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022881752.7

(22)申请日 2020.12.04

(73)专利权人 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100088 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路18

号城建大厦B座19、21层

(72)发明人 谢会雪　申利成　杨霞　侯志康　

王艺超　胡旭东　牛浩　张俊鹏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中建联合知识产权代理

事务所(普通合伙) 11004

代理人 李丹

(51)Int.Cl.

E04G 13/04(2006.01)

E04G 17/00(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安装拆卸方便的圈梁模板系统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混凝土模具，特别是涉

及一种安装拆卸方便的圈梁模板系统，用于浇筑

现浇圈梁，包括设置在墙体顶部两侧的圈梁模

板，圈梁模板上沿长度方向间隔设置有固定板，

固定板的板面垂直于圈梁模板设置；固定板呈直

角U形，包括底部高于圈梁完成面设置在圈梁上

方的横条，以及分别贴靠圈梁两侧的圈梁模板设

置的竖条；横条底部与圈梁模板顶部相邻的位置

开设有矩形的模板卡口，圈梁模板向上插设在模

板卡口中，并与模板卡口紧密配合。本实用新型

中，通过模板卡口约束住圈梁模板，使之既能抵

抗涨模力，又不会在浇筑过程中歪倒，且无需穿

过圈梁，在能够快速安装拆卸的前提下实现了对

模板的有效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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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安装拆卸方便的圈梁模板系统，用于浇筑现浇圈梁，包括设置在墙体顶部两侧

的圈梁模板（3），其特征在于：所述圈梁模板（3）上沿长度方向间隔设置有固定板（1），所述

固定板（1）的板面垂直于圈梁模板（3）设置；

所述固定板（1）呈直角U形，包括底部高于圈梁完成面设置在圈梁上方的横条（11），以

及分别贴靠圈梁两侧的圈梁模板（3）设置的竖条（12）；

所述横条（11）底部与圈梁模板（3）顶部相邻的位置开设有矩形的模板卡口（13），所述

圈梁模板（3）向上插设在模板卡口（13）中，并与模板卡口（13）紧密配合。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安装拆卸方便的圈梁模板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模板卡

口（13）内设置有用于确保圈梁模板（3）与模板卡口（13）紧密配合的软垫（2），所述软垫（2）

设置在圈梁模板（3）外侧。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安装拆卸方便的圈梁模板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软垫

（2）为毡布，包裹在竖条（12）位于模板卡口（13）内的面上，并通过水平穿透竖条（12）以及毡

布的销钉（21）与横条（11）固定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安装拆卸方便的圈梁模板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圈梁模

板（3）外侧面底部设置有可转斜撑（4），所述可转斜撑（4）沿长度方向间隔设置，上端与圈梁

模板（3）外侧面底部转动连接，转动连接的转动轴平行于圈梁模板（3）长度方向设置。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安装拆卸方便的圈梁模板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板

（1）的厚度不小于5毫米。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安装拆卸方便的圈梁模板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板

（1）为三合板，三合板边沿的面涂有防水涂料。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安装拆卸方便的圈梁模板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竖条

（12）贴靠圈梁模板（3）的面、以及横条（11）下表面涂设有特氟龙涂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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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安装拆卸方便的圈梁模板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混凝土模具，特别是涉及一种安装拆卸方便的圈梁模板系

统。

背景技术

[0002] 砌体结构的墙体抗拉强度很差，在遇到地震或地层沉降时，由于地基不再平整，墙

体会出现倾斜，墙体一侧会受到拉应力，就有可能出现墙体倒塌。为避免这种情况出现，需

要在砌体墙中水平设置圈梁来将几堵砌体墙圈为一个整体，圈梁中设置水平的钢筋，墙体

倾斜时由圈梁承受拉应力。

[0003] 目前的圈梁以现浇的钢筋混凝土梁为主，砌体墙在砌筑时，根据墙体高度不同，在

墙的中部和顶部设置现浇混凝土圈梁。圈梁的模板通常为两块长条状的板，分别设置在墙

体顶端两侧，并通过对拉螺杆或者是U形卡箍固定。

[0004] 但无论是采用对拉螺杆还是U形卡箍来固定模板，都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圈梁长度

很长，使用对拉螺杆的话需要使用的数量很多，而对拉螺杆的安装及拆卸都比较麻烦，浇筑

时需要花很多时间来安装拆卸这些对拉螺杆；同时圈梁的横截面很小，对拉螺杆所穿出的

孔对圈梁强度的影响较大。而使用U形卡箍的话，由于模板内侧缺乏固定，模板很难依靠U形

卡箍来保持稳定，一般还需要在模板内设置砖头来顶住两侧的模板，砖头的存在严重破坏

了圈梁的强度。

[0005] 此外,圈梁模板的支撑，要么通过斜撑顶在地面或脚手架上来实现，要么通过在圈

梁模板下垫砖来实现，这些支撑件在使用时不方便，且损耗很大。

实用新型内容

[0006]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安装拆卸方便的圈梁模板系统。

[0007] 解决的技术问题是：目前的圈梁模板系结件均存在一系列问题，对拉螺杆安装拆

卸麻烦，U形卡箍需要使用时需要在圈梁模板内设置砖头来顶住圈梁模板，砖头影响圈梁强

度。

[0008]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9] 一种安装拆卸方便的圈梁模板系统，用于浇筑现浇圈梁，包括设置在墙体顶部两

侧的圈梁模板，所述圈梁模板上沿长度方向间隔设置有固定板，所述固定板的板面垂直于

圈梁模板设置；

[0010] 所述固定板呈直角U形，包括底部高于圈梁完成面设置在圈梁上方的横条，以及分

别贴靠圈梁两侧的圈梁模板设置的竖条；

[0011] 所述横条底部与圈梁模板顶部相邻的位置开设有矩形的模板卡口，所述圈梁模板

向上插设在模板卡口中，并与模板卡口紧密配合。

[0012] 进一步，所述模板卡口内设置有用于确保圈梁模板与模板卡口紧密配合的软垫，

所述软垫设置在圈梁模板外侧。

说　明　书 1/3 页

3

CN 214117507 U

3



[0013] 进一步，所述软垫为毡布，包裹在竖条位于模板卡口内的面上，并通过水平穿透竖

条以及毡布的销钉与横条固定连接。

[0014] 进一步，所述圈梁模板外侧面底部设置有可转斜撑，所述可转斜撑沿长度方向间

隔设置，上端与圈梁模板外侧面底部转动连接，转动连接的转动轴平行于圈梁模板长度方

向设置。

[0015] 进一步，所述固定板的厚度不小于5毫米。

[0016] 进一步，所述固定板为三合板，三合板边沿的面涂有防水涂料。

[0017] 进一步，所述竖条贴靠圈梁模板的面、以及横条下表面涂设有特氟龙涂层。

[0018] 本实用新型一种安装拆卸方便的圈梁模板系统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如下有益效

果：

[0019] 本实用新型中，通过固定板来箍住圈梁模板，并在固定板内侧开设模板卡口，圈梁

模板插在模板卡口中并与模板卡口紧密配合，从而约束住圈梁模板，使之既能抵抗涨模力，

又不会在浇筑过程中歪倒，且无需穿过圈梁，在能够快速安装拆卸的前提下实现了对模板

的有效固定；

[0020] 本实用新型中，通过在圈梁模板外侧底部铰接一排可转斜撑，在需要安装模板时，

只需要把模板贴墙举到安装高度，然后转动可转斜撑，使可转斜撑顶在地面或脚手架上即

可完成对圈梁模板的支撑，安装拆卸都很方便，且由于可转斜撑是连在圈梁模板上的，不易

丢失。

附图说明

[0021] 图1是本实用新型一种安装拆卸方便的圈梁模板系统在使用状态下的结构示意

图；

[0022] 图2是固定板的排布示意图；

[0023] 图3是固定板在未安装软垫时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4是固定板在安装了软垫后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其中，1‑固定板，11‑横条，12‑竖条，13‑模板卡口，2‑软垫，21‑销钉，3‑圈梁模板，

4‑可转斜撑。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如图1‑4所示，一种安装拆卸方便的圈梁模板系统，用于浇筑现浇圈梁，包括设置

在墙体顶部两侧的圈梁模板3，如图2所示，圈梁模板3上沿长度方向间隔设置有固定板1，固

定板1的板面垂直于圈梁模板3设置；

[0027] 固定板1呈直角U形，包括底部高于圈梁完成面设置在圈梁上方的横条11，以及分

别贴靠圈梁两侧的圈梁模板3设置的竖条12；

[0028] 如图3所示，横条11底部与圈梁模板3顶部相邻的位置开设有矩形的模板卡口13，

圈梁模板3向上插设在模板卡口13中，并与模板卡口13紧密配合。

[0029] 如图4所示，模板卡口13内设置有用于确保圈梁模板3与模板卡口13紧密配合的软

垫2，软垫2设置在圈梁模板3外侧。圈梁模板3有厚有薄，不可能刚好能够与模板卡口13紧密

配合，这个时候就依靠可被压扁的软垫2来确保它们紧密配合。当然，这里软垫2也可以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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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圈梁模板3内侧，这样模板卡口13可以做宽一些，从而允许使用更厚的软垫2或者在模板

安装完毕后塞入软垫2。

[0030] 本实施例中软垫2为毡布，包裹在竖条12位于模板卡口13内的面上，并通过水平穿

透竖条12以及毡布的销钉21与横条11固定连接。这里的毡布可以使用建筑工地上常用来进

行混凝土保温的黑心棉毛毡，包裹在竖条12位于模板卡口13内的面上，然后钉几个钉子进

行固定。软垫2也可以采用绳索绕过模板卡口13缠绕在竖条12上，形成类似于刀柄那样的结

构。或者采用胶垫。

[0031] 圈梁模板3外侧面底部设置有可转斜撑4，可转斜撑4沿长度方向间隔设置，上端与

圈梁模板3外侧面底部转动连接，转动连接的转动轴平行于圈梁模板3长度方向设置。这样

在需要安装模板时，只需要把模板贴墙举到安装高度，然后转动可转斜撑4，使可转斜撑4顶

在地面或脚手架上即可完成对圈梁模板3的支撑，安装拆卸都很方便，且由于可转斜撑4是

连在圈梁模板3上的，不易丢失。

[0032] 固定板1的厚度不小于5毫米。固定板1过薄的话，即使圈梁模板3插在模板卡口13

中，依然不能有效确保圈梁模板3稳固。

[0033] 固定板1可选择三合板，三合板边沿的面涂有防水涂料。三合板是工地上的模板常

采用的材料，本实用新型可以由一次结构施工周转使用过的模板切割而成，充分利用废弃

的材料。但注意本实用新型不可以采用实木材料，采用实木的话，无论木纹是横是纵，均有

一些需要承受拉力的地方没有平行于拉力的木材纤维，导致固定板1在使用中被破坏。而三

合板中的木材纤维是纵横交错的，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0034] 固定板1也可选用钢筋混凝土板，工地上同样存在一些废弃的钢筋混凝土板，采用

这些板切割出本实用新型也是可行的，但注意这些钢筋混凝土板中应该有纵横交错的钢筋

骨架，否则会被拉坏。

[0035] 竖条12贴靠圈梁模板3的面、以及横条11下表面涂设有特氟龙涂层，以防止混凝土

粘到这些面上，影响后续使用。

[0036] 本实用新型一种安装拆卸方便的圈梁模板系统，其使用过程包括以下步骤：

[0037] 步骤一：绑扎圈梁的钢筋笼；

[0038] 步骤二：安装圈梁模板3并对模板进行固定；

[0039] 步骤三：浇筑混凝土。

[0040] 以上所述的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方式进行描述，并非对本实用

新型的范围进行限定，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设计精神的前提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对本

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作出的各种变形和改进，均应落入本实用新型权利要求书确定的保护

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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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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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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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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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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