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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悬挑梁及施工方法，包括预

埋件，预埋件包括至少两个预埋套筒，两个预埋

套筒之间通过连接板固定连接，以使预埋套筒之

间保持预设的间距和角度；预埋套筒的一端用于

与混凝土内预埋钢筋焊接的固定焊接螺杆螺纹

连接，预埋套筒的另一端与连接螺杆螺纹连接，

连接螺杆穿过悬挑梁的底座板上的孔和垫板与

螺母连接，底座板与梁杆固定连接。施工时，将预

埋套筒端面与模板贴紧，拆模后找到预埋套筒端

头的位置，将连接螺杆旋入到预埋套筒内预设深

度；将底座板套在连接螺杆上，安装垫板和螺母；

通过以上步骤实现悬挑梁的施工。通过采用多个

预埋套筒，且确定预埋套筒之间相对位置的方

案，能够确保预埋套筒的预埋精度，降低后期安

装的难度。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6页  附图11页

CN 110259105 A

2019.09.20

CN
 1
10
25
91
05
 A



1.一种悬挑梁，其特征是：包括预埋件（1），预埋件（1）包括至少两个预埋套筒，两个预

埋套筒之间通过连接板固定连接，以使预埋套筒之间保持预设的间距和角度；

预埋套筒的一端用于与混凝土（12）内预埋钢筋焊接的固定焊接螺杆（4）螺纹连接，预

埋套筒的另一端与连接螺杆（6）螺纹连接，连接螺杆（6）穿过悬挑梁的底座板（7）上的孔和

垫板（8）与螺母连接，底座板（7）与梁杆（11）固定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悬挑梁，其特征是：所述的预埋套筒之间平行布置，预埋

套筒之间通过多个平行连接板（105）固定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悬挑梁，其特征是：所述的预埋套筒之间上下交叠且交叉

布置，预埋套筒之间通过多个角连接板（107）固定连接，底座板（7）上的孔的轴线相应的上

下交叠且交叉布置。

4.根据权利要求1~3任一项所述的一种悬挑梁，其特征是：所述的预埋套筒靠近混凝土

（12）外侧的一端设有锥形头（102），预埋套筒靠近混凝土（12）外侧的一端用于贴紧模板

（23）的内侧面。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悬挑梁，其特征是：在预埋套筒靠近混凝土（12）外侧的一

端设有定位圈（103），定位圈用于临时封堵预埋套筒的螺纹孔；

定位圈（103）靠近混凝土（12）外侧的一端的端面设有指示槽（104），指示槽（104）填充

有用于吸水的吸水凝胶；

在底座板（7）靠近混凝土（12）的一面设有与指示槽（104）相对应的凸起。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悬挑梁，其特征是：所述的梁杆（11）的端头设有铰接座

（15），在梁杆（11）下方的混凝土（12）上通过预埋件（1）固设有螺杆套筒铰接座（18），铰接座

（15）和螺杆套筒铰接座（18）分别与一个螺杆套筒（16）铰接，两个螺杆套筒（16）与双头螺杆

（17）螺纹连接，双头螺杆（17）两端螺纹旋向相反；

或者，所述的梁杆（11）的端头设有连接座，在梁杆（11）上方的混凝土（12）上通过预埋

件（1）固设有钢丝绳连接座（19），钢丝绳连接座（19）和连接座分别与一根钢丝绳（20）的一

端连接，钢丝绳（20）的另一端与张紧螺杆（21）固定连接，两根张紧螺杆（21）分别与张紧螺

杆套筒（22）的两端螺纹连接，张紧螺杆套筒（22）两端螺纹旋向相反。

7.根据权利要求1~3或5~6任一项所述的一种悬挑梁，其特征是：还设有变形监测安全

装置（5），变形监测安全装置（5）与底座板（7）螺纹连接，变形监测安全装置（5）的监测头

（51）穿过底座板（7）与混凝土（12）连接，以监测底座板（7）与混凝土（12）之间的距离变化。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悬挑梁，其特征是：所述的变形监测安全装置（5）中，监测

螺钉（57）设有外螺纹，监测螺钉（57）内还设有LED灯（54），LED灯（54）与电池（53）电连接；

监测螺钉（57）与监测头（51）滑动连接，监测头（51）与电池（53）之间设有弹簧（52），以

使监测头（51）向外伸出，并构成电连接；

监测螺钉（57）内设有固定触头（56），固定触头（56）与LED灯（54）电连接，监测头（51）上

设有带弹性的活动触头（55）；

固定触头（56）设有凹槽，活动触头（55）设有凸起，凸起与凹槽之间设有间隙。

9.一种采用权利要求1~8任一项所述的悬挑梁的施工方法，其特征是包括以下步骤：

S1、将预埋件（1）与固定焊接螺杆（4）螺纹连接，预埋件（1）中预埋套筒端面与模板（23）

贴紧，将固定焊接螺杆（4）与预埋钢筋焊接连接，预埋件（1）与预埋钢筋固定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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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浇筑混凝土，拆模后找到预埋套筒端头的位置，将连接螺杆（6）旋入到预埋套筒内

预设深度；

S3、将底座板（7）套在连接螺杆（6）上，安装垫板（8）和螺母（9）；

通过以上步骤实现悬挑梁的施工。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一种悬挑梁的施工方法，其特征是：在步骤S1中，还设有向定

位凹槽（581）内填充吸水凝胶的步骤；

在步骤s3中，还设有利用定位凹槽（581）定位底座板（7）的步骤；

在步骤s3之后，还设有安装变形监测安全装置（5）的步骤，将监测螺钉（57）拧入底座板

（7）的螺孔内，直至监测头（51）抵住混凝土（12）的表面，且活动触头（55）与固定触头（56）之

间无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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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挑梁及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建筑用悬挑梁领域，特别是一种悬挑梁及施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传统悬挑架工字钢安装时，工字钢需要通过剪力墙，铺设在楼面上，再用钢筋固定

于楼面，安装麻烦、耗时，且劳动强度高。在通过剪力墙时，会破坏墙体截面导致设计强度打

折，并造成木工立模难度增加。拆除时更是困难重重，贯穿剪力墙的一根工字挑梁有时会两

个人半天时间才能拆除，且施工过程中也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拆除后的墙体产生较多的

孔洞，影响施工质量，修补后的孔洞也是造成渗漏的根源之一，工字梁在室内的固定位置在

拆除后也会造成楼上楼下后期的渗漏，同时也极大的影响了施工进度。

[0003] 现有技术中也有采用预埋螺杆进行固定的方案，但是预埋的螺杆需要穿出到模板

之外，立模安装非常麻烦。中国专利文献CN  105113781  B记载了一种悬挑架梁侧全预埋安

装搭设装置，其中记载了包括与混凝土墙体连接的工字钢以及预埋装置，所述预埋装置包

括预埋在混凝土墙体内的主管件、固定在主管件底部内的不可旋转的方形螺母、将方形螺

母扣盖在主管件内的塑料防护盖。该方案存在的问题是，主管件预埋在混凝土内，浇筑完成

后，施工人员很难找到主管件预埋的位置。在浇筑混凝土的过程中，主管件也很容易移动。

文件中记载了每个悬挑梁最好设置两个螺栓，但是主管件的预埋精度难以确保，从而导致

后继安装孔位难以对齐，安装较为困难，也未采用合适的防锈措施，存在安全隐患。由于施

工误差，或者工件瑕疵，难以保证每个悬挑梁的质量均符合要求，承载力和稳定性达到预

期，这造成了施工安全隐患。如何在合理的成本范围内监测每个悬挑梁的状态，尤其是螺栓

变形状态，确保悬挑梁安全可靠，目前尚无较好的方案。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悬挑梁及施工方法，能够现有技术中的技

术难题，确保预埋套筒的预埋精度，降低后期安装的难度。在优选的方案中，施工人员能够

方便地寻找到预埋套筒的预埋位置。还能够以较低的成本监测悬挑梁的变形，及时发现安

全隐患。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悬挑梁，包括预埋件，预

埋件包括至少两个预埋套筒，两个预埋套筒之间通过连接板固定连接，以使预埋套筒之间

保持预设的间距和角度；

预埋套筒的一端用于与混凝土内预埋钢筋焊接的固定焊接螺杆螺纹连接，预埋套筒的

另一端与连接螺杆螺纹连接，连接螺杆穿过悬挑梁的底座板上的孔和垫板与螺母连接，底

座板与梁杆固定连接。

[0006] 优选的方案中，所述的预埋套筒之间平行布置，预埋套筒之间通过多个平行连接

板固定连接。

[0007] 优选的方案中，所述的预埋套筒之间上下交叠且交叉布置，预埋套筒之间通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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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角连接板固定连接，底座板上的孔的轴线相应的上下交叠且交叉布置。

[0008] 优选的方案中，所述的预埋套筒靠近混凝土外侧的一端设有锥形头，预埋套筒靠

近混凝土外侧的一端用于贴紧模板的内侧面。

[0009] 优选的方案中，在预埋套筒靠近混凝土外侧的一端设有定位圈，定位圈用于临时

封堵预埋套筒的螺纹孔；

定位圈靠近混凝土外侧的一端的端面设有指示槽，指示槽填充有用于吸水的吸水凝

胶；

在底座板靠近混凝土的一面设有与指示槽相对应的凸起。

[0010] 优选的方案中，所述的梁杆的端头设有铰接座，在梁杆下方的混凝土上通过预埋

件固设有螺杆套筒铰接座，铰接座和螺杆套筒铰接座分别与一个螺杆套筒铰接，两个螺杆

套筒与双头螺杆螺纹连接，双头螺杆两端螺纹旋向相反；

或者，所述的梁杆的端头设有连接座，在梁杆上方的混凝土上通过预埋件固设有钢丝

绳连接座，钢丝绳连接座和连接座分别与一根钢丝绳的一端连接，钢丝绳的另一端与张紧

螺杆固定连接，两根张紧螺杆分别与张紧螺杆套筒的两端螺纹连接，张紧螺杆套筒两端螺

纹旋向相反。

[0011] 优选的方案中，还设有变形监测安全装置，变形监测安全装置与底座板螺纹连接，

变形监测安全装置的监测头穿过底座板与混凝土连接，以监测底座板与混凝土之间的距离

变化。

[0012] 优选的方案中，所述的变形监测安全装置中，监测螺钉设有外螺纹，监测螺钉内还

设有LED灯，LED灯与电池电连接；

监测螺钉与监测头滑动连接，监测头与电池之间设有弹簧，以使监测头向外伸出，并构

成电连接；

监测螺钉内设有固定触头，固定触头与LED灯电连接，监测头上设有带弹性的活动触

头；

固定触头设有凹槽，活动触头设有凸起，凸起与凹槽之间设有间隙。

[0013] 一种采用上述的悬挑梁的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S1、将预埋件与固定焊接螺杆螺纹连接，预埋件中预埋套筒端面与模板贴紧，将固定焊

接螺杆与预埋钢筋焊接连接，预埋件与预埋钢筋固定连接；

S2、浇筑混凝土，拆模后找到预埋套筒端头的位置，将连接螺杆旋入到预埋套筒内预设

深度；

S3、将底座板套在连接螺杆上，安装垫板和螺母；

通过以上步骤实现悬挑梁的施工。

[0014] 优选的方案中，在步骤S1中，还设有向定位凹槽内填充吸水凝胶的步骤；

在步骤s3中，还设有利用定位凹槽定位底座板的步骤；

在步骤s3之后，还设有安装变形监测安全装置的步骤，将监测螺钉拧入底座板的螺孔

内，直至监测头抵住混凝土的表面，且活动触头与固定触头之间无接触。

[0015]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悬挑梁，通过采用多个预埋套筒，且确定预埋套筒之间相对位

置的方案，能够确保预埋套筒的预埋精度，降低后期安装的难度。采用将预埋套筒与预埋钢

筋固定连接的方案，进一步确保预埋套筒受力可靠，大幅提高施工效率和安全性。设置的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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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头结构，与现有技术中的阶台式结构相比，能够将施加给混凝土的拉应力转换为压应力，

提高混凝土的握持强度。设置的定位圈具有多个技术效果，填充的吸水凝胶，能够吸收和抢

夺附近的混凝土中的水分，使附近混凝土的水化不充分，颜色与周围混凝土颜色存在差异，

且强度也会受到影响，便于施工人员查找位置。定位圈还具有防止混凝土进入到预埋套筒

内的效果。定位圈上的指示槽在安装过程中还能够辅助定位悬挑梁的底座板。设置的变形

监测安全装置能够监测连接螺杆的变形，避免因连接螺杆变形的原因导致安全事故。

附图说明

[0016]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图1为本发明中预埋件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为本发明中预埋件在立模时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3为本发明中预埋件与悬挑梁连接时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4为本发明中混凝土转角位置的悬挑梁结构示意图。

[0020] 图5为本发明中悬挑梁支撑结构的侧视图。

[0021] 图6为本发明中悬挑梁张拉结构的侧视图。

[0022] 图7为本发明中多个悬挑梁的俯视图。

[0023] 图8为本发明中变形监测安全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9为本发明中变形监测安全装置监测时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10为本发明中变形监测安全装置监测到螺栓变形时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11为本发明中变形监测安全装置未启用时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中：预埋件1，第一预埋套筒101，锥形头102，定位圈103，指示槽104，平行连接板

105，第二预埋套筒106，角连接板107，纵向筋2，箍筋3，固定焊接螺杆4，变形监测安全装置

5，监测头51，弹簧52，电池53，LED灯54，活动触头55，固定触头56，监测螺钉57，滑槽58，定位

凹槽581，连接螺杆6，底座板7，垫板8，螺母9，连接筋10，梁杆11，混凝土12，连接件13，竖杆

14，铰接座15，螺杆套筒16，双头螺杆17，螺杆套筒铰接座18，钢丝绳连接座19，钢丝绳20，张

紧螺杆21，张紧螺杆套筒22，模板23。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实施例1：

如图1、2中，一种悬挑梁，包括预埋件1，预埋件1包括至少两个预埋套筒，两个预埋套筒

之间通过连接板固定连接，以使预埋套筒之间保持预设的间距和角度；由此结构，便于使预

埋套筒之间的间距与悬挑梁的底座板7上的孔保持一致。避免出现因为预埋套筒移位而难

以安装的问题。

[0029] 预埋套筒的一端用于与混凝土12内预埋钢筋焊接的固定焊接螺杆4螺纹连接，由

此结构，便于预埋套筒的定位，也避免预埋套筒在浇筑过程中移位，影响后继的安装精度，

和受力结构，预埋套筒的另一端与连接螺杆6螺纹连接，连接螺杆6穿过悬挑梁的底座板7上

的孔和垫板8与螺母连接，底座板7与梁杆11固定连接。由此方案，连接螺杆6不需要穿过模

板，大幅降低立模的难度。进一步优选的，预埋套筒能够选用耐腐蚀的材料制作，例如不易

焊接的含铬材质，或者渗铝防锈处理工艺。连接板用钢丝与预埋钢筋绑扎固定或焊接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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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选的，梁杆11包括工字钢、槽钢、角钢或钢管。

[0030] 优选的方案如图1~3中，所述的预埋套筒之间平行布置，例如第一预埋套筒101与

第二预埋套筒106之间的轴线平行，预埋套筒之间通过多个平行连接板105固定连接。

[0031] 优选的方案如图4中，所述的预埋套筒之间上下交叠且交叉布置，预埋套筒之间通

过多个角连接板107固定连接，底座板7上的孔的轴线相应的上下交叠且交叉布置。由此结

构，确保预埋套筒之间的距离和角度与底座板7上的通孔一致。便于后继的安装。该结构用

于混凝土转角位置的支撑。

[0032] 优选的方案如图2、3中，所述的预埋套筒靠近混凝土12外侧的一端设有锥形头

102，预埋套筒靠近混凝土12外侧的一端用于贴紧模板23的内侧面。设置的锥形头102的结

构，在受力时利用斜面挤压附近的混凝土，与阶台结构相比，将拉应力转换为压应力，而混

凝土的压应力大幅高于拉应力，该结构提高了预埋件1的受力强度。

[0033] 优选的方案如图1~3中，在预埋套筒靠近混凝土12外侧的一端设有定位圈103，定

位圈用于在浇筑过程中临时封堵预埋套筒的螺纹孔；

定位圈103靠近混凝土12外侧的一端的端面设有指示槽104，指示槽104填充有用于吸

水的吸水凝胶；吸水凝胶用于在浇筑过程中吸附水分，膨胀后挤占混凝土的位置，便于脱模

后查找预埋套筒的位置。吸水凝胶吸水后也能够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影响混凝土的强度，

便于后期剥离。定位圈103优选采用塑料材质，在临时封堵预埋套筒螺纹孔的一面设有与预

埋套筒螺纹孔相应的易撕线，以便于后期安装连接螺杆6的时候破开。

[0034] 优选的，在底座板7靠近混凝土12的一面设有与指示槽104相对应的凸起。在安装

过程中，先将指示槽104内的吸水凝胶清理，然后将凸起置于指示槽104内，则此时底座板7

上的通孔与预埋套筒的螺孔精确对应，便于安装垫板8和螺母9。

[0035] 优选的方案中，所述的梁杆11的端头设有铰接座15，在梁杆11下方的混凝土12上

通过预埋件1固设有螺杆套筒铰接座18，铰接座15和螺杆套筒铰接座18分别与一个螺杆套

筒16铰接，两个螺杆套筒16与双头螺杆17螺纹连接，双头螺杆17两端螺纹旋向相反；由此结

构，提高悬挑梁的承载力。

[0036] 或者，所述的梁杆11的端头设有连接座，本例中的连接座优选采用耳板，在梁杆11

上方的混凝土12上通过预埋件1固设有钢丝绳连接座19，钢丝绳连接座19和连接座分别与

一根钢丝绳20的一端连接，钢丝绳20的另一端与张紧螺杆21固定连接，两根张紧螺杆21分

别与张紧螺杆套筒22的两端螺纹连接，张紧螺杆套筒22两端螺纹旋向相反。优选的，钢丝绳

20与连接座和钢丝绳连接座19连接的位置要设置圆环防护，防止钢丝绳的弯折角度过大而

导致损坏。

[0037] 优选的方案如图8~11中，还设有变形监测安全装置5，变形监测安全装置5与底座

板7螺纹连接，变形监测安全装置5的监测头51穿过底座板7与混凝土12连接，以监测底座板

7与混凝土12之间的距离变化。变形监测安全装置5可以采用压力传感器或位移传感器、LED

灯等。

[0038] 优选的方案如图8~11中，所述的变形监测安全装置5中，监测螺钉57设有外螺纹，

监测螺钉57中间设有通孔，监测螺钉57内还设有LED灯54，LED灯54与电池53电连接；LED灯

54发的光能够从监测螺钉57的外端观察到。

[0039] 监测螺钉57与监测头51滑动连接，监测头51与电池53之间设有弹簧52，以使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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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51向外伸出，并构成电连接；

监测螺钉57内设有固定触头56，固定触头56与LED灯54电连接，监测头51上设有带弹性

的活动触头55；

固定触头56设有凹槽，活动触头55设有凸起，凸起与凹槽之间设有间隙。进一步优选

的，在监测螺钉57的通孔侧壁设有滑槽58，活动触头55为弹性的悬臂结构，滑槽58为绝缘，

在滑槽58侧壁还设有定位凹槽581。在未使用前，监测头51伸出较多，活动触头55位于定位

凹槽581内，此时为未使用的状态，采用该方案是避免使用过的变形监测安全装置5电池电

力不足，造成安全隐患。使用时，将监测螺钉57拧入到底座板7的监测螺孔内，使监测头51与

混凝土12接触，并逐步缩回，直至活动触头55与固定触头56接触，此时LED灯54导通发光。继

续拧紧监测螺钉57，由于固定触头56与活动触头55之间存在间隙，该间隙与预设的连接螺

杆6变形量相对应，当固定触头56与活动触头55之间存在间隙，此时LED灯54灯熄灭。对操作

人员而言就是拧紧监测螺钉57使LED灯54灯亮一下再熄灭，即安装到位，当连接螺杆6发生

变形后，底座板7与混凝土12之间间隙变大，此时固定触头56与活动触头55接触，LED灯54灯

常亮，提醒操作人员此处悬挑梁变形超过预设值，需要进行处理。

[0040] 实施例2：

一种采用上述的悬挑梁的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S1、将预埋件1与固定焊接螺杆4螺纹连接，预埋件1中预埋套筒端面与模板23贴紧，将

固定焊接螺杆4与预埋钢筋焊接连接，预埋件1与预埋钢筋通过钢丝绑扎或焊接固定连接；

S2、浇筑混凝土，达到凝期拆模后找到预埋套筒端头的位置，将连接螺杆6旋入到预埋

套筒内预设深度；

S3、将底座板7套在连接螺杆6上，安装垫板8和螺母9；

通过以上步骤实现悬挑梁的施工。

[0041] 优选的方案中，在步骤S1中，还设有向定位凹槽581内填充吸水凝胶的步骤；

在步骤s3中，还设有利用定位凹槽581定位底座板7的步骤；

在步骤s3之后，还设有安装变形监测安全装置5的步骤，将监测螺钉57拧入底座板7的

螺孔内，直至监测头51抵住混凝土12的表面，且活动触头55与固定触头56之间无接触。

[0042] 实施例3：

使用时，在混凝土12内钢筋绑扎之前将预埋件1置于绑扎钢筋内，预设位置摆放好，第

一预埋套筒101和第二预埋套筒106与固定焊接螺杆4螺纹连接，先将固定焊接螺杆4与预埋

钢筋之间初步绑扎，第一预埋套筒101、第二预埋套筒106、平行连接板105或角连接板107选

择合适位置通过过渡钢筋与预埋钢筋绑扎。绑扎完成后立模，在立模完成后再次微调预埋

件1的位置，使预埋件的端头顶住模板23内侧面。将固定焊接螺杆4与预埋钢筋焊接连接。立

模检查无误后，浇筑混凝土，浇筑振捣过程中尽量避开预埋件1的位置，避免导致预埋件1移

位，需要说明的，本发明的结构，具有较高的抗移位的能力。即便有移位，由于第一预埋套筒

101与第二预埋套筒106之间的相对位置固定，也不会影响与底座板7的连接。浇筑混凝土施

工应尽量在2H内浇筑完成。初凝后，拆除模板，对混凝土继续浇水或保湿养护，由于本发明

中设置了指示槽104的结构，并在指示槽104内填充了吸水凝胶，能够因吸水率的变化使混

凝土表面颜色与其他位置不同，而且由于水化不充分，定位圈103端面位置的遮挡混凝土很

容易去除，因此对拆模时间要求不高，超过初凝时间拆模也可。终凝后，混凝土强度达到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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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的80%，即可根据混凝土表面色差变化及相对安装位置查找预埋件1，清理遮挡的混凝土，

破开定位圈103的端面，将连接螺杆6拧入到预埋套筒内预定深度，并检验。为后继安装底座

板7奠定基础。梁杆11与底座板7之间沿连接位置满焊，检测无虚焊，在梁杆11与底座板7之

间焊接连接筋10，焊接要求要确保梁杆11与底座板7之间的连接强度高于梁杆11自身的强

度。安装时，将底座板7上的通孔套接在连接螺杆6上，安装垫板8，用扭矩扳手拧紧螺母9，优

选安装弹簧垫圈和双螺母防松。优选的连接螺杆6采用热镀锌双头螺杆或铬合金双头螺杆。

在底座板7通孔的附近设有监测螺孔，将监测螺钉57拧入监测螺孔，直至监测头51抵紧混凝

土表面。并使LED灯54亮一下，然后继续拧紧监测螺钉57半圈左右，使LED灯54熄灭。即安装

好变形监测安全装置5。当连接螺杆6发生松脱，或底座板7变形，则LED灯54亮起，提醒施工

人员排除安全隐患。

[0043] 根据《钢管脚手架规范》进行施工，脚手架最大搭设高度为18m加1 .5m栏杆共

19.5m;内立杆17距建筑结构15外墙面0.3m,内立杆17、外立杆16横距为0.9m，纵距为1.5m，

步距为1.8m。在悬挑梁顶面200mm高度处设置横向扫地杆和纵向扫地杆。横向扫地杆用扣件

固定在立杆底部，再在横向扫地杆之上，将纵向扫地杆用扣件固定在立杆底部，以确保扣件

钢管脚手架的整体稳定性。扣件钢管脚手架的外侧立面满布4跨6m的剪刀撑，并在每道剪刀

撑侧边的外立杆和内立杆之间，设置一道间距为6m的横向外撑，横向外撑在同一节间由底

层至顶层呈之字形连续布置。预埋件1采用如图1~4中所示的双预埋套筒的预埋件，采用2步

3跨竖向间距3.6m，水平间距3~4.5m。其中3米间距为采用圆管的悬挑梁，而间距4.5m为采用

工字钢的悬挑梁。底座板7上靠近顶部的位置预留两个22mm的通孔，底座板7与预埋件1之间

采用两根20mm的连接螺杆6连接。梁杆11的总长采用1300mm，可以使用直径100~120mm×壁

厚4mm×长1300mm无缝钢管，也可以采用高160mm×宽90mm×长1300mm工字钢。以工字钢为

例，在图5和图6的支撑和张拉结构下，计算得工字钢支撑点位置左截面承受轴向拉力为

5.34KN,工字钢截面承受剪力为12.81N,弯矩为2.56KN·m，剪力为-6.40KN；右截面弯矩为

2.56KN·m，剪力12.81KN,按《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公式5.6.3计算得工字钢抗拉弯强

度为：

21N/mm2  <f=205N/mm2，工字钢抗拉弯强度满足要求。在主平面内受弯的实腹构件其抗

剪强度按《钢结构设计规范》公式4.1.2计算，得出抗剪强度设计值为16N/mm  2  <f=125N/mm2 

，工字钢的抗剪弯强度满足要求。按《钢管脚手架规范》公式5.6.4计算，得出工字钢抗弯强

度设计值为19.98N/mm  2  <f=215N/mm2  ，工字钢的整体稳定性满足要求。用结构力学的图乘

法计算位移，得工字钢梁外端部的垂直位移为0.76mm<L/250=1300/250=5.2mm，满足要求。

没有支撑结构的前提下，工字钢的承受力能满足理论上施加力约2.6吨的需求。

[0044] 上述的实施例仅为本发明的优选技术方案，而不应视为对于本发明的限制，本申

请中的实施例及实施例中的特征在不冲突的情况下，可以相互任意组合，例如将磁流变液

的结构与多片的阻尼片1结构的组合。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应以权利要求记载的技术方案，包

括权利要求记载的技术方案中技术特征的等同替换方案为保护范围。即在此范围内的等同

替换改进，也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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