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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综合管道双向抗震

支架吊装机构，属于建筑抗震吊架领域，包括用

于连接建筑物的连杆部和用于安装固定综合管

道的框架部，所述连杆部包括垂直连杆部件和设

置在其侧边的若干组侧向连杆部件，所述垂直连

杆部件包括丝杠和设置在所述丝杠外围的垂直C

型钢，所述垂直C型钢上设置有加劲螺铨，所述加

劲螺铨将所述丝杠限制在垂直C型钢内部，所述

侧向连杆部件包括侧向C型钢和连接在侧向C型

钢两端的铰接件，所述框架部包括上横梁和下横

梁，所述上横梁和下横梁的两侧通过贯穿其的丝

杠及螺母固定连接，所述上横梁处设有若干个欧

姆型管束，所述连杆部的丝杠与框架部的丝杠通

过六角螺母上下垂直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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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综合管道双向抗震支架吊装机构，其特征在于：包括，用于连接建筑物的连杆部

和用于安装固定综合管道的框架部；

所述连杆部包括垂直连杆部件和设置在其侧边的若干组侧向连杆部件，所述垂直连杆

部件包括丝杠和设置在所述丝杠外围的垂直C型钢，所述垂直C型钢上设置有加劲螺铨，所

述加劲螺铨将所述丝杠限制在垂直C型钢内部，所述侧向连杆部件包括侧向C型钢和连接在

侧向C型钢两端的铰接件，所述框架部包括上横梁和下横梁，所述上横梁和下横梁的两侧通

过贯穿其的丝杠及螺母固定连接，所述上横梁处设有若干个欧姆型管束，所述连杆部的丝

杠与框架部的丝杠通过六角螺母上下垂直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综合管道双向抗震支架吊装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上横

梁的管径大于下横梁的管径。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综合管道双向抗震支架吊装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杆

部的丝杠的顶部通过六角螺母连接有锚栓，所述侧向连杆部件顶部的铰接件也连接有锚

栓，所述该两个锚栓与建筑物连接点的连接线与综合管道的中心线处于垂直或平行布置状

态。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综合管道双向抗震支架吊装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上横

梁和下横梁与丝杠连接处均设置有限位块。

5.根据权利要求1或4所述的一种综合管道双向抗震支架吊装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

下横梁两侧设置有卡位块。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综合管道双向抗震支架吊装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锚栓

为M10/M12膨胀螺栓。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综合管道双向抗震支架吊装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垂直

C型钢和侧向C型钢均设有内卷边，所述内卷边的边缘设有锯齿。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综合管道双向抗震支架吊装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垂直

C型钢、侧向C型钢、铰接件、上横梁和下横梁的表面设有电镀锌层或热浸锌层。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综合管道双向抗震支架吊装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电镀

锌层厚度≥8um；所述热浸锌层厚度≥55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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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综合管道双向抗震支架吊装机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建筑抗震吊架领域，特别涉及一种综合管道双向抗震支架吊装机

构。

背景技术

[0002] 我国处于环太平洋地震带和欧亚地震带之间，是世界上大陆区地震最多的国家之

一。我国地震死亡的人数占全世界死亡人数的一半以上，本世纪以来，全球共发生7级以上

地震超过1200次，其中的十分之一发生在中国，近几年来，在中国平均每年发生六次6级以

上的地震。

[0003] 地震灾害主要是由于工程结构的地震破坏，因此加强工程结构抗震设防，提高现

有工程结构的抗震能力的工程措施是减灾的重要手段，地震发生时会向建筑物及其内部施

加地震力，对管道、电缆槽或风管等系统造成破坏，抗震支架系统是遭遇到设防烈度的地震

时，能将管道及设备产生的地震作用传递到结构体上的一种抗震支撑措施，抗震支架可以

抵御地震对机电设施的破坏，也可以防止由于电线、管道或消防系统等机电设备坠落引发

的二次伤害  (如火灾，坠落物，泄漏等)，将地震带来的生命和财产损失降至最小。

[0004] 现有的吊装系统，目前对于管道的安装，常用的方法是将型钢用螺栓直接连接或

用角形支架连接于墙面上，采用上述连接方式，当支架与墙体之间有震动发生时，螺栓或支

架受到震动产生的冲击力，而不能进行有效的缓冲，从而使吊装的管道受力过大，特别在长

距离管道、弯折管道及具有高度差管道时，在这些情况下，管道极易折断或泄漏，支架很容

易产生松动、变形、锈蚀、老化，进而导致断裂，严重影响了支架的可靠性与使用寿命，并增

加维护成本，同时由于对用于通风及排风等的矩形管道和用于消防及供水等的圆形管道需

要通过不同的吊架系统进行安装，大大提高了安装效率和安装成本，也降低了抗震能力。

发明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综合管道双向抗震支架吊装机构，以解决现有技

术在吊装结构中结构复杂、强度差、吊装施工复杂的技术问题。

[0006]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7] 一种综合管道双向抗震支架吊装机构，包括用于连接建筑物的连杆部和用于安装

固定综合管道的框架部；

[0008] 所述连杆部包括垂直连杆部件和设置在其侧边的若干组侧向连杆部件，所述垂直

连杆部件包括丝杠和设置在所述丝杠外围的垂直C型钢，所述垂直C型钢上设置有加劲螺

铨，所述加劲螺铨将所述丝杠限制在垂直C型钢内部，所述侧向连杆部件包括侧向C型钢和

连接在侧向C  型钢两端的铰接件，所述框架部包括上横梁和下横梁，所述上横梁和下横梁

的两侧通过贯穿其的丝杠及螺母固定连接，所述上横梁处设有若干个欧姆型管束，所述连

杆部的丝杠与框架部的丝杠通过六角螺母上下垂直连接。

[0009] 进一步的，所述上横梁的管径大于下横梁的管径。提高上横梁的承载能力和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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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

[0010] 进一步的，所述连杆部的丝杠的顶部通过六角螺母连接有锚栓，所述侧向连杆部

件顶部的铰接件也连接有锚栓，所述该两个锚栓与建筑物连接点的连接线与综合管道的中

心线处于垂直或平行布置状态。能够对横向或纵向的地震冲击力进行缓解，提高安装强度。

[0011] 进一步的，所述上横梁和下横梁与丝杠连接处均设置有限位块。提高安装强度，便

于对齐和施工。

[0012] 进一步的，所述下横梁两侧设置有卡位块。卡位块能将综合管道左右限制其内部。

[0013] 进一步的，所述锚栓为M10/M12膨胀螺栓。连接稳固，安装方便。

[0014] 进一步的，所述垂直C型钢和侧向C型钢均设有内卷边，所述内卷边的边缘设有锯

齿。可以有效抗滑，并方便整个系统可靠连接。

[0015] 进一步的，所述垂直C型钢、侧向C型钢、铰接件、上横梁和下横梁的表面设有电镀

锌层或热浸锌层。提高抗腐蚀性。

[0016] 进一步的，所述电镀锌层厚度≥8um；所述热浸锌层厚度≥55μm。

[0017] 采用上述方案后，本实用新型对比现有技术，具有以下有益好处：

[0018] 本抗震支架吊装机构通过垂直连杆部件和侧向连杆部件的组合布置，能够组建多

个具有稳定三角形结构的安装结构，能够有效的缓冲横向和纵向地震冲击力对管体的破

坏，特别适合长距离管线、弯折管线及具有高度差综合管道的吊装工作；

[0019] 通过上横梁和下横梁来安装和限制矩形管道，通过上横梁处的欧姆型管束来安装

和限制圆形管道，可以高效实现综合布置管道结构，具有节省空间、节省用料和便于安装的

特点；

[0020] 垂直连杆部件使用垂直C型钢对丝杠进行保护和增强的作用，具有结构强度好，便

于施工和安装的特点；

[0021] 侧向连杆部件在安装使用时，通过铰接件可以快速连接安装，在现场施工时无需

现场切割及焊接固定，安装效率高，施工风险低，安装精度高，调节方便。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优选实施例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3] 图2为优选实施例垂直吊装结构分解示意图。

[0024] 图3为优选实施例侧向连杆部件结构分解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结合附图与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描述：

[0026] 参考图1图2，一种综合管道双向抗震支架吊装机构，包括用于连接建筑物的连杆

部和用于安装固定综合管道的框架部；

[0027] 垂直连杆部件1包括丝杠11和设置在丝杠11外围的垂直C型钢12，垂直C型钢12设

有内卷边，内卷边的边缘设有锯齿，在垂直C型钢12开口一侧的上下两端设有两个加劲螺铨

13，加劲螺铨13的螺母片两侧有齿孔，螺母片放在在垂直C型钢12开口的内部，其上面的齿

孔能够与垂直C型钢12的锯齿啮合，加劲螺铨13的一端有V形卡片，能够贴合于丝杠11，在螺

铨的作用下，加劲螺母13能够将丝杠11牢固地限制在垂直C型钢12的内部，提高了丝杠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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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承载能力，也可以防止其发生晃动等情况，丝杠的顶部通过六角螺母14连接膨胀螺栓 

15，该膨胀螺铨15可以为M10/M12膨胀螺栓，膨胀螺铨15可以连接至建筑物，具有连接稳固，

安装方便的特点；

[0028] 参考图3，所有的侧向连杆部件3结构相似，仅在布置角度上有差别，其包括侧向C

型钢31  和其两端的铰接件32，侧向C型钢31与垂直C型钢12结构相似，并于采购及加工，侧

向C  型钢12也同样设有内卷边，内卷边的边缘设有锯齿，铰接件32包括安装部301和连接部

302，该两者之间通过螺铨303固定连接，在螺铨303的作用下，可以调节安装部301与连接部

302  两者间的角度，在连接部302上设有两个连接孔，螺铨304穿过该两个连接孔，螺铨304

的另一端设有塑翼支架305，塑翼支架305上设有通槽，该通槽用于放置螺母片306，螺母片 

306通过塑翼支架305放置在侧向C型钢31开口的内部，螺母片306的两侧均设有齿孔，该齿

孔能够与侧向C型钢31的锯齿啮合，塑翼支架305可以便于对齐摆放及施工，提高精准度和

工作效率，通过旋紧螺铨304，可以将铰接件32与侧向C型钢31紧密固定连接，同时也便于安

装操作和调节铰接件与侧向C型钢31之间的位置及距离，在侧向C型钢31顶部位置的铰接件

32的安装部301上设有安装孔，用于连接膨胀螺铨35，膨胀螺铨35可以连接至建筑物，侧向C

型钢31底部位置的铰接件32的安装部301上设有安装孔，用于与丝杠11  连接，并形成一个

稳固的三角形结构，在侧向C型钢31的两端，设有盖板33，盖板33起到防尘、美观和耐腐蚀的

作用，也可以降低碰损伤人体的可能。

[0029] 框架部包括上横梁4和下横梁5，两者均设有内卷边，内卷边的边缘均设有锯齿，上

横梁4和下横梁5将综合管道上下限制在其内部，上横梁4和下横梁5的两侧通过贯穿其的丝

杠6及螺母固定连接，六角螺母61连接于丝杠11的底部和丝杠6的顶部，起到连接承重和调

节高低的作用。

[0030] 上横梁4采用为41毫米×62毫米的C型钢，下横梁41毫米×41毫米的C型钢，能够提

高承载能力和结构强度。

[0031] 上横梁4和下横梁5在和丝杠6连接处均设有限位块41，限位块41的两侧通过螺母

固定，可以提高安装强度，便于对齐和施工，上横梁4和下横梁5的两端均设有盖板42，盖板

42能够起到防尘、美观和耐腐蚀的作用，也可以降低碰损伤人体的可能。

[0032] 在下横梁5的两端，对应丝杠6的内侧，设有卡位块53，卡位块53成直角边结构，其

一侧与矩形管体7的侧边紧贴，另一边有安装孔，螺铨54穿过该连接孔，螺铨54的另一端设

有塑翼支架55，塑翼支架55上设有通槽，该通槽用于放置螺母片56，螺母片56通过塑翼支架

55放置在下横梁5上端开口处，螺母片56的两侧均设有齿孔，该齿孔能够与下横梁  5的锯齿

啮合，塑翼支架55可以便于对齐摆放及施工，提高精准度和工作效率，通过旋紧螺铨54，可

以卡位块53与下横梁5紧密固定连接，同时也便于安装操作和调节卡位块53与下横梁5之间

的位置及距离，使矩形箱体7的安装更加稳固。

[0033] 在上横梁4上设有三个欧姆型管束9，欧姆型管束9的内径可以有大小差别，分别用

于安装不同管径的管件8，如用于消防水管、下水管道或燃气管道等，欧姆型管束9包括扁钢

本体91和套放在扁钢本体91上的弹性橡胶件92，弹性橡胶件92可以使欧姆型管束9和管件8

紧密贴合，提高弹性，保护管体，增加缓冲，提高抗震能力；

[0034] 扁钢本体91的两侧设有安装孔，两个螺铨54穿过该连接孔，螺铨54的另一端设有

塑翼支架  55，塑翼支架55上设有通槽，该通槽用于放置螺母片56，螺母片56通过塑翼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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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放置在上横梁4上端开口处，螺母片56的两侧均设有齿孔，该齿孔能够与上横梁4的锯齿

啮合，从而能够稳固地将管件8安装在上横梁4的上方。

[0035] 为了更好提高抗腐蚀性和美观程度，可以对垂直C型钢12、侧向C型钢31、铰接件 

32、上横梁4、下横梁5、限位件41和卡位件53进行热浸锌处理，其中热浸锌层厚度≥55 μm。

[0036] 至此，矩形箱体7的上下被上横梁4和下横梁5紧密限制，其左右被卡位块53紧密限

制，管件8被欧姆型管束9紧密限制在上横梁4的上方，在连杆部吊装过程中，通过左右的垂

直连杆部件1及其侧边的一组或两组侧向连杆部件3组成了多个稳固的三角形结构，能够大

大提高整套系统的抗震能力，同时在现场施工时无需现场切割及焊接固定，安装效率高，施

工风险低，安装精度高，调节方便，便于维护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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