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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外脚手架连墙结构及施工方法，利用

预埋在混凝土外墙内的螺栓对悬挑钢梁进行固

定，另外加设花篮拉杆对悬挑钢梁提供提升拉

力。本发明结构中悬挑梁无需伸入建筑物内部进

行固定，直接固定于建筑外墙外侧，对建筑物内

部没有影响，且施工完毕，需要拆除时，无需动火

切割，无需进行补砌补刷，没有楼面或墙面渗水

漏水的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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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花篮悬挑式型钢承载梁结构及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施工步骤：

A、按照图纸要求，将拉杆螺栓套管和悬挑螺栓套管预埋在建筑外墙（3）中，进行混凝土

浇筑；

B、建筑外墙（3）浇筑完成后，将悬挑钢梁（1）吊起对准安装孔安放，将悬挑螺栓组件（5）

插入套管穿过悬挑钢梁安装孔并紧固，拉杆螺栓组件（4）紧固后固定拉杆（2），拉杆（2）另一

端固定在悬挑钢梁（1）的挂耳（21）上；

C、调整花篮螺杆（22），使拉杆（2）拉紧，在悬挑钢梁（1）的基础上进行外手脚架（6）的架

设；

D、外手脚架（6）架设完成后，安装踩踏板（7）和安全网（8），即完成搭建；

E、当建筑施工完成后，按照步骤A-D的相反顺序拆除各部件，将预埋套管的通孔使用混

凝土进行填塞，即完成总体施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花篮悬挑式型钢承载梁结构及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悬

挑螺栓组件（5）和拉杆螺栓组件（4）均包括：螺栓、弹簧垫圈、螺母和前后垫板。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花篮悬挑式型钢承载梁结构及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拉

杆螺栓套管和悬挑螺栓套管均为双套管，双套管之间有连杆相连。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花篮悬挑式型钢承载梁结构及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悬

挑钢梁（1）上设置固定立圈（61）。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花篮悬挑式型钢承载梁结构及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踩

踏板（7）上方外边缘设置踢脚板（9）。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花篮悬挑式型钢承载梁结构及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悬

挑螺栓组件（5）和拉杆螺栓组件（4）安装后露出外墙的部分，以及花篮螺杆丝牙使用塑料薄

膜进行包裹。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花篮悬挑式型钢承载梁结构及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在

悬挑转角部位，拉杆螺栓组件（4）、拉杆（2）和挂耳（21）设置多组。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花篮悬挑式型钢承载梁结构及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在

悬挑转角部位，悬挑钢梁（1）上方固定次梁（62），悬挑钢梁（1）和固定次梁（62）之间使用U型

紧固件（63）紧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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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篮悬挑式型钢承载梁结构及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建筑施工领域，具体为一种花篮悬挑式型钢承载梁结构及施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不是两端都有支撑，一端埋在或者浇筑在支撑物上，另一端伸出挑出支撑物的梁

叫做悬挑梁。在搭设脚手架的时候，常会遇到从建筑物外墙的半高处开始架设脚手架的情

况，此时，需要在建筑物上设置悬挑梁，悬挑梁的悬挑端伸出到建筑外部，脚手架就从悬挑

梁为基础，逐渐向上架设，悬挑梁作为基础，将承受很大的弯曲应力。

[0003] 在传统架设悬挑梁的施工中，钢梁必须穿入建筑物的外墙，伸入室内铺设在主体

结构楼面上，再用数个U型预埋件锚固在楼面板和楼面梁上，此方法存在以下缺点：（1）伸入

室内的型钢梁布局复杂，妨碍室内建筑垃圾清理及施工人员行走；型钢穿过墙体，容易破坏

混凝土梁、板构件，容易引起楼面渗水漏水；拆除型钢梁前，可能还需要在现场切割U型锚固

环，拆除后还需要补洞、补贴砖，增加了施工时间。（2）传统悬挑工字钢伸入室内的固定长度

不应小于室外悬挑段的1.25倍，所以通常情况下，需要用≥3米的型钢梁，拐角处的型钢梁

则需4~5米，存在以下缺点：一次性投入的钢材多，重量大；一根3至5米的工字钢安装、拆除

过程需要全程依赖塔吊，起吊过程中盲区很多，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3）传统悬挑脚手架

在核心筒部位会出现悬挑工字钢穿越楼梯间的情况，对施工作业工人上下通行带来极大的

不方便，还有可能因碰撞造成身体伤害，具有较大的安全隐患。（4）传统悬挑脚手架的斜拉

钢丝绳上端固定环拆除时，需要现场切割，且不可回收重复利用。（5）传统悬挑脚手架存在

局部区域工字钢无法拆除，必须采用切割的方法，增加拆除难度，浪费型钢材料，存在动火

作业隐患。（6）传统悬挑脚手架拆除悬挑型钢梁后，外墙存在较大的砌体洞口，还需要补砌

墙洞、补刷外墙腻子、涂料，并且容易引起楼面或墙面渗水漏水，存在极大的质量隐患。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提供一种花篮悬挑式型钢承载梁结构及施工方法；该结构中悬挑梁无需伸

入建筑物内部进行固定，直接固定于建筑外墙外侧，对建筑物内部没有影响，且施工完毕，

需要拆除时，无需动火切割，无需进行补砌补刷，没有楼面或墙面渗水漏水的隐患。

[0005] 为了实现上述本发明目的，采用的技术方案为：

花篮悬挑式型钢承载梁结构及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施工步骤：

A、按照图纸要求，将拉杆螺栓套管和悬挑螺栓套管预埋在建筑外墙中，进行混凝土浇

筑；套管在预埋时，应与混凝土内主钢筋牢固焊接；套管的设置使螺栓插入更容易，施工完

毕后可将螺栓拧出回收利用，建筑墙体上只会存在具有光滑侧壁的套管孔洞；

B、建筑外墙浇筑完成后，将悬挑钢梁吊起对准安装孔安放，将悬挑螺栓组件插入套管

穿过悬挑钢梁安装孔并紧固，拉杆螺栓组件紧固后固定拉杆，拉杆另一端固定在悬挑钢梁

的挂耳上；悬挑钢梁为端部焊接固定板的工字梁，通过悬挑螺栓组件将悬挑梁所受弯曲应

力传导到建筑外墙上，从而给外脚手架提供稳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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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调整花篮螺杆，使拉杆拉紧，在悬挑钢梁的基础上进行外手脚架的架设；拉杆的设置

给悬挑钢梁拉力的支持，使悬挑钢梁承载能力更强；

D、外手脚架架设完成后，安装踩踏板和安全网，即完成搭建；踩踏板给施工人员提供平

整的踩踏地面，安全网设置在外脚手架的外围，进一步提高施工安全性；

E、当建筑施工完成后，按照步骤A-D的相反顺序拆除各部件，将预埋套管的通孔使用混

凝土进行填塞，即完成总体施工，最终，建筑外墙上平整光滑，修补痕迹极少，对建筑外观几

乎没有任何不利影响。

[0006] 所述悬挑螺栓组件和拉杆螺栓组件均包括：螺栓、弹簧垫圈、螺母和前后垫板，前

后垫板分别位于建筑墙体的内外侧，后垫片紧贴墙面，前垫片紧贴悬挑钢梁固定板。

[0007] 所述拉杆螺栓套管和悬挑螺栓套管均为双套管，双套管之间有连杆相连，双套管

的使用，保证了两个套管通孔的位置准确性，使悬挑钢梁的固定孔与螺栓能够精确定位。

[0008] 所述悬挑钢梁上设置固定立圈，固定立圈可将脚手架钢管插入，并实现垂直精确

定位，利于脚手架的整体精确和稳固。

[0009] 所述踩踏板上方外边缘设置踢脚板，踢脚板可防止物体从脚手架上掉下。

[0010] 所述悬挑螺栓组件和拉杆螺栓组件安装后露出外墙的部分，以及花篮螺杆丝牙使

用塑料薄膜进行包裹，存在安装插接或者丝牙的部位，均需要进行保护，一面混凝土或砂浆

粘上，影响拆卸。

[0011] 所述在悬挑转角部位，拉杆螺栓组件、拉杆和挂耳设置多组，因为悬挑转角部位跨

度较大，受力情况恶劣，设置多组拉杆，可以有效增加悬挑钢梁的安全系数。

[0012] 所述在悬挑转角部位，悬挑钢梁上方固定次梁，悬挑钢梁和固定次梁之间使用U型

紧固件紧固，次梁的设置，可以将转角部位大跨度的重量分配到多根悬挑钢梁上，利于结构

整体受力稳定，U型紧固件将悬挑钢梁和次梁紧密固定，防止移位。

[0013] 本发明相对于现有技术所具有的实质性特点和进步是：

1、本发明悬挑工字钢从结构外侧悬挑，不伸入楼板面，不需预埋U型卡环，不影响楼面

垃圾清理，避免了楼板渗水漏水风险，不需要进行大范围的补洞作业。

[0014] 2、本发明悬挑工字钢悬挑长度大部分为1250mm，部分转角处略长，相比传统方法，

钢材用量少，一次性投入成本低，并且不需要切割，可周转率达到100%；吊装轻便、运转效率

高。

[0015] 3、本发明工字钢不会伸入楼层或者楼梯间，对砌体结构、装饰装修阶段施工没有

影响，也不存在绊倒或者磕碰到施工作业人员造成人身伤害的情况。

[0016] 4、本发明悬挑脚手架上拉锚固点为可拆卸螺栓，不需要割除，外装饰作业影响也

较小，外架拆除后，拆下斜拉杆，对结构侧壁孔洞进行修补即可，修补工作量较小。

[0017] 5、本发明悬挑脚手架悬挑工字钢与斜拉杆均是通过可拆卸螺栓固定，拆卸方便，

操作相对简单，不会浪费材料，也不存在火灾隐患。

[0018] 6、悬挑脚手架拆除悬挑工字钢后，结构仅在外立面存在少量螺杆孔洞，且不存在

砌体孔洞需要修补的情况，减少了修补工作量，控制了渗水漏水质量隐患，节约了修补费

用，缩短了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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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发明结构示意图；

图2为本发明悬挑转角处结构示意图；

图3为本发明悬挑螺栓组件和拉杆螺栓组件部件分解示意图；

图4为本发明悬挑转角处俯视结构示意图；

图中的标注序号为：1、悬挑钢梁；2、拉杆；21、挂耳；22、花篮螺杆；3、建筑外墙；4、拉杆

螺栓组件；5、悬挑螺栓组件；6、外手脚架；61、固定立圈；62、次梁；63、U型紧固件；7、踩踏板；

8、安全网；9、踢脚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实施例1

结合本发明附图1-4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详细说明；

花篮悬挑式型钢承载梁结构及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施工步骤：

A、按照图纸要求，将拉杆螺栓套管和悬挑螺栓套管预埋在建筑外墙3中，进行混凝土浇

筑；

B、建筑外墙3浇筑完成后，将悬挑钢梁1吊起对准安装孔安放，将悬挑螺栓组件5插入套

管穿过悬挑钢梁安装孔并紧固，拉杆螺栓组件4紧固后固定拉杆2，拉杆2另一端固定在悬挑

钢梁1的挂耳21上；

C、调整花篮螺杆22，使拉杆2拉紧，在悬挑钢梁1的基础上进行外手脚架6的架设；

D、外手脚架6架设完成后，安装踩踏板7和安全网8，即完成搭建；

E、当建筑施工完成后，按照步骤A-D的相反顺序拆除各部件，将预埋套管的通孔使用混

凝土进行填塞，即完成总体施工。

[0021] 所述悬挑螺栓组件5和拉杆螺栓组件4均包括：螺栓、弹簧垫圈、螺母和前后垫板，

螺杆规格为φ28*300mm，前后垫板规格为50*50*5mm，垫板孔直径φ32mm。

[0022] 所述拉杆螺栓套管和悬挑螺栓套管均为双套管，双套管之间有连杆相连，套管规

格为φ40*195mm。

[0023] 所述悬挑钢梁1上设置固定立圈61。

[0024] 所述踩踏板7上方外边缘设置踢脚板9。

[0025] 所述悬挑螺栓组件5和拉杆螺栓组件4安装后露出外墙的部分，以及花篮螺杆丝牙

使用塑料薄膜进行包裹。

[0026] 所述在悬挑转角部位，拉杆螺栓组件4、拉杆2和挂耳21设置多组。

[0027] 所述在悬挑转角部位，悬挑钢梁1上方固定次梁62，悬挑钢梁1和固定次梁62之间

使用U型紧固件63紧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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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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