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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改进的底脚板，包括平面腹板，多个管

穿过平面腹板，所述管邻近所述平面腹板的边缘

并且相对于所述平面腹板成角度地安置，所述管

的尺寸允许销穿过所述管以固定到底土内，所述

平面腹板在所述平面腹板的边缘中至少一个上

设有向下延伸的凸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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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地面内底脚板设备，包括

底脚板，所述底脚板包括平面腹板，多个管穿过平面腹板，所述管邻近所述平面腹板的

边缘并且相对于所述平面腹板成角度地安置，所述管的尺寸允许销穿过所述管以固定到底

土内，所述平面腹板为多边形的并且具有直边缘和从所述平面腹板的直边缘中的每个延伸

以提供凸缘拐角的向下延伸平面凸缘，

其中所述平面腹板的底侧上提供有用于加强所述平面腹板的多个肋状物，并且所述多

个肋状物中的至少一个接合到所述向下延伸平面凸缘中的至少一个，至少一个所述肋状物

与另一个肋状物以横向的方式相交以提供用于接纳地面材料的矩形空间，

并且其中所述底脚板的平面腹板安置成与所述地面的表面齐平或者低于所述地面的

表面，并且所述空间中的每个包含地面材料，并且所述多个肋状物中的每个及所述多个管

中的每个及所述向下延伸平面凸缘中的每个接触所述空间内的地面材料，以将所述底脚板

稳定在所述地面内。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底脚板设备，其中，所述多个管中的每个管的壁与所述平面凸

缘相交。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底脚板设备，其中，所述平面腹板具有彼此平行的两个笔直

侧，每个笔直侧具有安置在其上的管，其中所述管以相对的角度安置。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底脚板设备，其中，所述平面腹板具有两个相对的拐角，每个

拐角具有安置在其上的管，其中所述管以相对的角度安置。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底脚板设备，其中，所述平面腹板的上面设有多个孔以接纳螺

栓，所述螺栓用于固持用来接收柱、杆或直立结构梁的装置。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底脚板设备，其中，所述多个孔中的一个是螺纹孔，且至少一

个肋状物与所述螺纹孔相交。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底脚板设备，包括多个肋状物，其起到加强所述平面腹板和所

述螺纹孔的作用。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底脚板设备，其中，所述多边形的平面腹板具有正方形、菱形、

矩形、平行四边形、梯形或三角形的轮廓。

9.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底脚板设备，其中，用于接纳柱或结构梁的所述装置具有插

座，所述插座具有选自由圆形、正方形、矩形、六边形或棱柱形状组成的组的截面形状。

10.一种地面内底脚板设备，包括

底脚板，所述底脚板包括平面腹板，多个管始于所述平面腹板并且下降，所述管邻近平

面腹板的边缘并且相对于所述平面腹板成角度地安置，所述管的尺寸允许销穿过所述管以

将它们固定到底土内，所述平面腹板为多边形的并且具有直边缘和从所述平面腹板的所述

直边缘中的每个延伸的向下延伸平面凸缘，

其中所述平面腹板的底侧上提供有用于加强所述平面腹板的多个肋状物，并且所述多

个肋状物中的至少一个接合到所述向下延伸平面凸缘中的至少一个，至少一个所述肋状物

与另一个肋状物以横向的方式相交以提供用于接纳地面材料的矩形空间，

并且其中所述底脚板的平面腹板安置成与所述地面的表面齐平或者低于所述地面的

表面，并且所述空间中的每个包含地面材料，并且所述多个肋状物中的每个及所述多个管

中的每个及所述向下延伸平面凸缘中的每个接触所述空间内的地面材料，以将所述底脚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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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在所述地面内。

11.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底脚板设备，其中，所述多个管中的每个管的壁与所述凸缘

相交。

12.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底脚板设备，其中，所述平面腹板具有彼此平行的两个笔直

侧，每个笔直侧具有安置在其上的管，其中所述管以相对的角度安置。

13.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底脚板设备，其中，所述平面腹板具有两个相对的拐角，每

个拐角具有安置在其上的管，其中所述管以相对的角度安置。

14.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底脚板设备，其中，所述平面腹板的上面设有多个孔以接纳

螺栓，所述螺栓用于固持用来接收柱、杆或直立结构梁的装置。

15.根据权利要求14所述的底脚板设备，其中，所述多个孔中的一个是螺纹孔，且至少

一个肋状物与所述螺纹孔相交。

16.根据权利要求15所述的底脚板设备，包括多个肋状物，其起到加强所述平面腹板和

所述螺纹孔的作用。

17.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底脚板设备，其中，所述多边形的平面腹板具有正方形、菱

形、矩形、平行四边形、梯形或三角形的轮廓。

18.根据权利要求14所述的底脚板设备，其中，用于接纳柱或结构梁的所述装置具有插

座，所述插座具有选自由圆形、正方形、矩形、六边形或棱柱形状组成的组的截面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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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的底脚板

[0001] 本申请是申请号为201280031162.0、国际申请日为2012年6月28日的同名的发明

专利申请的分案申请。

技术领域

[0002] 本发明涉及提供用于建筑物和结构中的柱或梁的底脚。特别地，本发明涉及用于

建筑物和类似结构中的柱、杆或直立梁的改进的底脚板（footing  plate）。

背景技术

[0003] 柱和杆通常整体用于建筑物和类似结构中。但是，取决于建筑物或结构的大小和/

或目的，需要大量的劳动和材料来提供用于柱或杆的稳固底脚。一种方案是挖出过大的孔，

将柱或杆的下端置于孔中并且利用混凝土或水泥来填充这些孔。另一方案是挖出大孔，用

混凝土或水泥来填充它们，将螺栓插入于混凝土或水泥中，并且然后将底脚板固持在螺栓

上。这些方案为耗时的并且成本较高的。混凝土或水泥可能发生膨胀和/或收缩，需要另外

的时间和成本来正确地固定底脚。本发明的目的在于至少减轻这些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根据本发明的一方面，提供一种底脚板，包括平面腹板，多个管穿过平面腹板，所

述管邻近平面腹板的边缘，可选地偏离平面腹板的边缘，并且相对于平面腹板以特定角度

安置，所述角度都不为90°，所述管的大小适于允许销穿过它们以将它们固定到底土内，平

面腹板的所述上面可选地具备多个孔以接纳螺栓，所述螺栓用于固持用来接收柱、杆或直

立结构梁的装置，平面腹板在平面腹板的边缘中至少一个上具备向下延伸的凸缘。优选地，

向下延伸的凸缘设置于所述平面腹板的每个边缘上。一个或多个向下延伸的凸缘优选地也

在所述平面腹板的外部延伸。

[0005] 根据本发明的另一方面提供一种底脚板，其包括平面腹板，多个管始于平面腹板

并且下降，所述管邻近平面腹板的边缘，可选地偏离平面腹板的边缘，并且相对于平面腹板

以特定角度安置，所述角度都不为90°，所述管的大小适于允许销穿过它们以将它们固定到

底土内，平面腹板的所述上面可选地备有多个孔以接纳螺栓，所述螺栓用于固持用来接收

柱、杆或直立结构梁的装置，平面腹板在平面腹板的边缘中至少一个上具备向下延伸的凸

缘。优选地，向下延伸的凸缘设置于平面腹板的每个边缘上。一个或多个向下延伸的凸缘优

选地也向平面腹板的外部延伸。

[0006] 所述一个或多个向下延伸的凸缘可通过使平面腹板邻近其边缘弯曲或者通过将

凸缘焊接到平面腹板的边缘上而形成。替代地，一个或多个凸缘和平面腹板可浇注或模制

为一体。设置凸缘加强平面腹板以最小化其弯曲或翘曲。应意识到平面腹板和凸缘将足够

厚以允许底脚板适用于支持固持装置来接纳柱、杆或直立的结构梁而不会有明显的扭曲。

[0007] 可选地，底脚板可设置于平面腹板的底侧上，平面腹板的底侧具有用于增强平面

腹板的至少一个肋状物。优选地，平面腹板的底侧具备多个这样的加强肋状物，其可焊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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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侧和从平面腹板的边缘中的至少一个向下延伸的所述凸缘中的至少一个。替代地，用于

增强平面腹板的至少一个肋状物或者多个这样的加强肋状物可与平面腹板和一个或多个

凸缘一起作为一体浇注或模制。

[0008] 更优选地，所述多个加强肋状物会合并且接合以提供平面腹板的进一步增强。

[0009] 优选地，所述凸缘和加强肋状物在平面腹板下方延伸一定距离，其允许销无阻碍

地通过设置于腹板中的管到底土内。

[0010] 平面腹板可具有圆形、卵形或椭圆形或正方形、矩形、菱形、梯形、平行四边形、三

角形或其它多边形的轮廓。为了易于使用，优选正方形轮廓。

[0011] 用于接纳柱、杆或直立结构梁的装置可包括插座，插座具有圆形、正方形、矩形、三

角形、六边形或棱柱的截面形状。插座的尺寸通常容纳柱、杆或结构梁的已知的截面尺寸之

一，尽管可制造具体尺寸的插座并且将具体尺寸的插座用于本发明的底脚板，只要插座可

固定地安装到底脚板上，通常使螺栓穿过平面腹板中的对齐的（registering）孔和将板固

定到插座下端。若需要，可将螺栓焊接就位。

[0012] 在使用中，插座可被固定到根据本发明的底脚板上。然后将底脚板放置于优选地

整平的地面上所需要的点。替代地，将底脚板放置于地面中的凹陷中，通过挖出泥土到底脚

板的平面腹板的顶面与周围地面齐平或略微更低的程度而形成凹陷。然后将销插入于穿过

平面腹板的多个管内并且捶打或用手提钻来钻进到底土内直到销的顶端大致与相应管的

顶端齐平。销的长度使得它们牢固地紧固在底土内。销在底土中“向外张开”向底脚板提供

稳定并且牢固的锚固。然后可将柱或杆插入于插座中。

[0013] 本发明提供竖立任何合理给定尺寸的柱或杆的相对快速并且更具有成本效益的

方式，无需挖出较大孔并使用大量水泥或混凝土。

[0014] 底脚板可由任何合适材料制成。钢为优选的材料。但是可存在其它材料，例如铝或

合适稳定的塑料可成功地使用的情形。如在先前所提到的那样，可通过将部件焊接在一起

或者可通过浇注或模制或类似的手段制成一体来制造底脚板。

附图说明

[0015] 为了更清楚地理解本发明，在下文中参考附图描述了某些优选实施例，在附图中：

[0016] 图1为具有固定于其上的插座（虚线）和销（虚线）的第一优选实施例的透视图；

[0017] 图2为图1的实施例的下部透视图；

[0018] 图3为图1的实施例的正视图；

[0019] 图4为从上方观看的图1的实施例的平面图

[0020] 图5为沿着图4的线A-A的局部截面图（示出了在使用中的第一实施例）；

[0021] 图6为第二优选实施例的透视图，以虚线示出了插座和销；

[0022] 图7为图6的实施例的底部透视图；

[0023] 图8为图6的实施例的正视图；

[0024] 图9为从上方观察的图6的实施例的平面图；

[0025] 图10为沿着图9的线A-A的截面图；

[0026] 图11为本发明的第三优选实施例的透视图；

[0027] 图12为图11的实施例的下部透视图；

说　明　书 2/4 页

5

CN 107700518 B

5



[0028] 图13为从上方观察的图11的实施例的平面图；

[0029] 图14为图从下方观察的图11的实施例的平面图；以及

[0030] 图15为图11的实施例的正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在图1至图10中，附图标记10和40分别总体上表示为本发明的第一优选实施例和

第二优选实施例的底脚板。在所有附图中，附图标记12和42分别表示第一优选实施例和第

二优选实施例的平面腹板并且附图标记14和44分别表示穿过平面腹板12和42的管。附图标

记16和46分别表示分别从平面腹板12和42的边缘向下延伸的凸缘。凸缘(16,  46)通常通过

切割平面腹板的拐角和以一定角度向下折叠平面腹板(12,  42)的部分而形成以不阻碍销

18（虚线）、48（虚线）分别通过管14或44到底土内，在使用中底脚板放置在所述底土上。

[0032] 平面腹板12、42中的每一个具备与用于接纳柱或杆的装置的底板（或支承板）50中

的孔对齐的孔，该装置包括永久地固定（优选地通过焊接）到底板50上的插座52。螺栓54和

螺母56将底板50固定到平面腹板12或42上。

[0033] 在使用中，在将底脚板10或40放置到整平的地面上的适当位置之前，将底板50和

插座52通过螺栓54和螺母56固定到平面腹板12或42上。为了易于运输，底板50和插座52与

底脚板分开。然后将销18或48穿过管14、44打入到底土70内直到销(18,  48)的顶端接近与

管(14,  44)的顶部齐平。这可使用手提钻来相对快速地实现。图5示出了将一个这样的销18

可用作将底脚板10锚固到地面上的部件的方式。销18“向外张开”导致稳定并且牢固地锚固

的底脚板。销(18,  48)通常具有使得它们与它们将打入的地面牢固地接合的长度。

[0034] 在第二实施例40中，多个加强肋状物60被固定到平面腹板42的底侧上。加强肋状

物60从凸缘46的内侧跨过平面腹板42的底侧延伸直到它们会合横向延伸的加强肋状物60。

优选地，加强肋状物的相交或会合如图7所示。使用这样的加强肋状物60允许使用更轻重量

的平面腹板。图10示出了多个销48通常如何“向外张开”以提供底脚板稳定并且牢固的锚

固。

[0035] 在图11至图15中，附图标记80总体上表示第三优选实施例中的底脚板。在图11至

图15中，附图标记82表示平面腹板，附图标记84表示始于平面腹板82中并且从那里向下延

伸的管，并且附图标记86表示从平面腹板82的边缘向下延伸的凸缘。在此实施例中，管和凸

缘和平面腹板可被浇注为一体。附图标记88表示用于接纳螺栓的螺纹孔，而附图标记90表

示用于允许调整接纳于平面腹板顶部上的结构或者用于接纳从接纳于平面腹板顶部上的

结构下降的突出部的槽。在平面腹板82的底侧上，设置加强肋状物92的阵列，其加强平面腹

板82和螺纹孔88和槽90。加强肋状物92的阵列也加强中心孔94。加强肋状物、平面腹板、管

和凸缘的阵列被浇注为一体。其目的在于实现减轻的重量，同时仍保持底脚板令人满意的

强度和刚度。

[0036] 如在图13中可以看出，管84与平面腹板82成并非90°的夹角。

[0037] 在使用中，第三优选实施例可以以类似于上文关于第一优选实施例和第二优选实

施例所描述的方式使用。

[0038] 应了解本发明可涵盖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显而易见并且将被认为在本发明的范

围和范畴内的许多其它的修改。上文所描述的优选实施例仅以举例说明的方式给出并且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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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认为具有限制意义。

[0039] 贯穿本说明书和权利要求，除非上下文有其它要求，词语“包括”和变型诸如“包

含”和“涉及”将表示包括所陈述的整体或步骤或者整体或步骤的组但并不排除任何其它的

整体或步骤或者整体或步骤的组。

[0040] 在本说明书中对现有技术的引用并非并且不应被认为是承认或任何形式或暗示

现有技术形成澳大利亚的常见的一般知识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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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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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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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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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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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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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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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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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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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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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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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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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图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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