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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钢筋混凝土楼梯预埋孔布置方式及安

装扶手和爆破拆除的方法，钢筋混凝土楼梯平台

梁预埋有两端弯曲弯管，踏步侧面预埋有贯通

孔。贯通孔用作楼梯扶手的安装，减轻楼梯自重

的同时增加踏步使用空间，还可用作预制楼梯的

吊装，简化安装工序，加快安装进程。贯通长孔和

弯管将来用作爆破拆除的炮孔，避免钻孔带来的

噪音粉尘污染，解决钢筋混凝土楼梯拆除难、危

险性大的问题。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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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钢筋混凝土楼梯预埋孔布置方式，其特征在于：踏步（9）中设置若干贯通孔（1），

贯通孔（1）开口于踏步侧面，贯通孔（1）的中轴线到踏步面（901）、踢面（902）、斜梁（7）底面

的距离相等；或者贯通孔（1）的中轴线到斜梁（7）底面的距离短于到踏步面（901）、踢面

（902）的距离；沿平台梁（8）中轴线预埋若干两端弯曲的弯管（11），弯管（11）两端开口于楼

梯平台（6）的上表面，开口堵塞。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钢筋混凝土楼梯预埋孔布置方式，其特征在于：弯管（11）的平

直段平行于平台梁（8）中轴线，根据平台梁配筋在平台梁中轴线向下1-5cm处布置。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钢筋混凝土楼梯预埋孔布置方式，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贯通孔

（1）的直径40-60mm。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钢筋混凝土楼梯预埋孔布置方式，其特征在于：贯通孔（1）的

中轴线到斜梁（7）底面的距离短于到踏步面（901）、踢面（902）的距离1-3cm。

5.利用权利要求1所述的钢筋混凝土楼梯预埋孔安装扶手的方法，其特征在于：间隔选

择与平台梁（8）不相邻踏步中的3-5个贯通孔（1）作为L形弯头（2）安装孔，来安排扶手，具体

包括以下步骤：

1）将L形弯头（2）从靠近楼梯踏步（9）外侧的贯通孔（1）开口插入，调整L形弯头（2）弯头

位置使其孔外端开口朝上；

2）向孔内灌入水泥砂浆，等待水泥砂浆硬化；

3）将扶手杆（5）、立杆（4）、横杆（3）组合成预制构件，预制构件下端为立杆连接件（10），

使立杆连接件（10）对准L形弯头（2），L形弯头（2）插入立杆连接件（10）的孔内并固定，完成

楼梯扶手的安装。

6.利用权利要求1-4任一所述的钢筋混凝土楼梯预埋孔对楼梯爆破拆除的方法，其特

征在于：选取弯管（11）和未安装L形弯头（2）的剩余贯通孔中的3-5个作为炮孔，切断L形弯

头（2），回收楼梯扶手，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1）凿除炮孔表面砂浆和封堵物，清孔；

2）在平台梁（8）内的弯管（11）中安装炸药，装药时，弯管（11）内注水，弯管（11）管内穿

一根牵引绳，通过牵引绳将连续药包或不连续药包拖入弯管（11）内，堵塞两端开口；贯通孔

（1）装药时，将连续药包或不连续药包推入孔内，堵塞炮孔，完成装药；

3）连接爆破网络，起爆。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利用钢筋混凝土楼梯预埋孔爆破拆除的方法，其特征在

于：连续装药时，药包中插有雷管，雷管上插有引线并引至炮孔外面；不连续装药时，炸药段

采用导爆索间隔绑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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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筋混凝土楼梯预埋孔布置方式及安装扶手和爆破拆除的

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楼梯设备领域和爆破工程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利用钢筋混凝土楼梯预

埋孔的布置方式以及利用预埋孔来安装扶手的方法，本发明还涉及利用该预埋孔爆破拆除

楼梯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在工程建设中，楼梯多采用现浇整体式实心楼梯，强度高，结构稳定性好，但自重

大，施工耗时长，因工人技术水平的参差不齐，质量往往难以得到保障，同时给拆除也带来

了极大困扰，后来在部分高层建筑中被严禁使用。发明专利CN108661255A公布了一种预制

楼梯及其生产方法，踏步中部设置有贯通的减重通孔，而预制楼梯为了吊装方便，踏步两侧

往往都设置有吊装孔。另外，楼梯扶手大多通过楼梯踏步上预埋的铁件或基座固定，施工较

为繁琐，扶手固定在踏步上也影响了踏步的使用空间。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利用钢筋混凝土楼梯预埋孔的布置方式，

以及利用该预埋孔来安装扶手，并可利用该预埋孔对楼梯进行后期爆破拆除的方法，即在

在楼梯设计建造之初，就考虑楼梯扶手的安装及楼梯的报废拆除，以降低建设及拆除成本。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这样实现的：一种钢筋混凝土楼梯预埋孔布置方式，踏步中设置

若干贯通孔，贯通孔开口于踏步侧面，贯通孔的中轴线到踏步面、踢面、斜梁底面的距离相

等；或者贯通孔的中轴线到斜梁底面的距离短于到踏步面、踢面的距离；沿平台梁中轴线预

埋若干两端弯曲的弯管，弯管两端开口于楼梯平台的上表面，开口堵塞。

[0005] 弯管的平直段平行于平台梁中轴线，根据平台梁配筋在平台梁中轴线向下1-5cm

处布置。

[0006] 所述的贯通孔的直径40-60mm。

[0007] 贯通孔的中轴线到斜梁底面的距离短于到踏步面、踢面的距离1-3cm。

[0008] 间隔选择与平台梁不相邻踏步中的3-5个贯通孔作为L形弯头安装孔，来安排扶

手，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1）将L形弯头从靠近楼梯踏步外侧的贯通孔开口插入，调整L形弯头弯头位置使其孔外

端开口朝上；

2）向孔内灌入水泥砂浆，等待水泥砂浆硬化；

3）将扶手杆、立杆、横杆组合成预制构件，预制构件下端为立杆连接件，使立杆连接件

对准L形弯头，L形弯头插入立杆连接件的孔内并固定，完成楼梯扶手的安装。

[0009] 利用钢筋混凝土楼梯预埋孔对楼梯爆破拆除的方法，选取弯管和未安装L形弯头

的剩余贯通孔中的3-5个作为炮孔，切断L形弯头，回收楼梯扶手，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1）凿除炮孔表面砂浆和封堵物，清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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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平台梁内的弯管中安装炸药，装药时，弯管内注水，弯管管内穿一根牵引绳，通过

牵引绳将连续药包或不连续药包拖入弯管内，堵塞两端开口；贯通孔装药时，将连续药包或

不连续药包推入孔内，堵塞炮孔，完成装药；

3）连接爆破网络，起爆。

[0010] 连续装药时，药包中插有雷管，雷管上插有引线并引至炮孔外面；不连续装药时，

炸药段采用导爆索间隔绑扎。

[0011] 本发明提供的钢筋混凝土楼梯预埋孔布置方式及安装扶手和爆破拆除的方法具

有以下有益效果：

1）在钢筋混凝土楼梯中预留贯通孔、预埋弯管，将来可用作爆破拆除的炮孔，解决钢筋

混凝土楼梯拆除难问题，还可避免钻孔带来的噪音和粉尘污染；

2）扶手安装在踏步侧面，除增加踏步使用空间外，还可对梯井有效防护，提高楼梯安全

性能；

3）楼梯预埋有贯通孔和弯管，减轻楼梯自重的同时方便预制构件的吊装；

4）扶手拆除时，整个楼梯扶手可从L形弯头处锯断，便于二次利用。

[0012] 5）整个楼梯扶手上部结构为预制构件，适合工业化生产，安装简单，可缩短工期。

附图说明

[0013]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14] 图1是扶手安装整体效果图；

图2 是贯通孔布置示意图；

图3 是楼梯侧面示意图；

图4 是L形弯管示意图；

图5是平台梁纵截面图。

[0015] 图中：贯通孔1、L形弯管2、横杆3、立杆4、扶手杆5、楼梯平台6、楼梯斜梁7、平台梁

8、踏步9、踏面901、踢面902、立杆连接件10、预埋弯管11；b为贯通孔到踏面距离、a为到踢面

距离、c为到斜梁7底面距离。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实施例1：

某建筑层高5.4米，楼梯间尺寸为3.6米×6.6米，楼梯为装配式双跑平行楼梯，楼梯扶

手采用不锈钢金属扶手。踏步宽1.7米，高0.15米，踏步面宽0.3米，设计步数12步。平台梁设

计尺寸为3.6米×0.3米×0.6米，斜梁设计尺寸为3.6米×0.2米×0.3米。楼层平台和休息

平台设计尺寸均为3.6米×1.5米，梯井宽0.2米。

[0017] 楼梯预埋孔的布置方式为：楼梯在工厂预制时，踏步中预埋直径40mm的PVC管作为

贯通孔，贯通孔1中轴线到踏步面901、踢面902的距离均为0.15米、到斜梁底面的距离为

0.14米，开口于踏步9的侧面，如图2所示；沿平台梁中轴线预埋直径40mm的两端弯曲的弯管

11，弯管11平直段预埋平行于中轴线，布置在中轴线向下2cm处，两端开口于楼梯平台上表

面，开口用建筑石膏堵塞。

[0018] 利用上述预埋孔安装扶手：

说　明　书 2/4 页

4

CN 110284674 A

4



1）如图4所示，将L形弯2从靠近楼梯踏步外侧的开口插入，调整弯头位置使其孔外端开

口朝上；

2）向孔内灌入水泥砂浆，等待水泥砂浆硬化；

3）将扶手杆5、立杆4、横杆3组合成预制构件运至现场安装，L形弯头对准预制构件下端

的立杆连接件，插入连接件孔内，接头通过焊接方式连接，完成楼梯扶手的安装，如图3所

示。

[0019] 用预埋孔对钢筋混凝土楼梯爆破拆除：选用直径32mm的乳化炸药药卷，长度0.2 

m，采用不连续装药结构，间距0.3m，具体步骤如下：

1）切断L形弯头2，将整个楼梯扶手分解成多个预制构件，回收利用；

2）找到预埋的弯管11和选取的贯通孔1作为炮孔，凿除表面砂浆和前期封堵时所用的

建筑石膏，用压风机清孔；具体是选取弯管11和未安装L形弯头2的剩余贯通孔中的3-5个作

为炮孔；

3）在导爆索上以0.3m间距绑扎药卷：平台梁装药时，弯管内注水，管内穿一根牵引绳，

将绑扎好的炸药段通过牵引绳拖入弯管内，堵塞两端开口；贯通孔装药时，用细木棒将绑扎

好的炸药推入孔内，堵塞炮孔，完成装药；

4）连接爆破网络，起爆。

[0020] 实施例2：

某建筑层高5.4米，楼梯间尺寸为3.3米×5.7米，楼梯为整体现浇式平行双跑楼梯，楼

梯扶手采用不锈钢金属扶手。踏步宽1.5米，高0.15米，踏步面宽0.3米，设计步数9步。平台

梁设计尺寸为3.6米×0.4米×0.7米，斜梁设计尺寸为2.7米×0.2米×0.3米。楼层平台和

休息平台设计尺寸均为3.6米×1.5米，梯井宽0.3米。

[0021] 楼梯预埋孔的布置方式为：楼梯在工厂预制时，踏步中预埋直径50mmPVC管作为贯

通孔，贯通孔1中轴线到踏步面901、踢面902的距离均为0.15米、到斜梁底面的距离为0.15

米，开口于踏步9的侧面，如图2所示；沿平台梁中轴线预埋直径50mm的两端弯曲的弯管11，

弯管11平直段预埋平行于中轴线，布置在中轴线向下3cm处，两端开口于楼梯平台上表面，

开口用建筑石膏堵塞。

[0022] 利用上述预埋孔安装扶手：

1）如图4所示，将L形弯2从靠近楼梯踏步外侧的开口插入，调整弯头位置使其孔外端开

口朝上；

2）向孔内灌入水泥砂浆，等待水泥砂浆硬化；

3）将扶手杆5、立杆4、横杆3组合成预制构件运至现场安装，L形弯头对准预制构件下端

的立杆连接件，插入连接件孔内，接头通过焊接方式连接，完成楼梯扶手的安装，如图3所

示。

[0023] 用预埋孔对钢筋混凝土楼梯爆破拆除：选用直径25mm的乳化炸药药卷，长度0.2 

m，采用连续装药结构，间距0.3m，具体步骤如下：

1）切断L形弯头2，将整个楼梯扶手分解成多个预制构件，回收利用；

2）找到预埋的弯管11和选取的贯通孔1作为炮孔，凿除表面砂浆和前期封堵时所用的

建筑石膏，用压风机清孔；具体是选取弯管11和未安装L形弯头2的剩余贯通孔中的3-5个作

为炮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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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导爆索上以0.3m间距绑扎药卷：平台梁装药时，弯管内注水，管内穿一根牵引绳，

将绑扎好的炸药段通过牵引绳拖入弯管内，堵塞两端开口；贯通孔装药时，用细木棒将绑扎

好的炸药推入孔内，堵塞炮孔，完成装药；

4）连接爆破网络，起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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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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