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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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21566550.4

(22)申请日 2019.09.19

(73)专利权人 山东高速城投绕城高速公路有限

公司

地址 261051 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庄检路

2600号齐鲁创智园A座东单元

    专利权人 山东省交通科学研究院　

山东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72)发明人 姜开明　姚伟　刘帅　贾元法　

时维强　许展飞　唐先鹏　徐磊　

贾明武　邵玉　赵贵南　郭保林　

(74)专利代理机构 青岛智地领创专利代理有限

公司 37252

代理人 张正

(51)Int.Cl.

B28B 7/00(2006.01)

B28B 7/18(2006.01)

(ESM)同样的发明创造已同日申请发明专利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预制箱梁内模固定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一种预制箱梁内模固定装

置，包括上内模压紧机构和下外模顶紧机构，上

内模压紧机构包括第一拉杆，第一拉杆外套有第

一套筒，第一拉杆的上端部通过第一轴销连有第

一支撑臂和第二支撑臂，第一套筒的上端部通过

第二轴销连接有第三支撑臂和第四支撑臂；第一

拉杆的下端连有第一挡块，第一套筒的下端连有

第一法兰环；下外模顶紧机构包括第一顶紧撑

板，第一顶紧撑板左部和右部上分别连有第一螺

母和第二螺母，第一螺母内螺旋连有第一螺杆，

第二螺母内螺旋连有第二螺杆；第一顶紧撑板的

中部开设有第一槽孔，该固定装置可更好的定位

内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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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预制箱梁内模固定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上内模压紧机构和下外模顶紧机构，

上内模压紧机构包括第一拉杆，第一拉杆外套有第一套筒，第一拉杆的上端部通过第一轴

销连有第一支撑臂和第二支撑臂，第一套筒的上端部通过第二轴销连接有第三支撑臂和第

四支撑臂，第一支撑臂与第三支撑臂转动连接，第二支撑臂与第四支撑臂转动连接；第一拉

杆的下端连有第一挡块，第一套筒的下端连有第一法兰环；

下外模顶紧机构包括第一顶紧撑板，第一顶紧撑板左部和右部上分别连有第一螺母和

第二螺母，第一螺母内螺旋连有第一螺杆，第二螺母内螺旋连有第二螺杆；第一顶紧撑板的

中部开设有第一槽孔，第一挡块可穿过第一槽孔并且可卡接到第一顶紧撑板的下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预制箱梁内模固定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支撑臂和

第二支撑臂均呈槽板状，第一支撑臂的内端部呈窄口状；

第一轴销可穿过第一拉杆的上部，第一支撑臂的内端部连接在第一拉杆两侧的第一轴

销上；第二支撑臂的内端部连接第一支撑臂外侧的第一轴销上，第二支撑臂的内端部可卡

接在第一支撑臂的内端部的外侧。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预制箱梁内模固定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顶紧撑板

包括第一中圆板，第一中圆板的两侧分别连有第一左方形板和第二右方形板；

第一槽孔位于第一中圆板的中部上，第一左方形板上开设有第一螺纹孔，第二右方形

板上开设有第二螺纹孔，第一螺杆可穿过第一螺纹孔和第一螺母，第二螺杆可穿过第二螺

纹孔和第二螺母。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预制箱梁内模固定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拉杆包括

第一上连接杆和第一下连接杆，第一上连接杆呈长方形杆状，第一下连接杆呈圆杆状；第一

挡块呈长方形块状，第一槽孔呈长方形孔状。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预制箱梁内模固定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套筒呈圆

管状，第二轴销穿过第一套筒；第一法兰环呈圆环状，第一法兰环套在第一套筒的下部上并

且与第一套筒焊接。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预制箱梁内模固定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三支撑臂和

第四支撑臂均呈槽板状，第三支撑臂的外端部上设置有两个第一延伸板，第一支撑臂的外

端部通过第三轴销与两个第一延伸板相连；第四支撑臂的外端部上设置有两个第二延伸

板，第二支撑臂的外端部通过第四轴销与两个第二延伸板相连。

7.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预制箱梁内模固定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三支撑臂的

内端部上开设第一弧形槽口，第三支撑臂的内端部连接在第一套筒外的第二轴销上，第一

套筒的上端部可卡入到第一弧形槽口内；

第四支撑臂的内端部上开设第二弧形槽口，第四支撑臂的内端部连接在第三支撑臂外

的第二轴销上，第一套筒的上端部可卡入到第二弧形槽口内。

8.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预制箱梁内模固定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槽孔的长

度值大于第一挡块的长度值，第一挡块的长度值大于第一槽孔的宽度值，第一槽孔的宽度

值大于第一挡块的宽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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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预制箱梁内模固定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建筑施工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预制箱梁内模固定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预制箱梁在浇筑过程中，为保证内模的位置不受浇筑混凝土的影响，需要进行固

定。现存固定方式是将工字型钢横跨在箱梁上方中间焊有钢筋，钢筋下端连接内模，工字型

钢两端用钢丝绳拉在外模的两侧，以此来固定压紧内模，达到固定的目的。但预制箱梁上边

面需要进行固定外模，浇筑混凝土，人工作业等一系列操作，如果再进行内模固定，就会使

得原本就很复杂的上表面更加拥挤；而且在进行浇筑后不久后就要将内模固定用的型钢拆

掉，卸掉原本施加在刚度不佳的外模上的拉紧力，使得外模产生一定量的变形，由于砼还未

完全凝固，此时让外模变形会影响箱梁表面质量，比如产生粘模等现象，因此需要研究一种

新的内模固定方法。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预制箱梁内模固定装置，该固定装置可更好的定

位内模板。

[0004] 本实用新型为了实现上述目的，采用的技术解决方案是：

[0005] 一种预制箱梁内模固定装置，包括上内模压紧机构和下外模顶紧机构，上内模压

紧机构包括第一拉杆，第一拉杆外套有第一套筒，第一拉杆的上端部通过第一轴销连有第

一支撑臂和第二支撑臂，第一套筒的上端部通过第二轴销连接有第三支撑臂和第四支撑

臂，第一支撑臂与第三支撑臂转动连接，第二支撑臂与第四支撑臂转动连接；第一拉杆的下

端连有第一挡块，第一套筒的下端连有第一法兰环；

[0006] 下外模顶紧机构包括第一顶紧撑板，第一顶紧撑板左部和右部上分别连有第一螺

母和第二螺母，第一螺母内螺旋连有第一螺杆，第二螺母内螺旋连有第二螺杆；第一顶紧撑

板的中部开设有第一槽孔，第一挡块可穿过第一槽孔并且可卡接到第一顶紧撑板的下端。

[0007] 优选的，所述第一支撑臂和第二支撑臂均呈槽板状，第一支撑臂的内端部呈窄口

状；

[0008] 第一轴销可穿过第一拉杆的上部，第一支撑臂的内端部连接在第一拉杆两侧的第

一轴销上；第二支撑臂的内端部连接第一支撑臂外侧的第一轴销上，第二支撑臂的内端部

可卡接在第一支撑臂的内端部的外侧。

[0009] 优选的，所述第一顶紧撑板包括第一中圆板，第一中圆板的两侧分别连有第一左

方形板和第二右方形板；

[0010] 第一槽孔位于第一中圆板的中部上，第一左方形板上开设有第一螺纹孔，第二右

方形板上开设有第二螺纹孔，第一螺杆可穿过第一螺纹孔和第一螺母，第二螺杆可穿过第

二螺纹孔和第二螺母。

[0011] 优选的，所述第一拉杆包括第一上连接杆和第一下连接杆，第一上连接杆呈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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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杆状，第一下连接杆呈圆杆状；第一挡块呈长方形块状，第一槽孔呈长方形孔状。

[0012] 优选的，所述第一套筒呈圆管状，第二轴销穿过第一套筒；第一法兰环呈圆环状，

第一法兰环套在第一套筒的下部上并且与第一套筒焊接。

[0013] 优选的，所述第三支撑臂和第四支撑臂均呈槽板状，第三支撑臂的外端部上设置

有两个第一延伸板，第一支撑臂的外端部通过第三轴销与两个第一延伸板相连；第四支撑

臂的外端部上设置有两个第二延伸板，第二支撑臂的外端部通过第四轴销与两个第二延伸

板相连。

[0014] 优选的，所述第三支撑臂的内端部上开设第一弧形槽口，第三支撑臂的内端部连

接在第一套筒外的第二轴销上，第一套筒的上端部可卡入到第一弧形槽口内；

[0015] 第四支撑臂的内端部上开设第二弧形槽口，第四支撑臂的内端部连接在第三支撑

臂外的第二轴销上，第一套筒的上端部可卡入到第二弧形槽口内。

[0016] 优选的，所述第一槽孔的长度值大于第一挡块的长度值，第一挡块的长度值大于

第一槽孔的宽度值，第一槽孔的宽度值大于第一挡块的宽度值。

[0017]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0018] 上述预制箱梁内模固定装置，设置有用于定位内模板和外模板的上内模压紧机构

和下外模顶紧机构，上内模压紧机构和下外模顶紧机构可通过外模板对内模板实现定位下

拉。当上内模压紧机构连接在内模版上后，第三支撑臂和第四支撑臂压在内模板，第三支撑

臂和第四支撑臂上受到的部分力通过第一支撑臂和第二支撑臂传递给第一拉杆，同时在第

一支撑臂和第二支撑臂的压力下，第三支撑臂和第四支撑臂压紧了第一套筒，提高了整体

的稳定性。

[0019] 本实用新型中的下外模顶紧机构可对上内模压紧机构进行定位，通过设置第一挡

块和第一槽孔，提高了使用的方便性和实用性，拆卸安装简单。本实用新型中的预制箱梁内

模固定装置，可对内模板进行拉紧定位，当在内模板和外模板之间浇筑混凝土砂浆时，通过

本实用新型中的内模固定装置，防止内模板浮起移动，该固定装置不仅能更好的定位内模

板，而且整体的结构更加简单新颖。并且上内模压紧机构和下外模顶紧机构可重复利用，当

上内模压紧机构和下外模顶紧机构其中的部件发生损坏时，可及时对部分零件更换，避免

整体上更换，降低了整体上的维护成本，实用性得到了大大的提高。

附图说明

[0020] 为了清楚地说明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或

现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是本实

用新型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

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21] 图1是预制箱梁内模固定装置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2] 图2是预制箱梁内模固定装置整体结构等轴测示意图。

[0023] 图3是上内模压紧机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4] 图4是下外模顶紧机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5] 图5是内模板、外模板和预制箱梁内模固定装置连接结构示意图。

[0026] 图6是内模板和外模板连接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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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7]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预制箱梁内模固定装置，为使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技术方

案及效果更加清楚、明确，以下对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

体实施例仅仅用以解释本实用新型，并不用于限定本实用新型。

[0028]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详细说明：

[0029] 实施例1：

[0030] 结合图1至图6，一种预制箱梁内模固定装置，包括上内模压紧机构和下外模顶紧

机构，上内模压紧机构包括第一拉杆1，第一拉杆1外套有第一套筒2，第一拉杆1的上端部通

过第一轴销11连有第一支撑臂12和第二支撑臂13。

[0031] 第一套筒2的上端部通过第二轴销21连接有第三支撑臂22和第四支撑臂23，第一

支撑臂12与第三支撑臂22转动连接，第二支撑臂13与第四支撑臂23转动连接。

[0032] 第一拉杆1的下端连有第一挡块14，第一套筒2的下端连有第一法兰环24。

[0033] 下外模顶紧机构包括第一顶紧撑板3，第一顶紧撑板3左部和右部上分别连有第一

螺母4和第二螺母5，第一螺母4内螺旋连有第一螺杆41，第二螺母5内螺旋连有第二螺杆51。

[0034] 第一顶紧撑板3的中部开设有第一槽孔31，第一挡块14可穿过第一槽孔31并且可

卡接到第一顶紧撑板3的下端。

[0035] 第一支撑臂12和第二支撑臂13均呈槽板状，第一支撑臂12的内端部呈窄口状，即

第一支撑臂12的内端部相对于第一支撑臂12的外端部和中部来说较窄，呈窄口状。

[0036] 第一轴销11可穿过第一拉杆1的上部，第一轴销11穿过第一拉杆1的上部后，第一

支撑臂12的内端部连接在第一拉杆1两侧的第一轴销11上。

[0037] 第二支撑臂13的内端部连接第一支撑臂12外侧的第一轴销11上，第二支撑臂13的

内端部可卡接在第一支撑臂12的内端部的外侧。

[0038] 第一顶紧撑板3包括第一中圆板32，第一中圆板32的两侧分别连有第一左方形板

33和第二右方形板34。

[0039] 第一槽孔31位于第一中圆板32的中部上，第一左方形板33上开设有第一螺纹孔

331，第二右方形板34上开设有第二螺纹孔341，第一螺杆41可穿过第一螺纹孔331和第一螺

母4，第二螺杆51可穿过第二螺纹孔341和第二螺母5。

[0040] 第一拉杆1包括第一上连接杆101和第一下连接杆102，第一上连接杆101呈长方形

杆状，第一下连接杆102呈圆杆状；第一挡块14呈长方形块状，第一槽孔31呈长方形孔状。

[0041] 第一套筒2呈圆管状，第二轴销21穿过第一套筒2；第一法兰环24呈圆环状，第一法

兰环24套在第一套筒2的下部上并且与第一套筒2焊接。

[0042] 第三支撑臂22和第四支撑臂23均呈槽板状，第三支撑臂22的外端部上设置有两个

第一延伸板221，第一支撑臂12的外端部通过第三轴销222与两个第一延伸板221相连。

[0043] 第四支撑臂23的外端部上设置有两个第二延伸板231，第二支撑臂13的外端部通

过第四轴销232与两个第二延伸板231相连。

[0044] 第三支撑臂22的内端部上开设第一弧形槽口223，第三支撑臂22的内端部连接在

第一套筒2外的第二轴销21上，第一套筒2的上端部可卡入到第一弧形槽口223内。

[0045] 第四支撑臂23的内端部上开设第二弧形槽口，第四支撑臂23的内端部连接在第三

支撑臂22外的第二轴销21上，第一套筒2的上端部可卡入到第二弧形槽口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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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6] 第一槽孔31的长度值大于第一挡块14的长度值，第一挡块14的长度值大于第一槽

孔31的宽度值，第一槽孔31的宽度值大于第一挡块14的宽度值。

[0047] 实施例2：

[0048] 一种固定装置的使用方法，采用上述预制箱梁内模固定装置，具体包括如下步骤：

[0049] 步骤一，将预制箱梁的内模板6和外模板7安装到位，此时内模板6的前端和后端通

过模板定位架固定。内模板6的底端面上开设有第一内模预制孔61，外模板7的底端面上开

设有第一外模预制孔71。

[0050] 步骤二，将第一套筒2下拉，使第一支撑臂12和第二支撑臂13向下伸展，第三支撑

臂22和第四支撑臂23想向上伸展；伸展后四个支撑臂并合拢于第一拉杆1的两侧。

[0051] 步骤三，竖直拿着第一套筒2和第一拉杆1，四个支撑臂依次穿过第一外模预制孔

71和第一内模预制孔61后，使连接在第一套筒下2端的第一法兰环24贴紧外模板7的底部。

[0052] 步骤四：按住第一套筒2，将第一拉杆1向下拉直到拉不动为止，此时第三支撑臂22

和第四支撑臂23的下端面与内模板6底部的内端面相接，然后将第一顶紧撑板3套入第一拉

杆1的下端，然后将第一顶紧撑板3旋转90度，使第一挡块14卡接在第一顶紧撑板3的下端。

[0053] 步骤五，最后旋拧第一螺杆41和第二螺杆51，使第一拉杆1拉紧。

[0054] 本实用新型中，第一内模预制孔61和第一外模预制孔71均有多个，每个第一内模

预制孔61的下端设置有一个第一外模预制孔71，第一内模预制孔61和第一外模预制孔71的

孔径相同；每相邻的两个第一内模预制孔61之间的间距为20㎝～30㎝。

[0055] 步骤六，当拆卸内模固定装置时，首先拆卸下下外模顶紧机构，然后使用橡胶锤，

左右敲打第一套筒2，待第一套筒2松动后，然后将第一拉杆1上推，使得四个支撑臂并合拢

于第一拉杆1的两侧，此时四个支撑臂可穿过第一内模预制孔61和第一外模预制孔71；然后

将上内模压紧机构从第一内模预制孔61和第一外模预制孔71中竖直拿出。

[0056] 实施例3：

[0057] 上述预制箱梁内模固定装置，设置有用于定位内模板6和外模板7的上内模压紧机

构和下外模顶紧机构，上内模压紧机构和下外模顶紧机构可通过外模板7对内模板6实现定

位下拉。当上内模压紧机构连接在内模版上后，第三支撑臂22和第四支撑臂23压在内模板

6，第三支撑臂22和第四支撑臂23上受到的部分力通过第一支撑臂12和第二支撑臂13传递

给第一拉杆1，同时在第一支撑臂12和第二支撑臂13的压力下，第三支撑臂22和第四支撑臂

23压紧了第一套筒2，提高了整体的稳定性。

[0058] 本实用新型中的下外模顶紧机构可对上内模压紧机构进行定位，通过设置第一挡

块14和第一槽孔31，提高了使用的方便性和实用性，拆卸安装简单。本实用新型中的预制箱

梁内模固定装置，可对内模板进行拉紧定位，当在内模板和外模板7之间浇筑混凝土砂浆

时，通过本实用新型中的内模固定装置，防止内模板6浮起移动，该固定装置不仅能更好的

定位内模板，而且整体的结构更加简单新颖。并且上内模压紧机构和下外模顶紧机构可重

复利用，当上内模压紧机构和下外模顶紧机构其中的部件发生损坏时，可及时对部分零件

更换，避免整体上更换，降低了整体上的维护成本，实用性得到了大大的提高。

[0059] 在本实用新型的描述中，需要理解的是，术语“上”、“下”、“前”、“后”、“左”、“右”等

指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为基于附图所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仅是为了便于描述本实用新型

和简化描述，而不是指示或暗示所指的装置或元件必须具有特定的方位、以特定的方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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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和操作，因此不能理解为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制。

[0060] 当然，上述说明并非是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制，本实用新型也并不仅限于上述举例，

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实用新型的实质范围内所做出的变化、改型、添加或替换，也应

属于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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