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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高精度检测检修平台技术领域，

公开的一种不锈钢焊接式组合平台制作方法，是

首先制作不锈钢矩形管横梁、制作不锈钢矩形管

立梁，然后制作组合平台骨架在矩形的底板的基

座两边分别安装立梁，两立梁的中部之间安装有

水平插入连接的一排连接梁；一排连接梁上均布

安装有若干横梁，在立梁、横梁、立梁之间均安装

有T形槽，组合平台骨架的空腔填充膨胀水泥，浇

筑成具有抗震的稳定性的金属与非金属的同体

不锈钢焊接式组合平台。本发明具有抗震，石材

的稳定性的特点，无需木模、冶炼、铸造、清砂等

工艺，与传统铸造平台相比制造成品低1/3，外观

整齐漂亮，制造周期短，易产业化制作并且无环

境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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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不锈钢焊接式组合平台制作方法，其特征是：其步骤如下：

1）制作不锈钢矩形管横梁，采用横式放置的不锈钢矩形管型材，将两个相切斜线的T型

钢制成工字钢，从不锈钢矩形管两个端口相对打入，使得骨架紧紧的与薄壁不锈钢矩形管

内腔的顶边与底边贴死；然后以膨胀水泥、石料的充填体，将腔内所有空间灌满充实形成金

属与非金属的同体结构，制作成具有抗震、稳定的不锈钢矩形管横梁；

2）制作不锈钢矩形管立梁，采用立式放置的不锈钢矩形管型材，将两个相切斜线的T型

钢制成的工字钢，从不锈钢矩形管两个端口相对打入，使得骨架紧紧的与薄壁不锈钢矩形

管内腔的顶边与底边贴死；然后以膨胀水泥、石料的充填体，将腔内所有空间灌满充实形成

金属与非金属的同体结构，制作成具有抗震、稳定的不锈钢矩形管立梁；

3）制作组合平台骨架，在矩形的底板的基座两边分别安装立梁，两立梁的中部之间安

装有水平插入连接的一排连接梁；

位于一排连接梁上的两立梁之间均布安装有若干横梁，

在立梁与横梁之间、横梁与横梁之间、横梁与立梁之间均安装有固定焊接的T形槽，每

个T形槽底部与连接梁之间围成的四周安装有支撑固定的筋板；

在两立梁及立梁之间的横梁的顶部水平面上安装有露出T形槽孔的台板；

在两立梁的外侧安装有挡板，挡板与立梁及立梁上的台板固定焊接；每个台板的两长

边与不锈钢矩形管立梁、横梁的顶部两侧焊接的T形槽边平齐；

3）组合平台骨架的空腔填充膨胀水泥，在每个T形槽的两端面下部与底板之间分别焊

接有不锈钢封板，使不锈钢封板与不锈钢矩形管立梁、横梁、加强筋板围成腔体，然后在围

成的腔体内灌装填充物膨胀水泥，浇筑成具有抗震的稳定性的金属与非金属的同体不锈钢

焊接式组合平台。

2.一种不锈钢焊接式组合平台制作方法，其特征是：其步骤如下：

1）制作不锈钢矩形管立梁，采用立式放置的不锈钢矩形管型材，将两个相切斜线的T型

钢制成的工字钢，从不锈钢矩形管两个端口相对打入，使得骨架紧紧的与薄壁不锈钢矩形

管内腔的顶边与底边贴死；然后以膨胀水泥、石料的充填体，将腔内所有空间灌满充实形成

金属与非金属的同体结构，制作成具有抗震、稳定的不锈钢矩形管立梁；

2）制作组合平台骨架，在矩形的底板的基座上均布排列铺设不锈钢矩形管立梁，在每

个不锈钢矩形管立梁间的上端均焊接有T形槽，每个T形槽底部与连接梁之间围成的四周安

装有支撑固定的筋板；在每个不锈钢矩形管立梁的顶部水平面上安装有露出T形槽孔的台

板；每个台板的两长边与不锈钢矩形管立梁的顶部两侧焊接的T形槽边平齐；

3）组合平台骨架的空腔填充膨胀水泥，在每个T形槽的两端面下部分别焊接有不锈钢

封板，使不锈钢封板与不锈钢矩形管立梁、加强筋板、连接梁围成腔体，然后在围成的腔体

内灌装填充物膨胀水泥，浇筑成具有抗震的稳定性的金属与非金属同体的不锈钢焊接式组

合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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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不锈钢焊接式组合平台制作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高精度检测检修平台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不锈钢焊接式组合平台

及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  前，  市场上高精度检测检修平台，一般用于高精度机械加工及检测检修，其生

产高精度检测检修平台，一般采用浇筑、切削制成；制成的高精度检测检修平台，采用的铸

造生产工艺复杂，难度大，且高精度检测检修平台重量重，生产成本费用高，所以现有的价

格高昂高精度检测检修平台满足不了市场对大型工件、装配件或检修用的工作台需要。

发明内容

[0003] 为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了一种不锈钢焊接式组合平台制作方法。

[0004] 为实现上述发明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5] 一种不锈钢焊接式组合平台制作方法，其步骤如下：

[0006] 1）制作不锈钢矩形管横梁，采用横式放置的不锈钢矩形管型材，将两个相切斜线

的T型钢制成工字钢，从不锈钢矩形管两个端口相对打入，使得骨架紧紧的与薄壁不锈钢矩

形管内腔的顶边与底边贴死；然后以膨胀水泥、石料的充填体，将腔内所有空间灌满充实形

成金属与非金属的同体结构，制作成具有抗震、稳定的不锈钢矩形管横梁；

[0007] 2）制作不锈钢矩形管立梁，采用立式放置的不锈钢矩形管型材，将两个相切斜线

的T型钢制成的工字钢，从不锈钢矩形管两个端口相对打入，使得骨架紧紧的与薄壁不锈钢

矩形管内腔的顶边与底边贴死；然后以膨胀水泥、石料的充填体，将腔内所有空间灌满充实

形成金属与非金属的同体结构，制作成具有抗震、稳定的不锈钢矩形管立梁；

[0008] 3）制作组合平台骨架，在矩形的底板的基座两边分别安装立梁，两立梁的中部之

间安装有水平插入连接的一排连接梁；

[0009] 位于一排连接梁上的两立梁之间均布安装有若干横梁，

[0010] 在立梁与横梁之间、横梁与横梁之间、横梁与立梁之间均安装有固定焊接的T形

槽，每个T形槽底部与连接梁之间围成的四周安装有支撑固定的筋板；

[0011] 在两立梁及立梁之间的横梁的顶部水平面上安装有露出T形槽孔的台板；

[0012] 在两立梁的外侧安装有挡板，挡板与立梁及立梁上的台板固定焊接；每个台板的

两长边与不锈钢矩形管立梁、横梁的顶部两侧焊接的T形槽边平齐；

[0013] 3）组合平台骨架的空腔填充膨胀水泥，在每个T形槽的两端面下部与底板之间分

别焊接有不锈钢封板，使不锈钢封板与不锈钢矩形管立梁、横梁、加强筋板围成腔体，然后

在围成的腔体内灌装填充物膨胀水泥，浇筑成具有抗震的稳定性的金属与非金属的同体不

锈钢焊接式组合平台。

[0014] 一种不锈钢焊接式组合平台制作方法，其步骤如下：

[0015] 1）制作不锈钢矩形管立梁，采用立式放置的不锈钢矩形管型材，将两个相切斜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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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T型钢制成的工字钢，从不锈钢矩形管两个端口相对打入，使得骨架紧紧的与薄壁不锈钢

矩形管内腔的顶边与底边贴死；然后以膨胀水泥、石料的充填体，将腔内所有空间灌满充实

形成金属与非金属的同体结构，制作成具有抗震、稳定的不锈钢矩形管立梁；

[0016] 2）制作组合平台骨架，在矩形的底板的基座上均布排列铺设不锈钢矩形管立梁，

在每个不锈钢矩形管立梁间的上端均焊接有T形槽，每个T形槽底部与连接梁之间围成的四

周安装有支撑固定的筋板；在每个不锈钢矩形管立梁的顶部水平面上安装有露出T形槽孔

的台板；每个台板的两长边与不锈钢矩形管立梁的顶部两侧焊接的T形槽边平齐；

[0017] 3）组合平台骨架的空腔填充膨胀水泥，在每个T形槽的两端面下部分别焊接有不

锈钢封板，使不锈钢封板与不锈钢矩形管立梁、加强筋板、连接梁围成腔体，然后在围成的

腔体内灌装填充物膨胀水泥，浇筑成具有抗震的稳定性的金属与非金属同体的不锈钢焊接

式组合平台。

[0018] 由于采用如上所述的技术方案，本发明具有如下实施的优越性：

[0019] 一种不锈钢焊接式组合平台制作方法，采用不锈钢矩形管与钢板，焊接成机床使

用的平台;其空腔部分采用，以水泥、石料及其他配料的充填体，将腔内所有空间灌满充实，

形成金属与非金属的共同体。从而具有抗震，石材的稳定性的特点，来替代传统的铸铁平

台。其优越性如下：

[0020] 1、无需木模、冶炼、铸造、清砂等等，带来的环境污染。

[0021] 2、与传统铸造平台相比，制造成品低1/3。

[0022] 3、根据需求，尺寸规格可多样化，纯平面、T型槽或特殊结构，均能实现。

[0023] 4、制造周期短，易产业化制作。

[0024] 5、采用复合结构，从各方面指标，均不低于铸铁结构。

[0025] 6、经机床加工后，外观整齐漂亮。

附图说明

[0026] 图１是不锈钢焊接式组合平台的剖视结构示意图；

[0027] 图2是不锈钢焊接式立梁的组合平台结构示意图；

[0028] 图3是不锈钢矩形管立梁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中：1、挡板，2、台板,3、立梁,3.1、不锈钢矩形管，3.2、工字钢，3.3、T型钢，3.4、

板孔，3.5、膨胀水泥，4、T形槽，5、连接梁，6、底板,7、筋板，8、地脚孔，9、横梁，10、安装孔，

11、加强筋板，12、不锈钢封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下面通过具体的实施例子并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详细描述。

[0031] 实施例一

[0032] 如图1、2、3所示，一种不锈钢焊接式组合平台，包括：挡板1、台板2、立梁3、T形槽4、

连接梁5、底板6、筋板7、地脚孔8，横梁9，矩形底板6的两边分别设置有立梁3，两立梁3之间

设置有水平插入连接的一排连接梁5，位于一排连接梁5上的两立梁3之间均布有若干横梁

9，立梁3与横梁9之间、横梁9与横梁9之间、横梁9与立梁3之间均设置有固定焊接的T形槽4，

每个T形槽4底部与连接梁5之间围成的四周设置有固定的筋板7；两立梁3及之间的横梁9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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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上设置有漏出T形槽孔的台板2，两立梁3的外侧设置有挡板1，挡板1与立梁3及上的台

板2固定焊接。

[0033] 所述的两立梁3底部设置有固定螺栓的地脚孔8，地脚孔8上方设置有安装孔10。

[0034] 所述的两立梁3与T形槽4、连接梁5、底板6、筋板7构成的空腔两端设置有不锈钢封

板12，不锈钢封板12内的空腔设置有填充物的膨胀水泥，构成具有抗震的稳定性的金属与

非金属的同体平台。

[0035] 所述的台板3为矩形的平板，矩形的平板的两长边与不锈钢矩形管横梁两端设置

的T形槽2边平齐。

[0036] 所述的不锈钢矩形管立梁3，包括不锈钢矩形管3.1、骨架、膨胀水泥3.5，所述不锈

钢矩形管内设置有紧密结合的骨架，且不锈钢矩形管内相对的两个平面与骨架的两个平面

无缝连接，所述的骨架为顶边与底边相等的工字钢3.2，不锈钢矩形管3.1内工字钢的空腔

设置有填充物的膨胀水泥3.5。所述的工字钢3.2为两个T型钢3.3构成，每个T型钢上均布有

填充物的板孔3.4，板孔为圆孔、椭圆孔，或矩形孔；如图3所示。

[0037] 一种不锈钢焊接式组合平台制作方法，其步骤如下：

[0038] 1）制作不锈钢矩形管横梁，采用横式放置的不锈钢矩形管型材，将两个相切斜线

的T型钢制成工字钢3.2，从不锈钢矩形管3.1两个端口相对打入，使得骨架紧紧的与薄壁不

锈钢矩形管3.1内腔的顶边与底边贴死；然后以膨胀水泥3.5、石料的充填体，将腔内所有空

间灌满充实形成金属与非金属的同体结构，制作成具有抗震、稳定的不锈钢矩形管横梁；

[0039] 2）制作不锈钢矩形管立梁，采用立式放置的不锈钢矩形管型材，将两个相切斜线

的T型钢制成的工字钢3.2，从不锈钢矩形管3.1两个端口相对打入，使得骨架紧紧的与薄壁

不锈钢矩形管3.1内腔的顶边与底边贴死；然后以膨胀水泥3.5、石料的充填体，将腔内所有

空间灌满充实形成金属与非金属的同体结构，制作成具有抗震、稳定的不锈钢矩形管立梁；

[0040] 3）制作组合平台骨架，在矩形的底板6的基座两边分别安装立梁3，两立梁3的中部

之间安装有水平插入连接的一排连接梁5；

[0041] 位于一排连接梁5上的两立梁3之间均布安装有若干横梁9，

[0042] 在立梁3与横梁9之间、横梁9与横梁9之间、横梁9与立梁3之间均安装有固定焊接

的T形槽4，每个T形槽4底部与连接梁5之间围成的四周安装有支撑固定的筋板7；

[0043] 在两立梁3及立梁3之间的横梁9的顶部水平面上安装有露出T形槽孔的台板2；

[0044] 在两立梁3的外侧安装有挡板1，挡板1与立梁3及立梁上的台板2固定焊接；每个台

板2的两长边与不锈钢矩形管立梁3、横梁9的顶部两侧焊接的T形槽边平齐；

[0045] 3）组合平台骨架的空腔填充膨胀水泥，在每个T形槽的两端面下部与底板6之间分

别焊接有不锈钢封板12，使不锈钢封板12与不锈钢矩形管立梁3、横梁9、加强筋板7围成腔

体，然后在围成的腔体内灌装填充物膨胀水泥，浇筑成具有抗震的稳定性的金属与非金属

的同体不锈钢焊接式组合平台。

[0046] 实施例二

[0047] 如图2所示，一种不锈钢焊接式组合平台，包括：不锈钢矩形管立梁3、T形槽4、台板

2、矩形底板6，矩形底板6  上均布排列有若干不锈钢矩形管立梁3，每个不锈钢矩形管立梁3

上均布的连接孔与水平插入的一排连接梁5插入连接，每个不锈钢矩形管立梁3间的上端两

侧设置有T形槽4，每个T形槽4底部与连接梁5之间围成的四周设置有固定的筋板7；每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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锈钢矩形管立梁3的顶部水平面上设置有漏出T形槽孔的台板2；每个不锈钢矩形管立梁3间

的下部两侧设置有加强筋板11；位于矩形底板6两边的两立梁3的外侧设置有挡板1，挡板1

与立梁3及上的台板2固定焊接。

[0048] 所述矩形底板6与立梁3、T形槽4底部、连接梁5、底板6、筋板7构成的空腔两端设置

有不锈钢封板12，不锈钢封板12内的空腔设置有填充物的膨胀水泥，构成具有抗震的稳定

性的金属与非金属的同体平台。如图3所示。

[0049] 一种不锈钢焊接式组合平台制作方法，其步骤如下：

[0050] 1）制作不锈钢矩形管立梁，采用立式放置的不锈钢矩形管型材，将两个相切斜线

的T型钢制成的工字钢3.2，从不锈钢矩形管3.1两个端口相对打入，使得骨架紧紧的与薄壁

不锈钢矩形管3.1内腔的顶边与底边贴死；然后以膨胀水泥3.5、石料的充填体，将腔内所有

空间灌满充实形成金属与非金属的同体结构，制作成具有抗震、稳定的不锈钢矩形管立梁；

[0051] 2）制作组合平台骨架，在矩形的底板6的基座上均布排列铺设不锈钢矩形管立梁

3，在每个不锈钢矩形管立梁间的上端均焊接有T形槽，每个T形槽4底部与连接梁5之间围成

的四周安装有支撑固定的筋板7；在每个不锈钢矩形管立梁的顶部水平面上安装有露出T形

槽孔的台板2；每个台板2的两长边与不锈钢矩形管立梁的顶部两侧焊接的T形槽边平齐；

[0052] 3）组合平台骨架的空腔填充膨胀水泥，在每个T形槽的两端面下部分别焊接有不

锈钢封板12，使不锈钢封板12与不锈钢矩形管立梁、加强筋板7、连接梁5围成腔体，然后在

围成的腔体内灌装填充物膨胀水泥，浇筑成具有抗震的稳定性的金属与非金属同体的不锈

钢焊接式组合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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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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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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