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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属于建筑领域，公开了一种后浇

带独立支撑体系，其通过木方与原有木方的间隙

配合使二者独立、通过盘扣与连接杆使独立支撑

体系与原有体系之间相互支持又相互独立、通过

独立架体与原有架体之间的距离确保二者独立

后各自稳定，其结构简单、稳定，便于搭设和拆除

可在将非后浇带位置模板木方拆除而不需对后

浇带架体做任何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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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后浇带独立支撑体系，包括用于支撑模板的木方和独立架体，木方水平设置，独

立架体设于木方底部，其特征在于：木方的边缘宽出独立架体的距离不超过300mm、其与原

有支撑体系中的木方间隙配合；同时，独立架体与原有支撑体系的架体之间的距离不超过

600mm，二者之间用横向的连接杆、盘扣可拆卸固定连接为一体。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后浇带独立支撑体系，其特征在于：独立架体中设有四根间

隔均匀设立的主立杆，两侧主立杆的外侧边沿即为独立架体的外边沿。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后浇带独立支撑体系，其特征在于：所述主立杆之间的距离

与原有支撑体系的架体的立杆之间的距离相同。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后浇带独立支撑体系，其特征在于：所述主立杆之间的距

离、原有支撑体系的架体的立杆之间的距离为900mm。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后浇带独立支撑体系，其特征在于：所述原有支撑体系的架

体为采用盘扣搭设而成的盘扣架。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后浇带独立支撑体系，其特征在于：包括有模板，模板与原

有支撑体系的模板的结构相同、并与原有支撑体系的模板一同搭设。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后浇带独立支撑体系，其特征在于：所述木方与原有支撑体

系的木方结构相同、并与原有支撑体系的木方一同搭设。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后浇带独立支撑体系，其特征在于：所述独立架体与原有支

撑体系的架体一同搭设。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后浇带独立支撑体系，其特征在于：模板从后浇带中间位置

向两侧对称分布。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后浇带独立支撑体系，其特征在于：独立架体对称支撑设

于木方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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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后浇带独立支撑体系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建筑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后浇带独立支撑体系。

背景技术

[0002] 后浇带是在建筑施工中为防止现浇钢筋混凝土结构由于自身收缩不均或沉降不

均可能产生的有害裂缝，按照设计或施工规范要求，在基础底板、墙、梁相应位置留设的混

凝土带。由于后浇带处的模板支撑必须在后浇带浇筑完成并达到拆模强度后才能进行拆

除，而从结构安全和接缝平缓角度考虑，都不应拆除后浇带悬挑端的原有模板支撑体系，因

此，后浇带的支撑体系适宜采用独立的支撑体系。

[0003] 专利号为CN201711027132.3的中国发明专利公开了一种高层建筑主楼裙房后浇

带模板独立支撑体系，其通过底部槽钢、架体、高度可调整的U型托撑、方木垫块和模板组合

搭设形成一不与原有模板连接的、独立设置的支撑体系，使用时需要将后浇带部位梁板模

板和支撑体系作为独立体系单独搭设。同时为了提高该支撑体系的稳定性，该专利使用底

部槽钢作为底部的固定措施，然而，采用该种结构体系不仅结构复杂、在搭建与拆除时需要

耗费更多的时间与精力；也需要额外定制不同于原有支撑体系（后浇带周边已经浇筑的混

凝土层所用支撑结构，其包括有木方、架体和模板）的特制零件，会导致成本的提高。

[0004] 基于此，提出本案申请。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后浇带独立支撑体系，要求结构简单、

便于搭设和拆除，同时使后浇带的独立支撑体系得到其它支撑体系的支持，提升其结构的

稳定性。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后浇带独立支撑体系，包括用于支撑模板

的木方和独立架体，木方水平设置，独立架体设于木方底部，木方的边缘宽出独立架体的距

离不超过300mm、其与原有支撑体系中的木方间隙配合；同时，独立架体与原有支撑体系的

架体之间的距离不超过600mm，二者之间用横向的连接杆、盘扣可拆卸固定连接为一体，即

独立架体为采用盘扣搭建而成的盘扣架。

[0007] 上述原有支撑体系的架体为后浇带周边已经浇筑的混凝土层其在浇筑时所搭建

的用于支撑、固定模板的架体；原有支撑体系的木方为后浇带周边已经浇筑的混凝土层其

在浇筑时所搭建的用于支撑、固定模板的木方。为做区分，本实用新型中或用原有木方、原

有架体、原有模板替代原有支撑体系的木方、原有支撑体系的架体、原有支撑体系的模板用

于描述。

[0008] 上述后浇带独立支撑体系中，木方与原有支撑体系的木方间隙配合，该间隙配合

意为本实用新型独立支撑体系中的木方与原有支撑体系下方的木方之间是断开、分离的，

仅在搭设或者一同搭设的过程中是相互无缝紧贴着的。

[0009]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如下：独立架体中设有四根均匀设置的主立杆，两侧主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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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的外侧边沿即为独立架体的外边沿。本实用新型后浇带独立支撑体系采用了“三跨四立

杆形式”形成的盘口架，其结构简单、搭设方便，并且“三跨四立杆形式”能够在减少材料的

情况下确保结构的稳定，使其具有良好的支撑效果。

[0010] 为使结构稳定、更便于与原有支撑体系一同搭设，连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如下：

所述主立杆之间的距离与原有支撑体系的架体的立杆之间的距离相同。

[0011] 为使结构稳定的同时，节约材料的使用，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如下：所述主立杆

之间的距离、原有支撑体系的架体的立杆之间的距离为900mm。

[0012] 为便于拆卸和安装，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如下：所述原有支撑体系的架体为采

用盘扣搭设而成的盘扣架。盘扣架所用盘扣在搭设时，实际上是将杆与杆之间采用插销进

行连接，该连接方式便于搭设和拆除，并能够实现将一个连接节点上的部分杆材拆除而不

影响该连接节点上的其他杆材。

[0013] 为节约搭设成本、提高支撑体系的搭建效率，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如下：所述模

板与原有支撑体系的模板的结构相同、并与原有支撑体系的模板一同搭设。

[0014] 为节约搭设成本、提高支撑体系的搭建效率，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如下：所述木

方与原有支撑体系的木方结构相同、并与原有模板的木方一同搭设。

[0015] 为节约搭设成本、提高支撑体系的搭建效率，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如下：所述独

立架体与原有支撑体系的架体一同搭设。

[0016] 为提高结构稳定性，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如下：模板从后浇带中间位置向两侧

对称分布。

[0017] 为提高独立支撑体系的结构稳定性，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如下：独立架体对称

支撑设于木方底部。

[0018]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如下：本实用新型将独立架体与原有架体之间的距离限定

于600mm以内，并将木方与原有木方间隙配合设置，采用盘扣将独立架体与原有架体可拆卸

固定连接为一体，其结构十分简单，搭设难度低；并且采用本实用新型，既能够在搭设时一

同搭设、无需特别安装，并以此能够节约工序、提高工程效率，也能够使后浇带的独立支撑

体系与原有支撑体系相互支持、提高支撑体系的整体性和稳定性。

[0019] 此外，本实用新型在拆除在普通架体时，只需将独立架体与原有架体之间的连接

杆拆除，即可将独立支撑体系整体分离出来，可在将非后浇带位置模板木方拆除而不需对

后浇带架体做任何扰动。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本实用新型具体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2为本实用新型具体实施例的使用状态正面示意图。

[0022] 图3为本实用新型具体实施例的使用状态侧面示意图

[0023] 附图标记：100—后浇带，200—模板，300—木方，400—独立架体，500—原有架体，

600—支撑托，700—盘扣，800—混凝土；

[0024] 410—第一主立杆，420—第二主立杆，430—第三主立杆，440—第四主立杆，450—

横杆，460—横连接杆；

[0025] 510—原有木方，520—原有模板，530—原有主立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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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6] 如图1所示，一种后浇带100独立支撑体系，包括木方300、模板200和独立架体400，

木方300水平设置，独立架体400对称设于木方300底部用于将木方300支撑，模板200平铺设

于木方300上。独立架体400由四根主立杆和若干横杆450搭建而成。本实施例中，模板200与

原有模板520的结构相同、木方300与原有支撑体系的木方300结构相同，以便于搭设时，后

浇带100的独立支撑体系能够与原有支撑体系一同搭设——其中，首先是将独立架体400与

原有架体500一同搭设，在独立架体400、原有架体500完成后，木方300与原有木方510一同

搭设、分别固定于独立架体400、原有架体500的顶部，模板200与原有模板520一同铺设在木

方300上。木方300与独立架体400之间用支撑托600作为中间连接件，方便操作且支撑稳定。

[0027] 独立架体400的结构如图1中所示，从图1的左侧至右侧依次为第一主立杆410、第

二主立杆420、第三主立杆430、第四主立杆440，其中，第一主立杆410、第二主立杆420、第三

主立杆430、第四主立杆440间隔均匀竖直设立，第一主立杆410、第四主立杆440的左侧、右

侧边沿分别为独立架体400的左外边沿、右外边沿。第一主立杆410、第二主立杆420、第三主

立杆430、第四主立杆440之间的距离与原有支撑体系的架体中的主立杆之间的距离相同，

均为900mm。本实施例将间距设定为900mm，使其与目前架体的主流搭设方法相符合，以便于

推广的同时，不影响原有支撑体系的结构。

[0028] 为使独立架体400独立支撑时木方300得悬挑长度符合建筑的相关规范，本实施例

中木方300的边缘宽出独立架体400的距离最好不超过300mm、其与原有支撑体系中的木方

300间隙配合；同时，独立架体400与原有模板520的架体之间的距离最好不超过600mm，如此

在独立架体400独立支撑时，后浇带100中的木方300、原有支撑体系中的木方300的悬挑长

度均能够符合规范和模板200、木方300的受力计算要求。

[0029] 本实施例横杆450联系优选采用四根横杆450，具体设置如下：采用横杆450连接第

一主立杆410、第二主立杆420、第三主立杆430、第四主立杆440之间，如图1所示，从上至下

设有四根横杆450（依次为第一横杆450、第二横杆450、第三横杆450、第四横杆450），每一根

横杆450都为水平设置，其通过盘扣700与第一主立杆410、第二主立杆420、第三主立杆430、

第四主立杆440固定连接。其中，第一横杆450与第二横杆450、第二横杆450与第三横杆450

之间的垂直距离最好相等、均为1000mm，第三横杆450与第四横杆450之间的垂直距离最好

要大于前者、为1800mm，可见上下两根横杆450之间的距离以及横杆450的数量是可以根据

具体使用场合中、其需要的承载力进行适应性的调整。

[0030] 独立架体400与原有架体500之间用横向的连接杆、盘扣700可拆卸固定连接为一

体，其包括以下两种情形：一、第一横杆450、第二横杆450、第三横杆450、第四横杆450的两

端可以延长至原有架体500的立杆上并与原有架体500的立杆用盘扣700可拆卸固定连接，

以便于在实施搭建工作时，将独立架体400与原有架体500一同进行搭设。二、第一横杆450、

第二横杆450、第三横杆450、第四横杆450的两端长度就仅限于第一主立杆410、第四主立杆

440的左侧、右侧边沿，而独立架体400与原有架体500之间则通过连接杆将独立架体400与

原有架体500以可拆卸的方式连接为一体，相应地，连接杆的长度与独立架体400与原有模

板520的架体之间的距离相适应，最好略大于600mm。相较于前者，采用连接杆的方案更适应

拆除时使用，其对后浇带100架体的扰动最小，前者则能够减少搭设杆件的数量、更便于搭

设。上述两种搭建方式可根据实际需要选择其一进行实施，也可同时使用。

说　明　书 3/4 页

5

CN 211775743 U

5



[0031] 结合图2所示，本实施例实际应用时，其具有多个平铺的模板200，平铺的模板200

相互并排并紧贴设置形成一个加工平面，当然，为了确保独立支撑体系的结构稳定性，在铺

设模板200时，使模板200从后浇带100中间位置向两侧对称分布。由于现有模板的尺寸较为

统一，以后浇带100中间位置向两侧对称布置模板200，当其铺设至木方300上时，也能够确

保独立支撑体系的两侧露出或者支撑的模板200部分是相同的，有利于独立支撑体系的稳

定性；并且，该结构也有利于使独立支撑体系与原有支撑体系之间维持一个恰当的距离，以

便拆除原有支撑体系时，不会对后浇带100部分由于两侧交接点位置不对等而产生扰动。

[0032] 结合图3所示，本实施例在实际应用时，在模板200的下方、沿后浇带100的长度方

向依次排列有多个木方300、独立架体400（即独立支撑体系），在后浇带100的长度方向上、

前后相邻的两个独立支撑体系之间采用纵向横杆450、盘扣700将多个独立支撑体系连接为

一体，从而最终形成一个与原有支撑体系或者原有的模板200支撑结构相互支持、但又可相

互独立进行拆除的后浇带100整体独立支撑体系。

[0033] 综上所述，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结构简单、独立性较好、便于拆卸和安装的后浇

带100独立支撑体系，其通过木方300与原有木方510的间隙配合使二者独立、通过盘扣700

与连接杆使独立支撑体系与原有体系之间相互支持又相互独立、通过独立架体400与原有

架体500之间的距离确保二者独立后各自稳定，将上述结合实现本实用新型的最初要求，并

能够适应实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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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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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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