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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装配式建筑楼板技术领域，具体

地说是一种钢筋桁架预应力混凝土叠合板，其特

征在于该叠合板包括纵向预应力筋、横向热轧带

肋钢筋、钢筋桁架、混凝土固化层，横向热轧带肋

钢筋的上方并排设有与横向热轧带肋钢筋水平

方向垂直连接的纵向预应力筋，纵向预应力筋和

横向热轧带肋钢筋连接后呈网格状平面，网格状

平面上方设有钢筋桁架，钢筋桁架包括上弦筋、

加强弦筋、下弦筋和波浪形格构筋，纵向预应力

筋、横向热轧带肋钢筋、钢筋桁架相互连接后经

混凝土固化层固化成混凝土叠合板，所述的钢筋

桁架的上端伸出混凝土固化层上端面，具有结构

简单、整体性好、强度高、空间结构的刚度远超普

通钢筋桁架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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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钢筋桁架预应力混凝土叠合板，其特征在于该叠合板包括纵向预应力筋、横向

热轧带肋钢筋、钢筋桁架、混凝土固化层，所述的横向热轧带肋钢筋间隔横向排列，横向热

轧带肋钢筋的上方并排设有与横向热轧带肋钢筋水平方向垂直连接的纵向预应力筋，纵向

预应力筋按照不等间隔纵向依次交替排列，纵向预应力筋和横向热轧带肋钢筋连接后呈网

格状平面，网格状平面上方设有相互间隔并与纵向预应力筋相平行的钢筋桁架，钢筋桁架

包括上弦筋、加强弦筋、下弦筋和波浪形格构筋，所述的波浪形格构筋设有两个，两个波浪

形格构筋的上端相互靠近并经上弦筋相连接，两个波浪形格构筋的下端外侧分别与下弦筋

相连接并相互远离，所述的加强弦筋设在上弦筋的下方并与波浪形格构筋相连接，所述的

波浪形格构筋的下端和下弦筋与横向热轧带肋钢筋相连接，纵向预应力筋、横向热轧带肋

钢筋、钢筋桁架相互连接后经混凝土固化层固化成混凝土叠合板，所述的钢筋桁架的上端

伸出混凝土固化层上端面。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钢筋桁架预应力混凝土叠合板，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纵向

预应力筋采用直径4~12mm的消除应力螺旋带肋钢丝。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钢筋桁架预应力混凝土叠合板，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纵向

预应力筋的张拉控制应力取为钢筋抗拉强度标准值的0.4~0.6倍。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钢筋桁架预应力混凝土叠合板，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钢筋

抗强度标准值为1470~1860N/mm2。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钢筋桁架预应力混凝土叠合板，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加强

弦筋的直径大于上弦筋的直径。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钢筋桁架预应力混凝土叠合板，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上弦

筋和下弦筋的直径为6~12mm，加强弦筋的直径为10~16mm。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钢筋桁架预应力混凝土叠合板，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钢筋

桁架的整体高度为80~180mm，钢筋桁架的下弦筋之间的宽度为60~100mm，钢筋桁架的波浪

形格构筋的波浪单元宽度为100~300mm，波浪形格构筋的上端与上弦筋连接宽度、波浪形格

构筋的下端与下弦筋连接宽度为20mm。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钢筋桁架预应力混凝土叠合板，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混凝

土固化层厚度为60~100mm，采用C30~C60混凝土制备成混凝土固化层。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钢筋桁架预应力混凝土叠合板，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钢筋

桁架的上端伸出混凝土固化层上端面高度为50‑14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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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钢筋桁架预应力混凝土叠合板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装配式建筑楼板技术领域，具体地说是一种结构简单、保证大跨度板

在吊运、安装过程中的质量，解决安装完成后大跨度板挠度大的问题的钢筋桁架预应力混

凝土叠合板。

背景技术

[0002] 众所周知，近几年随着国家大力推动装配式建筑的发展，预制混凝土叠合楼板得

以大力推广。但由于普通叠合板只有60mm厚，面外刚度较弱，多用于跨度小于6米的建筑楼

板，当跨度大于6米时，普通叠合板在吊装过程中极易产生裂缝，安装完成后板挠度较大，影

响美观，而且，目前的横向钢筋和纵向钢筋都是均布排布，单独的网格状空隙无法穿过预埋

穿线盒，因此，需要对横向钢筋或者纵向钢筋切割后容纳穿线管，此时就会对钢筋损坏，影

响整体性能。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解决上述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结构简单、保证大跨度板在

吊运、安装过程中的质量，解决安装完成后大跨度板挠度大等问题的钢筋桁架预应力混凝

土叠合板。

[0004]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5] 一种钢筋桁架预应力混凝土叠合板，其特征在于该叠合板包括纵向预应力筋、横

向热轧带肋钢筋、钢筋桁架、混凝土固化层，所述的横向热轧带肋钢筋间隔横向排列，横向

热轧带肋钢筋的上方并排设有与横向热轧带肋钢筋水平方向垂直连接的纵向预应力筋，纵

向预应力筋按照不等间隔纵向依次交替排列，纵向预应力筋和横向热轧带肋钢筋连接后呈

网格状平面，网格状平面上方设有相互间隔并与纵向预应力筋相平行的钢筋桁架，钢筋桁

架包括上弦筋、加强弦筋、下弦筋和波浪形格构筋，所述的波浪形格构筋设有两个，两个波

浪形格构筋的上端相互靠近并经上弦筋相连接，两个波浪形格构筋的下端外侧分别与下弦

筋相连接并相互远离，所述的加强弦筋设在上弦筋的下方并与波浪形格构筋相连接，所述

的波浪形格构筋的下端和下弦筋与横向热轧带肋钢筋相连接，纵向预应力筋、横向热轧带

肋钢筋、钢筋桁架相互连接后经混凝土固化层固化成混凝土叠合板，所述的钢筋桁架的上

端伸出混凝土固化层上端面。

[0006] 本发明所述的纵向预应力筋采用直径4~12mm的消除应力螺旋带肋钢丝。

[0007] 本发明所述的纵向预应力筋的张拉控制应力取为钢筋抗拉强度标准值的0.4~0.6

倍。

[0008] 本发明所述的钢筋抗强度标准值为1470~1860N/mm2。

[0009] 本发明所述的加强弦筋的直径大于上弦筋的直径，增大钢筋桁架的整体强度。

[0010] 本发明所述的上弦筋和下弦筋的直径为6~12mm，加强弦筋的直径为10~16mm。

[0011] 本发明所述的钢筋桁架的整体高度为80~180mm，钢筋桁架的下弦筋之间的宽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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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100mm，钢筋桁架的波浪形格构筋的波浪单元宽度为100~300mm，波浪形格构筋的上端与

上弦筋连接宽度、波浪形格构筋的下端与下弦筋连接宽度为20mm。

[0012] 本发明所述的混凝土固化层厚度为60~100mm，采用C30~C60混凝土制备成混凝土

固化层。

[0013] 本发明所述的钢筋桁架的上端伸出混凝土固化层上端面高度为50‑140mm。

[0014] 本发明由于采用上述结构，具有结构简单、整体性好、强度高、空间结构的刚度远

超普通钢筋桁架等优点。

附图说明

[0015] 图1是本发明所述钢筋桁架预应力叠合板的模板图。

[0016] 图2是本发明所述钢筋桁架预应力叠合板的配筋图。

[0017] 图3是图1的A‑A剖面图。

[0018] 图4是图1的B‑B剖面图。

[0019] 图5是图1的不等间距钢筋排布详图。

[0020] 图6是图1的高刚度空间钢筋桁架细部详图，其中6‑1是主视图，6‑2是侧面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

[0022] 如附图所示，一种钢筋桁架预应力混凝土叠合板，其特征在于该叠合板包括纵向

预应力筋1、横向热轧带肋钢筋2、钢筋桁架3、混凝土固化层4，所述的横向热轧带肋钢筋2间

隔120mm横向排列，横向热轧带肋钢筋2的上方并排设有与横向热轧带肋钢筋2水平方向垂

直连接的纵向预应力筋1，纵向预应力筋1按照间隔50mm、100mm纵向依次交替排列，纵向预

应力筋1和横向热轧带肋钢筋2连接后呈网格状平面，网格状平面上方设有间隔450mm并与

纵向预应力筋1相平行的钢筋桁架3，钢筋桁架3包括上弦筋5、加强弦筋6、下弦筋7和波浪形

格构筋8，所述的波浪形格构筋8设有两个，两个波浪形格构筋8的上端相互靠近并经上弦筋

5相连接，两个波浪形格构筋8的下端外侧分别与下弦筋7相连接并相互远离，所述的加强弦

筋6设在上弦筋5的下方并与波浪形格构筋8相连接，所述的波浪形格构筋8的下端和下弦筋

7与横向热轧带肋钢筋2相连接，纵向预应力筋1、横向热轧带肋钢筋2、钢筋桁架3相互连接

后经混凝土固化层4固化成混凝土叠合板，所述的钢筋桁架3的上端伸出混凝土固化层4上

端面。

[0023] 进一步，所述的纵向预应力筋1采用直径5mm的消除应力螺旋带肋钢丝。

[0024] 进一步，所述的纵向预应力筋1的张拉控制应力取为钢筋抗拉强度标准值的0.6

倍。

[0025] 进一步，所述的预应力钢筋抗强度标准值为1570N/mm2。

[0026] 进一步，所述的加强弦筋6的直径大于上弦筋5的直径，增大钢筋桁架3的整体强

度。

[0027] 进一步，所述的上弦筋5和下弦筋7的直径为8mm，加强弦筋6的直径为12mm。

[0028] 进一步，所述的钢筋桁架3的整体高度为150mm，钢筋桁架3的下弦筋7之间的宽度

为80mm，钢筋桁架3的波浪形格构筋8的波浪单元宽度为200mm，波浪形格构筋8的上端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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弦筋5连接宽度、波浪形格构筋8的下端与下弦筋7连接宽度为20mm。

[0029] 进一步，所述的混凝土固化层4厚度为70mm，采用C40混凝土制备成混凝土固化层

4。

[0030] 进一步，所述的钢筋桁架3的上端伸出混凝土固化层4上端面高度为100‑110mm。

[0031] 进一步，上述所述的钢筋桁架上端与吊耳相连接，吊耳的上端伸出混凝土固化层，

所述的波浪形格构筋的直径为6mm。

[0032] 本发明的钢筋桁架3预应力混凝土叠合板，采用先张法预应力技术，板跨度方向的

板底受力钢筋采用直径5mm的高强预应力筋——消除应力螺旋带肋钢丝，其抗拉强度标准

值为1570N/mm2，通过钢筋张拉机对预应力钢筋施加预应力，预应力钢筋的张拉控制应力取

为钢筋抗拉强度标准值的0.6倍。

[0033] 本发明的钢筋桁架3预应力混凝土叠合板，采用预应力技术有效解决了大跨度楼

板裂缝的问题，混凝土的抗拉强度很低，混凝土裂缝的产生是由于荷载的施加使得混凝土

表面的张拉应力大于混凝土的抗拉强度，采用预应力技术后，预应力预先对混凝土会施加

压应力，只有当施加的荷载先抵消掉混凝土表面的预压应力后，剩余的荷载在混凝土表面

产生的张拉应力大于混凝土的抗拉强度时，混凝土表面才会产生裂缝，也即通过预应力技

术提高了混凝土的抗裂能力。

[0034] 本发明的钢筋桁架3预应力混凝土叠合板，采用一种高刚度空间钢筋桁架3，此种

钢筋桁架3刚度远远大于普通钢筋桁架3，当对混凝土叠合板施加预应力时，普通钢筋桁架3

由于刚度不足，叠合板由于施加的预应力会产生变形，导致板面不平。当采用高刚度空间钢

筋桁架3时，桁架刚度足够抵抗施加在混凝土叠合板上的预应力，能够有效防止叠合板发生

变形，同时解决了大跨度板挠度大的问题，保证叠合板质量。

[0035] 本发明的钢筋桁架3预应力混凝土叠合板，首创性的采用了不等间距的钢筋排布。

在满足规范对钢筋最小配筋率要求的情况下，本发明预应力钢筋采用50mm，100mm间距交替

排布，对称布置，此种钢筋排布的优势是，可以将叠合板内预留的穿线盒（直径为80mm）提前

预留在钢筋间接100mm的间隙内，然后浇筑混凝土，一次成活，避免了等间距排布钢筋所导

致的线盒放不下，需要待叠合板混凝土浇筑完，混凝土达到强度后二次在混凝土上开孔留

线盒的问题。同时也避免了预应力叠合板二次开孔打断预应力钢筋的问题。

实施例

[0036] 本发明的钢筋桁架3预应力混凝土叠合板，包括纵向预应力筋1、横向热轧带肋钢

筋2、高刚度空间钢筋桁架3、70mmC40混凝土。纵向预应力筋1采用直径5mm的消除应力螺旋

带肋钢丝，其抗拉强度标准值为1570N/mm2，通过钢筋张拉机逐根对预应力钢筋施加预应

力，预应力钢筋的张拉控制应力取为钢筋抗拉强度标准值的0.6倍，纵向预应力筋1采用

50mm和100mm间距交替排布，对称布置，交替排布能够在满足规范对最小配筋率要求的情况

下，留出足够间距放置预埋线盒，避免了预应力叠合板二次开孔打断预应力钢筋的问题。对

称布置钢筋则可以避免预应力筋分布不均的问题，横向钢筋采用HRB400普通热轧带肋钢

筋，钢筋间距按项目图纸设计要求执行，一般为120mm。

[0037] 图5、图6所示为高刚度空间钢筋桁架3，此种桁架巧妙的利用桁架三角形布局将加

强弦筋6与桁架两侧腹筋进行焊接，形成了双层空间结构，此种空间结构的刚度远超普通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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筋桁架3，能够满足预应力叠合板对板面外刚度的要求，图中所示宽度的单位为mm。

[0038] 本发明提供一种采用先张法预应力技术，使用一种高刚度空间钢筋桁架3的预制

混凝土叠合楼板，保证大跨度板在吊运、安装过程中的质量，解决安装完成后大跨度板挠度

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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