0013] 进一步地，所述柱顶金属连接件的下部呈套筒状且在中间位置封堵，上部设有骨

架固定侧板，在平面90°夹角两侧设有截面呈U形的横梁固定件，在横梁固定件的下部设有

梯形状的加劲肋。

[0014] 进一步地，所述亭顶骨架的两端为骨架平端，与柱顶金属连接件、亭顶金属连接件

连接固定且方位与凉亭的水平位置平行。

[0015] 进一步地，所述亭面檩条的长度沿亭面从顶部到边缘依次递减。

[0016] 进一步地，所述亭面盖板的形状为梯形，两相邻亭面盖板之间的缝隙采用建筑结

构胶密封，四周与骨架平端连接的部位设置飞檐。

[0017] 进一步地，所述亭顶金属连接件的中间为圆筒中柱，外侧为截面呈U形的骨架固定

件，长度与骨架平端相同且之间夹角呈90°。

[0018] 进一步地，所述亭顶封板的形状呈八边形，与亭面盖板之间的缝隙采用建筑结构

胶密封。

[0019]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

[0020] 本实用新型的效果和优点是结构简单，连接点通过金属连接件连接，施工方便快

捷，缩短工期，结构受力性能好，装配式程度高，亭顶结构施完成后可直接吊装在立柱的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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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完成施工，解决凉亭施工过程中工序复杂技术要求高且受周围环境因素影响的问题。

附图说明

[0021] 图1为本实用新型一种装配式木结构凉亭的立面结构示意图；

[0022] 图2为亭顶骨架与立柱连接的立面结构示意图；

[0023] 图3为亭面檩条与亭顶骨架连接的立面结构示意图；

[0024] 图4为安装后的亭顶结构的俯视图；

[0025] 图5为亭顶金属连接件的三维结构示意图；

[0026] 图6为柱顶金属连接件的三维结构示意图。

[0027] 图中，1为基座；2为立柱；3为柱间横梁；4为柱顶金属连接件；4-1为骨架固定侧板；

4-2为横梁固定件；4-3为加劲肋；5为亭顶骨架；5-1为骨架平端；6为亭面檩条；7为亭面盖

板；8为亭顶金属连接件；8-1为圆筒中柱；8-2为骨架固定件；9为亭顶封板；10为螺栓；11为

建筑结构胶；12为飞檐。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详细描述：

[0029] 实施例：如图1-图6所示，一种装配式木结构凉亭，基座1为整体式且截面呈矩形，

由钢筋混凝土浇筑制成；立柱2位于基座1的上部，四根立柱2沿着基座1周边布置围成正方

形且与基座1连接形成一整体，四根立柱2高度相同且截面均为正方形；柱顶金属连接件4位

于立柱2的上端顶部，通过螺栓10与立柱2连接，柱间横梁3位于两相邻的立柱2之间，与立柱

2相互垂直，通过柱顶金属连接件4和螺栓10与立柱2连接；亭顶骨架5与亭顶金属连接件8通

过螺栓10连接，四根亭顶骨架5之间的水平夹角呈90°，亭面檩条6位于两相邻的亭顶骨架5

之间，方位与柱间横梁3平行且沿亭面等间距均匀布置，亭面盖板7位于亭面檩条6的上部且

通过螺栓10固定连接，亭顶封板9通过螺栓10固定于亭顶金属连接件8与亭顶骨架5的上部；

立柱2的上部为亭顶骨架5，之间通过柱顶金属连接件4与螺栓10连接。

[0030] 所述柱顶金属连接件4的下部呈套筒状且在中间位置封堵，上部设有骨架固定侧

板4-1，在平面90°夹角两侧设有截面呈U形的横梁固定件4-2，在横梁固定件4-2的下部设有

梯形状的加劲肋4-3。

[0031] 所述亭顶骨架5的两端为骨架平端5-1，与柱顶金属连接件4、亭顶金属连接件8连

接固定且方位与凉亭的水平位置平行。

[0032] 所述亭面檩条6的长度沿亭面从顶部到边缘依次递减。

[0033] 所述亭面盖板7的形状为梯形，两相邻亭面盖板7之间的缝隙采用建筑结构胶11密

封，四周与骨架平端5-1连接的部位设置飞檐12。

[0034] 所述亭顶金属连接件8的中间为圆筒中柱8-1，外侧为截面呈U形的骨架固定件8-

2，长度与骨架平端5-1相同且之间夹角呈90°。

[0035] 所述亭顶封板9的形状呈八边形，与亭面盖板7之间的缝隙采用建筑结构胶11密

封。

[0036] 本实用新型的工作原理：

[0037] 装配式木结构凉亭的主要连接节点通过金属连接件及螺栓10连接，连接简单易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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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基座1作为木结构凉亭的基础，木结构凉亭位于其上部，柱间横梁3位于两立柱之间的顶

部，提高了木结构凉亭的整体抗变形能力；柱顶金属连接件4连接立柱2、柱间横梁3、亭顶骨

架5，位于横梁固定件4-2下部的加劲肋4-3提高了构件的承载能力及整体的抗变形能力；亭

顶金属连接件8分别连接四个亭顶骨架5形成亭顶结构，亭面檩条6、亭面盖板7、亭顶封板9、

飞檐12组成亭面结构。

[0038] 以上所述仅是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

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

润饰也应视为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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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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