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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斜拉外架式脚手架的连接结构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一种斜拉外架式脚手架的

连接结构，包括第一、第二预埋固定组件、水平锚

固组件、斜拉锚固件、斜拉组件，第一、第二预埋

固定组件分别预设于墙体主体结构内，且第二预

埋固定组件高于第一预埋固定组件；水平锚固组

件包括工字钢及固定于工字钢一端的锚固钢板，

锚固钢板上开设有固定孔，锚固钢板连接于第一

预埋固定组件，斜拉锚固件连接于第二预埋固定

组件，斜拉组件的两端分别连接于斜拉锚固件、

工字钢的一端。通过该连接结构可解决传统悬挑

外架由于工字钢穿墙洞对墙体主体结构的破坏

问题，有效避免由于穿墙洞口修补不到位而产生

的外墙渗漏，还可节省工字钢的用量55％，且安

装方便，适用及周转性强，节省工期和施工成本。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3页  附图4页

CN 209837654 U

2019.12.24

CN
 2
09
83
76
54
 U



1.一种斜拉外架式脚手架的连接结构，其特征在于，包括：

第一预埋固定组件，所述第一预埋固定组件预设于墙体主体结构内；

第二预埋固定组件，所述第二预埋固定组件预设于所述墙体主体结构内并高于所述第

一预埋固定组件；

水平锚固组件，所述水平锚固组件包括工字钢及固定于所述工字钢一端的锚固钢板，

所述锚固钢板上开设有固定孔，所述锚固钢板藉由所述固定孔连接于所述第一预埋固定组

件，所述工字钢的另一端凸伸于所述墙体主体结构外侧；

斜拉锚固件，所述斜拉锚固件连接于所述第二预埋固定组件；

斜拉组件，所述斜拉组件的两端分别连接于所述斜拉锚固件、所述工字钢的远离所述

锚固钢板的一端。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斜拉外架式脚手架的连接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水平锚固组件

还包括吊耳，所述吊耳固定于所述工字钢的远离所述锚固钢板的一端，且所述吊耳上连接

有绳扣，所述斜拉组件的一端连接于所述绳扣。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斜拉外架式脚手架的连接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水平锚固组件

还包括防滑端子，所述防滑端子垂直固定于所述工字钢上用于固定钢管立杆。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斜拉外架式脚手架的连接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防滑端子的高

度为150mm。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斜拉外架式脚手架的连接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斜拉锚固件包

括呈弯折状的两端，所述斜拉锚固件的一端连接于所述第二预埋固定组件，所述斜拉锚固

件的另一端用于连接所述斜拉组件。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斜拉外架式脚手架的连接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斜拉锚固件的

两端呈160°夹角设置。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斜拉外架式脚手架的连接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斜拉组件包括

斜拉钢板及连接于所述斜拉钢板两端的花篮螺栓，两所述花篮螺栓分别挂设于所述斜拉锚

固件、所述工字钢的远离所述锚固钢板的一端。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斜拉外架式脚手架的连接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预埋固定

组件、所述第二预埋固定组件均包括开设有螺柱孔的预埋固定件及与所述螺柱孔相配合的

螺杆。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斜拉外架式脚手架的连接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螺杆的长度大

于所述墙体主体结构的宽度1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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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拉外架式脚手架的连接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建筑施工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用于搭设斜拉外架式脚手架的

连接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建筑工程施工现场悬挑式脚手架多采用传统悬挑式脚手架，安装时，剪力墙

部位工字钢穿入墙体内，一方面工字钢穿墙易对主体结构造成破坏，增大了模板工程施工

难度，且增加后期修复费用，另一方面由于工字钢需要设置大于等于悬挑段1.25倍长度的

锚固段，导致工字钢用量较大，浪费材料。

[0003] 因此，有必要提供一种能够降低工字钢用量、避免破坏主体结构、结构简单、安装

方便的斜拉外架式脚手架的连接结构，以解决上述现有技术中所存在的问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能够降低工字钢用量、避免破坏主体结构、结构

简单、安装方便的斜拉外架式脚手架的连接结构。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为：提供一种斜拉外架式脚手架的连接

结构，其包括第一预埋固定组件、第二预埋固定组件、水平锚固组件、斜拉锚固件、斜拉组

件；其中，所述第一预埋固定组件预设于墙体主体结构内；所述第二预埋固定组件预设于所

述墙体主体结构内并高于所述第一预埋固定组件；所述水平锚固组件包括工字钢及固定于

所述工字钢一端的锚固钢板，所述锚固钢板上开设有固定孔，所述锚固钢板藉由所述固定

孔连接于所述第一预埋固定组件，所述工字钢的另一端凸伸于所述墙体主体结构外侧；所

述斜拉锚固件连接于所述第二预埋固定组件；所述斜拉组件的两端分别连接于所述斜拉锚

固件、所述工字钢的远离所述锚固钢板的一端。

[0006] 较佳地，所述水平锚固组件还包括吊耳，所述吊耳固定于所述工字钢的远离所述

锚固钢板的一端，且所述吊耳上连接有绳扣，所述斜拉组件的一端连接于所述绳扣。

[0007] 较佳地，所述水平锚固组件还包括防滑端子，所述防滑端子垂直固定于所述工字

钢上用于固定钢管立杆。

[0008] 较佳地，所述防滑端子的高度为150mm。

[0009] 较佳地，所述斜拉锚固件包括呈弯折状的两端，所述斜拉锚固件的一端连接于所

述第二预埋固定组件，所述斜拉锚固件的另一端用于连接所述斜拉组件。

[0010] 较佳地，所述斜拉锚固件的两端呈160°夹角设置。

[0011] 较佳地，所述斜拉组件包括斜拉钢板及连接于所述斜拉钢板两端的花篮螺栓，两

所述花篮螺栓分别挂设于所述斜拉锚固件、所述工字钢的远离所述锚固钢板的一端。

[0012] 较佳地，所述第一预埋固定组件、所述第二预埋固定组件均包括开设有螺柱孔的

预埋固定件及与所述螺柱孔相配合的螺杆。

[0013] 较佳地，所述螺杆的长度大于所述墙体主体结构的宽度1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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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与现有技术相比，由于本实用新型的斜拉外架式脚手架的连接结构，通过在墙体

主体结构内预埋第一预埋固定组件、第二预埋固定组件，同时，水平锚固组件包括工字钢及

固定于工字钢一端的锚固钢板，通过锚固钢板与第一预埋固定组件相连接，通过斜拉锚固

件连接于第二预埋固定组件，然后使斜拉组件的两端分别连接于所述斜拉锚固件、工字钢

的远离锚固钢板的一端，因此，可以解决传统悬挑外架由于工字钢穿墙洞对墙体主体结构

的破坏问题，使后期无需修补穿墙洞口，从而有效避免由于穿墙洞口修补不到位而产生的

外墙渗漏，还可以节省工字钢的用量55％，且安装方便，适用及周转性强，节省工期和施工

成本。进一步地，该连接结构尤适用于挑架配合铝模、塑模等施工，可以避免挑架层由于悬

挑架而产生的大量异型模板，减少模板损耗，进一步节约施工成本。

附图说明

[0015] 图1是本实用新型斜拉外架式脚手架的连接结构之整体示意图。

[0016] 图2是图1中锚固钢板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3是图1中吊耳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4是图1中防滑端子的放大示意图。

[0019] 图5是图1中斜拉锚固件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6是图1中斜拉钢板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现在参考附图描述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附图中类似的元件标号代表类似的元

件。

[0022] 下面先参看图1所示，本实用新型所提供的斜拉外架式脚手架的连接结构1，其包

括第一预埋固定组件10、第二预埋固定组件20、水平锚固组件30、斜拉锚固件40、斜拉组件

50。其中，第一预埋固定组件10、第二预埋固定组件20分别预设于墙体主体结构2内，且第二

预埋固定组件20的位置高于第一预埋固定组件10的位置；水平锚固组件30的一端连接于第

一预埋固定组件10，其另一端水平凸伸于墙体主体结构2的外侧；斜拉锚固件40连接于第二

预埋固定组件20；斜拉组件50的两端分别连接于所述斜拉锚固件40、水平锚固组件30的凸

伸于墙体主体结构2外侧的一端。

[0023] 其中，所述第一预埋固定组件10、第二预埋固定组件20均包括开设有螺柱孔的预

埋固定件及与所述螺柱孔相配合的螺杆，且螺杆的长度大于所述墙体主体结构2的宽度

100mm，藉由预埋于墙体主体结构2内的预埋固定件及连接于其上的螺杆来安装水平锚固组

件30、斜拉锚固件40，可以避免工字钢穿墙洞对主体结构的破坏，有效避免由于穿墙洞口修

补不到位而产生的外墙渗漏问题。

[0024] 结合图1-4所示，所述水平锚固组件30包括工字钢31、锚固钢板32、吊耳33及防滑

端子34。其中，锚固钢板32焊接于工字钢31的一端，且锚固钢板32上开设有固定孔321，锚固

钢板32藉由固定孔321与第一预埋固定组件10的螺杆相连接，吊耳33固定于工字钢31的另

一端，吊耳33的厚度约为8mm，且吊耳33上开设有孔331，孔331内连接有绳扣35，斜拉组件50

的一端连接于绳扣35；同时，防滑端子34垂直焊接于所述工字钢31上用于固定钢管立杆。

[0025] 优选地，所述防滑端子34采用钢筋制成，防滑端子34的高度为150mm，但不以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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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

[0026] 下面结合图1、图5所示，所述斜拉锚固件40包括呈弯折状的两端，斜拉锚固件40做

弯折设计以调整受力角度，且斜拉锚固件40的两端还分别开设有连接孔41，斜拉锚固件40

通过其一端的连接孔41与第二预埋固定组件20的螺杆相连接，斜拉锚固件40另一端的连接

孔41用于连接斜拉组件50。

[0027] 在本实用新型的一种实施方式中，斜拉锚固件40沿转折线42进行折弯，并使其两

端呈160°夹角设置，但并不以此为限。

[0028] 下面结合图1、图6所示，所述斜拉组件50包括斜拉钢板51及连接于斜拉钢板51两

端的花篮螺栓52，具体地，斜拉钢板51的两端分别设有孔511，两花篮螺栓52分别挂设于孔

511内，且其中一花篮螺栓52挂设于斜拉锚固件40的连接孔41内，另一花篮螺栓52挂设于吊

耳33上，斜拉钢板51的长度可根据需要实际灵活设置，并可通过花篮螺栓52来调整斜拉组

件50的长度。

[0029] 再次参看图1-6所示，对本实用新型斜拉外架式脚手架的连接结构1的组装方式进

行说明。

[0030] 首先，将水平锚固组件30连接于第一预埋固定组件10，即，将第一预埋固定组件10

的螺杆连接于的锚固钢板32上的固定孔321内，工字钢31沿水平方向凸伸以使其另一端的

吊耳33距离墙体主体结构2一定距离。然后，将斜拉锚固件40固定于第二预埋固定组件20

上，即，使斜拉锚固件40一端的连接孔41与第二预埋固定组件20的螺杆相连接，使斜拉锚固

件40的另一端与墙体主体结构2呈一定夹角。接着，将斜拉组件50的两端分别连接于斜拉锚

固件40、吊耳33，具体地，将斜拉钢板51一端的花篮螺栓52挂设于斜拉锚固件40的连接孔41

内，斜拉钢板51另一端的花篮螺栓52挂设于吊耳33上的绳扣35。藉由预埋的第一预埋固定

组件10、第二预埋固定组件20来进行安装，使本实用新型连接结构1的安装及拆除工艺更简

便，降低材料使用量和工字钢31对主体结构的破坏，并可周转施工。

[0031] 综上，由于本实用新型的斜拉外架式脚手架的连接结构1，通过在墙体主体结构2

内预埋第一预埋固定组件10、第二预埋固定组件20，同时，水平锚固组件30包括工字钢31及

固定于工字钢31一端的锚固钢板32，通过锚固钢板32与第一预埋固定组件10相连接，通过

斜拉锚固件40连接于第二预埋固定组件20，然后使斜拉组件50的两端分别连接于所述斜拉

锚固件40、工字钢31的远离锚固钢板32的一端，因此，可以解决传统悬挑外架由于工字钢穿

墙洞对墙体主体结构2的破坏问题，使后期无需修补穿墙洞口，从而有效避免由于穿墙洞口

修补不到位而产生的外墙渗漏，还可以节省工字钢31的用量55％，且安装方便，适用及周转

性强，节省工期和施工成本。进一步地，该连接结构1尤适用于挑架配合铝模、塑模等施工，

可以避免挑架层由于悬挑架而产生的大量异型模板，减少模板损耗，进一步节约施工成本。

[0032] 以上所揭露的仅为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例而已，当然不能以此来限定本实用新

型之权利范围，因此依本实用新型申请专利范围所作的等同变化，仍属本实用新型所涵盖

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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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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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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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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