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2111127760.5

(22)申请日 2021.09.26

(71)申请人 浙江汉德邦建材有限公司

地址 310000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萧山经

济技术开发区红垦农场萧清大道2826

号5幢

(72)发明人 单银木　许自力　李文斌　朱海涛　

吕池益　

(74)专利代理机构 杭州橙知果专利代理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33261

代理人 杜放

(51)Int.Cl.

E04B 5/40(2006.01)

E04B 1/38(2006.01)

E04C 5/03(2006.01)

B28B 23/02(2006.01)

B28B 1/087(2006.01)

 

(54)发明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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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钢筋桁架楼承板,包括底

板和设于所述底板上的钢筋桁架，所述钢筋桁架

包括设于所述底板上的腹杆钢筋、设于所述腹杆

钢筋上的上弦钢筋及设于所述腹杆钢筋上的下

弦钢筋，所述腹杆钢筋设有弯折部，所述弯折部

与底板相连；本设计钢筋桁架只需一根上弦钢筋

和一根下弦钢筋组成，大大减小了用钢量，降低

成本；且通过弯折部可与底板紧密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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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钢筋桁架楼承板,包括底板和设于所述底板上的钢筋桁架，其特征在于：所述钢

筋桁架包括设于所述底板上的腹杆钢筋、设于所述腹杆钢筋上的上弦钢筋及设于所述腹杆

钢筋上的下弦钢筋，所述腹杆钢筋设有弯折部，所述弯折部与底板相连。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钢筋桁架楼承板，其特征在于：所述弯折部垂直于上弦钢

筋设置且沿水平方向延伸。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钢筋桁架楼承板，其特征在于：所述底板的材质为混凝土

或者水泥砂浆，所述弯折部埋设与底板内。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钢筋桁架楼承板，其特征在于：所述底板的材质钢板底

模，所述弯折部与底板上表面贴合固定。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钢筋桁架楼承板，其特征在于：所述底板选用混凝土或水

泥砂浆制成的厚度为8mm‑30mm。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钢筋桁架楼承板，其特征在于：所述底板选用钢板制成的

厚度为0.4mm‑5mm。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钢筋桁架楼承板，其特征在于：所述腹杆钢筋沿上弦钢筋

方向均匀设置。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钢筋桁架楼承板，其特征在于：所述腹杆钢筋相对上弦钢

筋对称或间隔对称错落布置设置。

9.一种钢筋桁架楼承板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用于制作权利要求1‑8任一项所述的

底板材质为混凝土或水泥砂浆的钢筋桁架楼承板，包括以下步骤：

S1、按照待浇筑的钢筋桁架楼承板的尺寸在钢胎膜上划出定位线；

S2、将钢筋桁架固定在所述钢胎膜上；

S3、将边模固定在所述钢胎膜上，所述边模的高度等于待浇筑的所述钢筋桁架楼承板

的底板的厚度；

S4、将所述钢胎膜移动至振动台上；

S5、浇灌混凝土并使得所述振动台带动所述钢胎膜振动；

S6、将所述钢胎膜移动至养护位置，待所述底板养护完成后起吊脱模。

10.一种钢筋桁架楼承板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用于制作权利要求1‑8任一项所

述的底板材质为钢板底模的钢筋桁架楼承板，包括以下步骤：

S1、盘螺上料，将上下弦钢筋及腹杆筋放置在料盘上；

S2、通过桁架机将一根上弦、一根下弦、两根腹杆钢筋焊接在一起；

S3、将镀锌钢板放置在压板机上，根据宽度压出带肋镀锌底模板；

S4、将钢筋桁架折弯角与镀锌底模板通过点焊机焊接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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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钢筋桁架楼承板及制作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建筑施工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钢筋桁架楼承板及制作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钢筋桁架楼承板因其标准化、工厂化生产、质量稳定、钢筋分布均匀且尺寸精确等

优势，因而越来越受到市场的青睐。

[0003] 现有技术中，钢筋桁架楼承板一般包括一根上弦钢筋，两根下弦钢筋组成钢筋桁

架。

[0004] 但是现有技术中由一根上弦钢筋和二根下弦钢筋组成钢筋桁架，导致用钢量过

大，成本过高，达不到节材、降本增效的目的。

[0005] 现有技术中，钢筋桁架楼承板一般包括镀锌板材质或者木材质的底板和连接于底

板一侧的钢筋桁架。一般钢筋桁架通过连接扣件组装固定在底板上。

[0006] 但是，现有的连接扣件的底面经常与底板的上表面不能紧密贴合，在浇筑混凝土

楼板后，会产生空鼓现象，导致连接扣件底部的混凝土断开，严重影响钢筋桁架楼承板的质

量。且采用上述的钢筋桁架楼承板进行混凝土楼板浇筑时，当混凝土楼板浇筑完成后，由于

镀锌板材质或者木材质的底板与砂浆的粘结强度不能满足设计要求，因此需要将底板拆

除，以使得混凝土楼板符合设计和使用要求。而拆除底板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还会延

长施工时间，导致施工成本增加。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钢筋桁架楼承板及制作方法。

[0008]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一种钢筋桁架楼承板,包括底板和

设于所述底板上的钢筋桁架，所述钢筋桁架包括设于所述底板上的腹杆钢筋、设于所述腹

杆钢筋上的上弦钢筋及设于所述腹杆钢筋上的下弦钢筋，所述腹杆钢筋设有弯折部，所述

弯折部与底板相连；本设计钢筋桁架只需一根上弦钢筋和一根下弦钢筋组成，大大减小了

用钢量，降低成本；且通过弯折部可与底板紧密连接。

[0009] 优选的，所述弯折部垂直于上弦钢筋设置且沿水平方向延伸。

[0010] 优选的，所述底板的材质为混凝土或者水泥砂浆，所述弯折部埋设与底板内。

[0011] 优选的，所述底板的材质钢板底模，所述弯折部与底板上表面贴合固定。

[0012] 优选的，所述底板选用混凝土或水泥砂浆制成的厚度为8mm‑30mm。

[0013] 优选的，所述底板选用钢板制成的厚度为0.4mm‑5mm。

[0014] 优选的，所述腹杆钢筋沿上弦钢筋方向均匀设置。

[0015] 优选的，所述腹杆钢筋相对上弦钢筋对称或间隔对称错落布置设置。

[0016] 一种钢筋桁架楼承板的制作方法，用于制作所述的底板材质为混凝土或水泥砂浆

的钢筋桁架楼承板，包括以下步骤：

[0017] S1、按照待浇筑的钢筋桁架楼承板的尺寸在钢胎膜上划出定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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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S2、将钢筋桁架固定在所述钢胎膜上；

[0019] S3、将边模固定在所述钢胎膜上，所述边模的高度等于待浇筑的所述钢筋桁架楼

承板的底板的厚度；

[0020] S4、将所述钢胎膜移动至振动台上；

[0021] S5、浇灌混凝土并使得所述振动台带动所述钢胎膜振动；

[0022] S6、将所述钢胎膜移动至养护位置，待所述底板养护完成后起吊脱模。

[0023] 一种钢筋桁架楼承板制作方法，包括用于制作所述的底板材质为钢板底模的钢筋

桁架楼承板，包括以下步骤：

[0024] S1、盘螺上料，将上下弦钢筋及腹杆筋放置在料盘上；

[0025] S2、通过桁架机将一根上弦、一根下弦、两根腹杆钢筋焊接在一起；

[0026] S3、将镀锌钢板放置在压板机上，根据宽度压出带肋镀锌底模板；S4、将钢筋桁架

折弯角与镀锌底模板通过点焊机焊接在一起。

[0027] 综上所述，本设计钢筋桁架只需一根上弦钢筋和一根下弦钢筋组成，大大减小了

用钢量，降低成本；且通过弯折部可与底板紧密连接。

附图说明

[0028]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2为图1的俯视图。

[0030] 图3为本发明底板为钢板底模时腹杆钢筋错落布置时的结构示意图。

[0031] 图4为图3的俯视图。

[0032] 图5为本发明底板为混凝土或者水泥砂浆时腹杆钢筋对称分布时的结构示意图。

[0033] 图6为图5的俯视图。

[0034] 图7为本发明底板为混凝土或者水泥砂浆时腹杆钢筋错落分布分布时的结构示意

图。

[0035] 图8为图7的俯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6] 如图1‑8所示，一种钢筋桁架楼承板,包括底板2和钢筋桁架1，所述底板的材质为

混凝土或者水泥砂浆或钢板底模；所述钢筋桁架包括垂直设于所述底板上的腹杆钢筋12、

设于所述腹杆钢筋上的上弦钢筋11及设于所述腹杆钢筋上的下弦钢筋13，所述腹杆钢筋12

设有弯折部121，弯折部121垂直于上弦钢筋设置且沿水平方向延伸，若底板的材质为混凝

土或者水泥砂浆，则弯折部121埋设与底板内；若底板材质钢板底模，弯折部与底板上表面

贴合，通过焊接固定本设计钢筋桁架只需一根上弦钢筋和一根下弦钢筋组成，大大减小了

用钢量，降低成本；且通过弯折部可与底板紧密连接。

[0037] 优选的，所述底板选用混凝土或水泥砂浆制成的厚度范围为8mm‑30mm，且取值一

般选用厚度为8mm、10mm、15mm、20mm、25mm或者30mm。

[0038] 优选的，所述底板选用钢板制成的厚度范围为0.4mm‑5mm，且取值一般选用厚度为

0.4mm、0.5mm、0.6mm、0.8mm、1.0mm或者5mm。

[0039] 优选的，所述腹杆钢筋沿上弦钢筋方向均匀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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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0] 优选的，所述腹杆钢筋相对上弦钢筋对称或间隔对称错落布置设置。

[0041] 一种钢筋桁架楼承板的制作方法，用于制作所述的底板材质为混凝土或水泥砂浆

的钢筋桁架楼承板，包括以下步骤：

[0042] S1、按照待浇筑的钢筋桁架楼承板的尺寸在钢胎膜上划出定位线；

[0043] S2、将钢筋桁架固定在所述钢胎膜上；

[0044] S3、将边模固定在所述钢胎膜上，所述边模的高度等于待浇筑的所述钢筋桁架楼

承板的底板的厚度；

[0045] S4、将所述钢胎膜移动至振动台上；

[0046] S5、浇灌混凝土并使得所述振动台带动所述钢胎膜振动；

[0047] S6、将所述钢胎膜移动至养护位置，待所述底板养护完成后起吊脱模。

[0048] 一种钢筋桁架楼承板制作方法，包括用于制作所述的底板材质为钢板底模的钢筋

桁架楼承板，包括以下步骤：

[0049] S1、盘螺上料，将上下弦钢筋及腹杆筋放置在料盘上；

[0050] S2、通过桁架机将一根上弦、一根下弦、两根腹杆钢筋焊接在一起；

[0051] S3、将镀锌钢板放置在压板机上，根据宽度压出带肋镀锌底模板；S4、将钢筋桁架

折弯角与镀锌底模板通过点焊机焊接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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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5 页

6

CN 113802748 A

6



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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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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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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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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