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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混凝土栈道施工用模板结构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混凝土栈道施工用
模板结构，
涉及栈道施工领域。混凝土栈道施工
用模板结构包括顶撑支架和模板本体，
顶撑支架
包括设置在支柱外侧的顶撑件和限位框，
顶撑件
沿支柱的延伸方向布置在承台上侧，
限位框围设
于支柱和顶撑件的外侧；
定义栈道的长度方向为
纵向 ，
栈道的宽度方向为横向 ，
模板结构包括自
下而上依次布置的模板纵梁、模板横梁、木枋以
及夹板，
模板纵梁沿栈道长度延伸方向设置在顶
撑件的上端。顶撑件布置在支柱的外侧，
并未与
支柱本身之间形成装配连接，
避免了破坏支柱的
完整性，
而且顶撑件相比抱箍的承重性能更好，
可对上部结构起到稳定的支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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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混凝土栈道施工用模板结构，
其特征是，
包括顶撑支架和模板本体，
所述顶撑支
架包括设置在支柱外侧的顶撑件和限位框，
所述顶撑件沿支柱的延伸方向布置在承台上
侧，
所述限位框围设于支柱和顶撑件的外侧；
定义栈道的长度方向为纵向，
栈道的宽度方向为横向，
所述模板结构包括自下而上依
次布置的模板纵梁、
模板横梁、
木枋以及夹板，
所述模板纵梁沿栈道长度延伸方向设置在顶
撑件的上端。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混凝土栈道施工用模板结构，
其特征是，
所述顶撑件包括两组
并列设置的双拼工字钢，
两组双拼工字钢相对布置在支柱的横向两侧位置。
3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混凝土栈道施工用模板结构，
其特征是，
所述限位框包括两个
纵向限位槽钢和两个横向限位槽钢，
所述纵向限位槽钢固定连接在双拼工字钢的外侧，
所
述横向限位槽钢设置在支柱的纵向两侧且与纵向限位槽钢连接。
4 .根据权利要求1或2或3所述的混凝土栈道施工用模板结构，
其特征是，
所述限位框沿
支柱的延伸方向间隔布置有至少两个。
5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混凝土栈道施工用模板结构，
其特征是，
所述模板纵梁包括并
列设置在支柱的横向两侧的两个H型钢。
6 .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混凝土栈道施工用模板结构，
其特征是，
所述H型钢为450×
300(HM)中翼缘H型钢。
7 .根据权利要求5或6所述的混凝土栈道施工用模板结构，
其特征是，
所述两个H型钢之
间连接有横向拉杆。
8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混凝土栈道施工用模板结构，
其特征是，
所述双拼工字钢的底
部设有钢质垫板。
9 .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混凝土栈道施工用模板结构，
其特征是，
所述纵向限位槽钢与
工字钢之间采用双面焊连接。
10 .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混凝土栈道施工用模板结构，
其特征是，
所述纵向限位槽钢
与横向限位槽钢螺栓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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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混凝土栈道施工用模板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栈道施工技术领域，
具体涉及一种混凝土栈道施工用模板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在滨水景观建设中，
通常会在河流湖泊靠近堤岸的附近水域修建供行人通行的栈
道，
由于靠近堤岸的附近水域一般为淤泥滩涂，
需要在河床中深埋基桩，
然后在基桩的上部
浇筑栈道面，
以保证栈道的整体结构稳定性。
[0003] 如授权公告号为CN208577931U、
授权公告日为2019 .03 .05的中国实用新型专利公
开了一种临水栈桥的支架体系，
该支架体系包括管桩、
在管桩上套设有两个半圆形抱箍，
两
个半圆形抱箍之间螺栓连接形成抱箍支撑架，
在抱箍支撑架的下表面设有加强肋板，
在抱
箍支撑架的上表面依次设有主楞、
次楞、第一方木楞和模板，
主楞、
次楞、第一方木楞和模板
组成支架体系，
在模板上放置有梁，
主楞、
次楞、第一方木楞、模板、梁均呈对称设置在管桩
两侧，
在梁和管桩上端部之间预设桩帽容纳空间。
[0004] 但是，
在实际施工中，
设置基桩不仅有沉桩这一种方法，
还有现场浇筑承台和支柱
的形式，
承台作为沉埋在河床底部的基础，
其截面积比支柱更大，
支柱设置在承台的上部并
沿竖直方向延伸。如果将抱箍支撑架和加强肋板直接设置在支柱上，
一方面会破坏支柱的
完整性，
另一方面，
也不能满足对模板加栈道面的整个上部结构起到稳定支撑作用。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了一种混凝土栈道施工用模板结
构，
以解决采用现有技术布置模板结构会破坏支柱的完整性，
不能对上部结构起到稳定的
支撑作用的问题。
[0006] 本实用新型的混凝土栈道施工用模板结构的技术方案为：
[0007] 混凝土栈道施工用模板结构包括顶撑支架和模板本体，
所述顶撑支架包括设置在
支柱外侧的顶撑件和限位框，
所述顶撑件沿支柱的延伸方向布置在承台上侧，
所述限位框
围设于支柱和顶撑件的外侧；
[0008] 定义栈道的长度方向为纵向，
栈道的宽度方向为横向，
所述模板结构包括自下而
上依次布置的模板纵梁、
模板横梁、
木枋以及夹板，
所述模板纵梁沿栈道长度延伸方向设置
在顶撑件的上端。
[0009] 有益效果：
顶撑件沿支柱的延伸方向布置在承台的上侧，
限位框围设于支柱和顶
撑件的外侧，
通过限位框对顶撑件进行有效约束作用，
防止顶撑件发生侧倾和弯曲变形，
使
顶撑件能够更好地保持在竖向支撑位置；
相比于现有技术，
顶撑件布置在支柱的外侧，
并未
与支柱本身之间形成装配连接，
避免了破坏支柱的完整性，
而且顶撑件相比抱箍的承重性
能更好，
可对上部结构起到稳定的支撑作用。
[0010] 进一步的，
为了提高顶撑件的支撑性能，
所述顶撑件包括两组并列设置的双拼工
字钢，
两组双拼工字钢相对布置在支柱的横向两侧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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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进一步的，
为了保证限位框的有效约束作用，
所述限位框包括两个纵向限位槽钢
和两个横向限位槽钢，
所述纵向限位槽钢固定连接在双拼工字钢的外侧，
所述横向限位槽
钢设置在支柱的纵向两侧且与纵向限位槽钢连接。
[0012] 进一步的，
为了保证限位框的有效约束作用，
所述限位框沿支柱的延伸方向间隔
布置有至少两个。
[0013] 进一步的，
所述模板纵梁包括并列设置在支柱的横向两侧的两个H型钢。
[0014] 进一步的，
为了能够更好地适应施工需求，
所述H型钢为450×300(HM)中翼缘H型
钢。
[0015] 进一步的 ，
为了保证模板纵梁的位置稳定性，
所述两个H型钢之间连接有横向拉
杆。
[0016] 进一步的，
为了防止承台在双拼工字钢的压力下被破坏，
所述双拼工字钢的底部
设有钢质垫板。
[0017] 进一步的，
为了提高连接强度，
所述纵向限位槽钢与工字钢之间采用双面焊连接。
[0018] 进一步的，
为了便于后期拆除操作，
所述纵向限位槽钢与横向限位槽钢螺栓连接。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混凝土栈道施工用模板结构的具体实施例1中模板结构的沿
栈道长度方向视角的左视示意图；
[0020]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混凝土栈道施工用模板结构的具体实施例1中模板结构的沿
栈道宽度方向视角的主视示意图；
[0021] 图3为图1中A-A处的截面示意图。
[0022] 图中：
1-承台、
2-支柱、
3-双拼工字钢、
30-钢质垫板、
4-限位框、
40-纵向限位槽钢、
41-横向限位槽钢、
5-模板纵梁、
50-横向拉杆、
6-模板横梁、
7-木枋、
8-夹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
对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详细描述。
以下
实施例用于说明本实用新型，
但不用来限制本实用新型的范围。
[0024] 本实用新型的混凝土栈道施工用模板结构的具体实施例1，
定义栈道的长度方向
为纵向，
栈道的宽度方向为横向，
如图1、
图2所示，
混凝土栈道施工用模板结构包括顶撑支
架和模板本体，
顶撑支架包括设置在支柱2外侧的顶撑件和限位框4，
顶撑件沿支柱2的延伸
方向布置在承台1的上侧，
顶撑件包括两组并列设置的双拼工字钢3，
双拼工字型钢3由两个
工字钢的并列拼接而成，
提高了顶撑件对上部结构的支撑性能，
两组双拼工字钢3相对布置
在支柱2的横向两侧位置，
限位框4围设于支柱2和两组双拼工字钢3的外侧。相比于现有技
术，
顶撑件布置在支柱2的外侧，
并未与支柱2本身之间形成装配连接，
避免了破坏支柱2的
完整性，
而且顶撑件相比抱箍的承重性能更好，
可对上部结构起到稳定的支撑作用，
上部结
构不仅限于模板本体，
还包括构成栈道的钢筋骨架和混凝土栈道面。
[0025] 限位框4包括两个纵向限位槽钢40和两个横向限位槽钢41，
两个纵向限位槽钢40
的槽口朝下焊接连接在双拼工字钢3的外侧，
纵向限位槽钢40与双拼工字钢3之间采用双面
焊；
两个横向限位槽钢41的槽口朝下设置在支柱2的纵向两侧且与纵向限位槽钢40连接，
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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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纵向限位槽钢40和两个横向限位槽钢41之间采用螺栓紧固连接，
从而形成矩形轮廓的框
架结构，
采用螺栓连接方便了后期的拆除操作。两个横向限位槽钢41设置在支柱2的外侧起
到纵向约束，
双拼工字钢3与纵向限位槽钢40焊接连接起到横向约束，
通过限位框4将两组
并列设置的双拼工字钢3稳定约束在支柱2的外侧，
防止顶撑件发生侧倾和弯曲变形。为了
提高对顶撑件的有效约束作用，
限位框4沿支柱2的延伸方向间隔布置有至少两个，
至少两
个限位框4能够使顶撑件更好地保持在竖向支撑位置。
[0026] 模板本体布置在双拼工字钢3的顶部，
包括自下而上依次布置的模板纵梁5、模板
横梁6、木枋7以及夹板8，
模板纵梁5沿栈道长度延伸方向设置在双拼工字钢3的上端，
在本
实施例中，
为了能够适应实际使用需要，
模板纵梁5为450×300(HM)中翼缘H型钢；
其中，
模
板横梁6为18B型工字钢，
模板横梁6沿横向方向延伸架设于模板纵梁5的上侧，
模板横梁6在
纵向方向上间隔均布，
且相邻模板横梁6之间的距离为450mm；
在模板横梁6上铺设沿纵向方
向延伸的木枋7，
木枋7在横向方向上间隔均布，
木枋7的截面尺寸为70mm*70mm，
且相邻木枋
7之间的距离为300mm，
木枋7与模板横梁6之间采用铁丝捆扎连接；
夹板8铺设于木枋7的上
侧，
通过夹板8之间的拼接组合从而形成完整的施工平台，
在施工平台上制作钢筋骨架，
然
后在钢筋骨架中浇筑混凝土，
从而形成混凝土栈道面。在施工中，
可根实际需要将栈道面设
置成中间高两边低的拱形面，
在本实施例中，
栈道面的预拱度设置为1％。
[0027] 为了防止承台1在双拼工字钢3的压力下被破坏，
在双拼工字钢3的底部设有钢质
垫板30，
增大了双拼工字钢3与承台1的接触面积。为了确保模板纵梁5的位置稳定，
在两个H
型钢5之间连接有横向拉杆50，
横向拉杆50的两端分别连接H型钢5的中间段上，
通过横向拉
杆50将两个H型钢5分别约束在支柱2的横向两侧位置，
防止H型钢5在施工过程中，
发生晃动
或者掉落，
影响施工建设的安全性。
[0028] 本实用新型的混凝土栈道施工用模板结构的其他具体实施例，
与具体实施例1的
不同在于，
为了适应不同的实际施工要求，
可将双拼工字钢替换成单个的工字钢，
同样能够
起到顶撑上部结构的作用。
或者，
将双拼工字钢替换成H型钢、
槽钢、
或者桁架结构等。
[0029] 本实用新型的混凝土栈道施工用模板结构的其他具体实施例，
与具体实施例1的
不同在于，
为了适应不同的实际施工要求，
限位框不仅限于由两个纵向限位槽钢和两个横
向限位槽钢组成的矩形框架结构，
还可为限位框可为由四个斜向限位槽钢、两个横向限位
槽钢组成六边形框架结构，
四个斜向限位槽钢中的两两一组分别与双拼工字钢固定连接。
或者，
将限位框设计成其他形状，
以能够稳定限制双拼工字钢在支柱外侧的竖向位置为准。
[0030] 本实用新型的混凝土栈道施工用模板结构的其他具体实施例，
与具体实施例1的
不同在于，
为了适应不同的实际施工要求，
450×300(HM)中翼缘H型钢可替换成200×150
(HM)中翼缘H型钢、
300×250(HM)中翼缘H型钢、
或者600×300(HM)中翼缘H型钢；
在其他实
施例中，
还可替换成300×300(HN)窄翼缘H型钢，
再或者是600×300(HW)宽翼缘H型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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