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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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21506926.8

(22)申请日 2018.09.14

(73)专利权人 武大巨成结构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430223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

发区武大科技园武大园路4号巨成科

研楼

(72)发明人 高作平　周剑波　陈明祥　张畅　

吴博　卢凌岳　

(74)专利代理机构 武汉市首臻知识产权代理有

限公司 42229

代理人 王春娇

(51)Int.Cl.

E04G 23/02(2006.01)

E04G 23/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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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用于建筑物顶升增层的可连接卡槽式

混凝土柱芯垫块

(57)摘要

一种用于建筑物顶升增层的可连接卡槽式

混凝土柱芯垫块，包括顶部垫块（1）、一个或多个

中部垫块（2）和底部垫块（3），顶部垫块（1）设置

在中部垫块（2）上，中部垫块（2）设置在底部垫块

（3）上，当中部垫块（2）为多个时，多个中部垫块

（2）在竖直方向上顺次叠置。顶部垫块（1）和中部

垫块（2）之间、中部垫块（2）和底部垫块（3）之间、

多个中部垫块（2）之间可靠连接，解决了现有技

术中存在的多个垫块之间容易发生相对滑动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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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建筑物顶升增层的可连接卡槽式混凝土柱芯垫块，其特征在于：包括相互

配合的顶部垫块(1)、一个或多个中部垫块(2)和底部垫块(3)，所述的顶部垫块(1)设置在

中部垫块(2)上，所述的中部垫块(2)设置在底部垫块(3)上，当中部垫块(2)为多个时，多个

中部垫块(2)在竖直方向上顺次叠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建筑物顶升增层的可连接卡槽式混凝土柱芯垫块，

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顶部垫块(1)为长方体块状结构，顶部垫块(1)底部一端中央开设有卡

槽Ⅰ(4)，顶部垫块(1)底部另一端对应卡槽Ⅰ(4)为凸台Ⅰ(5)，所述的凸台Ⅰ(5)侧面设置有钢

筋插孔Ⅰ(6)；

所述的中部垫块(2)包括中部垫块上部块(7)和中部垫块下部块(8)，所述的中部垫块

上部块(7)和中部垫块下部块(8)均为长方体块状结构，中部垫块下部块(8)底部一端中央

开设有卡槽Ⅱ(9)，中部垫块下部块(8)底部另一端对应卡槽Ⅱ(9)为凸台Ⅱ(10)，所述的凸

台Ⅱ(10)侧面设置有钢筋插孔Ⅱ(11)，中部垫块上部块(7)设置在中部垫块下部块(8)顶

面，中部垫块上部块(7)一端侧面与中部垫块下部块(8)卡槽Ⅱ(9)端侧面平齐，所述的卡槽

Ⅱ(9)与中部垫块上部块(7)相配合，且中部垫块上部块(7)与顶部垫块(1)底部的卡槽Ⅰ(4)

相配合，中部垫块上部块(7)侧面设置有钢筋插孔Ⅲ(12)，所述的钢筋插孔Ⅲ(12)与钢筋插

孔Ⅰ(6)和钢筋插孔Ⅱ(11)相配合；

所述的底部垫块(3)包括底部垫块上部块(13)和底部垫块下部块(14)，所述的底部垫

块上部块(13)和底部垫块下部块(14)均为长方体块状结构，底部垫块上部块(13)设置在底

部垫块下部块(14)顶面中部，底部垫块上部块(13)侧面设置有钢筋插孔Ⅳ(15)，所述的钢

筋插孔Ⅳ(15)与中部垫块下部块(8)底部凸台Ⅱ(10)上的钢筋插孔Ⅱ(11)相配合，所述的

底部垫块下部块(14)顶面两侧分别设置有钢筋插孔Ⅴ(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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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建筑物顶升增层的可连接卡槽式混凝土柱芯垫块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垫块，更具体的说涉及一种用于建筑物顶升增层的可连接卡

槽式混凝土柱芯垫块。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建筑事业的发展壮大，在现代社会里建筑物的增层设计理念已经成为行业人

士较为普遍关注的话题。由于房屋增层具有不占地、投资少、见效快、可迅速解决缺房问题

等优点，特别适合我国国情，因此，近年来我国进行了大量旧房增层改造，取得了很好的经

济效益和成功的。

[0003] 目前，逐渐兴起建筑物增层改造技术，在建筑物增层改造中对框架柱顶升时在其

下面放置垫块。但是，现有的垫块有的由于没有可靠连接与叠合高度的限制，无法满足顶升

增层高度的需求；有的则连接构造复杂，工序繁琐，虽然保证了顶升过程中框架柱的稳定性

与顶升高度的需求，但是实际操作十分困难，难以应用于实际工程中。

发明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针对现有的垫块存在的没有可靠连接与叠合高度的限制、

或者构造复杂操作困难等缺陷，提供一种用于建筑物顶升增层的可连接卡槽式混凝土柱芯

垫块。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的技术解决方案是：一种用于建筑物顶升增层的可

连接卡槽式混凝土柱芯垫块，包括相互配合的顶部垫块、一个或多个中部垫块和底部垫块，

所述的顶部垫块设置在中部垫块上，所述的中部垫块设置在底部垫块上，当中部垫块为多

个时，多个中部垫块在竖直方向上顺次叠置。

[0006] 所述的顶部垫块为长方体块状结构，顶部垫块底部一端中央开设有卡槽Ⅰ，顶部垫

块底部另一端对应卡槽Ⅰ为凸台Ⅰ，所述的凸台Ⅰ侧面设置有钢筋插孔Ⅰ；所述的中部垫块包

括中部垫块上部块和中部垫块下部块，所述的中部垫块上部块和中部垫块下部块均为长方

体块状结构，中部垫块下部块底部一端中央开设有卡槽Ⅱ，中部垫块下部块底部另一端对

应卡槽Ⅱ为凸台Ⅱ，  所述的凸台Ⅱ侧面设置有钢筋插孔Ⅱ，中部垫块上部块设置在中部垫

块下部块顶面，中部垫块上部块一端侧面与中部垫块下部块卡槽Ⅱ端侧面平齐，所述的卡

槽Ⅱ与中部垫块上部块相配合，且中部垫块上部块与顶部垫块底部的卡槽Ⅰ相配合，中部垫

块上部块侧面设置有钢筋插孔Ⅲ，所述的钢筋插孔Ⅲ与钢筋插孔Ⅰ和钢筋插孔Ⅱ相配合；所

述的底部垫块包括底部垫块上部块和底部垫块下部块，所述的底部垫块上部块和底部垫块

下部块均为长方体块状结构，底部垫块上部块设置在底部垫块下部块顶面中部，底部垫块

上部块侧面设置有钢筋插孔Ⅳ，所述的钢筋插孔Ⅳ与中部垫块下部块底部凸台Ⅱ上的钢筋

插孔Ⅱ相配合，所述的底部垫块下部块顶面两侧分别设置有钢筋插孔Ⅴ。

[0007] 与现有技术相比较，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0008] 1、结构简单，顶部垫块和中部垫块之间、中部垫块和底部垫块之间、多个中部垫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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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可靠连接，解决了现有技术中存在的多个垫块之间容易发生相对滑动的问题。

[0009] 2、可根据实际情况设计中部垫块的层数，解决了现有技术中存在的叠合高度的限

制，满足了顶升增层高度的需求。

[0010] 3、顶部垫块和中部垫块之间、中部垫块和底部垫块之间、多个中部垫块之间堆叠

施工操作简便，同时可直接作为框架柱增高部分的柱芯。

附图说明

[0011] 图1是本实用新型结构示意图。

[0012] 图2是本实用新型侧视图。

[0013] 图3是本实用新型中顶部垫块正面透视图。

[0014] 图4是本实用新型中顶部垫块背面透视图。

[0015] 图5是本实用新型中顶部垫块正立面图。

[0016] 图6是本实用新型中顶部垫块侧立面图。

[0017] 图7是本实用新型中中部垫块背面透视图。

[0018] 图8是本实用新型中中部垫块正面透视图。

[0019] 图9是本实用新型中中部垫块正立面图。

[0020] 图10是本实用新型中中部垫块侧立面图。

[0021] 图11是本实用新型中底部垫块透视图。

[0022] 图12是本实用新型中底部垫块正立面图。

[0023] 图13是本实用新型中底部垫块侧立面图。

[0024] 图中，顶部垫块1，中部垫块2，底部垫块3，卡槽Ⅰ4，凸台Ⅰ5，钢筋插孔Ⅰ6，中部垫块

上部块7，中部垫块下部块8，卡槽Ⅱ9，凸台Ⅱ10，钢筋插孔Ⅱ11，钢筋插孔Ⅲ12，底部垫块上

部块13，底部垫块下部块14，钢筋插孔Ⅳ15，钢筋插孔Ⅴ16，框架柱17。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以下结合附图说明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的详细描述。

[0026] 参见图1至图2，一种用于建筑物顶升增层的可连接卡槽式混凝土柱芯垫块，包括

相互配合的顶部垫块1、一个或多个中部垫块2和底部垫块3。所述的顶部垫块1设置在中部

垫块2上，所述的中部垫块2设置在底部垫块3上；当中部垫块2为多个时，多个中部垫块2在

竖直方向上顺次叠置。

[0027] 参见图3至图6，所述的顶部垫块1为长方体块状结构，顶部垫块1底部一端中央开

设有卡槽Ⅰ4，顶部垫块1底部另一端对应卡槽Ⅰ4为凸台Ⅰ5，所述的凸台Ⅰ5侧面设置有钢筋插

孔Ⅰ6。

[0028] 参见图7至图10，所述的中部垫块2包括中部垫块上部块7和中部垫块下部块8，所

述的中部垫块上部块7和中部垫块下部块8均为长方体块状结构。中部垫块下部块8底部一

端中央开设有卡槽Ⅱ9，中部垫块下部块8底部另一端对应卡槽Ⅱ9为凸台Ⅱ10，所述的凸台

Ⅱ10侧面设置有钢筋插孔Ⅱ11。中部垫块上部块7设置在中部垫块下部块8顶面，中部垫块

上部块7一端侧面与中部垫块下部块8卡槽Ⅱ9端侧面平齐。所述的卡槽Ⅱ9与中部垫块上部

块7相配合拼接，且中部垫块上部块7与顶部垫块1底部的卡槽Ⅰ4相配合拼接；中部垫块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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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7侧面设置有钢筋插孔Ⅲ12，所述的钢筋插孔Ⅲ12与钢筋插孔Ⅰ6和钢筋插孔Ⅱ11相配合。

[0029] 参见图11至图13，所述的底部垫块3包括底部垫块上部块13和底部垫块下部块14，

所述的底部垫块上部块13和底部垫块下部块14均为长方体块状结构，底部垫块上部块13设

置在底部垫块下部块14顶面中部；底部垫块上部块13侧面设置有钢筋插孔Ⅳ15，使钢筋插

孔Ⅳ15位于底部垫块上部块13两侧。所述的钢筋插孔Ⅳ15与中部垫块下部块8底部凸台Ⅱ

10上的钢筋插孔Ⅱ11相配合，即钢筋插孔Ⅰ6、钢筋插孔Ⅱ11、钢筋插孔Ⅲ12和钢筋插孔Ⅳ15

均为同一型号的钢筋插孔。所述的底部垫块下部块14顶面两侧分别设置有钢筋插孔Ⅴ16，

钢筋插孔Ⅴ16用于插入钢筋穿过底部垫块3与框架柱17植筋连接。

[0030] 参见图1至图13，该建筑物顶升增层的可连接卡槽式混凝土柱芯垫块的使用方法，

包括下面的步骤：

[0031] 步骤一，放置底部垫块3，采用钢筋Ⅱ插入钢筋插孔Ⅴ16穿过底部垫块下部块14与

框架柱17植筋连接。

[0032] 步骤二，放置中部垫块2，将底部垫块上部块13卡进中部垫块下部块8的卡槽Ⅱ9

内，采用钢筋Ⅱ穿过底部垫块上部块13上的钢筋插孔Ⅳ15和中部垫块下部块8底部凸台Ⅱ

10上的钢筋插孔Ⅱ11，从而将中部垫块2和底部垫块3固定。

[0033] 当中部垫块2为多个时，将相邻中部垫块2中下面中部垫块2的中部垫块上部块7卡

进上面中部垫块2的中部垫块下部块8的卡槽Ⅱ9内，采用钢筋Ⅰ穿过中部垫块上部块7上的

钢筋插孔Ⅲ12和凸台Ⅱ10上的钢筋插孔Ⅱ11，从而将相邻的中部垫块2固定。

[0034] 步骤三，将顶部垫块1放置在中部垫块2上，使中部垫块2的中部垫块上部块7卡进

顶部垫块1的卡槽Ⅰ4内，采用钢筋Ⅰ穿过凸台Ⅰ5上的钢筋插孔Ⅰ6和中部垫块上部块7上的钢

筋插孔Ⅲ12，从而将顶部垫块1和中部垫块2固定。

[0035] 参见图1至图13，本垫块及其使用方法使顶部垫块1和中部垫块2、中部垫块2和底

部垫块3、多个中部垫块2之间通过卡槽拼接，并通过钢筋Ⅰ可靠连接，解决了现有技术中存

在的多个垫块之间容易发生相对滑动的问题；且施工操作简便，满足使用需求。

[0036] 以上内容是结合具体的优选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所作的进一步详细说明，不能

认定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只局限于这些说明。对于本实用新型所属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

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简单推演或替换，上述结构

都应当视为属于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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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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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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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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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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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说　明　书　附　图 5/8 页

10

CN 209277584 U

10



图8

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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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图11

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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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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