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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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0198097.X

(22)申请日 2018.03.12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8411922 A

(43)申请公布日 2018.08.17

(73)专利权人 江苏东合南岩土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地址 210000 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嘉陵江

东街18号4幢904室

(72)发明人 李仁民　王许诺　王涛　陶晶晶　

刘飞　

(51)Int.Cl.

E02D 17/04(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6284989 A,2017.01.04,

CN 106012860 A,2016.10.12,

CN 107119921 A,2017.09.01,

CN 103770218 A,2014.05.07,

审查员 单兴兴

 

(54)发明名称

钢支撑的拆除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钢支撑的拆除方法，步骤如

下：(1)将需要拆除的钢支撑按序分为若干段拆

卸段；(2)在第一段拆卸段的下安装升降装置，将

升降装置的升降部固定在第一段拆卸段上；(3)

将第一段拆卸段与相邻的拆卸段以及立柱的均

断开，然后将第一段拆卸段抬升使之离开安装位

置；(4)安装两条临时轨道；(5)将第一段拆卸段

放置到临时轨道上，并使升降部与第一段拆卸段

分离；(6)沿临时轨道将第一段拆卸段移动到基

坑的边缘并转运；(7)依照步骤(2)至(6)，完成其

余拆卸段的拆除。由于免除了将钢支撑拆卸为零

部件以及将零部件单独转移的工作量，本拆除方

法大幅度地减少了工作量，能够有效地节约钢支

撑的拆卸时间，提高施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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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钢支撑的拆除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钢支撑支持在立柱上，且该钢支撑至少具有两条沿钢支撑的延伸方向延伸的顶

面；该拆除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1)将需要拆除的钢支撑按序分为若干段拆卸段；

(2)在预拆除的第一段拆卸段的下方安装升降装置，在该升降装置设置有升降部，将升

降部固定在第一段拆卸段上；

(3)将第一段拆卸段的两端与相邻的拆卸段断开，并将第一段拆卸段与立柱的连接处

断开，然后启动升降装置，将第一段拆卸段抬升，使第一段拆卸段离开安装位置，停止升降

装置；

(4)在第一段拆卸段的安装位置安装两条临时轨道，使每条临时轨道的轨道面连通钢

支撑的顶面，临时轨道可拆卸地安装在立柱上；

(5)再次启动升降装置，将第一段拆卸段放置到临时轨道上，然后使升降装置的升降部

与第一段拆卸段分离；

(6)沿临时轨道和钢支撑的顶面移动第一段拆卸段，使第一段拆卸段移动到基坑的边

缘，然后用起吊设备将第一段拆卸段转移到堆放区域；

(7)依照步骤(2)至(6)，按序将其余的拆卸段依次拆除。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拆除方法，其特征在于，

在步骤(3)中，还包括，在第一段拆卸段上安装用于在临时轨道上行走的滚轮。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拆除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临时轨道为具有凹槽的槽钢、H型钢或工字钢，凹槽的槽口朝上，凹槽的内底面形

成所述轨道面。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拆除方法，其特征在于，当临时轨道为槽钢时，在槽钢的下侧

设置有用于支撑槽钢的支持件。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拆除方法，其特征在于，

钢支撑的拆卸从钢支撑的中间部开始，沿钢支撑的延伸方向，朝基坑的两侧方向对各

拆卸段依次拆除。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拆除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钢支撑包括两根主梁，在两根主梁之间固定设置有横撑，两根主梁采用第一H型钢

制作，第一H型钢的翼缘水平设置，第一H型钢的上侧的翼缘的上侧面形成所述顶面。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拆除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升降装置为千斤顶，千斤顶的升

降柱塞形成为所述升降部，在步骤(2)中，千斤顶的升降柱塞的顶部从下向上抵靠在横撑

上。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拆除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升降装置包括门形支架、固定在

门形支架的横梁上卷绕装置、以及安装在卷绕装置上的吊钩，卷绕装置和吊钩共同形成所

述升降部，在步骤(2)中，吊钩钩挂在第一段拆卸段上。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拆除方法，其特征在于，在钢支撑的拆除过程中，在未拆除的

钢支撑的顶面上安装有用于防止拆卸段在移动过程中产生偏移的限位条。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拆除方法，其特征在于，在基坑的边缘上安装有用于牵引支

撑模块移动的牵引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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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支撑的拆除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地下基坑的围护领域，具体涉及一种位于基坑内的钢支撑的拆除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在地下施工时，为保证施工的安全和效率，一般需要在基坑周围设置基坑围护，并

在基坑围护内设置围檩和支撑梁，以保证地下施工中的安全。

[0003] 在完成地下结构的施工后，一般需要将基坑中的支撑进行拆除，以进行建筑物的

内部结构的施工，以及对支撑进行回收重复利用，以降低施工费用，目前，支撑一般分为钢

混结构和钢结构。对于钢混结构的支撑一般采用破坏性的拆除，大部分作为建筑垃圾。而对

于钢结构的支撑，一般是将各部件之间的连接螺栓拆除后，将各零部件进行回收，在大型基

坑中，由于吊装设备的臂长无法覆盖基坑的全部区域，对于大部分的零部件只能采用人工

搬运或辅助小型运输设备进行搬运，使支撑的拆除时间较长，影响了整个建筑的施工效率。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上述问题，本申请首先提出了一种钢支撑的拆除方法，该拆除方法可以有效

地提高单层钢支撑或多层钢支撑中的顶层钢支撑的拆除效率，具体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5] 钢支撑的拆除方法，所述钢支撑支持在立柱上，且该钢支撑至少具有两条沿钢支

撑的延伸方向延伸的顶面；该拆除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6] (1)将需要拆除的钢支撑按序分为若干段拆卸段；

[0007] (2)在预拆除的第一段拆卸段的下方安装升降装置，在该升降装置设置有升降部，

将升降部固定在第一段拆卸段上；

[0008] (3)将第一段拆卸段的两端与相邻的拆卸段断开，并将第一段拆卸段与立柱的连

接处断开，然后启动升降装置，将第一段拆卸段抬升，使第一段拆卸段离开安装位置，停止

升降装置；

[0009] (4)在第一段拆卸段的安装位置安装两条临时轨道，使每条临时轨道的轨道面连

通钢支撑的顶面，临时轨道可拆卸地安装在立柱上；临时轨道为直接安装在立柱上或通过

过渡件间接地安装在立柱上；

[0010] (5)再次启动升降装置，将第一段拆卸段放置到临时轨道上，然后使升降装置的升

降部与第一段拆卸段分离；

[0011] (6)沿临时轨道和钢支撑的顶面移动第一段拆卸段，使第一段拆卸段移动到基坑

的边缘，然后用起吊设备将第一段拆卸段转移到堆放区域；

[0012] (7)依照步骤(2)至(6)，按序将其余的拆卸段依次拆除。

[0013] 在本拆除方法中，临时轨道可以循环使用，即在完成一个拆卸段的拆除后，将临时

轨道进行拆除，用于下一个拆卸段的拆除。或者，在拆除每个拆卸段时，均安装一个临时轨

道，在完成钢支撑的所有拆除后，再对临时轨道进行拆除。当然还可以备用多根临时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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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一个拆卸段进行拆除时，同时对已完成拆除区域内的临时轨道进行拆除，以提高拆除

效率。

[0014] 在本申请中，将钢支撑分为若干拆卸段，在进行拆卸时，各拆卸段作为一个整体被

拆除，减少了拆除时间以及运输时间，从而加快了拆卸速度。为将拆卸段作为一个整体进行

拆除，在本申请中，设置了升降部和临时轨道，利用已有的立柱，将临时轨道架设在立柱，使

临时轨道的轨道面连通钢支撑的顶面，将未拆卸的钢支撑作为轨道，将拆卸段移动到基坑

的边缘，然后用起吊设备将拆卸段转移到堆放区域。其中升降部的作用就是将拆卸段先向

上移动，使拆卸段离开安装位置一段距离，成为临时轨道的安装空间。临时轨道与拆卸段相

比，临时轨道的重量要轻很多，可以较为容易的进行拆除，依次与传统的拆除相比，虽然增

加了临时轨道的安装与拆除，但是由于免除了将钢支撑拆卸为零部件以及将零部件单独转

移的工作量，本拆除方法仍大幅度地减少了工作量，能够有效地节约钢支撑的拆卸时间，提

高施工效率。

[0015] 进一步，为减少拆卸段与临时轨道以及未进行拆卸的钢支撑之间的摩擦力，在步

骤(3) 中，还包括，在第一段拆卸段上安装用于在临时轨道上行走的滚轮。

[0016] 优选地，所述临时轨道为具有凹槽的槽钢、H型钢或工字钢，凹槽的槽口朝上，凹槽

的内底面形成所述轨道面。上述几种型钢均具有沟槽，该沟槽可以作为滚轮行走的临时轨

道。

[0017] 具体地，当临时轨道为槽钢时，在槽钢的下侧设置有用于支撑槽钢的支持件。与其

它型钢相比，槽钢的强度相对较低，尤其采用小型槽钢作为临时轨道时，增加支持件可以很

好地对槽钢形成支持，避免槽钢在拆卸段的压力下产生变形。

[0018] 优选地，钢支撑的拆卸从钢支撑的中间部开始，沿钢支撑的延伸方向，朝基坑的两

侧方向对各拆卸段依次拆除。从中间向两层对钢支撑进行拆卸，可以有效地提高拆卸效率。

[0019] 具体地，所述钢支撑包括两根主梁，在两根主梁之间固定设置有横撑，两根主梁采

用第一H型钢制作，第一H型钢的翼缘水平设置，第一H型钢的上侧的翼缘的上侧面形成所述

顶面。当钢支撑采用上述结构时，可以将钢支撑的两根主梁作为拆卸段的移动轨道，利用两

根主梁可以方便地对拆卸段进行移动。

[0020] 优选地，所述升降装置为千斤顶，千斤顶的升降柱塞形成为所述升降部，在步骤

(2)中，千斤顶的升降柱塞的顶部从下向上抵靠在横撑上。目前，千斤顶的类型众多，可以很

方便地选取到相应的千斤顶作为升降装置，以满足本申请的需要。

[0021] 或者，所述升降装置包括门形支架、固定在门形支架的横梁上卷绕装置、以及安装

在卷绕装置上的吊钩，卷绕装置和吊钩共同形成所述升降部，在步骤(2)中，吊钩钩挂在第

一段拆卸段上。该设计可以充分地利用钢支撑的上部空间，增大钢支撑下部的操作空间，以

方便操作人员进行临时轨道的安装以及其它相应的工作。

[0022] 进一步，为防止拆卸段在移动过程中，其移动方向发生偏移，在钢支撑的拆除过程

中，在未拆除的钢支撑的顶面上安装有用于防止拆卸段在移动过程中产生偏移的限位条。

[0023] 为进一步方便对拆卸段进行移动，在基坑的边缘上安装有用于牵引支撑模块移动

的牵引装置。该牵引装置可以采用现有的标准型号的卷扬机，也可以具体的需要定制或自

制类似结构的牵引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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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4] 图1是钢支撑的立面示意图。

[0025] 图2是完成待拆除的第一段支撑模块的两端的连接后的立面示意图。

[0026] 图3是在第一段支撑模块被顶升后的立面示意图。

[0027] 图4是将第一段支撑模块放置到临时轨道上的立面示意图。

[0028] 图5是第一段支撑模块移动过程中的立面示意图。

[0029] 图6是第一段支撑模块移动到基坑边缘后的立面示意图。

[0030] 图7是将第一段支撑模块后转移走后的立面示意图。

[0031] 图8是对支撑模块进行抬升的第一种示意图。

[0032] 图9是滚轮的安装图。

[0033] 图10是对支撑模块进行抬升的第二种示意图。

[0034] 图11是对支撑模块进行抬升的第三种示意图。

[0035] 图12是被拆除的拆卸段移动到尚未拆卸的钢支撑上的状态图。

[0036] 图13是在临时轨道下设置有支持件的示意图。

[0037] 图14是对支撑模块进行抬升的第四种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8] 实施例1

[0039] 请参阅图1，在基坑的四周设置有围护桩81，在围护桩81的内侧设置有围檩82，钢

支撑10支撑在围檩82上，在本实施例中，钢支撑10具有两根平行的第一主梁13，在两根第一

主梁13之间固定设置有第一横撑12，两根第一主梁13采用第一H型钢制作，第一H型钢的翼

缘15水平设置，第一H型钢的上侧的翼缘的上侧面16形成顶面，第一横撑12采用第二  H型钢

制作，且第二H型钢的翼缘水平设置。在基坑内设置有立柱31，在立柱31上焊接有钢牛腿35，

在钢牛腿35上架设有第一托梁32，钢支撑10活动支持在第一托梁32上。本实施例中的钢支

撑10仅设置有一层。图1中，标记100表示基坑的底面A。

[0040] 在本实施例中，钢支撑10为模块式结构，其由若干段支撑模块连接而成，各支撑模

块通过第一螺栓11连接在一起，在本实施例中，为显示清楚，在图1中仅显示了基坑一侧的

部分钢支撑。

[0041] 对钢支撑10的拆除采用如下步骤：

[0042] (1)请继续参阅图1将需要拆除的钢支撑10按序分为若干段拆卸段；

[0043] 在本实施例中，对钢支撑10的拆卸从中间向两侧进行，为方便拆卸，直接将支撑模

块作为拆卸段，按拆卸次序，将首先拆卸的支撑模块称为第一段拆卸段101，将第一段拆卸

段101  两侧的支撑模块分别称为第二段拆卸段102和第三段拆卸段103。

[0044] (2)请参阅图2，在预拆除的第一段拆卸段101的下方安装升降装置，在该升降装置

设置有升降部，将升降部固定在第一段拆卸段上；

[0045] 请同时参阅图8，在本实施例中，升降装置采用第一千斤顶56，第一千斤顶的升降

柱塞  57形成为升降部，升降柱塞57的顶部抵靠在钢支撑10的第一横撑抵靠在第一横撑12

的朝向下方的下方翼缘121上。

[0046] 由于基坑的底部距离钢支撑10的距离较远，因此在本实施例中，设置了一个拆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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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  58，第一千斤顶56安装在拆卸平台58上。

[0047] (3)请继续参阅图2，将第一段拆卸段101与第二段拆卸段102以及第三段拆卸段

103  之间的第一螺栓11拆除，使第一段拆卸段101的两端与相邻的第二段拆卸段102和第三

段拆卸段103断开，由于钢支撑10活动地支撑在第一托梁32上，即第一段拆卸段101与立柱

31 之间无连接件，保持第一段拆卸段101与立柱31之间的无连接状态。

[0048] 请参阅图3，然后启动第一千斤顶56，使第一千斤顶的升降柱塞57向上伸出，将第

一段拆卸段101抬升，使第一段拆卸段101离开安装位置，然后停止第一千斤顶，保持压力，

使第一段拆卸段101保持稳定。

[0049] (4)请继续参阅图3，在第一段拆卸段的安装位置安装两条临时轨道53，使每条临

时轨道的轨道面连通钢支撑的顶面，临时轨道可拆卸地安装在立柱31上。

[0050] 在本实施例中，由于设置有第一托梁32，在第一托梁32上安装了支撑块36，临时轨

道设置在支撑块36上。

[0051] 在本实施例中，临时轨道53采用槽钢制作，槽钢的槽口朝上，槽钢的槽内的底面54

成为临时轨道的轨道面，槽钢的槽内的底面54与第一H型钢的上侧的翼缘的上侧面16等高。

可以理解，在不影响第一段拆卸段101移动的情况下，底面54可以略低于或略高于上侧面 

16，一般最好控制在5mm内，以减少对第一段拆卸段101移动的影响。

[0052] (5)请参阅图4，再次启动升降第一千斤顶56，将升降柱塞57缩回，使第一段拆卸段 

101下降，将第一段拆卸段101放置到临时轨道53上，然后使第一千斤顶56的升降柱塞57  与

第一段拆卸段101分离。

[0053] (6)请参阅图4-图6，在本实施例中，在基坑的边缘安装有用于牵引支撑模块移动

的牵引装置51，本实施例中，牵引装置采用卷扬机，将卷扬机的牵引绳52固定在第一段拆卸

段上，然后启动卷扬机，沿临时轨道53和钢支撑的顶面牵动第一段拆卸段101，使第一段拆

卸段101朝第二段拆卸段102的方向移动，并一直移动到基坑的边缘，请参阅图7，然后用起

吊设备将第一段拆卸段101转移到堆放区域。

[0054] (7)依照步骤(2)至(6)，按序将其余的拆卸段依次拆除。由于在本实施例中，是从

钢支撑10的中间向两端进行拆卸，在本实施中，在拆卸完第一段拆卸段101后，同时对第二

段拆卸段102和第三段拆卸段103进行拆卸。在对第二段拆卸段102进行拆卸时，其移动方向

与第一段拆卸段101的移动方向相同。在对第三段拆卸段103进行拆卸时，其移动方向与第

一段拆卸段101的移动方向相反。可以理解，对第二段拆卸段102和第三段拆卸段103的拆卸

即可以同时进行拆除，也可以分布进行拆除。即在拆卸完第一段拆卸段101后，可以同时向

两个方向对支撑进行拆除，也可以先拆除完支撑的一侧，在拆除支撑的另一侧。

[0055] 为降低对拆卸段的牵引力，且较为快速地移动各拆卸段，在本实施例中，对正在拆

除的拆卸段上安装有滚轮，请同时参阅图3-图6，在拆除第一段拆卸段101时，在第一段拆卸

段  101的底部安装有滚轮55，具体在本实施例中，请参阅图9，滚轮55经支架60安装在第一

主梁13的下侧的翼缘上，该支架60包括抵靠板61，在抵靠板61的相对的两侧设置有立板 

62、63，立板62、63沿抵靠板61向上延伸，立板63的顶端向内弯曲形成一钩挂部65，在立板62

上安装第二螺栓64，该第二螺栓64沿水平方向贯穿立板62后抵靠在第一主梁13的下侧的翼

缘的侧面上，从而使滚轮55固定在第一段拆卸段101的底部。

[0056] 在本实施例中，临时轨道采用槽钢，可以理解，在其它实施例中，还可以采用H型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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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工字钢来制作临时轨道。

[0057] 为防止各拆卸段在移动过程中，其移动方向发生较大的偏移，从未拆除的钢支撑

上掉落，请参阅图12，在未拆除的钢支撑的顶面上安装有限位条66，该限位条66用于防止拆

卸段在移动过程中产生偏移，具体在本实施例中，限位条采用角钢制作，该角钢用螺栓固定

在钢支撑的第一主梁13的上侧翼缘的上侧面上。在两根第一主梁上各安装有一道限位条，

滚轮55  卡持在两道限位条之间。可以理解，在其它实施例中，滚轮还可以卡持在两道限位

条的外侧。

[0058] 在本实施例中，由于在立柱上设置有用于支持钢支撑10的第一托梁32，临时轨道

通过支撑块36安装在了立柱上。可以理解，在其它实施例中，当没有第一托梁时，可以在立

柱上焊接支撑架，将第一托梁架设在支撑架上。

[0059] 本实施例中，在基坑内仅设置有一层钢支撑，可以理解，在其它实施例中，当基坑

内在上下方向上设置有多层钢支撑时，位于最上层的钢支撑也可以采用上述方法进行拆

除。

[0060] 在本实施例中，设置了多根临时轨道，在完成一个拆卸段的拆除后，对用于该拆卸

段的临时轨道暂不拆除，然后进行下一段拆卸段的拆卸工作，在进行下一段拆卸段的拆卸

工作的同时，对已完成拆卸的拆卸段的临时轨道进行拆除，这种作业方式，可以同时进行多

点工作，减少钢支撑的拆卸时间，提高拆卸效率。

[0061] 实施例2

[0062] 请参阅图13，本实施例与实施例1基本相同，其不同在于，在作为临时轨道的槽钢

113 的下方设置有用于支持槽钢113的支持件，在本实施例中，支持件为翼缘水平设置的H

型钢  A114，H型钢A114的翼缘水平设置，槽钢113直接放置在H型钢A114的上侧翼缘上。增设

H  型钢A114后，可以有效地增大临时轨道的承载能力，避免在拆卸段的压力下产生变形，影

响拆卸进度。可以理解，在其它实施例中，支持件还可以采用工字钢、管钢、以及其它采用板

材或型材所形成的具有支持功能的桁架式的结构件。

[0063] 实施例3

[0064] 本实施例与实施例1基本相同，其不同在于，对各拆卸段的抬升方式不同，请参阅

图10，在本实施例中，升降装置包括支撑在基坑的底面B300上的门形支架71、固定在门形支

架71 的横梁72上的卷绕装置73、以及安装在卷绕装置上的第一吊钩74，卷绕装置73和第一

吊钩  74共同形成升降部，在步骤(2)中，第一吊钩74钩挂在第一段拆卸段A104的两根第二

主梁23的上侧的翼缘上，并在拆除其它拆卸段时采用同样的方法。当然，在其它实施例中，

第一吊钩74还可以钩挂在第一段拆卸段A104的两根第二主梁23的下侧的翼缘上，在拆除其

它拆卸段是采用同样的方法。

[0065] 请参阅图11，可以理解，在其它实施例中，第二吊钩44还可以钩挂在第二横撑105

上。或者将第二吊钩同时钩挂在第二主梁与第二横撑上。

[0066] 实施例4

[0067] 本实施例与实施例1基本相同，其不同在于，对各拆卸段的抬升方式不同，请参阅

图14，在本实施例中，钢支撑具有两根平行的主梁，在两根主梁之间连接有第三横撑，钢支

撑架设在第二托梁24上，本实施例中的钢支撑同样为模块式结构，即由若干段支撑模块连

接而成，将支撑模块作为拆卸段，每节支撑模块包括两根平行的H型钢B26，在两根H型钢B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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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连接有第三横撑27，在对支撑模块进行拆卸时，首先在支撑模块的上方放置一根临时

梁28，临时梁28布置在第二托梁24的正上方，然后用第三螺栓29将临时梁28与支撑模块的H

型钢B26连接在一起，然后在第二托梁24与临时梁28之间架设第二千斤顶25，然后启动第二

千斤顶25，将支撑模块向上顶起，使支撑模块脱离第二托梁24，然后在第二托梁上架设临时

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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