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922261651.7

(22)申请日 2019.12.16

(73)专利权人 重庆拓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 400064 重庆市南岸区长生桥镇政府

办公楼第七层

(72)发明人 欧邦江　高登国　余利海　高洁　

韩如峰　刘海　蒲健　

(51)Int.Cl.

E01C 19/50(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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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分仓支模结构，涉及耐

磨路面铺设的技术领域，包括工作面、设在工作

面上的多个模板、与模板抵接的角钢、开设在角

钢上的定位孔和设在工作面上的膨胀螺栓，多个

模板构成闭环，角钢位于多个模板构成的闭环的

外侧，定位孔和膨胀螺栓配合使用，膨胀螺栓穿

过定位孔将角钢固定在工作面上，多个模板的顶

端持平，膨胀螺栓包括打入工作面内的膨胀螺杆

和与膨胀螺杆连接的紧固螺母，角钢的紧固端位

于工作面与紧固螺母之间。本实用新型该结构很

好的解决了模板在进行浇筑混凝土时稳定性差

的问题，增加了模板的稳定性，同时提高了混凝

土的浇筑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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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仓支模结构，其特征在于：包括工作面（1）、设在工作面（1）上的多个模板（2）、与模

板（2）抵接的角钢（3）、开设在角钢（3）上的定位孔（31）和设在工作面（1）上的膨胀螺栓（4）；

多个所述模板（2）构成闭环；

所述角钢（3）位于多个所述模板（2）构成的闭环的外侧；

所述定位孔（31）和膨胀螺栓（4）配合使用；

所述膨胀螺栓（4）穿过定位孔（31）将角钢（3）固定在工作面（1）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分仓支模结构，其特征在于：多个所述模板（2）的顶端持平。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分仓支模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膨胀螺栓（4）包括打入工作

面（1）内的膨胀螺杆（41）和与膨胀螺杆（41）连接的紧固螺母（42）；

所述角钢（3）的紧固端位于工作面（1）与紧固螺母（42）之间。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分仓支模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膨胀螺杆（41）上连接有调节

螺母（43）；

所述调节螺母（43）位于工作面（1）与角钢（3）之间；

所述角钢（3）位于调节螺母（43）的上端。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分仓支模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模板（2）上设有连接螺杆

（51），所述角钢（3）上开设有连接孔（32），所述连接螺杆（51）上设有连接螺母（52）；

所述连接螺杆（51）位于多个所述模板（2）形成的闭环的外侧，所述连接螺杆（51）穿过

连接孔（32），所述连接螺杆（51）与连接螺母（52）将角钢（3）与模板（2）固定住。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分仓支模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孔（32）为环形孔，所述

角钢（3）能在模板（2）上进行上下调节。

7.根据权利要求4或5所述的分仓支模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角钢（3）与工作面（1）之

间浇筑有砂浆层（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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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仓支模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耐磨路面铺设的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分仓支模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大面积混凝土耐磨路面已越来越广泛的应用于工业厂房、仓库、大型停车场、

超市卖场、物流中心等工程，具有表面硬度高、耐磨、不生灰、平整光滑、经济、美观适用等特

点。

[0003] 传统的大面积耐磨路面多采取混凝土浇筑的方式，在浇筑混凝土制作耐磨路面的

过程中，需对浇筑工作面进行分仓支模。传统的分仓支模在浇筑混凝土的过程中，模板的稳

定性差。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分仓支模结构，该结构

很好的解决了模板在进行浇筑混凝土时稳定性差的问题，增加了模板的稳定性，同时提高

了混凝土的浇筑质量。

[0005] 本实用新型的上述实用新型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

[0006] 分仓支模结构，包括工作面、设在工作面上的多个模板、与模板抵接的角钢、开设

在角钢上的定位孔和设在工作面上的膨胀螺栓；

[0007] 多个所述模板构成闭环；

[0008] 所述角钢位于多个所述模板构成的闭环的外侧；

[0009] 所述定位孔和膨胀螺栓配合使用；

[0010] 所述膨胀螺栓穿过定位孔将角钢固定在工作面上。

[0011]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先利用多个模板调整后要分仓的大小，然后在模板外侧

的位置上打入膨胀螺栓，在角钢上钻号对应的定位孔，然后使用膨胀螺栓将角钢进行定位

安装，使角钢抵接在模板的外侧，从而在模板内进行浇筑混凝土时，模板的稳定性高，不易

移位。

[0012]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多个所述模板的顶端持平。

[0013]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将多个模板的顶端设置成持平，便于浇筑完混凝土

后，对混凝土的上端面进行找平。

[0014]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膨胀螺栓包括打入工作面内的膨胀螺杆和与膨胀

螺杆连接的紧固螺母；

[0015] 所述角钢的紧固端位于工作面与紧固螺母之间。

[001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将膨胀螺杆打入工作面后，将角钢对准放置到工作

面上，然后使用紧固螺母进行固定，从而对模板的外侧进行挡设。

[0017]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膨胀螺杆上连接有调节螺母；

[0018] 所述调节螺母位于工作面与角钢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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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所述角钢位于调节螺母的上端。

[002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在膨胀螺杆上设置调节螺母，从而在角钢的上端无

法对模板的上端进行抵接时，可通过调节调节螺母的高度来对角钢的高度进行调节，使角

钢的顶端和模板的顶端持平，从而对模板能够起到最大的稳定性支撑。

[0021]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模板上设有连接螺杆，所述角钢上开设有连接孔，

所述连接螺杆上设有连接螺母；

[0022] 所述连接螺杆位于多个所述模板形成的闭环的外侧，所述连接螺杆穿过连接孔，

所述连接螺杆与连接螺母将角钢与模板固定住。

[0023]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将模板上的连接螺杆穿过角钢上的连接孔，并使用连接

螺母将模板与角钢进行固定，更增加了浇筑混凝土时模板的稳定性。

[0024]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连接孔为环形孔，所述角钢能在模板上进行上下

调节。

[0025]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将连接孔设成环形孔，从而仍然能够使用调节螺母

来调节角钢的高度，使角钢起到最大限度的稳定支撑。

[0026]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角钢与工作面之间浇筑有砂浆层。

[0027]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在角钢与工作面之间浇筑砂浆层，从而在进行浇筑

混凝土时，避免了模板内混凝土中的液体的跑漏。

[0028] 综上所述，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技术效果为：

[0029] 1 .通过在模板的外侧使用角钢定位，并使用膨胀螺栓对角钢进行固定，在膨胀螺

杆上设置了调节螺母后，可根据模板的高度来对角钢的高度进行调节，通过旋拧角钢下侧

的调节螺母，对角钢的高度进行调节，从而增加模板的稳定性。

[0030] 2.在模板上设置连接螺杆，并在角钢上开设连接孔，将连接螺杆穿过连接孔，并使

在连接螺杆上旋拧上连接螺母，从而将角钢与模板进行固定，再需调节角钢的高度时，将连

接螺母与连接螺杆调整到松弛的状态，然后旋拧调节螺母调节角钢的高度，角钢的高度调

节好后，再将连接螺母与连接螺杆进行固定。

附图说明

[0031] 图1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1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32] 图2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1的部分结构示意图（隐藏掉砂浆层）。

[0033] 图3是图2中A部分的局部放大示意图。

[0034] 图4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1的局部放大示意图。

[0035] 图5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2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36] 图6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2的部分结构示意图（隐藏掉砂浆层）。

[0037] 图7是图6中B部分的局部放大示意图。

[0038] 图8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2的局部放大示意图。

[0039] 图中，1、工作面；2、模板；21、安装孔；3、角钢；31、定位孔；32、连接孔；4、膨胀螺栓；

41、膨胀螺杆；42、紧固螺母；421、紧固垫片；43、调节螺母；431、调节垫片；51、连接螺杆；52、

连接螺母；521、连接垫片；6、砂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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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40]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41] 实施例1：

[0042] 参照图1和图2，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公开的分仓支模结构，包括工作面1、设在工

作面1上的多个模板2（本实施例为4个）、与模板2进行抵接的角钢3、开设在角钢3上的定位

孔31和设在工作面1上的膨胀螺栓4。四个模板2形成一个闭环，且两个相邻的模板2的接触

点处进行密封处理。角钢3设在成闭环的模板2的外部，定位孔31和膨胀螺栓4配合使用，膨

胀螺栓4穿过定位孔31将角钢3固定在工作面1上，四个模板2所形成的闭环内浇筑混凝土。

[0043] 参照图1，模板2采用木质材料，四个模板2的顶端持平，浇筑混凝土后，便于找平处

理。

[0044] 参照图3和图4，角钢3上均匀开设有多个定位孔31，定位孔31开设在角钢3的一个

边上，每个定位孔31内均用膨胀螺栓4进行固定。

[0045] 膨胀螺栓4包括打在工作面1上的膨胀螺杆41、与膨胀螺杆41螺纹连接的紧固螺母

42和与膨胀螺杆41螺纹连接的调节螺母43。调节螺母43位于角钢3与工作面1之间，即角钢3

设在调节螺母43的上端，角钢3与调节螺母43之间设置有调节垫片431。紧固螺母42设在角

钢3的上端，即紧固螺母42与调节螺母43共同将角钢3进行固定。紧固螺母42与角钢3之间设

有紧固垫片421，紧固垫片421与调节垫片431均为铜制垫片。

[0046] 角钢3与工作面1之间浇筑有砂浆层6，砂浆层6对浇筑的混凝土起到密封的作用。

[0047] 本实施例的实施原理为：

[0048] 向将膨胀螺杆41打入到工作面1内，向膨胀螺杆41上拧入调节螺母43，然后在调节

螺母43的上端放上调节垫片431，使定位孔31对准膨胀螺杆41将角钢3放入到调节垫片431

的上端，旋拧调节螺母43调节角钢3的高度，并使角钢3的上端水平，然后在膨胀螺杆41上放

入紧固垫片421，再在膨胀螺杆41上拧入紧固螺母42，最终将模板2放好。使四个模板2之间

形成闭环，向角钢3与工作面1之间浇筑砂浆层6，最后四个模板2形成的闭环内浇筑混凝土。

[0049] 实施例2：

[0050] 参照图6和图7，本实施例与实施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

[0051] 模板2上钻设有安装孔，安装孔内旋拧有连接螺杆51，安装孔21位于模板2形成的

闭环的外侧，且安装孔21位穿过模板2，安装孔21的直径小于连接螺杆51的直径。角钢3的另

一个边上开设有连接孔32，连接孔32为环形孔，连接孔32沿角钢3的边的宽度方向开设，连

接螺杆51能在连接孔32内上下移动。连接螺杆51上螺纹连接有连接螺母52，连接螺母52将

模板2固定在角钢3上，连接螺母52与角钢3之间设有连接垫片521，连接垫片521为铜制垫

片。

[0052] 本实施例的工作原理：

[0053] 向将膨胀螺杆41打入到工作面1内，向膨胀螺杆41上拧入调节螺母43，然后在调节

螺母43的上端放上调节垫片431，使定位孔31对准膨胀螺杆41将角钢3放入到调节垫片431

的上端，旋拧调节螺母43调节角钢3的高度，并使角钢3的上端水平，然后在膨胀螺杆41上放

入紧固垫片421，再在膨胀螺杆41上拧入紧固螺母42，然后将模板2上的连接螺杆51穿过连

接孔32，向连接螺杆51上放入连接垫片521，将连接螺母52旋拧到连接螺杆51上将模板2与

角钢3进行固定。使四个模板2形成闭环，向角钢3与工作面1之间浇筑砂浆层6，最后在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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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2形成的闭环内浇筑混凝土。

[0054] 本具体实施方式的实施例均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并非依此限制本实用新

型的保护范围，故：凡依本实用新型的结构、形状、原理所做的等效变化，均应涵盖于本实用

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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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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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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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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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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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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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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