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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既有钢筋混凝土建筑的

内部置换结构及其方法，用于解决既有钢筋混凝

土建筑进行内部置换结构时，仍需保留外墙的问

题。首先在既有钢筋混凝土建筑外墙外设立钢塔

架，并将钢塔架与既有钢筋混凝土建筑外墙连

接；再对既有钢筋混凝土建筑内部结构进行拆

除；然后建造新加内部结构，新加内部结构需与

既有钢筋混凝土建筑外墙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

最后通过悬挑方式将新加内部结构与既有钢筋

混凝土建筑外墙连接固定。本发明解决了在保留

既有钢筋混凝土建筑外墙的前提下，内部置换结

构避免对外框架产生干扰和破坏的问题，同时，

内部结构柱及层高改变的情况下具有足够的自

由度，并具备开发地下空间的能力。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5页  附图8页

CN 109339479 B

2020.10.02

CN
 1
09
33
94
79
 B



1.一种既有钢筋混凝土建筑的内部置换结构，其特征在于：包括既有钢筋混凝土建筑

外墙(3)和在拆除了既有钢筋混凝土建筑内部结构(4)上设置有新加内部结构(6)，所述新

加内部结构(6)包括新结构柱(601)和新结构梁(602)，所述既有钢筋混凝土建筑外墙(3)的

既有柱(301)与新结构柱(601)之间且位于新结构梁(602)的上表面设置有新结构楼板

(603)，所述新结构楼板(603)下表面且靠近既有钢筋混凝土建筑外墙(3)的一端设置有边

梁(7)，所述既有钢筋混凝土建筑外墙(3)内侧设置有与既有钢筋混凝土建筑外墙(3)的既

有梁(302)同一高度的托梁(9)，所述托梁(9)通过短柱(8)与边梁(7)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既有钢筋混凝土建筑的内部置换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

既有钢筋混凝土建筑外墙(3)外侧设置有钢塔架(1)，所述钢塔架(1)与既有钢筋混凝土建

筑外墙(3)之间设置有若干连接构件(5)，钢塔架(1)底部设置有固定基础底座(2)，所述固

定基础底座(2)由上到下依次为覆土层(201)、基础混凝土层(202)和素混凝土垫层(203)；

所述覆土层(201)的高度大于500mm，所述基础混凝土层(202)的高度为700mm，所述素混凝

土垫层(203)的高度为70mm。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既有钢筋混凝土建筑的内部置换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

钢塔架(1)包括若干个塔架单元(101)和平面桁架单元(102)，所述塔架单元(101)和平面桁

架单元(102)交错排列，所述连接构件(5)与塔架单元(101)连接，且与平面桁架单元(102)

不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既有钢筋混凝土建筑的内部置换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

塔架单元(101)包括四根竖直设置的钢管柱(103)和若干水平圆杆层，所述水平圆杆层由同

一高度的四根水平圆杆(104)依次连接组成；所述钢管柱(103)之间的间距为2500mm，相邻

所述水平圆杆层之间的四个面分别设置一根斜向圆杆(105)。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既有钢筋混凝土建筑的内部置换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

平面桁架单元(102)宽度与塔架单元(101)宽度相同，平面桁架单元(102)长度为5000～

8000mm之间；所述平面桁架单元(102)的两侧分别与塔架单元(101)的水平圆杆层相连接,

且平面桁架单元(102)与塔架单元(101)的水平圆杆层高度相同。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既有钢筋混凝土建筑的内部置换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

既有梁(302)和既有柱(301)均通过槽钢(502)与塔架单元(101)连接，且连接处的既有梁

(302)和既有柱(301)四周均设置有角钢(501)。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既有钢筋混凝土建筑的内部置换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

托梁(9)为L形，托梁(9)的一端与既有梁(302)底部接触且嵌于既有柱(301)上，另一端与短

柱(8)连接。

8.根据权利要求1～7任一所述的一种既有钢筋混凝土建筑的内部置换结构的方法，其

特征在于，具体步骤如下：

步骤一：确定需要保留的既有钢筋混凝土建筑外墙(3)位置，并由此确定需要设置连接

构件(5)的位置，最终确定塔架单元(101)和平面桁架单元(102)的位置；

步骤二：备料并施工钢塔架(1)的固定基础底座(2)及钢塔架(1)；

步骤三：既有钢筋混凝土建筑外墙(3)通过连接构件(5)中的槽钢(502)与塔架单元

(101)相连接，且连接处的既有梁(302)和既有柱(301)的四周箍角钢(501)；

步骤四：从上到下，从中间向两边逐层对称拆除既有钢筋混凝土建筑内部结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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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五：确定新加内部结构(6)与既有钢筋混凝土建筑外墙(3)的安全距离，并施工新

加内部结构(6)的新结构基础(604)，之后由下而上逐层施工新加内部结构(6)的新结构柱

(601)、新结构梁(602)和新结构楼板(603)；

步骤六：设置边梁(7)、短柱(8)和托梁(9)的位置，其中新结构楼板(603)下表面且靠近

既有钢筋混凝土建筑外墙(3)的一端有边梁(7)，既有钢筋混凝土建筑外墙(3)内侧有与既

有钢筋混凝土建筑外墙(3)的既有梁(302)同一高度的托梁(9)，托梁(9)通过短柱(8)与边

梁(7)连接，将新加内部结构(6)与既有钢筋混凝土建筑外墙(3)构造连接；

步骤七：拆除钢塔架(1)及连接构件(5)，完成既有钢筋混凝土建筑的内部置换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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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既有钢筋混凝土建筑的内部置换结构及其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建筑工程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既有钢筋混凝土建筑的内部置换结

构及其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20世纪初，钢筋混凝土技术从欧美传入我国，随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和广泛的应

用。近代时期建造了大量的钢筋混凝土建筑。近代钢筋混凝土建筑的使用年代较长，一般已

超过正常使用年限，有不同程度的耐久问题。这些达到或接近达到使用寿命的近代钢筋混

凝土建筑存在着安全隐患，但同时这批建筑一方面作为文物具有巨大价值，一方面又在国

民经济生产中发挥着巨大作用，需要加以利用和保护。

[0003] 对于这些既有钢筋混凝土建筑，通常会从其重要性即保护等级、地理位置、现存状

况等方面进行细致的价值判断，涵盖其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等方面，并通过对其

的价值判断来确定干预原则。其中，对于文保护等级不高，外观具有一定文物价值，但内部

空间、结构已不能满足新的建筑功能要求的建筑，宜采取最大限度利用的原则，即只保留外

墙，对内部空间进行结构置换，以满足新功能对空间的需求。

[0004] 对于既有钢筋混凝土建筑而言，在实施此种操作时，需要提供一种安全高效的技

术方法，能保证施工过程中外墙的稳定性，同时新建结构不应对外框架的基础产生影响。另

外，新建结构需具有足够的自由度，可在层高改变的情况下实现与既有结构框架的连接，这

都是亟需解决的技术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发明目的：本发明目的是提供一种既有钢筋混凝土建筑的内部置换结构及其方

法，以解决在内部结构整体置换的情况下，保留既有钢筋混凝土建筑外墙的问题。

[0006] 技术方案：本发明一种既有钢筋混凝土建筑的内部置换结构，包括既有钢筋混凝

土建筑外墙和在拆除了既有钢筋混凝土建筑内部结构上设置有新加内部结构，所述新加内

部结构包括新结构柱和新结构梁，所述既有钢筋混凝土建筑外墙的既有柱与新结构柱之间

且位于新结构梁的上表面设置有新结构楼板，所述新结构楼板下表面且靠近既有钢筋混凝

土建筑外墙的一端设置有边梁，所述既有钢筋混凝土建筑外墙内侧设置有与既有钢筋混凝

土建筑外墙的既有梁同一高度的托梁，所述托梁通过短柱与边梁连接。

[0007] 进一步的，所述既有钢筋混凝土建筑外墙外侧设置有钢塔架，所述钢塔架与既有

钢筋混凝土建筑外墙之间设置有若干连接构件，钢塔架底部设置有固定基础底座，所述固

定基础底座由上到下依次为覆土层、基础混凝土层和素混凝土垫层；所述覆土层的高度大

于500mm，所述基础混凝土层的高度为700mm，所述素混凝土垫层的高度为70mm，从而保证整

个施工过程中钢塔架及与其连接的既有钢筋混凝土建筑外墙的稳定。

[0008] 进一步的，所述钢塔架包括若干个塔架单元和平面桁架单元，所述塔架单元和平

面桁架单元交错排列，所述连接构件与塔架单元连接，且与平面桁架单元不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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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进一步的，所述塔架单元包括四根竖直设置的钢管柱和若干水平圆杆层，所述水

平圆杆层由同一高度的四根水平圆杆依次连接组成；所述钢管柱之间的间距为2500mm，相

邻所述水平圆杆层之间的四个面分别设置一根斜向圆杆，从而进一步增加塔架单元的结构

强度和稳定性。

[0010] 进一步的，所述平面桁架单元宽度与塔架单元宽度相同，平面桁架单元长度为

5000～8000mm之间；所述平面桁架单元的两侧分别与塔架单元的水平圆杆层相连接,且平

面桁架单元与塔架单元的水平圆杆层高度相同，从而使得塔架单元连接成为整体钢塔架。

[0011] 进一步的，所述既有梁和既有柱均通过槽钢与塔架单元连接，且连接处的既有梁

和既有柱四周均设置有角钢。由于连接构件并非沿既有梁和既有柱通长设置，而是选取必

要的部位设置，因此在保证既有钢筋混凝土建筑外墙稳定的前提下，将对其的破坏降至最

低。

[0012] 进一步的，所述托梁为L形，托梁的一端与既有梁底部接触且嵌于既有柱上，另一

端与短柱连接，起到了支撑既有梁的作用；所述托梁通过短柱与边梁连接，即托梁所受荷载

通过短柱传递至边梁，而且边梁的上表面与新结构楼板接触，这样最大化的起到支撑新结

构楼板的作用。

[0013] 本发明还包括一种既有钢筋混凝土建筑的内部置换结构的方法，具体步骤如下：

[0014] 步骤一：确定需要保留的既有钢筋混凝土建筑外墙位置，并由此确定需要设置连

接构件的位置，最终确定塔架单元和平面桁架单元的位置；

[0015] 步骤二：备料并施工钢塔架的固定基础底座及钢塔架；

[0016] 步骤三：既有钢筋混凝土建筑外墙通过连接构件中的槽钢与塔架单元相连接，且

连接处的既有梁和既有柱的四周箍角钢；

[0017] 步骤四：从上到下，从中间向两边逐层对称拆除既有钢筋混凝土建筑内部结构；

[0018] 步骤五：确定新加内部结构与既有钢筋混凝土建筑外墙的安全距离，并施工新加

内部结构的新结构基础，之后由下而上逐层施工新加内部结构的新结构柱、新结构梁和新

结构楼板；

[0019] 步骤六：设置边梁、短柱和托梁的位置，其中新结构楼板下表面且靠近既有钢筋混

凝土建筑外墙的一端有边梁，既有钢筋混凝土建筑外墙内侧有与既有钢筋混凝土建筑外墙

的既有梁同一高度的托梁，托梁通过短柱与边梁连接，将新加内部结构与既有钢筋混凝土

建筑外墙构造连接；

[0020] 步骤七：拆除钢塔架及连接构件，完成既有钢筋混凝土建筑的内部置换结构。

[0021] 有益效果：本发明在通过钢塔架与既有钢筋混凝土建筑外墙形成有效连接的前提

下，再通过无损拆除的原则从上到下、从中间向两边对称拆除原有内部结构，尤其在靠近保

留既有梁和既有柱处，需采用保护性拆除，此方式最大程度地减少了对外墙的破坏；新加内

部结构完成后，既有钢筋混凝土建筑外墙的既有梁和既有柱并不直接承担新加内部结构的

受力，同时，新加内部结构还会通过悬挑式支撑增加外墙的稳定性和安全性能；

[0022] 新结构柱和新结构梁的位置都可以根据新的功能要求来确定，在层高不同的情况

下，只需在新结构楼板下表面且靠近既有钢筋混凝土建筑外墙的一端设置边梁，并在沿既

有梁高度处设置托梁，托梁通过短柱与边梁连接，即可实现对既有梁和既有柱进行承托和

保护。而且在新加内部结构与既有钢筋混凝土建筑外墙的安全距离范围内可根据需求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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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地下室；因此，此方法具有内部施工操作空间大，内部空间灵活的特点，并具备开发地

下空间的能力。

附图说明

[0023] 图1为钢塔架与既有钢筋混凝土建筑外墙连接的俯视图；

[0024] 图2为钢塔架与既有钢筋混凝土建筑外墙连接的主视图；

[0025] 图3为钢塔架与既有钢筋混凝土建筑外墙连接的三维示意图；

[0026] 图4为图2中A处的放大图；

[0027] 图5为图2中B处的放大图；

[0028] 图6为钢塔架连接结构示意图；

[0029] 图7为新加内部结构与既有外墙连接的主视图；

[0030] 图8为新加内部结构与既有外墙连接的三维示意图；

[0031] 图9为图7中C处的放大图；

[0032] 图10为新加内部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例

[0033]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描述：

[0034] 如图1至10所示，本发明的一种既有钢筋混凝土建筑的内部置换结构，既有钢筋混

凝土建筑外墙3外侧设置有钢塔架1，钢塔架1与既有钢筋混凝土建筑外墙3之间设置有若干

连接构件5，之后自上而下逐层拆除既有钢筋混凝土建筑内部结构4，并建造新加内部结构

6，新加内部结构6包括新结构柱601和新结构梁602，最后通过悬挑式的支撑将新加内部结

构6与既有钢筋混凝土建筑外墙3连接固定。悬挑式的支撑，是通过悬挑做法在新结构柱601

与既有钢筋混凝土建筑外墙3的既有柱301之间补齐新结构楼板603，新结构楼板603下表面

且靠近既有钢筋混凝土建筑外墙3的一端设置有边梁7，既有钢筋混凝土建筑外墙3内侧设

置有与既有钢筋混凝土建筑外墙3的既有梁302同一高度的托梁9，托梁9通过短柱8与边梁7

连接，从而起到对既有梁302和既有柱301进行承托和保护。托梁9为L形，托梁9的一端与既

有梁302底部接触且嵌于既有柱301上，另一端与短柱8连接，这样托梁9能够与既有柱301稳

定连接承托既有梁302，同时托梁9通过短柱8与边梁7连接，即托梁9所受荷载通过短柱8传

递至边梁7，边梁7的上表面与新结构楼板603接触，这样最大化的起到支撑新结构楼板603

的作用。

[0035] 在层高不同的情况下，可能出现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如图7中顶层所示，既有梁

302与新结构梁602在同一高度上，此时只需在边梁7处设置托梁9,通过边梁7支承托梁9，即

可实现新老结构之间的连接。第二种情况如图7中的C处及图9所示，既有梁302与新结构梁

602不在同一高度上，此时需要在边梁7和托梁9之间设置短柱8，通过短柱8实现高差的转

化，即托梁9所受荷载通过短柱8传递至边梁7，从而实现新老结构之间有高差的连接。本结

构通过设置钢塔架1，并通过连接构件5连接固定钢塔架1和既有钢筋混凝土建筑外墙3，从

而确保了拆除及新加内部结构6施工过程中既有钢筋混凝土建筑外墙3的稳定性。新加内部

结构6和既有钢筋混凝土建筑外墙3通过边梁7、短柱8、托梁9的构造措施连接，一方面进一

步加强了置换结构完成后既有钢筋混凝土建筑外墙3的整体稳定性，另一方面，新旧结构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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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构造可实现不同高度上的连接，从而实现了新加内部结构6的最大灵活性。

[0036] 如图1至3所示，钢塔架1包括若干个塔架单元101和平面桁架单元102，塔架单元

101和平面桁架单元102交错排列在既有钢筋混凝土建筑外墙3外。塔架单元101包括四根竖

直设置的钢管柱103和若干水平圆杆层，水平圆杆层由同一高度的四根水平圆杆104依次连

接组成，围成四边形。所述钢管柱103之间的间距为2500mm，每相邻两个水平圆杆层之间的

四个面分别设置一根斜向圆杆105，从而进一步增加塔架单元101的结构强度和稳定性。每2

至3个塔架单元101之间设置一段平面桁架单元102，平面桁架单元102宽度与塔架单元101

宽度相同，平面桁架单元102长度为5000～8000mm之间调节；由于连接构件5与塔架单元101

连接，且与平面桁架单元102不连接，因此在考虑平面桁架单元102的长度时需考虑既有钢

筋混凝土建筑外墙3需要连接处的跨度。平面桁架单元102设置在与塔架单元101的每一个

水平圆杆层相同的高度处，分别连接两侧的塔架单元101的水平圆杆层，从而使得塔架单元

101连接成为整体钢塔架1。

[0037] 如图2所示，钢塔架1底部设置有固定基础底座2，固定基础底座2由上到下依次为

覆土层201、基础混凝土层202和素混凝土垫层203；覆土层201的高度大于500mm，基础混凝

土层202的高度为700mm，素混凝土垫层203的高度为70mm，从而保证整个施工过程中钢塔架

1及与其连接的既有钢筋混凝土建筑外墙3的稳定。

[0038] 如图4和5所示，连接处的既有梁302和既有柱301均通过槽钢502与塔架单元101连

接。其中，与既有梁302的连接方式是，连接处的既有梁302上外箍角钢501，角钢501通过螺

栓503连接，在既有梁302截面高度范围内通过两道槽钢502与塔架单元101连接。与既有柱

301的连接方式是，连接处的既有柱301上每层高约1/2处箍角钢501，角钢501与既有柱301

通过化学螺栓504连接，在既有柱301截面宽度范围内通过两道槽钢502与塔架单元101连

接。由于连接构件5并非沿既有柱301和既有梁302通长设置，而是选取必要的部位设置，因

此，在保证既有钢筋混凝土建筑外墙3稳定的前提下，将对其的破坏降至最低。

[0039] 如图1至10所示，本发明还提供一种既有钢筋混凝土建筑的内部置换结构的方法，

具体步骤如下：

[0040] 步骤一：确定需要保留的既有钢筋混凝土建筑外墙3的位置，并由此确定需要设置

连接构件5的位置，最终确定塔架单元101和平面桁架单元102的位置；

[0041] 步骤二：备料并施工钢塔架1的固定基础底座2及钢塔架1；同时在固定基础底座2

开挖时应注意不能扰动保留既有钢筋混凝土建筑外墙3的基础304和墙体303，钢塔架1工作

期间，应密切检测钢塔架1的垂直度及不均匀沉降；

[0042] 步骤三：既有钢筋混凝土建筑外墙3通过连接构件5中的槽钢502与塔架单元101相

连接，且连接处的既有梁302和既有柱301的四周箍角钢501；

[0043] 步骤四：从上到下，从中间向两边逐层对称无损伤拆除既有钢筋混凝土建筑内部

结构4；拆除既有钢筋混凝土建筑内部结构4应遵循从上到下，从中间向两边对称无损拆除

的原则，靠近既有钢筋混凝土建筑外墙3周边的范围内，要求采用无振动手工操作拆除；

[0044] 步骤五：确定新加内部结构6与既有钢筋混凝土建筑外墙3的安全距离，安全距离

即为既有柱301与新结构柱601之间的水平距离，并施工新加内部结构6的新结构基础604，

之后由下而上逐层施工新加内部结构6的新结构柱601、新结构梁602和新结构楼板603；安

全距离的确定，需同时满足两点要求：第一，新加内部结构6在新结构基础604的施工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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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确保保留既有钢筋混凝土建筑外墙3的结构安全，同时在安全距离范围内可根据需求考

虑设置地下室；第二，新加内部结构6应便于对保留既有钢筋混凝土建筑外墙3做悬挑式的

支撑；

[0045] 步骤六：设置边梁7、短柱8和托梁9的位置，其中新结构楼板603下表面且靠近既有

钢筋混凝土建筑外墙3的一端有边梁7，既有钢筋混凝土建筑外墙3内侧有与既有钢筋混凝

土建筑外墙3的既有梁302同一高度的托梁9，托梁9通过短柱8与边梁7连接，将新加内部结

构6与既有钢筋混凝土建筑外墙3构造连接；如图9所示，可对既有钢筋混凝土建筑外墙3通

过角钢501加固，并将加固后的既有钢筋混凝土建筑外墙3与新结构楼板603及托梁9连接，

从而最大限度保证既有钢筋混凝土建筑外墙3的稳定性及耐久性；

[0046] 步骤七：拆除钢塔架1及连接构件5，完成既有钢筋混凝土建筑的内部置换结构。

[0047] 如图1至10所示，本发明一种既有钢筋混凝土建筑的内部置换结构及其方法，在通

过钢塔架1与既有钢筋混凝土建筑外墙3形成有效连接的前提下，再通过无损拆除的原则从

上到下、从中间向两边对称拆除既有钢筋混凝土建筑内部结构4，尤其在靠近保留既有钢筋

混凝土建筑外墙3处，需采用保护性拆除，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了对既有钢筋混凝土建

筑外墙3的破坏。新加内部结构6完成后，既有钢筋混凝土建筑外墙3的既有梁302和既有柱

301并不直接承担新加内部结构6的受力，同时，新加内部结构6还会通过悬挑式支撑增加既

有钢筋混凝土建筑外墙3的稳定性和安全性能。其中支撑既有钢筋混凝土建筑外墙3的钢塔

架1位于既有钢筋混凝土建筑外墙3外围，因此，在拆除既有钢筋混凝土建筑内部结构4后，

内部空间的利用具有最大的自由度，即：在满足新加内部结构6与既有钢筋混凝土建筑外墙

3的安全距离的前提下，可设置地下室，同时新结构柱601的位置灵活；在层高改变的情况

下，需要在边梁7和托梁9之间设置短柱8，通过短柱8实现高差的转化，从而实现新老结构之

间有高差的连接。本发明具有内部施工操作空间大，内部空间灵活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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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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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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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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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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