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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钢支撑连接固定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钢支撑连接固定装置，

包括第一预埋件、第一预埋板和钢支撑卡槽，第

一预埋板具有第一板面和第二板面，朝向相反，

第一预埋件和钢支撑卡槽分别设置在第一板面

和第二板面上。较佳地，还包括加强件，加强件位

于钢支撑卡槽外并分别连接钢支撑卡槽和第二

板面。还包括第二预埋件和第二预埋板，第二预

埋板具有第三板面和第四板面，朝向相反，第二

预埋件设置在第三板面上。本实用新型的钢支撑

连接固定装置能够抵抗环柱施工过程中外侧的

倾覆力矩，避免环柱柱顶产生较大位移，同时减

小在斜拉索桁张拉过程中的支撑节点应力，做到

安拆方便快捷，安全性高，减少非必需的高空焊

接或打孔作业，适于大规模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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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钢支撑连接固定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第一预埋件、第一预埋板和钢支撑卡

槽，所述第一预埋板具有第一板面和第二板面，所述第一板面和所述第二板面朝向相反，所

述第一预埋件和所述钢支撑卡槽分别设置在所述第一板面和所述第二板面上。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钢支撑连接固定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预埋件为预埋杆

件。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钢支撑连接固定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预埋件的数目为多

件，多件所述第一预埋件相互间隔设置。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钢支撑连接固定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钢支撑卡槽相对于所述

第二板面倾斜设置。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钢支撑连接固定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钢支撑卡槽的内部截面

形状为矩形。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钢支撑连接固定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钢支撑连接固定装置还

包括加强件，所述加强件位于所述钢支撑卡槽外并分别连接所述钢支撑卡槽和所述第二板

面。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钢支撑连接固定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加强件是加劲肋板。

8.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钢支撑连接固定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加强件位于所述钢支撑

卡槽的上侧。

9.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钢支撑连接固定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加强件的数目为多件，

多件所述加强件相互间隔设置。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钢支撑连接固定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钢支撑连接固定装置

还包括第二预埋件和第二预埋板，所述第二预埋板具有第三板面和第四板面，所述第三板

面和所述第四板面朝向相反，所述第二预埋件设置在所述第三板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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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支撑连接固定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建筑工程施工技术领域，特别涉及大型体育场馆施工技术领域，

具体是指一种钢支撑连接固定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在建筑工程施工中，不少建筑物例如大型体育场馆需要使用到斜拉索桁柔性罩棚

体系，斜拉索桁柔性罩棚体系是由斜拉索桁结构、两侧吊塔、环梁及许多根比如70根多倾角

大截面悬挑环柱组成，环柱倾斜设置，底部设置在楼板层上，环梁支承在环柱的顶部上斜拉

索桁结构连接吊塔和环梁。

[0003] 环柱的截面可以是例如800mm×2500mm，倾角可以是例如在  67.01～79.50°变化，

最大悬挑高度可以是例如为33m。由于环柱自重较大，施工时不能自稳，同时设计要求环柱

张拉初始态为设计几何态，这就决定了环柱施工过程中必须设置支撑以约束柱端向外侧产

生的位移，此外斜拉索桁体系张拉过程中环柱又会向内产生侧移，若钢支撑全部用焊接或

栓接固定，节点处会产生较大应力，同时造成施工困难，安全性较差。

[0004] 因此，希望提供一种钢支撑连接固定装置，其能够抵抗环柱施工过程中外侧的倾

覆力矩，避免环柱柱顶产生较大位移，同时减小在斜拉索桁张拉过程中的支撑节点应力，做

到安拆方便快捷，安全性高，减少非必需的高空焊接或打孔作业。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为了克服上述现有技术中的缺点，本实用新型的一个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钢支撑连

接固定装置，其能够抵抗环柱施工过程中外侧的倾覆力矩，避免环柱柱顶产生较大位移，同

时减小在斜拉索桁张拉过程中的支撑节点应力，做到安拆方便快捷，安全性高，减少非必需

的高空焊接或打孔作业，适于大规模推广应用。

[0006] 本实用新型的另一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钢支撑连接固定装置，其设计巧妙，结构简

洁，制造简便，成本低，适于大规模推广应用。

[0007] 为达到以上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钢支撑连接固定装置，其特点是，包括第一

预埋件、第一预埋板和钢支撑卡槽，所述第一预埋板具有第一板面和第二板面，所述第一板

面和所述第二板面朝向相反，所述第一预埋件和所述钢支撑卡槽分别设置在所述第一板面

和所述第二板面上。

[0008] 较佳地，所述第一预埋件为预埋杆件。

[0009] 较佳地，所述第一预埋件的数目为多件，多件所述第一预埋件相互间隔设置。

[0010] 较佳地，所述钢支撑卡槽相对于所述第二板面倾斜设置。

[0011] 较佳地，所述钢支撑卡槽的内部截面形状为矩形。

[0012] 较佳地，所述钢支撑连接固定装置还包括加强件，所述加强件位于所述钢支撑卡

槽外并分别连接所述钢支撑卡槽和所述第二板面。

[0013] 更佳地，所述加强件是加劲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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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更佳地，所述加强件位于所述钢支撑卡槽的上侧。

[0015] 更佳地，所述加强件的数目为多件，多件所述加强件相互间隔设置。

[0016] 较佳地，所述钢支撑连接固定装置还包括第二预埋件和第二预埋板，所述第二预

埋板具有第三板面和第四板面，所述第三板面和所述第四板面朝向相反，所述第二预埋件

设置在所述第三板面上。

[0017]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主要在于：

[0018] 1、本实用新型的钢支撑连接固定装置包括第一预埋件、第一预埋板和钢支撑卡

槽，第一预埋板具有第一板面和第二板面，第一板面和第二板面朝向相反，第一预埋件和钢

支撑卡槽分别设置在第一板面和第二板面上，使用时，第一预埋件和第一预埋板预埋在被

支撑对象例如环柱内，第二板面裸露在外，将钢支撑的上端插设卡接在钢支撑卡槽中，钢支

撑的下端可以采用常规结构连接固定楼板层，因此，其能够抵抗环柱施工过程中外侧的倾

覆力矩，避免环柱柱顶产生较大位移，同时减小在斜拉索桁张拉过程中的支撑节点应力，做

到安拆方便快捷，安全性高，减少非必需的高空焊接或打孔作业，适于大规模推广应用。

[0019] 2、本实用新型的钢支撑连接固定装置包括第一预埋件、第一预埋板和钢支撑卡

槽，第一预埋板具有第一板面和第二板面，第一板面和第二板面朝向相反，第一预埋件和钢

支撑卡槽分别设置在第一板面和第二板面上，使用时，第一预埋件和第一预埋板预埋在被

支撑对象例如环柱内，第二板面裸露在外，将钢支撑的上端插设卡接在钢支撑卡槽中，钢支

撑的下端可以采用常规结构连接固定楼板层，因此，其设计巧妙，结构简洁，制造简便，成本

低，适于大规模推广应用。

[0020] 本实用新型的这些和其它目的、特点和优势，通过下述的详细说明，附图得以充分

体现，并可通过特地指出的手段、装置和它们的组合得以实现。

附图说明

[0021]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钢支撑连接固定装置的一具体实施例的第一预埋件、第一预

埋板、钢支撑卡槽和加强件的组件的主视剖视示意图。

[0022] 图2是图1所示的具体实施例的第一预埋件、第一预埋板、钢支撑卡槽和加强件的

组件的左视示意图。

[0023] 图3是图1所示的具体实施例的第一预埋件、第一预埋板、钢支撑卡槽和加强件的

组件的右视示意图。

[0024] 图4是图1所示的具体实施例的第二预埋件和第二预埋板的组件的主视示意图。

[0025] 图5是图1所示的具体实施例的第二预埋件和第二预埋板的组件的仰视示意图。

[0026] 图6是图1所示的具体实施例的第二预埋件和第二预埋板的组件的俯视示意图。

[0027] 图7是采用图1所示的具体实施例连接钢支撑、环柱和楼板层的主视局部剖视示意

图。

[0028] 图8是图7所示结构的局部放大示意图一。

[0029] 图9是图7所示结构的局部放大示意图二。

[0030] (符号说明)

[0031] 1第一预埋件；2第一预埋板；21第一板面；22第二板面；3钢支撑卡槽；4加强件；5第

二预埋件；6第二预埋板；61第三板面；62第四板面；10钢支撑；20环柱；30楼板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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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为了能够更清楚地理解本实用新型的技术内容，特举以下实施例详细说明。

[0033] 请参见图1～图3所示，在本实用新型的一具体实施例中，本实用新型的钢支撑连

接固定装置包括第一预埋件1、第一预埋板2和钢支撑卡槽3，所述第一预埋板2具有第一板

面21和第二板面22，所述第一板面21和所述第二板面22  朝向相反，所述第一预埋件1和所

述钢支撑卡槽3分别设置在所述第一板面21  和所述第二板面22上。

[0034] 所述第一预埋件1可以具有任何合适的形状，请参见图1和图3所示，在本实用新型

的一具体实施例中，所述第一预埋件1为预埋杆件。

[0035] 所述预埋杆件可以是任何合适的预埋杆件，在本实用新型的一具体实施例中，所

述预埋杆件为预埋钢筋，例如C20钢筋。

[0036] 所述第一预埋件1的数目可以根据需要确定，较佳地，所述第一预埋件1 的数目为

多件，多件所述第一预埋件1相互间隔设置。请参见图1和图3所示，在本实用新型的一具体

实施例中，所述第一预埋件1的数目为12件，12件所述第一预埋件1排成4×3阵列。即4排3

列。

[0037] 所述第一预埋板2可以是任何合适材质的预埋板，在本实用新型的一具体实施例

中，所述第一预埋板2为预埋钢板，比如Q345钢板。所述第一预埋板2  的尺寸可以为例如

1158mm(长度)×500mm(宽度)×20mm(厚度)。

[0038] 所述第一预埋件1设置在所述第一板面21上可以采用任何合适的结构，在本实用

新型的一具体实施例中，所述第一预埋件1焊接在所述第一板面21上。可以采用角焊缝焊

接，焊脚尺寸可以为例如10mm。

[0039] 所述钢支撑卡槽3可以相对于所述第二板面22垂直设置，也可以相对于所述第二

板面22倾斜设置，主要取决于钢支撑10和被支撑对象例如环柱20之间的角度，请参见图1～

图2所示，在本实用新型的一具体实施例中，所述钢支撑卡槽3相对于所述第二板面22倾斜

设置。

[0040] 所述钢支撑卡槽3的内部截面形状可以为任何合适的形状，主要取决于钢支撑10

的外侧轮廓形状，因为所述钢支撑卡槽3是用于插设卡接钢支撑10的，所以所述钢支撑卡槽

3的内部截面形状应与钢支撑10的外侧轮廓形状相匹配，因为钢支撑10通常为方钢管，截面

尺寸可以为例如500mm(长度)×300mm  (宽度)×16mm(厚度)，因此钢支撑10的外侧轮廓形

状通常为矩形，请参见图1～图2所示，在本实用新型的一具体实施例中，所述钢支撑卡槽3

的内部截面形状为矩形。所述钢支撑卡槽3的上侧槽边的尺寸可以是例如300mm(长度)  ×

250mm(宽度)×20mm(厚度)，可以采用例如钢板，比如Q345钢板。

[0041] 所述钢支撑卡槽3设置在所述第二板面22上可以采用任何合适的结构，在本实用

新型的一具体实施例中，所述钢支撑卡槽3焊接在所述第二板面22上。可以采用角焊缝焊

接，焊脚尺寸可以为例如10mm。

[0042] 为了使得本实用新型的结构更加稳定，请参见图1～图2所示，在本实用新型的一

具体实施例中，所述钢支撑连接固定装置还包括加强件4，所述加强件4  位于所述钢支撑卡

槽3外并分别连接所述钢支撑卡槽3和所述第二板面22。

[0043] 所述加强件4可以是任何合适的加强件，请参见图1～图2所示，在本实用新型的一

具体实施例中，所述加强件4是加劲肋板。所述加劲肋板的厚度可以为例如10mm，可以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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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钢板，比如Q345钢板。

[0044] 所述加强件4可以位于所述钢支撑卡槽3外的任何合适的位置，请参见图  1～图2

所示，在本实用新型的一具体实施例中，所述加强件4位于所述钢支撑卡槽3的上侧。

[0045] 所述加强件4的数目可以根据需要确定，较佳地，所述加强件4的数目为多件，多件

所述加强件4相互间隔设置。请参见图2所示，在本实用新型的一具体实施例中，所述加强件

4的数目为2件，2件所述加强件4水平间隔设置。

[0046] 为了将钢支撑10的下端连接固定在楼板层30上，请参见图4～图6所示，在本实用

新型的一具体实施例中，所述钢支撑连接固定装置还包括第二预埋件  5和第二预埋板6，所

述第二预埋板6具有第三板面61和第四板面62，所述第三板面61和所述第四板面62朝向相

反，所述第二预埋件5设置在所述第三板面61上。

[0047] 所述第二预埋件5可以类似所述第一预埋件1，所述第二预埋件5可以具有任何合

适的形状，请参见图4～图5所示，在本实用新型的一具体实施例中，所述第二预埋件5为预

埋杆件。

[0048] 所述预埋杆件可以是任何合适的预埋杆件，在本实用新型的一具体实施例中，所

述预埋杆件为预埋钢筋，例如C20钢筋。

[0049] 所述第二预埋件5的数目可以根据需要确定，较佳地，所述第二预埋件5 的数目为

多件，多件所述第二预埋件5相互间隔设置。请参见图4～图5所示，在本实用新型的一具体

实施例中，所述第二预埋件5的数目为12件，12件所述第二预埋件5排成3×4阵列。即3排4

列。

[0050] 所述第二预埋板6可以是任何合适材质的预埋板，在本实用新型的一具体实施例

中，所述第二预埋板6为预埋钢板，比如Q345钢板。所述第二预埋板6  的尺寸可以为例如

900mm(长度)×500mm(宽度)×20mm(厚度)。

[0051] 所述第二预埋件5设置在所述第三板面61上可以采用任何合适的结构，在本实用

新型的一具体实施例中，所述第二预埋件5焊接在所述第三板面61上。可以采用角焊缝焊

接，焊脚尺寸可以为例如10mm。

[0052] 使用时，将第一预埋件1和第一预埋板2预埋在被支撑对象例如环柱20 内，第二板

面22裸露在外，将第二预埋件5和第二预埋板6预埋在楼板层30  内，第四板面62裸露在外，

将钢支撑10的上端插设卡接在钢支撑卡槽3中抵靠第二板面22，将钢支撑10的下端焊接在

第四板面62上，可以采用角焊缝焊接，焊脚尺寸可以为例如10mm。

[0053] 因此，采用本实用新型，钢支撑的上端采用挡板式钢支撑节点与下端采用焊接固

定节点相结合，支撑环柱结构，节点卸荷能力强，安拆方便，安全性高。可有效抵抗施工过程

中环柱产生外侧的倾覆力矩，避免环柱施工中不能自稳、柱顶产生较大位移；且张拉过程保

证环柱向内侧移时支撑缓慢卸荷，节点无过大应力；大大降低了高空大面积焊接或打孔作

业，使钢支撑安拆灵活方便，降本增效，安全性高，便于现场施工，可推广应用到需要类似钢

支撑节点连接的项目上。

[0054] 综上，本实用新型的钢支撑连接固定装置能够抵抗环柱施工过程中外侧的倾覆力

矩，避免环柱柱顶产生较大位移，同时减小在斜拉索桁张拉过程中的支撑节点应力，做到安

拆方便快捷，安全性高，减少非必需的高空焊接或打孔作业，设计巧妙，结构简洁，制造简

便，成本低，适于大规模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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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5] 由此可见，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已经完整并有效的予以实现。本实用新型的功能及

结构原理已在实施例中予以展示和说明，在不背离所述原理下，实施方式可作任意修改。所

以，本实用新型包括了基于权利要求精神及权利要求范围的所有变形实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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