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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超高大跨度型钢混凝土现浇梁模板加

固装置，其由若干加固单元组成，所述加固单元

包括梁侧模板、梁底模板、拉森钢板侧背楞、圆钢

系杆、型钢梁；其中，梁侧模板与梁底模板焊接为

一体式L型结构，两个L型结构对接组成一个U型

结构整体，所述梁侧模板外部通过使用高强螺栓

与拉森钢板侧背楞进行固定，U型结构两侧的拉

森钢板背楞顶部之间通过圆钢系杆连接；所述U

型结构内部放置型钢梁，U型结构底部的两个梁

底模板的连接处设置有预留孔，型钢梁底部焊接

有Y字形机械套筒，梁底模板的预留孔下方设置

有十字型扣件，所述机械套筒和十字型扣件有反

吊螺栓进行连接。本发明还包括一种超高大跨度

型钢混凝土现浇梁模板加固装置的施工方法。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3页  附图2页

CN 110714613 B

2021.10.01

CN
 1
10
71
46
13
 B



1.一种超高大跨度型钢混凝土现浇梁模板加固装置，其特征在于：其由若干加固单元

组成，所述加固单元包括梁侧模板、梁底模板、拉森钢板侧背楞、圆钢系杆、型钢梁；其中，

所述梁侧模板与梁底模板焊接为一体式L型结构，两个L型结构对接组成一个U型结构

整体，所述梁侧模板外部通过使用高强螺栓与拉森钢板侧背楞进行固定，U型结构两侧的拉

森钢板背楞顶部之间通过圆钢系杆连接；

所述U型结构内部放置型钢梁，U型结构底部的两个梁底模板的连接处设置有预留孔，

型钢梁底部焊接有Y字形机械套筒，梁底模板的预留孔下方设置有十字型扣件，所述机械套

筒和十字型扣件有反吊螺栓进行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超高大跨度型钢混凝土现浇梁模板加固装置，其特征在

于：所述圆钢系杆包括螺纹  套筒和与螺纹套筒连接的两根螺纹杆，两根螺纹杆位于螺纹 

套筒两端，且二者相离一端设置有扣件。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超高大跨度型钢混凝土现浇梁模板加固装置，其特征

在于：所述梁侧模板和梁底模板末端设置有便于连接的V型坡口，且所述梁侧模板和梁底模

板边缘设置有刻度线。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超高大跨度型钢混凝土现浇梁模板加固装置，其特征在

于：所述梁侧模板与梁底模板采用中空铝合金材质。

5.一种超高大跨度型钢混凝土现浇梁模板加固装置的施工方法，包括权利要求4所述

的超高大跨度型钢混凝土现浇梁模板加固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一，首先将型钢梁安装完成、检测合格，在其下翼缘底面间隔一定距离焊接Y字形

机械套筒，在型钢梁外围设置钢筋骨架和保护层垫；

步骤二，将拉森钢板背楞与梁侧模板通过高强螺栓固定，两组L型结构吊装至型钢梁两

侧组成U型结构整体对型钢梁形成三面包围，并参考两侧模板和梁底模板的刻度线进行对

位；

步骤三，将十字型扣件放置于梁底模板下方预留孔处，用反吊螺栓连接Y字形机械套筒

和十字型扣件，利用圆钢系杆将U型结构整体两侧拉森钢板背楞进行连接，从而组成一组加

固单元；

步骤四，安装多组加固单元，将型钢梁全部包裹，然后进行混凝土浇筑；

步骤五，浇筑完的混凝土达到设计强度后拆除加固单元后，将反吊螺栓从Y字形机械套

筒中拧出，用防水砂浆将反吊螺栓留下的孔洞填补密实并找平。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超高大跨度型钢混凝土现浇梁模板加固装置的施工方

法，其特征在于：所述Y字 形机械套筒间隔距离由梁底模板上预留孔间隔距离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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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高大跨度型钢混凝土现浇梁模板加固装置及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模板加固技术领域，具体涉及超高大跨度型钢混凝土现浇梁模板加固

装置及施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型钢混凝土结构具有承载能力高，刚度大，抗震、防火性能好等优点，近些年来被

广泛应用于高空间大跨度的公共建筑中。但型钢混凝土结构构件高度高、跨度大、截面尺寸

大、构件自身重量大，施工过程中需采用高支模支撑体系，施工难度较大、人工材料消耗大、

安全性难以保证。同时，传统的型钢混凝土结构梁加固施工技术采用在竖向及横向通过对

拉螺杆对模板加固存在工作量大、施工效率不高、拆模后留下的对拉螺杆孔洞需要封堵等

问题。因此有必要对现有的超高大跨度型钢混凝土现浇梁模板加固装置及施工方法加以改

进。

发明内容

[0003] 为解决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超高大跨度型钢混凝土现浇梁模

板加固装置，本装置吊装施工方便，可重复周转使用。

[0004]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为：

[0005] 一种超高大跨度型钢混凝土现浇梁模板加固装置，其由若干加固单元组成，所述

加固单元包括梁侧模板、梁底模板、拉森钢板侧背楞、圆钢系杆、型钢梁；其中，

[0006] 所述梁侧模板与梁底模板为一体式L型结构，两个L型结构对接组成一个U型结构

整体，所述梁侧模板外部通过使用高强螺栓与拉森钢板侧背楞进行固定，U型结构两侧的拉

森钢板背楞顶部之间通过圆钢系杆连接；

[0007] 所述U型结构内部放置型钢梁，U型结构底部的两个梁底模板的连接处设置有预留

孔，型钢梁底部焊接有Y字形机械套筒，梁底模板的预留孔下方设置有十字型扣件，所述机

械套筒和十字型扣件有反吊螺栓进行连接。

[0008] 进一步地，所述圆钢系杆包括机械套筒和与螺纹套筒连接的两根螺纹杆，两根螺

纹杆位于机械套筒两端，且二者相离一端设置有扣件。

[0009] 进一步地，所述梁侧模板和梁底模板末端设置有便于连接的V型坡口，且所述梁侧

模板和梁底模板边缘设置有刻度线。

[0010] 优选地，所述梁侧模板与梁底模板采用中空铝合金材质。

[0011] 本发明还包括一种超高大跨度型钢混凝土现浇梁模板加固装置的施工方法，具体

步骤如下：

[0012] 步骤一，首先将型钢梁安装完成、检测合格，在其下翼缘底面间隔一定距离焊接Y

字形机械套筒，在型钢梁外围设置钢筋骨架和保护层垫；

[0013] 步骤二，将拉森钢板背楞与梁侧模板通过高强螺栓固定，两组L型结构吊装至型钢

梁两侧组成U型结构整体对型钢梁形成三面包围，并参考两侧模板和梁底模板的刻度线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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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对位；

[0014] 步骤三，将十字型扣件放置于梁底模板下方预留孔处，用反吊螺栓连接Y字形机械

套筒和十字型扣件，利用圆钢系杆将U型结构整体两侧拉森钢板背楞进行连接，从而组成一

组加固单元；

[0015] 步骤四，安装多组加固单元，将型钢梁全部包裹，然后进行混凝土浇筑；

[0016] 步骤五，浇筑完的混凝土达到设计强度后拆除加固单元后，将反吊螺栓从Y字形机

械套筒中拧出，用防水砂浆将反吊螺栓留下的孔洞填补密实并找平。

[0017] 进一步地，所述Y形机械套筒间隔距离由梁底模板上预留孔间隔距离决定。

[0018] 本发明有益效果：

[0019] (1)所述模板加固装置由若干个加固单元装配组装而成，每个加固单元的所述梁

侧和梁底模板两末端呈V型坡口状便于对接，通过高强螺栓连接拉森钢板背楞坚固可靠，吊

装施工方便，可重复周转使用。

[0020] (2)根据梁宽和梁高的要求提前选择对应宽度和高度的L形结构，通过增减组数来

适应不同跨度的梁，且在边缘均设置有刻度线，保证型钢梁外侧钢筋骨架保护层厚度的精

确性。

[0021] (3)所述圆钢系杆中间通过螺纹套筒连接，装拆简单、加固可靠，可调节长度从而

适应不同宽度的梁。

[0022] (4)所述机械套筒呈“Y”字形，通过焊接固定在型钢梁下翼缘上表面，在承受上部

混凝土荷载时可保证型钢梁翼缘的局部稳定性。

[0023] (5)所述十字扣件加固方式操作简单，且能实现加固单元间的可靠连接。

附图说明

[0024] 下面结合附图及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地说明。

[0025] 图1为本发明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6] 图2为本发明底部结构示意图；

[0027] 图3为本发明俯视图；

[0028] 图4为本发明中反吊螺栓连接示意图；

[0029] 图5为本发明中圆钢系杆结构示意图；

[0030] 图中：1梁侧模板，2梁底模板，3拉森钢板侧背楞，4高强螺栓，5圆钢系杆，6双螺母，

7型钢梁，8反吊螺栓，9十字型扣件，10Y字形机械套筒。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如图1至5所示，一种超高大跨度型钢混凝土现浇梁模板加固装置，其由若干加固

单元组成，所述加固单元包括梁侧模板、梁底模板、拉森钢板侧背楞、圆钢系杆、型钢梁。

[0032] 所述梁侧模板与梁底模板为一体式L型结构，两个L型结构对接组成一个U型结构

整体，所述梁侧模板外部通过使用高强螺栓与拉森钢板侧背楞进行固定，其中梁侧模板和

拉森钢板背楞上对应位置均预设有通孔，U型结构两侧的拉森钢板背楞顶部之间通过圆钢

系杆连接。所述圆钢系杆包括机械套筒和与螺纹套筒连接的两根螺纹杆，两根螺纹杆位于

机械套筒两端，且二者相离一端设置有扣件，所述圆钢系杆长度可调以适应不同浇筑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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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

[0033] 所述U型结构内部放置型钢梁，型钢梁需要提前预制，在其下翼缘底面间隔一定距

离焊接Y字形机械套筒，并在其外围设置钢筋骨架和保护垫垫，此部分为现有施工手段，可

根据施工现场要求来进行预制。

[0034] U型结构底部的两个梁底模板的连接处设置有预留孔，所述预留孔由设置在梁底

模板接触处的半圆形孔构成，该预留孔的设置对应Y字形机械套筒，梁底模板的预留孔下方

设置有十字型扣件，所述机械套筒和十字型扣件有反吊螺栓进行连接，反吊螺栓底部通过

双螺母进行加固，防止底部脱落。

[0035] 所述梁侧模板和梁底模板末端设置有便于连接的V型坡口，且所述梁侧模板和梁

底模板边缘设置有刻度线，通过设置刻度线可以确认型钢梁两侧浇筑宽度是否一致，如果

不一致可以进行整体调节。现场根据型钢梁长度设置固定单元，所有固定单元之间通过拉

森钢板背楞进行整体连接。

[0036] 本发明还包括一种超高大跨度型钢混凝土现浇梁模板加固装置的施工方法，具体

步骤如下

[0037] 步骤一，首先将型钢梁安装完成、检测合格，在其下翼缘底面间隔一定距离焊接Y

字形机械套筒，在型钢梁外围设置钢筋骨架和保护层垫；

[0038] 步骤二，将拉森钢板背楞与梁侧模板通过高强螺栓固定，两组L型结构吊装至型钢

梁两侧组成U型结构整体对型钢梁形成三面包围，并参考两侧模板和梁底模板的刻度线进

行对位；

[0039] 步骤三，将十字型扣件放置于梁底模板下方预留孔处，用反吊螺栓连接Y字形机械

套筒和十字型扣件，利用圆钢系杆将U型结构整体两侧拉森钢板背楞进行连接，从而组成一

组加固单元；

[0040] 步骤四，安装多组加固单元，将型钢梁全部包裹，然后进行混凝土浇筑；

[0041] 步骤五，浇筑完的混凝土达到设计强度后拆除加固单元后，将反吊螺栓从Y字形机

械套筒中拧出，用防水砂浆将反吊螺栓留下的孔洞填补密实并找平。

[0042] 进一步地，所述Y形机械套筒间隔距离由梁底模板上预留孔间隔距离决定。

说　明　书 3/3 页

5

CN 110714613 B

5



图1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1/2 页

6

CN 110714613 B

6



图3

图4

图5

说　明　书　附　图 2/2 页

7

CN 110714613 B

7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RA
	DRA00006
	DRA00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