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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楼面结构体系新增载荷改造技

术，具体是既有楼面与钢构支撑复合增大承载力

的方法与结构体系。包括以下步骤：⑴分别计算

既有楼面结构的立柱、横梁及纵梁的承载能力；

⑵分别计算既有钢构中的横钢梁、纵钢梁及支座

的承载能力；⑶分别计算既有楼面与钢构系统施

加的载荷；⑷计算既有楼面与钢构共同施加的载

荷；⑸将钢构中的纵钢梁及横钢梁对应固定于既

有楼面结构的纵梁及横梁上方构成钢构楼面复

合支撑结构；(6)根据上述（1）、（2）、（3）、（4）的计

算结果，确定（5）中纵钢梁与纵梁、横钢梁与横梁

之间的连接方式和纵钢梁、横钢梁及其支座几何

尺寸、使用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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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既有楼面与钢构支撑复合增大承载力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⑴分别计算既有楼面结构的立柱、横梁及纵梁的承载能力；

⑵分别计算既有钢构中的横钢梁、纵钢梁及支座的承载能力；

⑶分别计算既有楼面与钢构系统施加的载荷；

⑷计算既有楼面与钢构共同施加的载荷；

⑸将钢构中的纵钢梁及横钢梁对应固定于既有楼面结构的纵梁及横梁上方构成钢构

楼面复合支撑结构；

(6)根据上述(1)、(2)、(3)、(4)的计算结果，确定(5)中纵钢梁与纵梁、横钢梁与横梁之

间的连接方式和纵钢梁、横钢梁及其支座几何尺寸、使用材料；

或钢构中纵钢梁、横钢梁分别固定在既有楼面的纵梁和横梁之上，支座固定在纵钢梁

和纵梁、横钢梁和横梁之间，通过设置支座的位置来提高楼面承载力，使既有楼面结构与钢

构支撑体系构成复合结构能够承载楼面与钢构共同施加的载荷；

或钢构中纵钢梁、横钢梁组成的支撑系统能够单独承载钢构，则钢构的横钢梁固定在

既有楼面的横梁上，纵钢梁固定在横钢梁上，支座固定在横钢梁和横梁之间，通过设置支座

的位置来提高横梁承载力；

或既有楼面结构的横梁承载力能够满足楼面新增载荷要求，则钢构中纵钢梁固定在既

有楼面的纵梁上，支座固定在纵钢梁和纵梁之间，通过设置支座的位置来提高纵梁承载力。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既有楼面与钢构支撑复合增大承载力方法，其特征在于：纵梁

不足以承载钢构载荷，但材料性能又具备一定承载能力时，则纵梁与纵钢梁之间设N个固定

支座构成钢构楼面复合纵梁，N的个数和位置由结构分析计算软件PK-PM确定；

当N＝2时，支座到纵梁端部固定支点的距离为a, q1为原结

构屋面恒荷载，q2为钢构荷载，L为纵梁的跨度；

当N＝4时，两个支座位于纵梁的端部，另外两个支座到纵梁端部的距离为a，

L为纵梁的跨度。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既有楼面与钢构支撑复合增大承载力方法，其特征在于：横梁

不足以承载钢构载荷，但材料性能又具备一定承载能力时，则横梁与横钢梁之间设N个固定

支座构成钢构楼面复合横梁，N的个数和位置由结构分析计算软件PK-PM确定；

当N＝2时，支座到横梁端部固定支点的距离为a， q1为

原结构屋面恒荷载，q2为钢构荷载，L为横梁的跨度；

当N＝4时，两个支座位于横梁的端部，另外两个支座到横梁端部的距离为a，

L为横梁的跨度。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既有楼面与钢构支撑复合增大承载力方法，其特征在于：既有

楼面的纵梁与横梁不足以承载钢构载荷，则纵梁与纵钢梁、横梁与横钢梁之间分别设N个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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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支座构成钢构楼面复合支撑结构，N的个数和位置由结构分析计算软件PK-PM确定；

当N＝2时，纵钢梁、横钢梁下的支座分别到纵梁或横梁端部固定支点的距离为a ,

q1为原结构屋面恒荷载，q2为钢构荷载，L为纵梁或横梁的

跨度；

当N＝4时，纵钢梁、横钢梁下的两个支座分别位于纵梁或横梁的端部，纵钢梁、横钢梁

新的另外两个支座分别到纵梁或横梁端部的距离为a， L为纵梁或横梁的

跨度。

5.使用权利要求1-4任一所述既有楼面与钢构支撑复合增大承载力方法的结构体系，

其特征在于：钢构支撑中的纵钢梁及横钢梁对应固定于既有楼面结构的纵梁及横梁上，共

同构成支撑钢构和楼面上载荷的复合结构。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结构体系，其特征在于：①既有楼面的纵梁及横梁的承载能力

不足以承载楼面与钢构共同施加的载荷，则钢构支撑体系中的纵钢梁及横钢梁对应固定于

既有楼面的纵梁及横梁上，共同构成支撑钢构和楼面载荷的复合结构；②当钢构中纵钢梁、

横钢梁组成的支撑系统能够单独承载钢构，则钢构的横钢梁固定在既有楼面的横梁上，纵

钢梁固定在横钢梁上，支座固定在横钢梁和横梁之间，共同构成复合横梁；③当既有楼面结

构的横梁承载力能够满足钢构设置，则钢构中纵钢梁固定在既有楼面的纵梁上，支座固定

在纵钢梁和纵梁之间，共同构成复合纵梁。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结构体系，其特征在于：既有楼面的纵梁不足以承载钢构载

荷，但材料性能又具备一定承载能力时，则纵钢梁与纵梁之间设N个固定支座构成钢构楼面

复合纵梁，N的个数和位置由结构分析计算软件PK-PM确定；

当N＝2时，支座到纵梁端部固定支点的距离为a, q1为

原结构屋面恒荷载，q2为钢构荷载，L为纵梁的跨度；

当N＝4时，两个支座位于纵梁的端部，另外两个支座到纵梁端部的距离为a，

L为纵梁的跨度。

8.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结构体系，其特征在于：既有楼面的横梁不足以承载钢构载

荷，但材料性能又具备一定承载能力时，则横钢梁与横梁之间设N个固定支座构成钢构楼面

复合横梁，N的个数和位置由结构分析计算软件PK-PM确定；

当N＝2时，支座到横梁端部固定支点的距离为a, q1为

原结构屋面恒荷载，q2为钢构荷载，L为横梁的跨度；

当N＝4时，两个支座位于横梁的端部，另外两个支座到横梁端部的距离为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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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为横梁的跨度。

9.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结构体系，其特征在于：既有楼面的纵梁与横梁均不足以承载

钢构载荷，则纵梁与纵钢梁、横梁与横钢梁之间分别设N个固定支座构成钢构楼面复合支撑

结构，N的个数和位置由结构分析计算软件PK-PM确定；

当N＝2时，纵钢梁、横钢梁下的支座分别到纵梁或横梁端部固定支点的距离为a ,

q1为原结构屋面恒荷载，q2为钢构荷载，L为纵梁或横梁的

跨度；

当N＝4时，纵钢梁、横钢梁新的两个支座分别位于纵梁或横梁的端部，另外两个支座到

纵梁或横梁端部的距离为a， L为纵梁或横梁的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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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楼面与钢构支撑复合增大承载力方法与结构体系

[0001] 本发明涉及楼面结构体系新增载荷改造技术，具体是既有楼面与钢构支撑复合增

大承载力的方法与结构体系。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楼市发展已经到了一定阶段，去库存已经纳入国策。因此，既有建筑的内部

空间使用功能的变化和改造必将成为今后一定时期的常态。依据工程结构的特点，既有结

构的楼面载荷增大的改造工程将会成为普遍现象，其既有框架、框剪等结构楼面增大承载

能力的改造、加固与新技术方法是新常态中急需解决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增加既有楼面承载能力，来满足其新增载荷要求的既有

楼面与钢构支撑复合增大承载力的方法与结构体系。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既有楼面与钢构支撑复合增大承载

力方法与结构体系，包括以下步骤：

[0005] ⑴分别计算既有楼面结构的立柱、横梁及纵梁的承载能力；

[0006] ⑵分别计算既有钢构中的横钢梁、纵钢梁及支座的承载能力；

[0007] ⑶分别计算既有楼面与钢构系统施加的载荷；

[0008] ⑷计算既有楼面与钢构共同施加的载荷；

[0009] ⑸将钢构中的纵钢梁及横钢梁对应固定于既有楼面结构的纵梁及横梁上方构成

钢构楼面复合支撑结构；

[0010] (6)根据上述(1)、(2)、(3)、(4)的计算结果，确定(5)中纵钢梁与纵梁、横钢梁与横

梁之间的连接方式和纵钢梁、横钢梁及其支座几何尺寸、使用材料。

[0011] 钢构中纵钢梁、横钢梁分别固定在既有楼面的纵梁和横梁之上，支座固定在纵钢

梁和纵梁、横钢梁和横梁之间，通过设置支座的位置来提高楼面承载力，使既有楼面结构与

钢构支撑体系构成复合结构能够承载楼面与钢构共同施加的载荷。

[0012] 钢构中纵钢梁、横钢梁组成的支撑系统能够单独承载钢构，则钢构的横钢梁固定

在既有楼面的横梁上，纵钢梁固定在横钢梁上，支座固定在横钢梁和横梁之间，通过设置支

座的位置来提高横梁承载力。

[0013] 既有楼面结构的横梁承载力能够满足楼面新增载荷要求，则钢构中纵钢梁固定在

既有楼面的纵梁上，支座固定在纵钢梁和纵梁之间，通过设置支座的位置来提高纵梁承载

力。

[0014] 纵梁不足以承载钢构载荷，但材料性能又具备一定承载能力时，则纵梁与纵钢梁

之间设N个固定支座构成钢构楼面复合纵梁，N的个数和位置由结构分析计算软件PK-PM确

定；

[0015] 当N＝2时，支座到纵梁端部固定支点的距离为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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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为原结构屋面恒荷载，q2为钢构荷载，L为纵梁的跨度；

[0016] 当N＝4时，两个支座位于纵梁的端部，另外两个支座到纵梁端部的距离为a，

L为纵梁的跨度。

[0017] 横梁不足以承载钢构载荷，但材料性能又具备一定承载能力时，则横梁与横钢梁

之间设N个固定支座构成钢构楼面复合横梁，N的个数和位置由结构分析计算软件PK-PM确

定；

[0018] 当N＝2时，支座到横梁端部固定支点的距离为a,

q1为原结构屋面恒荷载，q2为钢构荷载，L为横梁的跨度；

[0019] 当N＝4时，两个支座位于横梁的端部，另外两个支座到横梁端部的距离为a，

L为横梁的跨度。

[0020] 既有楼面的纵梁与横梁不足以承载钢构载荷，则纵梁与纵钢梁、横梁与横钢梁之

间分别设N个固定支座构成钢构楼面复合支撑结构，N的个数和位置由结构分析计算软件

PK-PM  确定；

[0021] 当N＝2时，纵钢梁、横钢梁下的支座分别到纵梁或横梁端部固定支点的距离为a, 

q1为原结构屋面恒荷载，q2为钢构荷载，L为纵梁或横梁的

跨度；

[0022] 当N＝4时，纵钢梁、横钢梁下的两个支座分别位于纵梁或横梁的端部，纵钢梁、横

钢梁新的另外两个支座分别到纵梁或横梁端部的距离为a， L为纵梁或

横梁的跨度。

[0023] 应用上述既有楼面与钢构支撑复合增大承载力方法的结构体系，钢构支撑中的纵

钢梁及横钢梁对应固定于既有楼面结构的纵梁及横梁上，共同构成支撑钢构和楼面上载荷

的复合结构。

[0024] ①既有楼面的纵梁及横梁的承载能力不足以承载楼面与钢构共同施加的载荷，则

钢构支撑体系中的纵钢梁及横钢梁对应固定于既有楼面的纵梁及横梁上，共同构成支撑钢

构和楼面载荷的复合结构；②当钢构中纵钢梁、横钢梁组成的支撑系统能够单独承载钢构，

则钢构的横钢梁固定在既有楼面的横梁上，纵钢梁固定在横钢梁上，支座固定在横钢梁和

横梁之间，共同构成复合横梁；③当既有楼面结构的横梁承载力能够满足钢构设置，则钢构

中纵钢梁固定在既有楼面的纵梁上，支座固定在纵钢梁和纵梁之间，共同构成复合纵梁。

[0025] 既有楼面的纵梁不足以承载钢构载荷，但材料性能又具备一定承载能力时，则纵

钢梁与纵梁之间设N个固定支座构成钢构楼面复合纵梁，N的个数和位置由结构分析计算软

件  PK-PM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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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当N＝2时，支座到纵梁端部固定支点的距离为a,

q1为原结构屋面恒荷载，q2为钢构荷载，L为纵梁的跨度；

[0027] 当N＝4时，两个支座位于纵梁的端部，另外两个支座到纵梁端部的距离为a，

L为纵梁的跨度。

[0028] 既有楼面的横梁不足以承载钢构载荷，但材料性能又具备一定承载能力时，则横

钢梁与横梁之间设N个固定支座构成钢构楼面复合横梁，N的个数和位置由结构分析计算软

件  PK-PM确定；

[0029] 当N＝2时，支座到横梁端部固定支点的距离为a,

q1为原结构屋面恒荷载，q2为钢构荷载，L为横梁的跨度；

[0030] 当N＝4时，两个支座位于横梁的端部，另外两个支座到横梁端部的距离为a，

L为横梁的跨度。

[0031] 既有楼面的纵梁与横梁均不足以承载钢构载荷，则纵梁与纵钢梁、横梁与横钢梁

之间分别设N个固定支座构成钢构楼面复合支撑结构，N的个数和位置由结构分析计算软件

PK-  PM确定；

[0032] 当N＝2时，纵钢梁、横钢梁下的支座分别到纵梁或横梁端部固定支点的距离为a, 

q1为原结构屋面恒荷载，q2为钢构荷载，L为纵梁或横梁的

跨度；

[0033] 当N＝4时，纵钢梁、横钢梁新的两个支座分别位于纵梁或横梁的端部，另外两个支

座到纵梁或横梁端部的距离为a， L为纵梁或横梁的跨度。

[003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钢纵、横梁作为新支撑，承担复合楼面板

及其上部载荷，通过在纵梁或横梁上安装支座来减小钢纵梁或钢横梁的截面尺寸，达到尽

可能减少材料用量，同时，通过支座位置的调整来减少既有结构屋面的纵梁或横梁中挠度、

弯矩等力学参数，使其增大承载力，进而，新型钢楼面与既有楼面结构通过其间的支座等措

施形成的钢结构组合体系共同作用，达到支撑楼面所有载荷的目的。

附图说明

[0035] 图1是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一。

[0036] 图2是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二。

具体实施方式

[0037] 既有楼面与钢构支撑复合增大承载力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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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⑴分别计算既有楼面结构的立柱、横梁4及纵梁1的承载能力；

[0039] ⑵分别计算钢构支撑中的纵钢梁2、横钢梁5及支座3的承载能力；

[0040] ⑶分别计算既有楼面与钢构系统施加的载荷；

[0041] ⑷计算既有楼面与钢构共同施加的载荷；

[0042] ⑸将钢构支撑中的纵钢梁2及横钢梁5对应固定于既有楼面结构的纵梁1及横梁4

上方构成钢构楼面复合支撑结构；

[0043] (6)根据上述(1)、(2)、(3)、(4)的计算结果，确定(5)中纵钢梁2与纵梁1、横钢梁  5

与横梁4之间的连接方式和纵钢梁2、横钢梁5及其支座3几何尺寸、使用材料。

[0044] 既有楼面结构与钢构支撑体系构成复合结构的承载能力能够承载楼面与钢构共

同施加的载荷，则钢构支撑中的纵钢梁2及横钢梁对应固定于既有楼面结构的纵梁1及横梁

4上，共同构成支撑钢构和楼面的复合结构。

[0045] 钢构中纵钢梁2、横钢梁5组成的支撑系统能够单独承载新增载荷，则钢构的横钢

梁  5固定在既有楼面的横梁4上，纵钢梁2固定在横钢梁5上，支座3固定在横钢梁5和横梁  4

之间，通过设置支座3的位置来提高横梁4承载力。

[0046] 既有楼面结构的横梁4承载力能够满足新增载荷，则钢构中纵钢梁2固定在既有楼

面的纵梁1上，支座3固定在纵钢梁2和纵梁1之间，通过设置支座3的位置来提高纵梁1承载

力。

[0047] 钢构中纵钢梁2、横钢梁5分别固定在既有楼面的纵梁1和横梁4之上，支座3固定在

纵钢梁2和纵梁1、横钢梁5和横梁4之间，通过设置支座3的位置来提高楼面承载力。

[0048] 纵梁1不足以承载新增载荷，但材料性能又具备一定承载能力时，则纵梁1与纵钢

梁  2之间设N个固定支座3构成钢构楼面复合纵梁，N的个数和位置由结构分析计算软件PK- 

PM确定；

[0049] 当N＝2时，支座3到纵梁1端部固定支点的距离为a,

q1为原结构屋面恒荷载，q2为钢构荷载，L为纵梁的跨度；

[0050] 当N＝4时，两个支座3位于纵梁1的端部，另外两个支座3到纵梁1端部的距离为a，

L为纵梁的跨度。

[0051] 横梁4不足以承载新增载荷，但材料性能又具备一定承载能力时，则横梁4与横钢

梁  5之间设N个固定支座3构成钢构楼面复合横梁，N的个数和位置由结构分析计算软件PK- 

PM确定；

[0052] 当N＝2时，支座3到横梁4端部固定支点的距离为a,

q1为原结构屋面恒荷载，q2为钢构荷载，L为横梁的跨度；

[0053] 当N＝4时，两个支座3位于横梁4的端部，另外两个支座3到横梁4端部的距离为a，

L为横梁的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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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4] 既有楼面的纵梁1与横梁4均不足以承载新增载荷，则纵梁1与纵钢梁2、横梁4与横

钢梁5之间分别设N个固定支座3构成钢构楼面复合支撑结构，N的个数和位置由结构分析计

算软件PK-PM确定；

[0055] 当 N ＝ 2 时 ，支 座 到 纵 梁 1 或 横 梁 4 端 部 固 定 支 点 的 距 离 为 a , 

q1为原结构屋面恒荷载，q2为钢构荷载，L为纵梁或横梁的

跨度；

[0056] 当N＝4时，两个支座3位于纵梁1或横梁4的端部，另外两个支座3到纵梁1或横梁4

端部的距离为a， L为纵梁或横梁的跨度。

[0057] 楼面与钢构支撑复合增大承载力方法的结构体系，钢构支撑中的纵钢梁2及横钢

梁5  对应固定于既有楼面结构的纵梁1及横梁4上，共同构成支撑钢构和楼面的复合结构。

[0058] ①既有楼面的横梁4及纵梁1的承载能力不能够承载楼面与钢构共同施加的载荷，

则钢构支撑体系中的纵钢梁2及横钢梁5对应固定于既有楼面的纵梁1及横梁4上，共同构成

支撑钢构和楼面的复合结构；②当钢构中纵钢梁2、横钢梁5组成的支撑系统能够单独承载

钢构，则钢构的横钢梁5固定在既有楼面的横梁4上，纵钢梁2固定在横钢梁5上，支座3 固定

在横钢梁5和横梁4之间，共同构成复合横梁；③当既有楼面结构的横梁4承载力能够满足钢

构设置，则钢构中纵钢梁2固定在既有楼面的纵梁1上，支座3固定在纵钢梁2和纵梁1之间，

共同构成复合纵梁。

[0059] 如图1所示，既有楼面的纵梁不足以承载新增载荷，但材料性能又具备一定承载能

力时，则纵梁与纵钢梁之间设N个固定支座构成钢构楼面复合支撑结构，N的个数和位置由

结构分析计算软件PK-PM确定；

[0060] 当N＝2时，支座到纵梁端部固定支点的距离为a,

q1为原结构屋面恒荷载，q2为钢构荷载，L为纵梁的跨度；

[0061] 当N＝4时，两个支座位于纵梁的端部，另外两个支座到纵梁端部的距离为a，

L为纵梁的跨度。

[0062] 如图2所示，既有楼面的横梁不足以承载新增载荷，但材料性能又具备一定承载能

力时，则横梁与横钢梁之间设N个固定支座构成钢构楼面复合支撑结构，N的个数和位置由

结构分析计算软件PK-PM确定；

[0063] 当N＝2时，支座到横梁端部固定支点的距离为a,

q1为原结构屋面恒荷载，q2为钢构荷载，L为横梁的跨度；

[0064] 当N＝4时，两个支座位于横梁的端部，另外两个支座到横梁端部的距离为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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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为横梁的跨度。

[0065] 既有楼面的纵梁与横梁均不足以承载钢构载荷，则纵梁与纵钢梁、横梁与横钢梁

之间分别设N个固定支座构成钢构楼面复合支撑结构，N的个数和位置由结构分析计算软件

PK-  PM确定；

[0066] 当N＝2时，支座到纵梁或横梁端部固定支点的距离为a,

q1为原结构屋面恒荷载，q2为钢构荷载，L为纵梁或横梁的跨度；

[0067] 当N＝4时，两个支座位于纵梁或横梁的端部，另外两个支座到纵梁或横梁端部的

距离为a， L为纵梁或横梁的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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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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