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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混凝土梁跨的加固方法，

其特征在于：在待加固梁上固定安装两块止推锚

板，在两块止推锚板之间设置两块中部设有长条

孔的预应力钢板，两块预应力钢板之间留有顶推

接口，在顶推接口处设有顶推机构；在长条孔对

应位置的待加固梁上植入防鼓螺柱；在预应力钢

板上涂抹结构胶，将预应力钢板的长条孔穿过待

加固梁上的防鼓螺柱，并使起推边与止推边顶住

配合安装，在防鼓螺柱上加螺母拧紧；在结构胶

完全固化前，通过顶推机构对预应力钢板施加预

应力并达到设定值时，将顶推接口焊接为一体，

拧紧防鼓螺柱上的螺母，待结构胶完全固化，拆

除顶推机构。本方法可以在梁的混凝土强度不足

的情况下进行补强加固，有施工量小，施工便捷，

成本低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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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混凝土梁跨的加固方法，其特征在于：

（1）在待加固梁的上部靠近两端位置固定安装两块止推锚板，两块止推锚板的相对面

设有与待加固梁垂直的止推边；

（2）设置两块预应力钢板，两块预应力钢板铺设在两块止推锚板之间，两块预应力钢板

均设有与止推锚板的止推边配合的起推边，预应力钢板的中部设有若干个与起推边垂直的

长条孔；两块预应力钢板之间留有顶推接口，在顶推接口处设有顶推机构，顶推机构提供的

推力方向与起推边垂直；

首先，在长条孔对应位置的待加固梁上植入有防鼓螺柱，长条孔端部与防鼓螺柱之间

留有顶推间隙；

然后，在预应力钢板的安装面上涂抹结构胶，将预应力钢板的长条孔穿过待加固梁上

的防鼓螺柱，并且使预应力钢板的起推边与止推锚板的止推边顶住配合安装，在防鼓螺柱

上加螺母对预应力钢板施加预紧力；

最后，在结构胶完全固化前，通过顶推机构对两块预应力钢板施加预应力，预应力施加

到设定值时，将两块预应力钢板之间的顶推接口焊接为一体，拧紧防鼓螺柱上的螺母，待结

构胶完全固化，拆除顶推机构。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混凝土梁跨的加固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止推锚板的安装步

骤为，挖去待加固梁上安装止推锚板位置处的混凝土保护层，在待加固梁上相应位置打孔，

孔的深度为80~100mm，向孔内注入植筋胶，植入螺柱，待植筋胶完全硬化；在止推锚板的安

装面上涂抹结构胶，止推锚板的安装孔穿过螺柱粘接在待加固梁上，并用螺母拧紧。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混凝土梁跨的加固方法，其特征在于：植入防鼓螺栓的步骤

为，在待加固梁上相应位置打孔，孔的深度为80~100mm，向孔内注入植筋胶，植入螺柱，待植

筋胶完全硬化。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混凝土梁跨的加固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顶推机构包括顶推

板，顶推板竖向固定安装在一侧预应力钢板上，顶推板平面与止推边平行设置，在另一侧预

应力钢板上的对应位置固定安装顶推螺母，顶推螺母与顶推板平行设置，顶推螺母上设有

与顶推螺母配合的顶推螺栓，通过拧紧顶推螺栓，给两块预应力钢板施加预应力。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混凝土梁跨的加固方法，其特征在于：顶推螺栓的长度比顶推

接口的宽度大20~30mm。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混凝土梁跨的加固方法，其特征在于：焊接止推接口的步骤

为，在止推接口处顺着放入一段直径与顶推接口的宽度相适应的钢筋，将钢筋和两块预应

力钢板之间的顶推接口焊接为一体。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混凝土梁跨的加固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止推锚板在止推边

向预应力钢板一侧延伸形成盖板，盖板压住预应力钢板的起推边。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混凝土梁跨的加固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止推锚板的盖板的

厚度为10~2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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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梁跨的加固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混凝土结构加固领域，尤其是混凝土梁跨的加固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钢筋混凝土结构使目前使用最为广泛的建筑结构形式。许多房屋建筑由于设计不

当、使用维修不当、建造质量差或地震等自然灾害导致房屋结构产生问题甚至危及安全，或

是由于新的使用要求，如房屋改变用途或进行加层等，都需要对原结构进行加固。目前对现

有房屋建筑的维修改造、加层加固及抗震加固等已成为建筑建构工程设计中的一项重要内

容。目前基本的加固方案有三种：1.加高截面；2.减小梁跨度；3.框架梁周边加焊，但这三种

方案都存在着施工量大，施工成本高，占用空间大等缺点，因此需要提供一种加固方法以解

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施工简便，节省成

本，占用空间小的混凝土梁跨的加固方法。

[0004]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的，本发明是一种混凝土梁

跨的加固方法，其特点是，

（1）在待加固梁的上部靠近两端位置固定安装两块止推锚板，两块止推锚板的相对面

设有与待加固梁垂直的止推边；

（2）设置两块预应力钢板，两块预应力钢板铺设在两块止推锚板之间，两块预应力钢板

均设有与止推锚板的止推边配合的起推边，预应力钢板的中部设有若干个与起推边垂直的

长条孔；两块预应力钢板之间留有顶推接口，在顶推接口处设有顶推机构，顶推机构提供的

推力方向与起推边垂直；

首先，在长条孔对应位置的待加固梁上植入有防鼓螺柱，长条孔端部与防鼓螺柱之间

留有顶推间隙；

然后，在预应力钢板的安装面上涂抹结构胶，将预应力钢板的长条孔穿过待加固梁上

的防鼓螺柱，并且使预应力钢板的起推边与止推锚板的止推边顶住配合安装，在防鼓螺柱

上加螺母对预应力钢板施加预紧力；

最后，在结构胶完全固化前，通过顶推机构对两块预应力钢板施加预应力，预应力施加

到设定值时，将两块预应力钢板之间的顶推接口焊接为一体，拧紧防鼓螺柱上的螺母，待结

构胶完全固化，拆除顶推机构。

[0005]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还可以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进一步实现，以上所述的混

凝土梁跨的加固方法中：所述止推锚板的安装步骤为，挖去待加固梁上安装止推锚板位置

处的混凝土保护层，在待加固梁上相应位置打孔，孔的深度为80~100mm，向孔内注入植筋

胶，植入螺柱，待植筋胶完全硬化；在止推锚板的安装面上涂抹结构胶，止推锚板的安装孔

穿过螺柱粘接在待加固梁上，并用螺母拧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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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6]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还可以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进一步实现，以上所述的混

凝土梁跨的加固方法中：植入防鼓螺栓的步骤为，在待加固梁上相应位置打孔，孔的深度为

80~100mm，向孔内注入植筋胶，植入螺柱，待植筋胶完全硬化。

[0007]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还可以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进一步实现，以上所述的混

凝土梁跨的加固方法中：所述顶推机构包括顶推板，顶推板竖向固定安装在一侧预应力钢

板上，顶推板平面与止推边平行设置，在另一侧预应力钢板上的对应位置固定安装顶推螺

母，顶推螺母与顶推板平行设置，顶推螺母上设有与顶推螺母配合的顶推螺栓，通过拧紧顶

推螺栓，给两块预应力钢板施加预应力。

[0008]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还可以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进一步实现，以上所述的混

凝土梁跨的加固方法中：顶推螺栓的长度比顶推接口的宽度大20~30mm。

[0009]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还可以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进一步实现，以上所述的混

凝土梁跨的加固方法中：焊接止推接口的步骤为，在止推接口处顺着放入一段直径与顶推

接口的宽度相适应的钢筋，将钢筋和两块预应力钢板之间的顶推接口焊接为一体。

[0010]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还可以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进一步实现，以上所述的混

凝土梁跨的加固方法中：所述止推锚板在止推边向预应力钢板一侧延伸形成盖板，盖板压

住预应力钢板的起推边。

[0011]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还可以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进一步实现，以上所述的混

凝土梁跨的加固方法中：所述止推锚板的盖板的厚度为10~20mm。

[001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在待加固梁上加装预应力钢板，并通过推

顶机构对其施加预应力，改变梁跨的受力状态，可以在梁的混凝土强度不足的情况下进行

补强加固，通过对原混凝土进行卸载，对其施加主动的定量预应力，达到加固混凝土梁跨受

压区强度的目的，并且本方法有施工量小，施工便捷，成本低，基本不占用空间和不增加梁

自重的优点。

附图说明

[0013] 图1为本发明的一种结构示意图；

图2为本发明的俯视示意图；

图3为顶推机构正视图；

图4为顶推机构侧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4] 以下进一步描述本发明的具体技术方案，以便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进一步地理解

本发明，而不构成对其权利的限制。

[0015] 图1中：1.止推锚板，11.止推边，12.盖板，2.预应力钢板，21.起推边，3.防鼓螺柱，

4.顶推机构，5.顶推接口，6.条状孔，7.顶推间隙。

[0016] 参照图1，一种混凝土梁跨的加固方法，其特点是，

（1）在待加固梁的上部靠近两端位置固定安装两块止推锚板1，两块止推锚板1的相对

面设有与待加固梁垂直的止推边11，两块止推锚板1对称设置；

（2）设置两块预应力钢板2，两块预应力钢板2铺设在两块止推锚板1之间，两块预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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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板2均设有与止推锚板1的止推边11配合的起推边21，预应力钢板2的中部设有若干个与

起推边21垂直的长条孔6；两块预应力钢板2之间留有顶推接口5，在顶推接口5处设有顶推

机构4，顶推机构4提供的推力方向与起推边21垂直，两块预应力钢板2对称设置；

结合图2，首先，在长条孔6对应位置的待加固梁上植入有防鼓螺柱3，长条孔6的端部与

防鼓螺柱3之间留有顶推间隙7，预留预应力钢板在施加预应力之后的产生的位移空间；防

鼓螺柱3的长度比预应力钢板2的厚度大30~50mm；如，M16*80；

然后，在预应力钢板2的安装面上涂抹结构胶，将预应力钢板2的长条孔6穿过待加固梁

上的防鼓螺柱3，并且使预应力钢板2的起推边21与止推锚板1的止推边11顶住配合安装，在

防鼓螺柱3上加螺母对预应力钢板2施加预紧力；通过防鼓螺柱3与待加固梁对预应力钢板2

形成必要的约束，使预应力钢板2在施加预应力时不至于受力外鼓；

最后，在结构胶完全固化前，通过顶推机构4对两块预应力钢板2施加预应力，顶推机构

4顶推时，预应力钢板2之间产生可控的推力，在止推锚板1和防鼓螺柱3的固定条件下，形成

预应力，预应力施加到设定值时，将两块预应力钢板2之间的顶推接口5焊接为一体，拧紧防

鼓螺柱3上的螺母，待3-4小时后，结构胶完全固化，拆除顶推机构4；通过防鼓螺柱3和结构

胶使预应力钢板2与受压区混凝土结合成整体共同工作；顶推结构4可以重复使用。

[0017] 所述止推锚板1的安装步骤为，挖去待加固梁上安装止推锚板1位置处的混凝土保

护层，在待加固梁上相应位置打孔，孔的深度为80~100mm，向孔内注入植筋胶，植入螺柱，待

3-4小时后，植筋胶完全硬化；在止推锚板1的安装面上涂抹结构胶，止推锚板1的安装孔穿

过螺柱粘接在待加固梁上，待2~3小时后，结构胶基本固化，并用螺母拧紧，施加预压应力，

其预压应力可以通过拧紧螺母的扭矩扳手进行控制；止推锚板1通过螺柱和结构胶与待加

固梁整体固结，嵌入混凝土中，利用其水平摩擦力提供止推作用，止推锚板1外侧的端部紧

贴混凝土。

[0018] 植入防鼓螺栓3的步骤为，在待加固梁上相应位置打孔，孔的深度为80~100mm，向

孔内注入植筋胶，植入螺柱，待植筋胶完全硬化。

[0019] 参照图3和图4，所述顶推机构4包括顶推板41，顶推板41竖向固定安装在一侧预应

力钢板2上，顶推板4平面与止推边11平行设置，在另一侧预应力钢板2上的对应位置固定安

装顶推螺母42，顶推螺母42与顶推板41平行设置，顶推螺母42上设有与顶推螺母42配合的

顶推螺栓43，通过拧紧顶推螺栓43，给两块预应力钢板2施加预应力。

[0020] 顶推螺栓43的长度比顶推接口5的宽度大20~30mm。

[0021] 焊接止推接口5的步骤为，在止推接口5处顺着放入一段直径与顶推接口5的宽度

相适应的钢筋，将钢筋和两块预应力钢板之2间的顶推接口5焊接为一体。

[0022] 所述止推锚板1在止推边11向预应力钢板2一侧延伸形成盖板12，盖板12压住预应

力钢板的起推边21。

[0023] 所述止推锚板1的盖板12的厚度为10~20mm。

[0024] 所述的止推锚板1和预应力钢板2在安装面涂抹的结构胶为sj168硅酮耐候密封

胶，结构胶涂抹的厚度为5~7mm。

[0025] 所述止推锚板1的宽度与预应力钢板2的宽度等长；止推锚板1的长度为预应力钢

板2的长度的1/4~1/3。

[0026] 使用本发明，从经济方面考虑，装置简单，施工便捷，在施工完成后，顶推机构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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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卸回收再利用；从施工技术的难度方面考虑，施工过程仅需要植筋、松紧螺母和焊接技

术；总体而言，整个施工过程简单快捷，效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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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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