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竖向结构中采用钢管混凝土优化结构及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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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竖向结构中采用钢管混凝土优化结构，所述

地锚螺栓预埋在混凝土垫层内并至地面，所述钢

管柱下部支撑端板在地面上，所述下部支撑钢管

柱设置在钢管柱下部支撑端板上，所述下部支撑

钢管柱上有中部支撑钢管柱，所述中部支撑钢管

柱上有上部支撑钢管柱，所述中部支撑钢管柱穿

过中层楼板，所述中部支撑钢管柱穿过中层楼板

外侧洞口有成井字设置的中部加固钢管，所述中

部支撑钢管柱与下部支撑钢管柱和上部支撑钢

管柱之间通过端部的耳板及配套螺杆和六角螺

母，所述上部支撑钢管柱顶端有钢管柱上部支撑

端板。本申请保证在拆除地下室排架后，地上荷

载不会对已经浇筑完成的地下室梁板造成破坏，

从而确保地下室主体工程的安全，提高地下室的

施工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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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竖向结构中采用钢管混凝土优化结构，包括混凝土垫层（1）、地锚螺栓（2）、钢管柱下

部支撑端板（3）、侧向支撑加劲板（4）、六角螺母（5）、下部支撑钢管柱（6）、中部支撑钢管柱

（7）、预埋吊环（8）、耳板（9）、上部支撑钢管柱（10）、钢管柱上部支撑端板（11）和中部加固钢

管（12），其特征在于：所述地锚螺栓（2）预埋在混凝土垫层（1）内并至地面，所述钢管柱下部

支撑端板（3）在地面上，所述下部支撑钢管柱（6）设置在钢管柱下部支撑端板（3）上，所述下

部支撑钢管柱（6）上有中部支撑钢管柱（7），所述中部支撑钢管柱（7）上有上部支撑钢管柱

（10），所述中部支撑钢管柱（7）穿过中层楼板，所述中部支撑钢管柱（7）穿过中层楼板外侧

洞口有成井字设置的中部加固钢管（12），所述中部支撑钢管柱（7）与下部支撑钢管柱（6）和

上部支撑钢管柱（10）之间通过端部的耳板（9）及配套螺杆和六角螺母（5），所述上部支撑钢

管柱（10）顶端有钢管柱上部支撑端板（11）。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竖向结构中采用钢管混凝土优化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下部

支撑钢管柱（6）与混凝土垫层（1）相接触部分外侧以及上部支撑钢管柱（10）与钢管柱上部

支撑端板（11）相接触部分外侧等角度设置有4个侧向支撑加劲板（4）。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竖向结构中采用钢管混凝土优化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中层

楼板上有预埋吊环（8）。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竖向结构中采用钢管混凝土优化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预埋

吊环（8）选用HPB300冷弯不带肋钢筋。

5.竖向结构中采用钢管混凝土优化结构安装方法，其特征在于，具体步骤如下：

1）通过软件建模与分析，确定钢管柱支撑点的位置和数量，在地下室基础浇筑前预先

在制定点浇筑钢管支撑结构混凝土垫层（1），且埋置地锚螺栓（2），待地下一层楼面浇筑时

在相应位置预先留置洞口且埋置预埋吊环（8）；

2）安装下部支撑结构，利用之前预留的地锚螺栓（2）与钢管柱下部支撑端板（3）通过六

角螺母（5）调整拧紧固定后，向下部支撑钢管柱（6）内浇筑约50cm高混凝土；

3）吊装中部支撑钢管柱（7），在预留洞口处采用钢丝绳，连接中部支撑钢管柱耳板（9）、

预先埋置吊环（8）以及手拉葫芦将中部支撑钢管柱吊置预定位置，对准坡口上十字定位线，

初步校正后采用大六角螺栓螺母与结构耳板（9）初步固定方位;

4）利用中部支撑钢管柱（7）下口预制坡口，对中下钢管柱进行焊接;

5）利用起重机械吊装上部支撑钢管（10），使其钢管柱上部支撑端板（11）紧紧撑梁下

侧，校正后采用大六角螺栓、连接板初步固定

6）沿着上部支撑钢管柱下口预制坡口，对上、中钢管柱进行焊接固定;

7）焊接完成后对焊接部位进行余热处理。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竖向结构中采用钢管混凝土优化结构安装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1）中软件建模包括bim建模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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竖向结构中采用钢管混凝土优化结构及钢管支撑安装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混凝土优化结构领域，特别是涉及竖向结构中采用钢管混凝土优化结

构及钢管支撑安装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在大型建筑施工现场，地下室主体完成后，地上往往存在多项作业平行施工，如顶

板施工机械作业、材料周转临时集中堆放、土建地上施工、钢结构地面拼装等，使得局部地

下室顶板可能承受超载现象或出现一些承力薄弱点，从而可能导致梁板混凝土结构开裂、

形变以及平面水平倾斜等现象，甚至发生局部或整体结构坍塌等不可逆事故，严重影响了

主体结构质量，存在着较大的安全隐患。为保证现场安全、质量可控且其他作业正常，最关

键的是如何将既有建筑在保证其结构安全条件下将其托起，改变传力路线，这也是困搅施

工技术人员的难题，施工现场常见改善传力方法往往是将整根钢管柱通过机械吊装、人工

牵引与控制固定到相应的结构薄弱点后再校正调整，此法难以保证钢柱支撑安装精度，施

工期间需要大量人工与机械，若当地下室空间有限或者支撑结构要穿过楼板时，采用该类

方法施工难度系数较大，且在移动、调整钢管的过程中钢管支撑柱可能与地下室顶板梁柱、

楼板或地面发生不同程度的碰撞，造成混凝土结构破坏，同时也存在安全隐患。

[0003] 因此目前，施工现场用来改善结构传力的方法主要由以下几点缺陷：1）由于地下

室空间限制，整根钢管柱的起吊、运输、安装过程困难，作业人员需要持续施加控制平衡的

力，对体力消耗较大，同时，大型钢管柱在移动控制过程中容易与混凝土结构发生碰撞，造

成结构不同程度破坏，且结构安装完成后不能保证钢柱上表面与混凝土结构下表面没有空

隙；2）钢管柱基座处地面可能存在凹凸不平的现象，需要人工凿毛、找平并清理干净，导致

浪费人工，且不满足绿色施工的要求，当钢管柱高度、质量较大时，在安装过程中可能会破

坏已找平地面，造成结构与地面不垂直，存在安全隐患；3）钢管柱底部基座嵌固端未有较好

加固，当其突遇冲击荷载或横向荷载时，由于钢管支撑柱过高，可能会发生柱体整体倾覆，

存在安全隐患。

[0004] 因此申请人提出竖向结构中采用钢管混凝土优化结构及钢管支撑安装方法。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解决以上问题，本发明提供竖向结构中采用钢管混凝土优化结构及钢管支撑

安装方法，保证在拆除地下室排架后，地上荷载不会对已经浇筑完成的地下室梁板造成破

坏，从而确保地下室主体工程的安全，提高地下室的施工质量，为达此目的，本发明提供竖

向结构中采用钢管混凝土优化结构，包括混凝土垫层、地锚螺栓、钢管柱下部支撑端板、侧

向支撑加劲板、六角螺母、下部支撑钢管柱、中部支撑钢管柱、预埋吊环、耳板、上部支撑钢

管柱、钢管柱上部支撑端板和中部加固钢管，所述地锚螺栓预埋在混凝土垫层内并至地面，

所述钢管柱下部支撑端板在地面上，所述下部支撑钢管柱设置在钢管柱下部支撑端板上，

所述下部支撑钢管柱上有中部支撑钢管柱，所述中部支撑钢管柱上有上部支撑钢管柱，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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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中部支撑钢管柱穿过中层楼板，所述中部支撑钢管柱穿过中层楼板外侧洞口有成井字设

置的中部加固钢管，所述中部支撑钢管柱与下部支撑钢管柱和上部支撑钢管柱之间通过端

部的耳板及配套螺杆和六角螺母，所述上部支撑钢管柱顶端有钢管柱上部支撑端板。

[0006] 作为本发明竖向结构中采用钢管混凝土优化结构进一步改进，所述下部支撑钢管

柱与混凝土垫层相接触部分外侧以及上部支撑钢管柱与钢管柱上部支撑端板相接触部分

外侧等角度设置有4个侧向支撑加劲板。

[0007] 作为本发明竖向结构中采用钢管混凝土优化结构进一步改进，所述中层楼板上有

预埋吊环（8）。

[0008] 作为本发明竖向结构中采用钢管混凝土优化结构进一步改进，所述预埋吊环选用

HPB300冷弯不带肋钢筋。

[0009] 本发明提供一种竖向结构中采用钢管混凝土优化结构安装方法，具体步骤如下：

1）通过软件建模与分析，确定钢管柱支撑点的位置和数量，在地下室基础浇筑前预先

在制定点浇筑钢管支撑结构混凝土垫层，且埋置地锚螺栓，待地下一层楼面浇筑时在相应

位置预先留置洞口且埋置预埋吊环；

2）安装下部支撑结构，利用之前预留的地锚螺栓与钢管柱下部支撑端板通过六角螺母

调整拧紧固定后，向下部支撑钢管柱内浇筑约50cm高混凝土；

3）吊装中部支撑钢管柱，在预留洞口处采用钢丝绳，连接中部支撑钢管柱耳板、预先埋

置吊环以及手拉葫芦将中部支撑钢管柱吊置预定位置，对准坡口上十字定位线，初步校正

后采用大六角螺栓螺母与结构耳板初步固定方位;

4）利用中部支撑钢管柱下口预制坡口，对中下钢管柱进行焊接;

5）利用起重机械吊装上部支撑钢管，使其钢管柱上部支撑端板紧紧撑梁下侧，校正后

采用大六角螺栓、连接板初步固定

6）沿着上部支撑钢管柱下口预制坡口，对上、中钢管柱进行焊接固定;

7）焊接完成后对焊接部位进行余热处理。

[0010] 作为本发明竖向结构中采用钢管混凝土优化结构安装方法进一步改进，步骤1）中

软件建模包括bim建模软件。

[0011] 本发明提供了竖向结构中采用钢管混凝土优化结构及钢管支撑安装方法，设计点

如下：

1、此传力方法改变了结构传力路径，将地下室顶板施工荷载直接通过钢管支撑柱传递

到地面，过程设计合理，省时省力；

2、由于组成结构的三个部分之间均采用坡口精确焊接，结构整体稳定性强，且结构下

部才事先预埋螺栓，之后再安装、混凝土灌芯大大增加了结构底部的稳定性，适用于施工现

场大多数地基情况；

3、整个钢管柱支撑体系的部分辅助结构采用事先预留的施工工艺，其中包括预埋地锚

螺栓，减少了混凝土基座凿毛开孔找平的作业量;在中间层楼板预埋吊环，用于辅助钢管吊

装安转，且均满足绿色施工要求；

4、支撑钢管柱采用分段分批吊装安装固定，大大降低整体施工难易程度与场地需求，

且整个施工过程质量更易控制；

5、由于整根钢管柱是组合结构，拆卸安装可重复利用，体现了绿色环保的施工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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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当支撑结构拆除后，与混凝土接触面无明显裂缝、变形等质量缺陷;

7、由于钢柱支撑结构采取分段分批安装，因此可以控制支撑结构与薄弱点混凝土面交

界处没有空隙。

[0012] 8、该方法对以后现场各种改善结构传力措施提供了有价值的借鉴和推广使用价

值。

附图说明

[0013] 图1为本发明钢管混凝土柱传力结构示意图；

图2为本发明垫层与地锚螺栓示意图；

图3为本发明支撑钢管柱下部结构示意图；

图4为本发明支撑钢管柱中部结构示意图；

图5为本发明支撑钢管柱上部结构示意图；

图中：1、混凝土垫层；2、地锚螺栓；3、钢管柱下部支撑端板；4、侧向支撑加劲板；5、六角

螺母；6、下部支撑钢管柱；7、中部支撑钢管柱；8、预埋吊环；9、耳板；10、上部支撑钢管柱；

11、钢管柱上部支撑端板；12、中部加固钢管。

具体实施方式

[0014] 下面结合附图与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描述：

本发明提供竖向结构中采用钢管混凝土优化结构及钢管支撑安装方法，保证在拆除地

下室排架后，地上荷载不会对已经浇筑完成的地下室梁板造成破坏，从而确保地下室主体

工程的安全，提高地下室的施工质量。

[0015] 作为本发明一种实施例，本申请提供如图1-5所示的一种竖向结构中采用钢管混

凝土改善结构传力方法，主要由混凝土垫层1、地锚螺栓2、钢管柱下部支撑端板3、侧向支撑

加劲板4、六角螺母5、下部支撑钢管柱6、中部支撑钢管柱7、预埋吊环8、耳板9、上部支撑钢

管柱10、钢管柱上部支撑端板11、中部加固钢管12支撑组成。所述混凝土垫层1作用主要有

预埋地锚螺栓2有预埋，使钢柱下表面接触面平整，同时起到保护基础的作用；所述地锚螺

栓2预埋至地面，用来连接固定钢管柱支撑；所述钢管柱下部支撑端板3，增大与地面的接触

面积，保证结构整体稳定性；所述侧向支撑加劲板4，在钢管柱上下两端提供侧向支撑，有效

辅助结构传力，同时防止结构扭曲变形；所述六角螺母5，与螺杆配合，主要起到连接与固定

结构的作用；所述下部支撑钢管柱6，为支撑钢管柱与地面接触部分，是主要受力及传力构

件；所述中部支撑钢管柱7，为支撑钢管柱与中间部分，是主要受力及传力构件；所述预埋吊

环8，预埋至中层楼板中，与钢丝绳、起重机械一起辅助中部支撑钢管柱7完成安装，吊环材

料选用HPB300冷弯不带肋钢筋，从而保证吊环具有足够的塑性，；所述耳板9，主要用来辅助

起吊安装与连接固定钢管柱的作用；所述上部支撑钢管柱10，为支撑钢管柱与上次梁板接

触部分，是主要受力及传力构件；所述钢管柱上部支撑端板11，增大与上部承力构件的接触

面积，保证钢管柱传力均匀；所述中部加固钢管支撑12，主要作用是在洞口处固定加固钢管

柱，避免移位和扭转，同时在洞口处起到一定安全防护作用。

[0016] 本申请竖向结构中采用钢管混凝土优化结构安装步骤如下：

1、通过bim建模与分析，确定钢管柱支撑点的位置和数量，在地下室基础浇筑前预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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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点浇筑钢管支撑结构混凝土垫层1，且埋置地锚螺栓2，待地下一层楼面浇筑时在相应

位置预先留置洞口且埋置预埋吊环8；

2、安装下部支撑结构，利用之前预留的地锚螺栓2与钢管柱下部支撑端板3通过六角螺

母5调整拧紧固定后，向下部支撑钢管柱6内浇筑约50cm高混凝土，增强整体嵌固作用，保证

钢管柱在冲击荷载作用下仍能保持结构稳定；

3、吊装中部支撑钢管柱7，在预留洞口处采用钢丝绳，连接中部支撑钢管柱耳板9、预先

埋置吊环8以及手拉葫芦将中部支撑钢管柱吊置预定位置，对准坡口上十字定位线，初步校

正后采用大六角螺栓螺母与结构耳板9初步固定方位;

4、利用中部支撑钢管柱7下口预制坡口，对中下钢管柱进行焊接，开坡口的主要作用不

仅是为了保证焊缝根部焊透，使焊接热源能深入接头根部，以保证接头质量，而且还能起到

调节基本金属与填充金属比例的作用;

5、利用起重机械吊装上部支撑钢管10，使其钢管柱上部支撑端板11紧紧撑梁下侧，校

正后采用大六角螺栓、连接板初步固定

6、沿着上部支撑钢管柱下口预制坡口，对上、中钢管柱进行焊接固定;

7、焊接完成后对焊接部位进行余热处理，减少焊接应力，同时待焊接部位散热后及时

涂抹防锈漆，以保证焊缝质量。

[0017] 本申请实施已经应用于南京美术馆新馆项目地下室结构，通过改变结构传力途

径，将地下室顶部的施工荷载直接通过竖向钢管柱传到结构基础，成功解决了地下室顶板

部分区域荷载过大或者复杂节点受力薄弱的问题，同时通过分段吊装、安装钢管柱的方法，

降低了施工难度，避免了大型机械的使用，使得整个过程可操作性增加，更易做到整个支撑

结构的质量控制，装置拆除后，顶板混凝土结构表面无明显裂缝，结构质量有所保证。

[0018]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非是对本发明作任何其他形式的限

制，而依据本发明的技术实质所作的任何修改或等同变化，仍属于本发明所要求保护的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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