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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建筑结构的技术领域，特别是涉

及一种与现浇墙体组合使用的钢筋桁架楼承板，

其可以与现浇墙体结构配合使用，降低使用局限

性；并且可以提高楼板刚度，提高使用可靠性；省

去传统楼板施工时需架设和拆卸模板的工序，降

低工程量，提高施工效率；包括三组钢筋桁架、间

断结构底模及和多组底模支撑角钢，间断结构底

模上设置有左折边和右折边，并在间断结构底模

上设置有三组“V”型肋，多组底模支撑角钢均安

装在间断结构底模底部，可以提高底模搭接密实

度，有效防止漏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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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与现浇墙体组合使用的钢筋桁架楼承板，其特征在于，

包括三组钢筋桁架、间断结构底模（1）和多组底模支撑角钢（2），

所述间断结构底模（1）上设置有左折边（3）和右折边（4），并在间

断结构底模（1）上设置有三组“V”型肋（5），所述多组底模支撑角

钢（2）均安装在间断结构底模（1）底部。

2.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一种与现浇墙体组合使用的钢筋桁架楼

承板，其特征在于，所述三组钢筋桁架中，每组钢筋桁架均包括两条

下弦钢筋（6）、一条上弦钢筋（7）、两条腹杆钢筋（8）、数条支座竖

向钢筋（9）和数条支座水平钢筋（10），数条支座竖向钢筋（9）顶

端均与一条上弦钢筋（7）焊接，且数条支座竖向钢筋（9）底端均穿

过间断结构底模（1）并分别与相对应的底模支撑角钢（2）焊接，数

条支座水平钢筋（10）分别与数条支座竖向钢筋（9）焊接并与两条

下弦钢筋（6）焊接，两条腹杆钢筋（8）顶端均与一条上弦钢筋（7）

焊接，并且两条腹杆钢筋（8）下半区域分别与两条下弦钢筋（6）焊

接后又分别与间断结构底模（1）上相对应的“V”型肋（4）焊接。

3.如权利要求  2 所述的一种与现浇墙体组合使用的钢筋桁架楼

承板，其特征在于，所述间断结构底模（1）为镀锌冷轧钢板，厚度

为  0.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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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与现浇墙体组合使用的钢筋桁架楼承板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建筑结构的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与现浇墙体组

合使用的钢筋桁架楼承板。

背景技术

[0002] 众所周知，钢筋桁架楼承板是将楼板中的钢筋在工厂加工成钢筋

桁架，并将钢筋桁架与镀锌压型钢板焊成一体的组合模板。在施工阶

段，钢筋桁架楼承板由钢筋桁架提供强度和刚度，承受施工荷载，直

接铺设到梁上，将底模相互扣接，进行简单的钢筋工程便可浇筑混凝

土。在使用阶段，钢筋桁架就是混凝土楼板的配筋，以承受使用荷载。

[0003] 现有的钢筋桁架楼承板只能在钢结构中使用，因为其在铺设施工时钢

筋桁架楼承板需与钢梁用栓钉焊接固定，但是现浇墙体不同于钢梁材

质，钢筋桁架楼承板无法与现浇墙体焊接固定，使用局限性较高；目

前，现浇墙体结构只能采用架设模板、装设配筋、浇筑混凝土和拆卸

模板的方式施工，普通现浇钢筋混凝土楼板施工阶段因下部支模故基

本没有挠度，待混凝土达到一定强度后拆模，在自重作用下，楼板下

挠，板底混凝土产生拉力，甚至出现裂缝，刚度较低，从而导致其使

用可靠性较差；同时由于传统现浇楼板施工需架设和拆卸模板，工程

量大，施工效率低。

发明内容

[0004]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可以与现浇墙体结构配合

使用，降低使用局限性；并且可以提高楼板刚度，提高使用可靠性；

省去传统楼板施工时需架设和拆卸模板的工序，降低工程量，提高施

工效率的钢筋桁架楼承板。

[0005] 本发明的一种与现浇墙体组合使用的钢筋桁架楼承板，包括三组

钢筋桁架、间断结构底模和多组底模支撑角钢，所述间断结构底模上

设置有左折边和右折边，并在间断结构底模上设置有三组“V”型肋，

所述多组底模支撑角钢均安装在间断结构底模底部。

[0006] 本发明的一种与现浇墙体组合使用的钢筋桁架楼承板，所述三组

钢筋桁架中，每组钢筋桁架均包括两条下弦钢筋、一条上弦钢筋、两

条腹杆钢筋、数条支座竖向钢筋和数条支座水平钢筋，数条支座竖向

钢筋顶端均与一条上弦钢筋焊接，且数条支座竖向钢筋底端均穿过间

断结构底模并分别与相对应的底模支撑角钢焊接，数条支座水平钢筋

分别与数条支座竖向钢筋焊接并与两条下弦钢筋焊接，两条腹杆钢筋

顶端均与一条上弦钢筋焊接，并且两条腹杆钢筋下半区域分别与两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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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弦钢筋焊接后又分别与间断结构底模上相对应的“V”型肋焊接。

[0007] 本发明的一种与现浇墙体组合使用的钢筋桁架楼承板，所述间断

结构底模为镀锌冷轧钢板，厚度为  0.5mm。

[0008]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本发明的一种与现浇墙体

组合使用的间断结构底模及与现浇墙体接触部分的底模支撑角钢，是

钢筋桁架楼承板在工厂根据建筑图纸中现浇墙体宽度、间距将钢筋桁

架楼承板底模制作成在与墙体搭接部分间断无底模，且与现浇墙体接

触部分装设底模支撑角钢，达到与现浇墙体预留钢筋连接且底模不变

形的钢筋桁架楼承板，底模支撑角钢在使用时直接与现浇墙体接触，

起到支撑间断结构底模的作用，可以防止浇筑时漏浆，并且可以根据

间断结构底模的间断调整底模支撑角钢的数量，并将钢筋桁架楼承板

无底模部分桁架与墙体上预留的钢筋焊接连接后，可以直接浇筑混凝

土。并且钢筋桁架楼承板属于无支撑组合楼承板，在施工阶段，钢筋

桁架楼承板可承受施工荷载，直接铺设到梁上，将底模相互扣接，由

钢筋桁架提供强度和刚度，进行简单的钢筋工程便可浇筑混凝土。在

使用阶段，钢筋桁架就是混凝土楼板的配筋，以承受使用荷载。由于

完全替代了模板功能，减少了模板架设和拆卸工程的相关费用，大大

提高了楼板施工的效率，因此它具有施工快速度的优势，又具有现浇

整体刚度大，抗震性能好的优点，钢筋排列均匀，钢筋间距及混凝土

保护层厚度有可靠保证。本发明的一种与现浇墙体组合使用的钢筋桁

架楼承板在混凝土结硬前，楼板强度和刚度即钢筋桁架的强度和刚

度，模板自重、混凝土重量及施工荷载全由钢筋桁架承受。混凝土结

硬是在钢筋桁架模板变形下进行的，所以楼板自重不会使板底混凝土

产生拉力，在除楼板自重以外的永久荷载及楼面活荷载作用下，板底

混凝土才产生拉力。这样，楼板开裂延迟，楼板的刚度比普通现浇钢

筋混凝土楼板大。在使用阶段，钢筋桁架上下弦钢筋与混凝土一起共

同工作，此楼板与钢筋混凝土叠合式楼板具有相同的受力性能，虽然

受拉钢筋应力超前，但其承载力与普通钢筋混凝土楼板相同。镀锌钢

板底模仅作为楼板施工阶段的模板，在使用阶段不受力，当楼板混凝

土浇筑并养护好后，可拆除底模镀锌钢板，做好底面处理，可达到与

现浇混凝土楼板底面相同的效果，无需考虑防火、防腐方面问题。并

且钢筋桁架楼承板被广泛用于多层厂房，多层、高层、超高层钢结构

楼宇，各种不规则楼面，各类钢筋混凝土预制板，高速铁路等结构和

建筑领域。属于经济、节能、环保、高效、安全型建材。

附图说明

[0009] 图1是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图2是底模示意图；

附图中标记：1、间断结构底模；2、底模支撑角钢；3、左折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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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右折边；5、“V”型肋；6、下弦钢筋；7、上弦钢筋；8、腹杆钢

筋；9、支座竖向钢筋；10、支座水平钢筋。

具体实施方式

[0010]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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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但不用来限制本发明的范围。

[0011] 如图  1  和图  2 所示，本发明的一种与现浇墙体组合使用的钢筋桁

架楼承板，三组钢筋桁架、间断结构底模  1  和多组底模支撑角钢  2，

间断结构底模  1 上设置有左折边  3  和右折边  4，并在间断结构底模  1

上设置有三组“V”型肋  5，多组底模支撑角钢  2  均安装在间断结构

底模  1  底部；可以根据间断结构底模的间断数量调整底模支撑角钢的

数量，并且多组底模支撑角钢在使用时直接与现浇墙体接触，起到支

撑间断结构底模的作用，可以防止浇筑时漏浆。

[0012] 本发明的一种与现浇墙体组合使用的钢筋桁架楼承板，三组钢筋

桁架中，每组钢筋桁架均包括两条下弦钢筋  6、一条上弦钢筋  7、两

条腹杆钢筋  8、数条支座竖向钢筋  9  和数条支座水平钢筋  10，数条支

座竖向钢筋  9  顶端均与一条上弦钢筋  7  焊接，且数条支座竖向钢筋  9

底端均穿过间断结构底模  1 并分别与相对应的底模支撑角钢  2  焊接，

数条支座水平钢筋  10 分别与数条支座竖向钢筋  9  焊接并与两条下弦

钢筋  6  焊接，两条腹杆钢筋  8  顶端均与一条上弦钢筋  7  焊接，并且两

条腹杆钢筋8下半区域分别与两条下弦钢筋6焊接后又分别与间断结

构底模  1 上相对应的“V”型肋  4  焊接。

[0013] 本发明的一种与现浇墙体组合使用的钢筋桁架楼承板，间断结构

底模  1 为镀锌冷轧钢板，厚度为  0.5mm。

[0014] 本发明的一种与现浇墙体组合使用的钢筋桁架楼承板在使用时，

通过间断结构底模左、右折边扣接，将钢筋桁架楼承板无底模部分桁

架与墙体上预留的钢筋焊接连接后，可以直接浇筑混凝土。实现钢筋

桁架楼承板能与现浇墙体组合使用。

[0015] 采用本发明的钢筋桁架楼承板能与现浇墙体组合使用，其使用方

案为：1、根据建筑图纸中现浇墙体宽度、间距将钢筋桁架楼承板底

模制作成在与墙体搭接部分无底模结构，无底模部分钢筋桁架可与墙

体预留钢筋连接牢固，且底模与墙体接触部分装设底模支撑角钢，达

到底模不变形，浇筑不漏浆；2、也可采用不镀锌冷轧钢板做底模，

将钢筋桁架楼承板按建筑图纸中现浇墙体外皮间距制作成底模可拆

卸再利用的钢筋桁架楼承板，与墙体搭接无底模部分钢筋桁架可与墙

体预留钢筋连接牢固。

[0016] 采用本发明的一种与现浇墙体组合使用的钢筋桁架楼承板在与

现浇墙体配合使用与采用传统现浇楼板相比：同等设计条件下，传统

现浇楼板的直接造价（包括模板费用、现场钢筋费、混凝土费用、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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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费用）比采用本发明钢筋桁架楼承板平均高出约  10-20 元/m  ；从

楼板的综合造价分析，由于采用本发明钢筋桁架楼承板进行现浇时，

现场绑扎工作量减少  60％-70％，可大幅度缩短工期，减少人工消耗、

机械消耗，从而减少项目的总体造价；并且本发明的钢筋桁架楼承板

无需脚手架及木模支撑，建筑物可以多层同时施工与交叉作业，可极

大提高施工效率；同时由于本发明的钢筋桁架楼承板替代了大量的木

模板、钢管脚手架支撑，减少了对环境资源的浪费，满足了国家对建

筑节能、节材及环保等可持续的新要求。

[0017] 本发明的一种与现浇墙体组合使用的钢筋桁架楼承板在生产、检

验和验收时均符合  JG/T368-2012。

[0018]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

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技术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

做出若干改进和变型，这些改进和变型也应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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