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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混凝土钢筋的绑扎台车及其绑扎施工

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混凝土钢筋的绑扎

台车及其绑扎施工方法，属于建筑施工设备辅助

工艺装备设计制造技术领域。提供一种钢筋绑扎

操作性强，施工操作方便的用于混凝土钢筋的绑

扎台车及其绑扎施工方法。所述的绑扎台车包括

台车架、钢筋绑扎平台和安装驱动系统，所述的

钢筋绑扎平台通过所述的安装驱动系统活动的

支撑在所述的台车架上。所述的工艺方法包括根

据混凝土梁的长度在施工现场模板支架体系上

拼装适合长度的混凝土梁钢筋绑扎台车，绑扎台

车就位后调试卷扬机并在模板支架体系与绑扎

台车之间布置液压支腿，在承重钢棒上绑扎梁钢

筋骨架，操作卷扬机将吊起的钢筋骨架放置到梁

底模板上，钢筋骨架就位后收起液压支腿并将台

车分段移除几个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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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混凝土钢筋的绑扎台车，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绑扎台车包括台车架（1）、钢

筋绑扎平台（2）和安装驱动系统（3），所述的钢筋绑扎平台（2）通过所述的安装驱动系统（3）

活动的支撑在所述的台车架（1）上，

所述的钢筋绑扎平台（2）为沿长度方向通过所述的安装驱动系统（3）水平的布置在所

述的台车架（1）上的多根支撑梁，

所述的安装驱动系统（3）包括多台起重机（4），各台起重机（4）沿长度方向分别与对应

的钢筋绑扎平台（2）位置相适应的布置在所述的台车架（1）的顶部,

所述的台车架（1）包括多组支撑台车子架（5），各组支撑台车子架（5）沿长度方向顺序

的连接为所述的台车架（1），在每一组所述的支撑台车子架（5）上通过卷扬机均至少布置有

一根支撑梁,

在每一组所述支撑台车子架（5）的底部均布置有移动滚轮（6），所述的支撑台车子架

（5）通过所述的移动滚轮（6）移动，

所述的支撑台车子架（5）包括底座（7）和支撑桁架（8），所述的支撑桁架（8）固装在所述

的底座（7）上，所述的移动滚轮（6）布置在所述底座（7）的下侧面上，所述的支撑梁通过所述

的卷扬机布置在底座（7）上方的支撑桁架（8）内，

所述的底座（7）由两根矩形厚壁方管（12）构成，所述的支撑桁架（8）包括两根立柱（9）、

一组横梁（10）和四根斜撑杆（11），由两根立柱（9）和一组横梁（10）组合而成的门型支撑架

通过其敞开的下端分别支撑在两根所述的矩形厚壁方管（12）上，四根所述的斜撑杆（11）分

别从两侧倾斜的支撑在所述的立柱（9）与所述的矩形厚壁方管（12）之间，所述的移动滚轮

（6）分别布置在所述矩形厚壁方管（12）的下侧面上，所述的卷扬机分别布置在所述的门型

支撑架顶部的两侧。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混凝土钢筋的绑扎台车，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支撑梁由槽

钢、工字钢或承重钢棒构成，所述的起重机（4）为卷扬机。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用于混凝土钢筋的绑扎台车，其特征在于：当所述的支撑梁选

用承重钢棒时，所述的立柱（9）由一根带有导向槽（14）的方管构成，在每一根承重钢棒的两

端分别设置有限位导向头（15），各根所述的承重钢棒分别通过其两端的限位导向头（15）沿

高度方向可往复移动的布置在对应位置处的所述导向槽（14）中。

4.一种采用权利要求3所述绑扎台车绑扎混凝土钢筋的绑扎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a、绑扎台车拼装，根据混凝土梁的长度，在施工现场模板支架体系上拼装适合长度的

混凝土梁钢筋绑扎台车，

b、调试卷扬机和液压支腿，绑扎台车就位后，调试卷扬机，并在模板支架体系与绑扎台

车之间布置液压支腿（13），

c、绑扎钢筋骨架，在承重钢棒上绑扎梁钢筋骨架，

d、钢筋骨架就位，通过操作卷扬机，将吊起的钢筋骨架放置到梁底模板上就位，

e、移动台车，钢筋骨架就位后，收起液压支腿，将台车分段移动到下一根梁位置处完成

所述的钢筋的绑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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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混凝土钢筋的绑扎台车及其绑扎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绑扎台车，尤其是涉及一种用于混凝土钢筋的绑扎台车，属于建

筑施工设备辅助工艺装备设计制造技术领域。本发明还涉及一种采用所述绑扎台车进行钢

筋绑扎的绑扎施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国家大力推进房屋及市政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括高层住宅、多层商业

楼、厂房、市政道路等为居民生活和社会生产提供基础服务的设施。

[0003] 在钢筋混凝土高层住宅、多层商业楼中必然设计有大量梁体。作为建筑结构的主

要承重构件，钢筋混凝土梁的施工质量对确保建筑物的结构安全至关重要。

[0004] 在大跨度房屋建筑中，混凝土梁的截面尺寸大、跨度长，在施工现场进行钢筋绑扎

非常困难，需要搭设临时的钢管支架结构进行支撑。很多钢管支架没有经过验算，搭设不规

范，钢管支架变形过大、倾倒的情况多有发生，造成安全隐患。同时，由于钢筋骨架质量重，

在钢管支架上绑扎好的梁钢筋骨架移动就位到梁底模板上操作困难，增加用工用时。

[0005] 为了解决以上问题，工程建设领域工程师们设计了不少辅助装置，比如：CN 

109025315A  发明专利公开了一种梁钢筋绑扎的辅助装置及其施工方法。梁钢筋包括梁上

部主筋、梁上部二排筋、梁箍筋、梁下部主筋、梁下部二排筋、梁腰筋；梁钢筋下方设有模板，

梁钢筋绑扎的辅助装置包括两根圆形的竖向杆和一根圆形的横向杆形成的骨架，所述竖向

杆和横向杆固定在一起，两根所述竖向杆上有排列密集的凹槽，两根所述竖向杆的底部分

别有移动轮和小横杆，小横杆放置在竖向横杆的凹槽内，位置根据梁的大小及不同钢筋位

置进行调节，所有横向钢筋均放置在小横杆上，所有梁钢筋的重量通过小横杆传至竖向杆

上，再由竖向杆通过移动轮传至模板上。但是，该结构抗倾覆性能差，绑扎好的梁钢筋骨架

移动就位到梁底模板上困难。

[0006] 以上问题在建筑施工领域非常普遍，但是目前业界未能给予很好解决。因此，研究

一种用于混凝土钢筋的绑扎台车及其绑扎施工方法对于提高大跨度、大截面混凝土梁钢筋

绑扎的可操作性、安全性，节约用工用时具有现实意义和实用价值。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钢筋绑扎操作性强，施工操作方便的用

于混凝土钢筋的绑扎台车，本发明还提供一种采用所述绑扎台车进行钢筋绑扎的绑扎施工

方法。

[0008]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用于混凝土钢筋的绑扎台车，所

述的绑扎台车包括台车架、钢筋绑扎平台和安装驱动系统，所述的钢筋绑扎平台通过所述

的安装驱动系统活动的支撑在所述的台车架上。

[0009] 进一步的是，所述的钢筋绑扎平台为沿长度方向通过所述的安装驱动系统水平的

布置在所述的台车架上的多根支撑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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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上述方案的优选方式是，所述的安装驱动系统包括多台起重机，各台起重机沿长

度方向分别与对应的钢筋绑扎平台位置相适应的布置在所述的台车架的顶部。

[0011] 进一步的是，所述的支撑梁由槽钢、工字钢或承重钢棒构成，所述的起重机为卷扬

机。

[0012] 上述方案的优选方式是，所述的台车架包括多组支撑台车子架，各组支撑台车子

架沿长度方向顺序的连接为所述的台车架，在每一组所述的支撑台车子架上通过卷扬机均

至少布置有一根支撑梁。

[0013] 进一步的是，在每一组所述支撑台车子架的底部均布置有移动滚轮，所述的支撑

台车子架5通过所述的移动滚轮移动。

[0014] 上述方案的优选方式是，所述的支撑台车子架包括底座和支撑桁架，所述的支撑

桁架固装在所述的底座上，所述的移动滚轮布置在所述底座的下侧面上，所述的支撑梁通

过所述的卷扬机布置在底座上方的支撑桁架内。

[0015] 进一步的是，所述的底座由两根矩形厚壁方管构成，所述的支撑桁架包括两根立

柱、一组横梁和四根斜撑杆，由两根立柱和一组横梁组合而成的门型支撑架通过其敞开的

下端分别支撑在两根所述的矩形厚壁方管上，四根所述的斜撑杆分别从两侧倾斜的支撑在

所述的立柱与所述的矩形厚壁方管之间，所述的移动滚轮分别布置在所述矩形厚壁方管的

下侧面上，所述的卷扬机分别布置在所述的门型支撑架顶部的两侧。

[0016] 进一步的是，所述的立柱由一根带有导向槽的方管构成，在每一根承重钢棒的两

端分别设置有限位导向头，各根所述的承重钢棒分别通过其两端的限位导向头沿高度方向

可往复移动的布置在对应位置处的所述导向槽中。

[0017] 一种采用所述绑扎台车绑扎混凝土钢筋的施工方法，所述的施工方法  包括以下

步骤，

[0018] a、绑扎台车拼装，根据混凝土梁的长度，在施工现场模板支架体系上拼装适合长

度的混凝土梁钢筋绑扎台车，

[0019] b、调试卷扬机和液压支腿，绑扎台车就位后，调试卷扬机，并在模板支架体系与绑

扎台车之间布置液压支腿，

[0020] c、绑扎钢筋骨架，在承重钢棒上绑扎梁钢筋骨架，

[0021] d、钢筋骨架就位，通过操作卷扬机，将吊起的钢筋骨架放置到梁底模板上就位，

[0022] e、移动台车，钢筋骨架就位后，收起液压支腿，将台车分段移动到下一根梁位置处

完成所述的钢筋的绑扎工作。

[0023]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申请通过设置一套包括台车架、钢筋绑扎平台和安装驱

动系统的绑扎台车，并将所述的钢筋绑扎平台通过所述的安装驱动系统活动的支撑在所述

的台车架上。这样，在进行混凝土钢筋的绑扎时便可以按先在施工现场模板支架体系上拼

装适合长度的混凝土梁钢筋绑扎台车的台车架，然后在所述安装驱动系统的配合下将作为

钢筋绑扎支撑的钢筋绑扎平台支撑到所述的台车架上，将其高度调整到合适位置并固定好

台车架，接着便可以以钢筋绑扎平台为基础捆扎混凝土钢筋骨架，待整体绑扎完成后，再通

过安装驱动系统在所述钢筋绑扎平台的配合下将绑扎合格的混凝土钢筋骨架吊装到位完

成混凝土钢筋骨架的绑扎工作。由于本申请的台车架是活动布置的，可以根据需要在不同

施工层以模板支架体系为基础进行布置并就地捆绑钢筋，然后吊装就位，提高了施工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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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钢筋绑扎的可操作性，使施工操作变得十分方便。再加上本申请绑扎台车通过台车架支

撑安装驱动系统以及绑扎平台，所以可以根据需要调整系统，提高绑扎台车的抗倾翻能力。

附图说明

[0024] 图1为本发明用于混凝土钢筋的绑扎台车的主视图；

[0025] 图2为图1的2‑2剖视图；

[0026] 图3为图1的侧视图；

[0027] 图4为本发明涉及到的承重钢棒与立柱导向槽配合的示意图。

[0028] 图中标记为：台车架1、钢筋绑扎平台2、安装驱动系统3、起重机4、支撑台车子架5、

移动滚轮6、底座7、支撑桁架8、立柱9、横梁10、斜撑杆11、矩形厚壁方管12、液压支腿13、导

向槽14、限位导向头15。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如图1、图2、图3以及图4所示是本发明提供的一种钢筋绑扎操作性强，施工操作方

便的用于混凝土钢筋的绑扎台车，以及采用所述绑扎台车进行钢筋绑扎的其绑扎施工方

法。所述的绑扎台车包括台车架1、钢筋绑扎平台2和安装驱动系统3，所述的钢筋绑扎平台2

通过所述的安装驱动系统3活动的支撑在所述的台车架1上。所述的施工方法  包括以下步

骤，

[0030] a、绑扎台车拼装，根据混凝土梁的长度，在施工现场模板支架体系上拼装适合长

度的混凝土梁钢筋绑扎台车，

[0031] b、调试卷扬机和液压支腿，绑扎台车就位后，调试卷扬机，并在模板支架体系与绑

扎台车之间布置液压支腿13，

[0032] c、绑扎钢筋骨架，在承重钢棒上绑扎梁钢筋骨架，

[0033] d、钢筋骨架就位，通过操作卷扬机，将吊起的钢筋骨架放置到梁底模板上就位。

[0034] e、移动台车，钢筋骨架就位后，收起液压支腿，将台车分段移动到下一根梁位置处

完成所述的钢筋的绑扎工作。本申请通过设置一套包括台车架、钢筋绑扎平台和安装驱动

系统的绑扎台车，并将所述的钢筋绑扎平台通过所述的安装驱动系统活动的支撑在所述的

台车架上。这样，在进行混凝土钢筋的绑扎时便可以按先在施工现场模板支架体系上拼装

适合长度的混凝土梁钢筋绑扎台车的台车架，然后在所述安装驱动系统的配合下将作为钢

筋绑扎支撑的钢筋绑扎平台支撑到所述的台车架上，将其高度调整到合适位置并固定好台

车架，接着便可以以钢筋绑扎平台为基础捆扎混凝土钢筋骨架，待整体绑扎完成后，再通过

安装驱动系统在所述钢筋绑扎平台的配合下将捆绑合格的混凝土钢筋骨架吊装到位完成

混凝土钢筋骨架的绑扎工作。由于本申请的台车架是活动布置的，可以根据需要在不同施

工层以模板支架体系为基础进行布置并就地捆绑钢筋，然后吊装就位，提高了施工过程中

钢筋绑扎的可操作性，使施工操作变得十分方便。再加上本申请绑扎台车通过台车架支撑

安装驱动系统以及绑扎平台，所以可以根据需要调整系统，提高绑扎台车的抗倾翻能力。

[0035] 为了根据需要的长度进行所述绑扎台车的组装，以适应不同长度钢筋的捆绑要

求，以及满足可移动的要求，本申请所述的台车架1包括多组支撑台车子架5，各组支撑台车

子架5  沿长度方向顺序的连接为所述的台车架1，在每一组所述的支撑台车子架5上均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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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的卷扬机至少布置有一根支撑梁。并且在每一组所述支撑台车子架5的底部均布置有

移动滚轮  6，所述的支撑台车子架5通过所述的移动滚轮6移动。具体结构为各个所述的支

撑台车子架  5均包括底座7和支撑桁架8，所述的支撑桁架8固装在所述的底座7上，所述的

移动滚轮6  布置在所述底座7的下侧面上，所述的支撑梁通过所述的卷扬机布置在底座7上

方的支撑桁架8内。此时，为了最大限度的简化本申请绑扎台车的结构，既满足支撑要求，又

方便在模板支架体系上的台车本身的安装以及对钢筋的支撑和捆绑完成后的钢筋骨架的

转移，所述的底座7由两根矩形厚壁方管12构成，所述的支撑桁架8包括两根立柱9、一组横

梁10和四根斜撑杆11，由两根立柱9和一组横梁10组合而成的门型支撑架通过其敞开的下

端分别支撑在两根所述的矩形厚壁方管12上，四根所述的斜撑杆11分别从两侧倾斜的支撑

在所述的立柱9与所述的矩形厚壁方管12之间，所述的移动滚轮6分别布置在所述矩形厚壁

方管12 的下侧面上，所述的卷扬机分别布置在所述的门型支撑架顶部的两侧。

[0036] 进一步的，与上述结构的台车架1相适应，以及支撑钢筋骨架的需要，所述的钢筋

绑扎平台2为沿长度方向通过所述的安装驱动系统3水平的布置在所述的台车架1上的多根

支撑梁。此时，优选的结构为所述的支撑梁由槽钢、工字钢或承重钢棒构成。相应的，所述的

安装驱动系统3包括多台起重机4，各台起重机4沿长度方向分别与对应的钢筋绑扎平台2位

置相适应的布置在所述的台车架1的顶部。此时，优选的结构为所述的起重机4为卷扬机。同

时，为了避免在绑扎过程中出现被绑扎钢筋的较大晃动，当所述的支撑梁选用承重钢棒时，

本申请所述的立柱9由一根带有导向槽14的方管构成，在每一根承重钢棒的两端分别设置

有限位导向头15，各根所述的承重钢棒分别通过其两端的限位导向头15沿高度方向可往复

移动的布置在对应位置处的所述导向槽14中。

[0037] 当然，上述的安装驱动系统也可以是由千斤顶构成的结构，即将卷扬机均换成千

斤顶，可以是液压的也可以是机械式的，这样的结构安装更灵活，成本更低，但是效率相对

较低，安全性也相对较差一些。同样的，所述支撑桁架8也可以不是由门型支撑架构成的结

构，可以是至少四根立柱、四根梁构成的矩形结构的形式，此时就可以不再需要斜撑角钢11

了。这种结构的支撑桁架8更稳定，但是成本更高，而且矩形结构相对更不利用单根钢筋，尤

其是不利于箍筋运送至绑扎台车内。

[0038] 综上所述，采用本申请提供的绑扎台车进行混凝土钢筋的现场绑扎还具有以下优

点，

[0039] 1、本申请提供的混凝土梁钢筋绑扎台车制作简便，可以批量生产，降低施工成本；

[0040] 2、台车结构安拆便捷，可整体移动，实用性强，节约用工用时；

[0041] 3、台车结构性能可靠，大幅提高施工现场大截面混凝土梁钢筋绑扎的安全性。

[0042] 实施例一

[0043] 本申请提供的绑扎台车主要由13个部分组成。

[0044] ①：底座，采用Q345，300×120×2.5mm矩管焊接制成；

[0045] ②：立柱，采用Q345，120×120×3mm方管制成；

[0046] ③：连接角钢，Q345，∠50×50×5mm；

[0047] ④：卷扬机，一字型，额定起重量3.5t卷扬机，配备自动锁死装置；

[0048] ⑤：钢丝绳，Q345，φ14mm；

[0049] ⑥：承重钢棒，Q345，φ7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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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0] ⑦：钢筋骨架；

[0051] ⑧：角钢斜撑，Q345，∠50×50×5mm；

[0052] ⑨：连接槽钢，Q345，截面300×120×5mm，长300mm；

[0053] 连接螺栓，Q345，φ16mm；

[0054] 滚轮，φ80mm，长260mm；

[0055] 液压支腿，额定起重量4t；

[0056] 封头钢板，Q345，2.5mm厚。

[0057] 13个组成部分的原材料、构件均简单易得、成本低廉，整个结构制作简便、性能可

靠、方便实用。

[0058] 所述混凝土梁钢筋绑扎台车由端头节和若干个标准节拼装组成，以满足不同长度

混凝土梁钢筋绑扎的要求。

[0059] 梁钢筋绑扎过程中整个台车的受力路径清晰，⑦钢筋骨架的重量传递到⑥承重钢

棒上，⑥承重钢棒承受的荷载传递给⑤钢丝绳，⑤钢丝绳承受的荷载通过④卷扬机传递给

②立柱，②立柱承受的荷载通过 液压支腿最终传递给模板支架体系。

[0060] 台车使用的实施方式主要为：

[0061] 步骤1：台车拼装

[0062] 根据梁长，在施工现场模板支架体系上拼装适合长度的混凝土梁钢筋绑扎台车。

[0063] 步骤2：调试卷扬机和液压支腿

[0064] 台车就位后，调试卷扬机，放下液压支腿。

[0065] 步骤3：绑扎钢筋骨架

[0066] 在承重钢棒上绑扎梁钢筋骨架。

[0067] 步骤4：钢筋骨架就位

[0068] 通过操作卷扬机，将吊起的钢筋骨架放置到梁底模板上就位。

[0069] 步骤5：移动台车

[0070] 钢筋骨架就位后，收起液压支腿，必要时可将台车不同节段间的连接槽钢拆除，将

台车分段移动到下一根梁位置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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