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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支持木支模体系中平

板、梁的支模材料除立杆之外的早拆装置，包括

螺杆，所述螺杆下部螺纹配合有碗口向下的下碗

扣，所述下碗扣用于扣设在竖钢管上端对螺杆起

支撑和调节螺杆升降的作用；所述螺杆的上部螺

纹配合有碗口向上的上碗扣，位于螺杆所述上碗

扣之上的部分套设有外套管，所述外套管的下端

支撑在所述上碗扣上，外套管有用于架设水平钢

管的作用，螺杆的上端连接有顶板，所述顶板与

所述外套管上口部之间距通过上碗扣独立调动

外套管而变化。本实用新型缩短了周转时间，提

高了利用率，提高了工程经济效益；同时缩短了

其下次利用时搬运到下次利用所处位置的距离

和时间，提高了工人的工作效率。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4页  附图3页

CN 212984627 U

2021.04.16

CN
 2
12
98
46
27
 U



1.一种支持平板、梁的支模材料除立杆之外的早拆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螺杆(1)，所

述螺杆(1)下部螺纹配合有碗口向下的下碗扣(11)，所述下碗扣(11)用于扣设在竖钢管上

端对螺杆(1)起支撑和调节螺杆(1)升降的作用；所述螺杆(1)的上部螺纹配合有碗口向上

的上碗扣(12)，位于螺杆(1)所述上碗扣(12)之上的部分套设有外套管(2)，所述外套管(2)

的下端支撑在所述上碗扣(12)上，外套管(2)有用于架设水平钢管的作用，螺杆(1)的上端

连接有顶板(13)，所述顶板(13)与所述外套管(2)上口部之间距通过上碗扣(12)独立调动

外套管(2)而变化。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支持平板、梁的支模材料除立杆之外的早拆装置，其特征在

于：所述顶板(13)与所述螺杆(1)的上端之间没有直接焊接固定。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支持平板、梁的支模材料除立杆之外的早拆装置，其特征在

于：所述顶板(13)与所述螺杆(1)的上端之间通过内套管(3)连接，所述内套管(3)位于外套

管(2)内，所述内套管(3)与所述螺杆(1)之间螺纹配合，所述的内套管(3)可独立调整顶板

(13)的标高。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支持平板、梁的支模材料除立杆之外的早拆装置，其特征在

于：所述顶板(13)下部形成有连接头(131)，所述连接头(131)插配在所述内套管(3)上端内

或套设在所述内套管(3)的上端外。

5.根据权利要求3或4所述的支持平板、梁的支模材料除立杆之外的早拆装置，其特征

在于：所述内套管(3)的管壁上端口部设置有旋转动内套管(3)的拧动缺口(31)。

6.根据权利要求3或4所述的支持平板、梁的支模材料除立杆之外的早拆装置，其特征

在于：所述内套管(3)管壁靠近上端的周身位置设置有旋转动内套管(3)的拧动操作通孔

(32)。

7.根据权利要求1或2或3所述的支持平板、梁的支模材料除立杆之外的早拆装置，其特

征在于：所述顶板(13)有相对的两侧边向下延伸而形成的定位连接板(132)，所述定位连接

板(132)上设有定位连接孔(133)。

8.根据权利要求1或2或3所述的支持平板、梁的支模材料除立杆之外的早拆装置，其特

征在于：所述顶板(13)上设有至少一个用于供固定模板的钉子穿过的钉孔(134)。

9.根据权利要求1或2或3所述的支持平板、梁的支模材料除立杆之外的早拆装置，其特

征在于：所述螺杆(1)位于下碗扣(11)以下部分配合有螺母(14)。

10.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支持平板、梁的支模材料除立杆之外的早拆装置，其特征

在于：所述顶板(13)下表面加设有助筋(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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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平板、梁的支模材料除立杆之外的早拆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支持平板、梁的支模材料除立杆之外的早拆装置，属于建筑

工程主体结构的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在现有主体混凝土浇筑一次成型的早拆施工技术中，平板、梁的支模材料除立杆

之外也能提前拆卸的支模体系，因所采用材料很大部分是特别型材，所以需有特种设备的

厂家生产，其本身的经济成本和到工程现场之间来回的运输、维修整理、保管等等成本都很

高。如技术成熟的铝合金型材的支模体系，就存在以下问题：第一，每个工程主体混凝土结

构的差异，需要支模构件施用前在工厂先结合图纸进行尺寸优化、生产、试装，准备时间很

长。第二：施工过程中因需图纸变更，如墙厚、层高等发生变化时，只能重新设计、配模丶补

充、换掉不适应结构变化的模板，造成模板利用率低，成本再次增加，也导致工期的延误。第

三：似铝模体系这种特殊型材的特殊材料经济成本远超常规格钢管、扣件、方木、建筑模板

等等普通材料的经济成本。第四，铝合金模板体系所用材料比重较大，增加了现场操作工人

的劳动强度，降低了工作效率。为此，提出一种在工程主体结构支模体系中材料采用上述常

规普通材料，(以下简称木支模体系)平板、梁支模材料除立杆之外也可早拆的一种早拆装

置。

发明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支持平板、梁的支模材料除立杆之外的早拆装置，

解决了现木支模体系中技术存在平板、梁的支模材料，如建筑模板、方木、水平钢管等等，因

不能提前早拆造成材料周转时间长，降低了利用率，降低了工程经济效益等问题，同时，解

决了不能及时提早拆卸上述材料导致其下次利用时搬运到下次利用所处位置的距离和时

间较长，工人的工作效率降低问题。

[0004] 本实用新型的上述技术目的主要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解决的：一种支持木支模体

系中平板、梁的支模材料除立杆之外的早拆装置，包括螺杆，所述螺杆下部螺纹配合有碗口

向下的下碗扣，所述下碗扣用于扣设在内支模架竖钢管上端对螺杆起支撑和调节螺杆升降

的作用；所述螺杆的上部螺纹配合有碗口向上的上碗扣，位于螺杆所述上碗扣之上的部分

套设有外套管，所述外套管的下端放置在所述上碗扣上，外套管有用于架设水平钢管的作

用，螺杆的上端连接有顶板，所述顶板与所述外套管上口部之间距可通过旋转上碗扣独立

调动外套管的升降而变化；本装置通过螺杆和下碗扣、上碗扣、外套管、顶板的配合设置，在

进行平板和梁底支模时，先通过旋转下碗口移动螺杆使顶板到施工标高，把用于架设支撑

平板、梁底模下面方木的水平钢管固定在外套管周身适当位置，再旋转上碗扣移动外套管

使水平钢管上面放置的方木上表面：顶板上面覆盖有模板时，方木上表面和顶板上表面在

一个平面或比顶板上表面略低；在顶板充当底模时，方木上面加一层建筑模板后的模板上

表面和顶板上表面在一个平面。必须保证混凝土浇筑好后，装置顶板绝对支撑着平板和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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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装置通过外套管与上碗扣、螺杆的配合设置，在实施平板和梁支模材料除立杆之外提前

早拆时，可以使得该装置一方面不动螺杆、顶板支撑住平板和梁，另一方面通过旋转上碗扣

提供外套管的降落空间，使用于架设支撑平板和梁底模下面方木的水平钢管随外套管一起

下降，从而可以提前先早拆卸方木和水平钢管，再拆卸平板和梁底的模板，缩短了平板和梁

支模材料(模板、方木和水平钢管等等)到进行下次利用之间的时间，提高了原材料的周转

利用率，从而提高了经济效率；并且提前拆卸这部分材料可以缩短其下次利用时搬运到下

次利用所处位置的矩离和时间，提高了工人的工作效率；实现了早拆装置的作用。

[0005] 作为优选，所述顶板与所述螺杆的上端之间没有直接焊接固定；上述顶板和螺杆

之间这种连接方式可以方便对顶板进行拆卸，实现顶板运用的灵活性。

[0006] 作为优选，所述顶板与所述螺杆的上端之间通过内套管连接，所述内套管位于外

套管内，所述内套管与所述螺杆之间螺纹配合，所述的内套管可独立调整顶板的标高；上述

内套管和螺杆的配合设置，可以通过旋转内套管对顶板的标高进行微调，以便于加强对平

板、梁的支撑精度，保证平板和梁底平整度。

[0007] 作为优选，所述顶板下部形成有连接头，所述连接头插配在所述内套管上端内或

套设在所述内套管的上端外；通过上述连接头的设置，可以实现顶板运用的灵活性，使得顶

板可以固定在内套管上端，在调整顶板标高时，又可以直接拿开顶板，增加操作的方便性。

[0008] 作为优选，所述内套管的管壁上端口部设置有旋转动内套管的拧动缺口；拧动缺

口的设置，在铺设平板底模时工作人员处在架子上方也可以利用外部工具插入缺口旋转内

套管，从而调整顶板的高低度，保证顶板对之后浇筑好的平板提供完整无缺的支撑。

[0009] 作为优选，所述内套管管壁靠近上端的周身位置设置有旋转动内套管的拧动操作

通孔；上述通孔的设置，可以在混凝土浇筑好后，在平板下方再次调整顶板，以便于在顶板

松动时，转动内套管，使内套管上移，从而加强对平板、梁的支撑度。

[0010] 作为优选，所述顶板有相对的两侧边向下延伸而形成的定位连接板，所述定位连

接板上设有定位连接孔；定位连接板和定位连接孔的设置，可用于和连接顶板之间充当平

板底模的模块龙骨相互连接，顶板和模块共同组成一条固定尺寸的直板条状的纽带，也起

到对内支模架立杆顶端的定位作用，平板底模下面的方木是底模拼接成一个整体的载体，

缺口的作用在于顶板充当平板底模时，提供了在顶板下方有放置底模下面方木的位置。

[0011] 作为优选，所述顶板上设有至少一个用于供固定模板的钉子穿过的钉孔；上述钉

孔以便于顶板上面覆盖平板底模时保证钉子顺利的通过顶板，把顶板和底模有效连接起

来，固定好底模前后、左右的位置。

[0012] 作为优选，所述螺杆位于下碗扣以下部分配合有螺母；上述螺母的设置，以便于在

螺杆上下移动时，保持螺杆上下移动时的竖直性，保证螺杆移动时的稳定性。

[0013] 作为优选，所述顶板下表面加设有助筋；上述助筋的设置，以便于加强顶板的抗拆

强度。

[0014] 因此，本实用新型应用的具体有效果表现在：使现木支模体系中平板和粱的支模

材料除立杆之外能提早拆卸得到及时利用，缩短了上述材料的周转时间，提高了上述材料

利用率，提高了工程经济效益；同时，及时提早拆卸上述材料，缩短了其下次利用时搬运到

下次利用所处位置的距离和时间，提高了工人的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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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5]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立体结构图；

[0016] 图2是图1的立体剖视图；

[0017] 图3是图1中的内套管的立体结构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通过实施例，并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具体的说明。

[0019] 如图1‑3所示，一种支持平板、梁的支模材料除立杆之外的早拆装置，包括螺杆1，

螺杆1下部螺纹配合有碗口向下的下碗扣11，下碗扣11用于扣设在竖钢管上端对螺杆1起支

撑和调节螺杆1升降的作用；螺杆1的上部螺纹配合有碗口向上的上碗扣12，位于螺杆1  上

碗扣12之上的部分套设有外套管2，外套管2的下端支撑在上碗扣12上，外套管2有用于架设

水平钢管的作用，螺杆1的上端连接有顶板13，顶板13与外套管2上口部之间距通过上碗扣

12独立调动外套管2而变化，本装置通过螺杆和下碗扣、上碗口、外套管、顶板的配合设置，

在进行平板、梁支模时，先通过旋转下碗口移动螺杆使顶板到施工标高，把用于架设支撑平

板和梁底模下面方木的水平钢管固定在外套管周身适当位置，再旋转上碗扣移动外套管使

水平钢管上面放置的方木上表面在：顶板上面覆盖有模板时，方木上表面和顶板上表面在

一个平面或比顶板上表面略低；在顶板充当底模时，方木上面加一层建筑模板后的模板上

表面和顶板上表面在一个平面上。必须保证混凝土浇筑好后，装置顶板绝对支撑着平板和

梁。本装置通过外套管与上碗扣、螺杆的配合设置，在实施平板和梁支模材料除立杆之外提

前早拆时，可以使得该装置一方面不动螺杆、顶板支撑住平板和梁，另一方面通过旋转上碗

扣提供外套管的降落空间，使用于架设支撑平板和梁底模下面方木的水平钢管随外套管一

起下降，从而可以提前先早拆卸方木和水平钢管，再拆卸平板和梁底的模板，缩短了平板和

梁支模材料(模板、方木和水平钢管等等)到进行下次利用之间的时间，提高了原材料的周

转利用率，从而提高了经济效率，并且提前拆卸这部分材料可以缩短其下次利用时搬运到

下次利用所处位置的距离和时间，提高了工人的工作效率。实现了早拆装置的作用。螺杆1 

位于下碗扣11以下部分配合有螺母14，上述螺母的设置，以便于在螺杆上下移动时，保持螺

杆上下移动时的竖直性，保证螺杆移动时的稳定性。

[0020] 顶板13与螺杆1的上端之间没有直接焊接固定，上述顶板和螺杆之间的连接可以

方便对顶板进行拆卸，增加顶板运用的灵活性，顶板13与螺杆1的上端之间通过内套管3连

接，内套管3位于外套管2内，内套管3与螺杆1之间螺纹配合，的内套管3可独立调整顶板13

的标高，上述内套管和螺杆的配合设置，可以对顶板的标高进行微调，以便于加强对平板、

梁的支撑精度，保证平板和梁底平整度。

[0021] 顶板13下部形成有连接头131，连接头131插配在内套管3上端内或套设在内套管 

3的上端外，通过上述连接头的设置，使得顶板可以固定在内套管上端，又可以直接拿开顶

板，以调整顶板标高；顶板13下表面加设有助筋135，上述助筋的设置，以便于加强顶板的抗

拆强度。

[0022] 顶板13有相对的两侧边向下延伸而形成的定位连接板132，定位连接板132上设有

定位连接孔133，定位连接板和定位连接孔的设置，可以和连接顶板之间充当平板底模的模

块龙骨连接起来，顶板和模块共同组成条固定尺寸的直板条状的纽带，也起到对内支模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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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杆顶端的定位作用，平板底模下面的方木是底模板拼装成一个整体的载体，缺口的作用

在于顶板充当平板底模时，提供了在顶板下方有放置底下面方木的位置。顶板13上设有至

少一个用于供固定模板的钉子穿过的钉孔134，上述钉孔以便于顶板上面覆盖平板底模时

保证钉子顺利的穿过顶板，把顶板和底模有效连接起来，固定好底模前后、左右的位置。

[0023] 内套管3的管壁上端口部设置有旋转动内套管3的拧动缺口31，拧动缺口的设置，

在铺设平板底模时工作人员处在架子上方也可能利用外部工具插入缺口旋转内套管，从而

调整顶板的高低度，保证顶板对之后浇筑好的平板提供完整无缺的支撑。内套管3管壁靠近

上端的周身位置设置有旋转动内套管3的拧动操作通孔32，上述通孔的设置，可以在混凝土

浇筑好后，在刚浇筑好的平板下方再次调整顶板，以便于在顶板松动时，转动内套管，使内

套管上移，从而加强对平板、梁的支撑度。

[0024] 使用时，参考图1一3：把螺杆1下部分放入竖钢管内，螺帽14协同下碗扣11起稳固

整个装置作用，顶板13通过连接头131放置在内套管3的顶端，转动下碗扣11可较快速度、较

大幅度把螺杆1升高降低，从而可以顶板13调到施工标高，利用外套管2把支撑平板、梁底模

的水平钢管架设起来，通过旋转上碗扣12移动外套管2把水平钢管调整到施工标高，先把方

木搁置在水平钢管上面，再把底模板铺设在方木上面，施工过程中水平钢管标高发生误差

时，再转动上碗扣12进行独立调整，若在铺平板、梁底模时发现顶板13标高有误差，通过内

套管3上口部调节口31旋转内套管3进行独立调整，顶板13上表面可以和底模表面在同一个

面，也可以抵住底模底面，当顶板13上面覆盖模板时，两者之间可通过设置在顶板的螺钉孔

134连接固定，固定住底模前后、左右位置，当方木放置方向前后相邻顶板之间设置底模模

块时，可通过顶板13两侧面板132设置的通孔133和模块的龙骨连接起来，当混凝土浇筑好

后，可以通过内套管3周身调节孔32再次检查顶板己经紧托平板、梁底模。

[0025] 在实施平板和梁支模材料除立杆之外旱拆时，先检查顶板13对平板、梁的支撑情

况，有松脱时，必须先旋转内套管3使顶板13绝对支撑着平板和梁，再旋转上碗扣12降下水

平钢管，提供底模下面方木的脱落空间，依次拆卸方木、水平钢管和底模板，便捷简单的完

成了对平板、梁支模材料早拆。降低了工程经济成本，提高了工人的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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