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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兼作拆除炮孔的落水管在

建筑物周边柱中的预埋布置方式及方法，将平屋

面或坡屋面建筑的落水管预埋进周边柱中，落水

管中间段与建筑物周边柱的长轴平行，落水管下

端通过弯头所接管伸出柱顶或柱外侧面，上端通

过漏斗与设置在天沟或檐沟底的地漏连接，落水

管下端采用135°弯头与伸出柱外侧面的管道连

接。施工时，架设一层建筑物周边柱的钢筋笼，在

钢筋笼架中架立第一段落水管，落水管下端露

出，支模板浇筑混凝土；重复上述施工；直至架设

顶层建筑物周边柱的钢筋笼，架立落水管，落水

管上端与设置在屋顶的地漏连接。本发明改善建

筑的外观，延长了落水管使用时间，免去后期维

修与维护；将来可用作建筑物周边柱做破拆除的

炮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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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兼作拆除炮孔的落水管在建筑物周边柱中的预埋布置方式，其特征在于：平屋面或

坡屋面建筑的落水管中间段预埋在建筑物周边柱中，且落水管中间段与建筑物周边柱的长

轴平行，落水管上端通过两个弯头所接的管伸出柱顶或柱外侧面，并通过漏斗与设置在平

屋面天落水管沟或坡屋面檐沟底的地漏连接，落水管下端采用135°弯头与伸出柱外侧面的

管道连接；

落水管根据建筑物周边柱的施工进度，分段预埋，具体步骤如下：

1)架设一层建筑物周边柱的钢筋笼，并在钢筋笼架中架立第一段落水管，落水管下端

连接135°弯头，沿落水管身高度每间隔1m用细铁丝绑扎，拉紧后固定于柱纵筋或柱箍筋上，

形成十字形；然后支模板，使135°弯头下端伸出模板外；落水管上端高出建筑物周边柱模板

顶部20-30㎝，上端开口用塑料袋封住；

2)浇筑混凝土至一层建筑物周边柱模板顶部；

3)架设二层柱的钢筋笼；揭开落水管上端封口，用直通接头连接第二段落水管，按照步

骤1)的方式用细铁丝固定落水管，同样，第二段落水管上端高出二层建筑物周边柱模板顶

部20-30㎝，上端开口用塑料袋封住；

4)浇筑混凝土至二层建筑物周边柱模板顶部；

5)重复步骤2)、3)、4)，完成以上各层的施工至建筑物周边柱顶；

6)架设顶层建筑物周边柱的钢筋笼；揭开落水管上端封口，用直通接头5连接第顶段落

水管直至顶层建筑物周边柱顶端，按照步骤1)的方式用细铁丝固定落水管，落水管上端连

接两个90°弯头或135°弯头连接后伸出建筑物周边柱顶或柱侧面，通过漏斗与设置在平屋

面天沟或坡屋面檐沟底的地漏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兼作拆除炮孔的落水管在建筑物周边柱中的预埋布置方式，

其特征在于：落水管上端的两个90°弯头之间的平直段部分预埋在平屋面屋面板中，平行于

屋面板。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兼作拆除炮孔的落水管在建筑物周边柱中的预埋布置方式，

其特征在于：落水管为管径40-60㎜的PVC塑料管。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兼作拆除炮孔的落水管在建筑物周边柱中的预埋布置方式，

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6)中平屋面的天沟横截面为U形，在女儿墙内侧沿屋面板四周布设。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兼作拆除炮孔的落水管在建筑物周边柱中的预埋布置方式，

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6)中坡屋面的檐沟横截面为U形，在屋檐外侧两边布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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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作拆除炮孔的落水管在建筑物周边柱中的预埋布置方式及

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落水系统技术领域和爆破工程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兼作拆除炮孔的落

水管在建筑物周边柱中预埋布置方式及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钢筋混凝土柱爆破拆除中 ，有利用预埋PV C管做拆除炮孔的技术，如：

CN105091682B公开了一种钢筋混凝土柱轴向预埋炮孔的拆除爆破方法。该技术能避免钻

孔，降低爆破拆除成本，对环境影响小，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该技术只考虑预埋孔作为爆

破炮孔，没有详细介绍预埋管的施工，更没有考虑预埋的一管多用，如兼做雨水落水管，在

推广应用上优势不大。

[0003] 工程建设中，建(构)筑物的落水管(直径一般在110mm左右)通常布置在外墙侧面，

通过连接件固定在外墙。这种布置方式有很多弊端：

[0004] 1、落水管布置在外墙侧面，风吹日晒，容易风化，使用年限较短；冬天气温低容易

冰冻；

[0005] 2、落水管连接件容易锈蚀；连接件末端的固定块容易风化腐蚀；布置在外墙不便

于维修。

[0006] 3、落水管布置在外墙侧面可能为不法分子带来便利，窃贼可以从水管爬上，存在

较大安全隐患。

[0007] 4、落水管布置在外墙侧面影响整体美观。

[0008] 如果在周边柱中预埋40-60mm的落水管，不仅可以为解决上述弊端，而且将来可以

用作钢筋混凝土柱爆破拆除的炮孔，将产生极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发明内容

[0009] 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上述现状，旨在提供一种兼作拆除炮孔的落水管在建筑物周

边柱中预埋布置方式及方法，该预埋管可改善建筑外观，使用时间长，后期不用维修与维

护，将来作为拆除炮孔，可显著降低拆除成本和对环境的影响。

[0010] 本发明目的的实现方式为，兼作拆除炮孔的落水管在建筑物周边柱中预埋布置方

式，平屋面或坡屋面建筑的落水管中间段预埋在建筑物周边柱中，且落水管中间段与建筑

物周边柱的长轴平行，落水管上端通过两个弯头所接的管伸出柱顶或柱外侧面，并通过漏

斗与设置在平屋面天落水管沟或坡屋面檐沟底的地漏连接，落水管下端采用135°弯头与伸

出柱外侧面的管道连接。

[0011] 兼作拆除炮孔的落水管在建筑物周边柱中预埋布置方法，落水管根据建筑物周边

柱的施工进度，分段预埋，具体步骤如下：

[0012] 1)架设一层建筑物周边柱的钢筋笼，并在钢筋笼架中架立第一段落水管，落水管

下端连接135°弯头，沿落水管身高度每间隔1m用细铁丝绑扎，拉紧后固定于柱纵筋或柱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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筋上，形成十字形；然后支模板，使135°弯头下端伸出模板外；落水管上端高出建筑物周边

柱模板顶部20-30㎝，上端开口用塑料袋封住；

[0013] 3)浇筑混凝土至一层建筑物周边柱模板顶部；

[0014] 3)架设二层柱的钢筋笼；揭开落水管上端封口，用直通接头连接第二段落水管，按

照步骤1)的方式用细铁丝固定落水管，同样，第二段落水管上端高出二层建筑物周边柱模

板顶部20-30㎝，上端开口用塑料袋封住；

[0015] 4)浇筑混凝土至二层建筑物周边柱模板顶部；

[0016] 5)重复步骤2)、3)、4)，完成以上各层的施工至建筑物周边柱顶；

[0017] 6)架设顶层建筑物周边柱的钢筋笼；揭开落水管上端封口，用直通接头5连接第顶

段落水管直至顶层建筑物周边柱顶端，按照步骤1)的方式用细铁丝固定落水管，落水管上

端连接两个90°弯头或135°弯头连接后伸出建筑物周边柱顶或柱侧面，通过漏斗与设置在

平屋面天沟或坡屋面檐沟底的地漏连接。

[0018] 本发明在周边柱设计之初就考虑了落水管的布置，具体地是在柱施工时就预埋

PVC管做落水管，避免了落水管挂在外墙上风吹日晒，大大延长了落水管的使用时间；避免

了连接件易腐化锈蚀等不利因素，后期不用维修与维护；免去了防攀爬措施，极大地提高了

安全性；预埋落水管将来还可用作建筑物周边柱做爆破拆除的炮孔，避免了钻孔带来的噪

音粉尘污染；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0019] 采用本发明，将明挂落水管变为预埋落水管，提高了建筑物的整体美观效果。

附图说明

[0020] 图1是平屋面落水管预埋布置整体示意图，

[0021] 图2是平屋面落水管在柱中预埋纵截面图，

[0022] 图3是坡屋面落水管预埋布置整体示意图，

[0023] 图4是坡屋面落水管在柱中预埋纵截面图，

[0024] 图5是平屋面天沟地漏平面布置图，

[0025] 图6是坡屋面檐沟地漏平面布置图，

[0026] 图7是落水管绑扎横截面图，

[0027] 图8是落水管绑扎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本发明兼作拆除炮孔的落水管在建筑物周边柱中预埋布置方式是，平屋面或坡屋

面建筑的落水管中间段预埋在建筑物周边柱中，且落水管中间段与建筑物周边柱的长轴平

行，落水管上端通过两个弯头所接的管伸出柱顶或柱外侧面，下端通过漏斗与设置在平屋

面天落水管沟或坡屋面檐沟底的地漏连接，落水管下端采用135°弯头与伸出柱外侧面的管

道连接。

[0029] 下面参照附图详述本发明。

[0030] 参照图1、2、5，兼作拆除炮孔的落水管在建筑物周边柱8中预埋布置方式是，平屋

面的落水管4中间段沿着建筑物周边柱8的中轴线轴向预埋，落水管中间段与建筑物周边柱

的长轴平行，落水管上端通过两个90°弯头3所接的管伸出柱顶，通过漏斗2与设置在天沟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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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的地漏1连接，两个90°弯头3之间的平直段部分预埋在平屋面屋面板中，平行于屋面板。

落水管下端采用135°弯头接伸出柱外侧面的管。

[0031] 建筑物周边柱中间有梁10、楼板11。

[0032] 参照图3、4、6，兼作拆除炮孔的落水管在建筑物周边柱8中预埋布置方式是，坡屋

面的落水管4中间段沿着建筑物周边柱8的中轴线轴向预埋，落水管中间段与建筑物周边柱

的长轴平行，落水管上端通过两个135°弯头6所接的管伸出柱外侧面，通过漏斗2与设置在

檐沟16底的地漏1连接,落水管下端采用135°弯头6接伸出柱外侧面的管。

[0033] 所述的预埋落水管为管径40-60㎜的PVC塑料管。

[0034] 兼作拆除炮孔的落水管在建筑物周边柱中预埋布置方法，落水管根据建筑物周边

柱的施工进度，分段预埋，具体步骤如下：

[0035] 1)架设一层建筑物周边柱的钢筋笼，并在钢筋笼架中架立第一段落水管，落水管

下端连接135°弯头，沿落水管身高度每间隔1m用细铁丝绑扎，拉紧后固定于柱纵筋或柱箍

筋上，形成十字形；然后支模板，使135°弯头下端伸出模板外；落水管上端高出建筑物周边

柱模板顶部20-30㎝，上端开口用塑料袋封住；

[0036] 4)浇筑混凝土至一层建筑物周边柱模板顶部；

[0037] 3)架设二层柱的钢筋笼；揭开落水管上端封口，用直通接头连接第二段落水管，按

照步骤1)的方式用细铁丝固定落水管，同样，第二段落水管上端高出二层建筑物周边柱模

板顶部20-30㎝，上端开口用塑料袋封住；

[0038] 4)浇筑混凝土至二层建筑物周边柱模板顶部；

[0039] 5)重复步骤2)、3)、4)，完成以上各层的施工至建筑物周边柱顶；落水管中间段需

与建筑物周边柱的长轴平行。

[0040] 6)架设顶层建筑物周边柱的钢筋笼；揭开落水管上端封口，用直通接头5连接第顶

段落水管直至顶层建筑物周边柱顶端，按照步骤1)的方式用细铁丝固定落水管，落水管上

端连接两个90°弯头或135°弯头连接后伸出建筑物周边柱顶或柱侧面，通过漏斗与设置在

平屋面天沟或坡屋面檐沟底的地漏连接。

[0041] 所述步骤1)中用细铁丝绑扎落水管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如图8，两根细铁丝分别在

管身上缠绕若干圈并拉紧后缠绕在两侧纵筋或箍筋上形成十字形，沿管身高度每间隔1m绑

扎一次。另一种是如图7，用四根细铁丝分别与管身绑扎拉紧后固定于四根纵筋或箍筋上形

成十字形，沿管身高度每间隔1m绑扎一次。

[0042] 所述步骤6)中的天沟7横截面为U形，在女儿墙9内侧沿屋面板四周布设，对雨水进

行汇集调配。檐沟16横截面为U形，在屋檐外侧两边布设，对雨水进行汇集调配。

[0043] 下面用具体实施例详述本发明。

[0044] 实施例1

[0045] 某高9.8m，层高3m的三层建筑物，平屋顶17，屋顶设有女儿墙9，屋面设有天沟7，建

筑物周边钢筋混凝土柱的尺寸为0.4m×0.4m×9m。兼作拆除炮孔的落水管在建筑物周边柱

中预埋布置施工的具体步骤如下：

[0046] 1)架设一层建筑物周边柱的钢筋笼，并在钢筋笼架中架立第一段直径40mm落水管

4，落水管下端连接135°弯头6，沿落水管身高度每间隔1m用细铁丝15绑扎(见图8)，并拉紧

后固定于四根柱纵筋14或柱箍筋13上，形成十字形。然后支模板，使135°弯头下端伸出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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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落水管上端高出建筑物周边柱模板顶部20-30㎝，上端开口用塑料袋封住；

[0047] 2)浇筑混凝土至一层建筑物周边柱模板顶部；

[0048] 3)架设二层柱的钢筋笼；揭开落水管上端封口，用直通接头5连接第二段落水管，

按照步骤1)的方式用细铁丝固定落水管，同样，第二段落水管上端高出二层建筑物周边柱

模板顶部20-30㎝，上端开口用塑料袋封住；

[0049] 4)浇筑混凝土至二层建筑物周边柱模板顶部；落水管中间段需与建筑物周边柱的

长轴平行。

[0050] 5)架设三层建筑物周边柱的钢筋笼；揭开落水管上端封口，用直通接头5连接第三

段落水管直至三层建筑物周边柱顶端，按照步骤1)的方式用细铁丝固定落水管，落水管上

端连接两个90°弯头3后伸出建筑物周边柱顶，通过漏斗2与设置在天沟7底的地漏1连接，两

90°弯头3之间的平直段预埋在平屋顶17的屋面板中，平行于屋面板。

[0051] 实施例2、某三层高9.8m，层高3m的建筑物，坡屋顶12，屋檐外侧设有檐沟16，建筑

物周边钢筋混凝土柱的尺寸为0.4m×0.4m×9m。

[0052] 1)架设一层建筑物周边柱的钢筋笼，并在钢筋笼架中架立第一段直径40mm落水管

4，落水管下端连接135°弯头6，沿建筑物周边管身高度每间隔1m用细铁丝绑扎，并拉紧后固

定于四根柱纵筋14或柱箍筋13上，形成十字形；然后支模板，使135°弯头下端伸出模板外；

落水管上端高出建筑物周边柱模板顶部20-30㎝，上端开口用塑料袋封住；

[0053] 2)浇筑混凝土至一层建筑物周边柱模板顶部；

[0054] 3)架设二层建筑物周边柱的钢筋笼；揭开落水管上端封口，用直通接头5连接第二

段落水管，按照步骤1)的方式用细铁丝固定落水管，同样，第二段落水管上端高出二层建筑

物周边柱模板顶部20-30㎝，上端开口用塑料袋封住；

[0055] 4)浇筑混凝土至二层建筑物周边柱模板顶部；

[0056] 5)架设三层建筑物周边柱的钢筋笼；揭开落水管上端封口，用直通接头连接第三

段落水管，按照步骤1)的方式用细铁丝固定落水管，架立落水管直至三层柱顶端往下20-30

㎝处时，落水管上端用两个135°弯头连接后伸出柱侧面，通过漏斗与设置在檐沟16底的地

漏1连接。

[0057] 本发明在周边柱设计之初就考虑了落水管的布置，具体地是在柱施工时就预埋

PVC管做落水管，避免了落水管挂在外墙上风吹日晒，大大延长了落水管的使用时间；避免

了连接件易腐化锈蚀等不利因素，后期不用维修与维护；免去了防攀爬措施，极大地提高了

安全性；预埋落水管将来还可用作建筑物周边柱做破拆除的炮孔，避免了钻孔带来的噪音

粉尘污染；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0058] 采用本发明，将明挂落水管变为预埋落水管，提高了建筑物的整体美观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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