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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海上灯塔用不锈钢钢筋混凝土结构，其

特征在于：包括由多个钢筋混凝土筒体连接而成

的塔身，钢筋混凝土筒体包括由混凝土制成的呈

管状的混凝土筒，混凝土筒内埋设有多根受力钢

筋和箍筋环；相邻两个钢筋混凝土筒体之间还设

有钢筋混凝土板，钢筋混凝土板将塔身的内部空

间间隔为多个独立空间；钢筋混凝土板的下方还

设有钢筋混凝土梁和钢筋混凝土柱，钢筋混凝土

梁与钢筋混凝土板平行设置并与钢筋混凝土板

固定相连，钢筋混凝土梁的两端固定于混凝土筒

内壁；钢筋混凝土柱沿混凝土筒的轴向延伸，钢

筋混凝土柱的顶端与钢筋混凝土板相连以用于

支撑钢筋混凝土板。本申请的钢筋混凝土结构具

有很好的抗腐蚀能力，结构强度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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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海上灯塔用不锈钢钢筋混凝土结构，其特征在于：

包括由多个钢筋混凝土筒体连接而成的塔身，所述钢筋混凝土筒体包括由混凝土制成

的呈管状的混凝土筒，所述混凝土筒内埋设有多根沿混凝土筒轴向延伸的筒受力钢筋，所

述混凝土筒内还埋设有多个箍筋环，所述多个箍筋环彼此平行并沿混凝土筒轴向分布，所

述箍筋环与筒受力钢筋固定相连，所述筒受力钢筋由不锈钢钢筋制成；

相邻两个钢筋混凝土筒体之间还设有钢筋混凝土板，所述钢筋混凝土板将塔身的内部

空间间隔为多个独立空间；所述钢筋混凝土板的下方还设有钢筋混凝土梁和钢筋混凝土

柱，所述钢筋混凝土梁与所述钢筋混凝土板平行设置并与所述钢筋混凝土板固定相连，所

述钢筋混凝土梁的两端固定于所述混凝土筒内壁；所述钢筋混凝土柱沿混凝土筒的轴向延

伸，钢筋混凝土柱的顶端与钢筋混凝土板相连以用于支撑所述钢筋混凝土板。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不锈钢钢筋混凝土结构，其特征在于：

所述钢筋混凝土板包括由混凝土制成的呈圆盘状的混凝土板，所述混凝土板内埋设有

多根沿混凝土板径向延伸的径向受力钢筋以及多个同心设置的受力钢筋环，所述径向受力

钢筋与受力钢筋环固定相连，所述的径向受力钢筋采用不锈钢钢筋。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不锈钢钢筋混凝土结构，其特征在于：

所述钢筋混凝土梁包括由混凝土制成的混凝土梁，所述混凝土梁内埋设有多根横向延

伸的梁受力钢筋以及多个用于固定所述梁受力钢筋的梁箍筋，梁受力钢筋采用不锈钢钢

筋。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不锈钢钢筋混凝土结构，其特征在于：

所述钢筋混凝土柱包括由混凝土制成的混凝土柱，所述混凝土柱内埋设有多根纵向延

伸的柱受力钢筋以及多个用于固定所述柱受力钢筋的柱箍筋，柱受力钢筋采用不锈钢钢

筋。

5.根据权利要求1-4任意一项所述的不锈钢钢筋混凝土结构，其特征在于：

所述钢筋混凝土板的下方还设有钢筋混凝土梯，所述钢筋混凝土梯包括由混凝土制成

的呈螺旋状的混凝土梯板，所述混凝土梯板延伸至钢筋混凝土板的上方；所述混凝土梯板

内埋设有多根梯受力钢筋以及多个用于固定所述梯受力钢筋的梯分布筋，所述的梯受力钢

筋采用不锈钢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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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海上灯塔用不锈钢钢筋混凝土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申请涉及土木工程领域，尤其是一种海上灯塔用不锈钢钢筋混凝土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海上灯塔是引导船舶航行或指示危险区的一种固定的航标，是船舶航行必不可少

的导航手段。灯塔塔身主要是要适应和抵抗风浪等恶劣的稳定性和耐久自然条件，以保持

自身的稳定性和耐久性。

[0003] 目前灯塔塔身普遍用钢筋混凝土构筑，但是海水中的腐蚀性离子尤其是氯离子会

不断浸入混凝土，当逐渐渗透混凝土钢筋时，普通钢筋会被严重锈蚀，严重影响塔身的安全

性与耐久性，大大的限制了其使用年限和安全性。

发明内容

[0004] 本申请提供一种海上灯塔用不锈钢钢筋混凝土结构，解决现有钢筋混凝土结构抗

腐蚀性差和结构强度低的问题。

[0005] 一种海上灯塔用不锈钢钢筋混凝土结构，包括由多个钢筋混凝土筒体连接而成的

塔身，所述钢筋混凝土筒体包括由混凝土制成的呈管状的混凝土筒，所述混凝土筒内埋设

有多根沿混凝土筒轴向延伸的筒受力钢筋，所述混凝土筒内还埋设有多个箍筋环，所述多

个箍筋环彼此平行并沿混凝土筒轴向分布，所述箍筋环与筒受力钢筋固定相连，所述筒受

力钢筋由不锈钢钢筋制成；相邻两个钢筋混凝土筒体之间还设有钢筋混凝土板，所述钢筋

混凝土板将塔身的内部空间间隔为多个独立空间；所述钢筋混凝土板的下方还设有钢筋混

凝土梁和钢筋混凝土柱，所述钢筋混凝土梁与所述钢筋混凝土板平行设置并与所述钢筋混

凝土板固定相连，所述钢筋混凝土梁的两端固定于所述混凝土筒内壁；所述钢筋混凝土柱

沿混凝土筒的轴向延伸，钢筋混凝土柱的顶端与钢筋混凝土板相连以用于支撑所述钢筋混

凝土板。

[0006] 优选的，所述钢筋混凝土板包括由混凝土制成的呈圆盘状的混凝土板，所述混凝

土板内埋设有多根沿混凝土板径向延伸的径向受力钢筋以及多个同心设置的受力钢筋环，

所述径向受力钢筋与受力钢筋环固定相连。

[0007] 优选的，所述钢筋混凝土梁包括由混凝土制成的混凝土梁，所述混凝土梁内埋设

有多根横向延伸的梁受力钢筋以及多个用于固定所述梁受力钢筋的梁箍筋，梁受力钢筋采

用不锈钢钢筋。

[0008] 优选的，所述钢筋混凝土柱包括由混凝土制成的混凝土柱，所述混凝土柱内埋设

有多根纵向延伸的柱受力钢筋以及多个用于固定所述柱受力钢筋的柱箍筋，柱受力钢筋采

用不锈钢钢筋。

[0009] 优选的，所述钢筋混凝土板的下方还设有钢筋混凝土梯，所述钢筋混凝土梯包括

由混凝土制成的呈螺旋状的混凝土梯板，所述混凝土梯板延伸至钢筋混凝土板的上方；所

述混凝土梯板内埋设有多根梯受力钢筋以及多个用于固定所述梯受力钢筋的梯分布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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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本申请的有益效果是，使用不锈钢筋用作钢筋混凝土结构，具有很好的抗腐蚀能

力。同时，相邻两个钢筋混凝土筒体之间还设有钢筋混凝土板，钢筋混凝土板的下方还设有

钢筋混凝土梁和钢筋混凝土柱，大大加强了本申请的钢筋混凝土结构的稳定性，提升了其

结构强度。因而本申请的钢筋混凝土结构可以提高使用年限和安全性。

附图说明

[0011] 图1为本申请一种实施例的钢筋混凝土筒体的钢筋结构示意图；

[0012] 图2为本申请一种实施例的钢筋混凝土板的钢筋结构示意图；

[0013] 图3为本申请一种实施例的钢筋混凝土梁的钢筋结构示意图；

[0014] 图4为本申请一种实施例的钢筋混凝土梁的另一视角的钢筋结构示意图；

[0015] 图5为本申请一种实施例的钢筋混凝土柱的钢筋结构示意图；

[0016] 图6为本申请一种实施例的钢筋混凝土柱的另一视角的钢筋结构示意图；

[0017] 图7为本申请一种实施例的钢筋混凝土梯的钢筋结构示意图；

[0018] 图8为本申请一种实施例的钢筋混凝土梯的另一视角的钢筋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通过具体实施方式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0] 一种海上灯塔用不锈钢钢筋混凝土结构，其用于构建灯塔结构。如图1所示，其包

括由多个钢筋混凝土筒体连接而成的塔身，该塔身整体呈中空的筒状结构。所述钢筋混凝

土筒体包括由混凝土制成的呈管状的混凝土筒，在所述混凝土筒内埋设有多根沿混凝土筒

轴向延伸的筒受力钢筋11，所述混凝土筒内还埋设有多个箍筋环12，所述多个箍筋环12彼

此平行并沿混凝土筒轴向分布，所述箍筋环12与筒受力钢筋11固定相连，可通过绑扎或焊

接的方式固定，为了保证固定效果，优选焊接方式。所述筒受力钢筋11采用不锈钢钢筋。其

中，鉴于混凝土筒由混凝土制成，图1并未示出混凝土筒，仅以其钢筋结构示意，以下实施例

的钢筋混凝土板、钢筋混凝土梁、钢筋混凝土柱和钢筋混凝土梯均未示出其混凝土，本领域

技术人员应理解，所示出的钢筋结构是埋设在混凝土中的。

[0021] 相邻两个钢筋混凝土筒体之间还设有钢筋混凝土板，所述钢筋混凝土板将塔身的

内部空间间隔为多个独立空间，从而形成灯塔的多层结构。所述钢筋混凝土板的下方还设

有钢筋混凝土梁和钢筋混凝土柱，所述钢筋混凝土梁与所述钢筋混凝土板平行设置并与所

述钢筋混凝土板固定相连，所述钢筋混凝土梁的两端固定于所述混凝土筒内壁；所述钢筋

混凝土柱沿混凝土筒的轴向延伸，钢筋混凝土柱的顶端与钢筋混凝土板相连，下端与下方

的钢筋混凝土板固定，从而通过钢筋混凝土梁和钢筋混凝土柱来支撑钢筋混凝土板，使得

塔身整体更加稳固。

[0022] 在一种实施例中，如图2所示，所述钢筋混凝土板包括由混凝土制成的呈圆盘状的

混凝土板，所述混凝土板内埋设有多根沿混凝土板径向延伸的径向受力钢筋21以及多个同

心设置的受力钢筋环22，受力钢筋环22与每一根径向受力钢筋21固定相连，其固定方式包

括绑扎或焊接，且所述径向受力钢筋21与受力钢筋环22可以采用普通钢筋，也可以采用不

锈钢钢筋。

[0023] 在一种实施例中，如图3和图4所示，所述钢筋混凝土梁包括由混凝土制成的混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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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梁，所述混凝土梁内埋设有多根横向延伸的梁受力钢筋31以及多个用于固定所述梁受力

钢筋的梁箍筋33。钢筋混凝土梁整体呈长方体形，其顶端和下端均由梁受力钢筋31构成，中

部由多个腰筋32支撑，其中，梁受力钢筋31由不锈钢钢筋制成。

[0024] 在一种实施例中，如图5和图6所示，所述钢筋混凝土柱呈长方体形，其包括由混凝

土制成的混凝土柱，所述混凝土柱内埋设有多根纵向延伸的柱受力钢筋41以及多个用于固

定所述柱受力钢筋41的柱箍筋42，其中，柱受力钢筋41采用不锈钢钢筋。

[0025] 在一种实施例中，如图7和图8所示，所述钢筋混凝土板的下方还设有钢筋混凝土

梯，所述钢筋混凝土梯包括由混凝土制成的呈螺旋状的混凝土梯板，所述混凝土梯板延伸

至钢筋混凝土板的上方，从而在混凝土梯板上供人行走；所述混凝土梯板内埋设有多根受

力钢筋53。还包括多个用于固定所述梯受力钢筋53的梯分布筋51以及用于受力分布钢筋53

的梯箍筋52，梯受力钢筋52可以采用普通钢筋，也可以采用不锈钢钢筋。

[0026] 上述的不锈钢钢筋由奥氏体型不锈钢、铁素体型不锈钢、马氏体型不锈钢及奥氏

体-铁素体型不锈钢中的任意一种或多种材料制成。提高混凝土板的耐久性。

[0027] 以上内容是结合具体的实施方式对本发明所作的进一步详细说明，不能认定本发

明的具体实施只局限于这些说明。对于本发明所属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

离本发明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简单推演或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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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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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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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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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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