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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这些指南可以为负责用混凝土浇筑Roxtec框架的建筑工人提供帮助。 内容没有详细涵盖混凝土混合料或钢筋
结构如何建造等方面，因为特定市场有国家规范。 
钢筋结构应该根据国家标准和法律进行 建造。 如果需要将钢筋放置在靠近框架的位置，务必在浇筑时，在可能
存在的缝隙中，填实混凝土。 对于需使用振捣棒或其他压实设备，这里通常需要预留好空间。 有关产品描述和
辅助信息，请参阅 www.roxte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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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用于浇筑的矩形框架

1.1 G型框架
G型框架带有一个60毫米宽的法兰，在新建项目中（包括墙壁和地面），结构中内嵌的型材可与之搭接。 它也可
用于不需要可打开框架的改造。 框架可以通过焊接或在法兰上钻孔捆扎钢丝的方式连接到钢筋上。

1.2 GH 框架
GH 框架是一个 G 型框架，带有 60 毫米法兰，法兰上有多个预钻孔。 利用法兰上的预钻孔，将框架与内嵌钢筋
捆扎在一起。 

1.3 GH FL100 框架
GH FL100 框架是一个 GH 型框架，带有 100 毫米法兰，法兰上有多个预钻孔。 利用法兰上的预钻孔，将框架
与内嵌钢筋捆扎在一起。 

1.4 B型框架
B 框架主要用于在现有电缆或管道周围进行浇筑的应用。 当需要可现场设计和组装的可扩展框架时，该框架也
是理想选择。

1.5 GH BG 型框架
GH BG 框架是配备有接地端子的 GH 框架。 它主要用于需要焊接接地端子的应用。 接地端子采用带有螺丝
丝扣的圆柱体贯穿于墙体之中。 

1.6 GH BG FL100 框架
GH BG FL100 框架是带有 100 毫米法兰的 GH BG 框架。 它主要用于需要焊接接地端子的应用。 接地端子采
用带有螺丝丝扣的圆柱体贯穿于墙体之中。
 

G型框架 GH 框架 GH FL100 框架 B型框架

GH BG 型框架 GH BG FL100 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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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浇筑用圆形套筒

2.1 SLF 套筒
在新建项目中（包括墙壁和地面），结构中内嵌的型材可与SLF套筒搭接。 它也可用于不需要可打开套筒的改造
。 套筒可以通过焊接或捆扎方式连接到钢筋上。 

2.2 SLFO 套筒
SLFO 是可打开的套筒，主要用于在现有电缆或管道周围进行浇筑的应用。 套筒可以通过焊接或使用捆扎方式
连接到钢筋结构上。

2.3 SLF 定制
可以订购任何深度的 SLF 套筒以适应结构。 法兰在深度上居中。

SLF 套筒 SLFO 套筒 SLF 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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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件
在将配件浇筑到混凝土结构中时，这些配件与常规框架或圆形框架/密封系统一起使用。 这些不是密封系统的

一部分，而是安装辅助工具。
3.1 框架用EPS导模
该筑模给出了穿墙通道的适当尺寸，保证了隔层板和压紧装置在安装过程中能够正常工作。 适用于厚度可达
360毫米的结构。按照适当的深度对该导模进行现场切割，并且塞入挡板之间。

3.2 GE 延伸框架
当常规框架的深度不足以伸出墙体结构并覆盖混凝土的粗糙边缘时，可以在浇筑后使用 GE 扩展框架作为延伸
装置。 它的目的主要是美观。

3.3 纸材筑模
该导模可以为圆形框架或密封件形成一个规定开口。 去掉导模后，不必使用套筒。 该导模可用于1100毫米以
内的结构，可以在现场按照适当的深度进行切割，并且塞入挡板之间。

3.4 接地端子延伸杆
BG型杆用于将金属框架/套筒与地面进行等电位连接。 该连杆会连接到法兰并且伸出，与框架/套筒齐平。

框架用EPS导模 GE 延伸框架 纸材筑模 接地端子延伸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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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附件 - 新建
4.1 将框架/套筒连接到钢筋结构和挡板上

通过焊接或使用捆扎的方式将框架/套筒连接到钢筋结构上。 除非项目规范中另有说明，否则框架/套筒可以放
置在墙壁或地板的任一侧。 确保在墙壁内转动法兰。 设计用于地下的密封系统可以在内部具有框架/套筒，以
便在填充沟槽后进行可进入的密封，或者在外部具有防止地基中积水的密封。

4.2 放置浇筑导模
将该筑模放入框架内，剪切至合适长度。 该导模的两侧都塞入挡板之间，以防浇筑流质侵入框内侧。 EPS导模
通过墙壁形成一个通道，并在框架的内部形成一个空隙。 在系统压紧过程中，这个空隙允许隔层板移动，这对于
系统功能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使用标准套筒穿过墙壁的通道可以使用适当的材料在现场完成。 一种选择是使
用与结构相同深度的较长套筒。

将配有导模的G型框与钢筋连接 浇筑在墙壁内的框架或套筒 浇筑在墙体内的 
SLF套筒

G 型框架在 
水泥墙上

5

该位置须有足够的空间，以便隔
层板可放置于框架内任意位置

带有EPS导模的G型框架 带塑料管道的 SLF 套筒 浇筑在墙体内的G型框 浇筑于墙体内的SLF套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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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附件 - 改造

5.1 开孔
墙体或地面结构开孔时确保空间足够，以便进行钢筋和挡板的相关后续工作。

5.2 将框架/套筒连接到钢筋结构和挡板上
在改造解决方案中，框架/套筒首先围绕现有电缆和管道而构建。 通过焊接或使用捆扎的方式将框架/套筒连接
到钢筋结构上。 除非项目规范中另有说明，否则框架/套筒可以放置在墙壁或地板的任一侧。 确保在墙壁内转
动法兰。

5.3 放置浇筑导模
先准备一个大体尺寸相当的筑模。 将浇筑模具放在框架上，剪成合适的尺寸。 为了后期挡板可以准确的起到保
护作用，在对模具进行切割时需尽量仔细。 导模在框架或套筒内形成的空间应足以使得隔层板可以放置在框架
内从上至下的任意位置，使得后续的密封系统的安装不受影响。 在系统压紧过程中，这个空隙允许隔层板移动，
这对于系统功能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导模在安放在框架或套筒内之前，应先理好其与周围完成布缆或管路之间
的空间位置。

使用标准套筒和框架穿过墙壁的通道可以在现场使用胶合板或其他合适的板材制成。 一种选择是使用与结构
相同深度的较长套筒。 
 

用于改造解决方案的 B 框架 用于改造解决方案的 SLF 套筒 B 框架连接到钢筋 SLF 框架连接到钢筋

覆盖有挡板的框架/套筒 浇筑在墙壁内的框架或套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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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浇筑与凝固

6.1 浇筑与凝固
避免将大量混凝土直接浇在框架/套筒和导模上。 水灰比必须均衡，这样才能让混凝土可以填充框架/套筒周围
的所有空隙，但仍需保持防水。 选择能够良好凝固的合适等级的填料也有助于防止水渗透。 在浇筑过程中，如
果导模受到很大的外力，则可能必须对其进行支撑，以免发生几何变形。

6.2 完成
拆除挡板及导模，清除框架/套筒内的任何混凝土溢出物。 使用密封模块完成安装。

将混凝土浇入 
导模中

振捣混凝土 振捣混凝土 拆除挡板

拆下导模 清洁孔中的溢出物 密封模块的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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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纸材筑模及开孔
该纸材筑模的孔型与开孔相同。 这样做的好处是浇筑之后孔洞就可使用。 导模的两端应该用盖子或其他加强
件支撑，以防止出现非圆型的密封孔。

1.

2.

3.

纸质浇筑孔径 加强开孔

中芯钻孔



11

8. 特殊布置
8.1 背靠背布置
浇筑两个框架时可以从每一侧形成双重防护，以增强防火性能。 

8.2 接地端子
浇筑之前，应当将接地端子连接到框架上，从而在框架与结构之间形成稳固的接地保护回路。
可以使用带有预焊接接地端子的框架，即 BG 系列框架。 当需要安装GH型框架时，未使用的孔洞可以用来连接
端子和连杆等接地配件。 接地端子的相关设计必须符合国家规范和规定。 

框架两侧的接地用延伸杆 接地框架的替代方法。 将接地用端子伸出挡板一定长度使用

带有EPS导模的G型框架 背对背式浇筑的G型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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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EMC 穿隔系统
在构建屏蔽区时，钢筋结构可用作屏蔽系统的一部分。 网孔必须具有与指定截止频率相对应的间距，并在
所有端部连接到框架。 高频需求则需要更小的网孔尺寸。 

8.4 感应加热
建议在使用单芯电缆时使用不锈钢框架或套筒，以避免感应加热。 出于同样的原因，钢筋不得位于三相之间。 
应尽量形成三等边的位置关系。

G 框架连接到屏蔽应用中的钢筋

120º

120º120º

三等边位置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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