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全至上

哈芬产品在隧道中的应用：固定和安装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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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工业社会需要高效可靠的交通基础设施，比如公路系统

和铁路系统。

隧道开挖工程对地质评估和隧道断面结构设计提出了很高的

要求。人员防护、防火、防腐、技术设备和结构的耐久性等

因素需要进行仔细周全的考虑，这通常花费几年的时间进行

部署。

如今得益于各种高性能的工具、机器设备和新型建材，隧道

的施工周期比几十年前大大缩短。

隧道的设计使用年限在100年以上，这不仅取决于各种外部

因素的影响（动力效应、冲击载荷、火灾和腐蚀）和对可持

续性（维护和修理）的高要求，同时也对隧道内固定装置的

性能提出了最严苛的要求。

哈芬在隧道项目的固定技术方面拥有多年设计经验。一方

面，在固定与安全相关的设备方面经验丰富，包括隧道接

触网、服务供应系统、信号系统、照明设备、门、通风系

统或事故恢复锚固件，另一方面，有实际隧道施工过程中

的各种方法的经验。

 

这些固定装置适用于明挖回填和传统的施工方法，施工中

可以安装大量可靠和高效的哈芬固定系统，以满足指定的

工程要求。哈芬有很多适用于混凝土结构的系统组件可供

选择，这包括锚固、加固、吊装锚固和承受永久正荷载的

建筑外围护连接系统。

为了满足快速增长的需求，哈芬还提供了大量用于运输预

制墙体构件和基础管段的应用解决方案。此外，哈芬还提

供各式各样的外围护固定产品，以及能有效固定大多数预

制构件的其他产品。

哈芬装配槽技术，使用适当的螺栓连接类型，以及快速且

方便调整的固定装置，包括预组装连接件，为隧道设备的

安装提供了一个非常经济的系统解决方案。

由专业隧道工程师组成的哈芬团队，确保在任何时候都可

以提供技术支持。

隧道工程中的固定 
以及对施工的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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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40页

哈芬产品应用概览

在铁路隧道中的应用
在此示例中，地铁隧道采用的是管段设计。

本文中介绍的大多数哈芬解决方案也适用于现浇混凝土构件。

哈芬运输锚固件系统
预制混凝土构件的运输和吊装

ii 管段

ii 无碴轨道

ii 立面构件（外围护构件）

ii 基段

哈芬槽钢
将建筑构件固定在混凝土构件上

ii 接触网系统

ii 门固定装置/安全门、横通道门

ii 出入通道

ii 扶手/安全护栏

ii 公用和服务设施安装

ii 信号设备

ii 引导标示

锚固系统 哈芬槽钢和哈芬螺栓
组成了一个系统

装配技术

哈芬专用螺栓适用于

所有哈芬槽钢：

ii 无需钻孔，安装方便快捷

ii 可以进行后续安装或安装其它组件

ii 作为施工期间的临时固定装置

带齿 HZS 螺栓不带齿 HS 哈芬螺栓 单齿 HSR 螺栓

HTA-CS 弧形预埋槽钢

HTA-CE 预埋槽钢

HD 套筒吊装系统

KKT 吊装系统

▸  第  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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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装配系统
可快速安装在隧道内
ii 重型管道系统（例如应急供水、排水管）

ii 重型电缆（例如电力电缆）

哈芬托架
用于支撑：
ii 重型管道系统（例如应急供水、排水管）

ii 重型电缆（例如电力电缆）

ii 通道

哈芬装配槽钢
ii 维护用（后安装固定）

ii 技术设备和生产设施升级

ii 类似预埋槽钢的应用

配有端盖的哈芬托架

哈芬POWERCLICK系统

断面：设有横通道门的轨道隧道，HTA-CS弧形槽

哈芬HTA-CS弧形槽方案： 
隧道应用断面图

哈芬装配槽，

直型和弧型

▸  第   44页

▸  第  48页

▸  第  49页

▸  第 41页



6

哈芬项目  
勒奇山隧道，瑞士

现场浇铸混凝土，隧道内部衬砌 
© Elkuch Bator AG，瑞士，www.elku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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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芬产品：锚固系统

哈芬HTA-CE预埋槽钢
钻孔和焊接的智能替代方案

应用：
ii 横通道门的固定

ii 固定处于动态荷载下的系统

勒奇山和戈特哈德隧道

瑞士

勒奇山和戈特哈德交通运输轴是欧洲最重要的货运走廊的核

心，连接鹿特丹（荷兰）和热那亚（意大利），即所谓的莱

茵-阿尔卑斯走廊。勒奇山隧道全长34.6 km，共有174个横

通道门。连接两个横通道门的通道通常被用作逃生通道。戈

特哈德隧道全长57 km（目前世界上最长的隧道），由两条

单轨隧道组成，配备350个滑动横通道门。

这些横通道门在固定时均采用了哈芬的热轧预埋槽钢。列车

在隧道内行驶时，这些门会受到疲劳应力的影响，而哈芬的

热轧预埋槽可以有效的吸收这些应力。

HTA-CE 
标准哈芬预埋槽钢
哈芬预埋槽是安装简易，固定灵活的理想之选。槽内的填

充条可以防止混凝土渗入。

众多类型的辅助部件都可以连接或固定在哈芬预埋槽上。

更多信息

想了解更多有关哈芬HTA-CE预埋槽钢的信

息，请参考我们的技术产品信息。

欧洲
技术
认证 
ETA - 09/0339 
432-CPD-8394-01

欧洲
技术
评估 
ETA -16/0453  
0432-CPR-00402-01

已安装的滑动横通道门，戈特哈德隧道横通道门，关闭，勒奇山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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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芬项目 
深圳地铁，中国

隧道掘进机（TBM）正在使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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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ii 固定接触网系统

ii 固定各种设备

ii 承受动力荷载的固定装置

深圳地铁9号线

深圳，中国

深圳地铁9号线总长约25 km。地铁从红树湾站出发，终点站

为文锦站，共设有22个站。

有很多地铁项目都使用并且受益于哈芬预埋槽，深圳地铁

就是其中之一。隧道的每一节管环段内都安装了长度约16

米的预埋槽。这些预埋槽段拼成一个预埋槽环，各种电

器、技术设备都被安装固定在预埋槽环上，包括电导轨。

本项目采用热轧、带齿预埋槽钢，因为它满足了各个方向

的荷载要求，可承受动力荷载和地震荷载，同时还满足了

防火和防腐蚀的要求。

HZA DYNAGRIP
带齿哈芬预埋槽钢
预埋槽内的锯齿可以确保在沿槽长度方向上的紧固，在沿

槽长度方向可获得更高的承载力。

更多信息

想了解更多有关带齿哈芬HTA-CE槽钢的信息，

请参考我们的技术产品信息。

带齿

适用于动态荷载

三维承载

哈芬产品：锚固系统 

HZA DYNAGRIP — 带齿哈芬槽钢

安全可靠，经济快捷

预埋在管片中的哈芬HZA 29/20槽钢 水下储存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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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rovedApp. No Z - 21.4 - 1691

www.half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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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netunnel, Germany

Tunnel constructed using precast tubbing segments with service equipment instal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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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芬项目  
芬尼隧道，德国

隧道采用预制管段建造，并安装有维护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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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尼隧道

芬尼（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德国

新建成的德国铁路股份公司（德国铁路公司）埃尔富尔-莱

比锡/哈雷铁路线于2011年底竣工，是柏林至慕尼黑高速铁

路的一部分，而柏林至慕尼黑高速铁路又是跨欧洲铁路网的

一部分。

这条新铁路干线的最高设计时速为300 km/h。

该铁路项目包括大约6.9公里的隧道工程，使用的管段数量

约为48,000个。

隧道中使用了哈芬预埋槽钢，后续可直接安装隧道维护和

操作系统，免去了设备固定后锚固的繁琐工序。

HTA-CS - 弧形解决方案
只要建筑项目中存在曲面，对于构件而言，就会有明确具体

的技术规定和要求。这些情况下，我们都可以对哈芬预埋槽

钢进行弯折加工以满足这些技术和项目要求。

弧形槽钢可以分段单独加工，也可以按要求做成完整的环

形槽钢。

更多信息

想了解更多有关哈芬弧形预埋槽钢的信息，

请参考我们的技术产品信息。

定制项目示例：由哈芬公司提供的支承件

哈芬产品：锚固系统

HTA-CS - 哈芬弧形预埋槽钢

应用： 
ii 固定接触网系统

ii 固定各种设备

ii 承受动力荷载的固定装置

隧
道

轴
线

中 轨
道

抗拉
锚固钢槽

固定锚点
锚固槽钢

链型悬挂
锚固钢槽

张紧轮
锚固钢槽

回流线
锚固钢槽

馈电线
锚固槽钢

S0

620

R 4700

29
60

隧道管段的存放，哈芬槽钢已预埋在管段内。 已交付的哈芬HTA-CS 52/34弧形预埋槽钢

www.half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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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芬项目  
阿尔巴夫斯代斯“阿尔伯山”隧道
斯图加特至乌尔姆，德国

施工过程中采用丘宾筒施工方法的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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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芬产品：锚固系统

哈芬预埋槽钢配件
哈芬固定锥

应用：

ii 适用于将预埋槽固定在钢模板上，操作简单便捷，可灵活

调节。

ii 适用于只能从模具上方安装的情况，使安装更方便。

斯图加特至乌尔姆铁路项目PFA 2.2 阿尔巴夫斯代斯，

通往德国“阿尔伯”地区的“阿尔伯山”铁路

在斯图加特至乌尔姆的铁路项目中，“阿尔伯山”隧道的

建设由企业财团管理，包括PORR, G. Hinteregger、ÖSTU-

STETTIN和SWIETELSKY。“阿尔伯山”隧道由博斯勒隧道

（管段建设）和斯坦布尔隧道（现浇混凝土施工）组成，

这两个隧道工程都是按照两条单线隧道来进行设计的。

为了确保接触网系统的安全固定，两条隧道中均使用了哈

芬预埋槽钢。在管段的生产过程中，使用了哈芬固定锥，

既可以确保将哈芬预埋槽钢精确定位在钢模板上，又可以

节省大量的时间。

混凝土养护完成后即可用吊具进行混凝土管段的脱模。当

吊具的提升力达到塑料螺栓的破坏设计值时，管段就会被

拉出而固定锥仍然留在模板中，有需要的话可再次使用。

HFK固定锥

系统包括：

带A4垫圈（不锈钢）的塑料螺栓

ii 在安装系统中，塑料螺栓被拉坏时的承载

力数值即为构件失效的设计值 

带扳手平头的固定锥

ii 使用固定锥精确定位预埋槽钢 

M12密封螺塞

ii 用于密封钢模板上的钻孔。使用密封螺塞

之后，在浇筑带预埋槽钢和不带预埋槽钢

的管段时都能使用同一套钢模板。

使用HFK固定锥将哈芬预埋槽固定在浇筑混凝土管段的模板上 在预制生产车间吊装管段

来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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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halfen.com

更多信息

想了解更多有关哈芬HTA-CE槽钢的信息，请

参考我们的技术产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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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芬项目  
阿勒格尼北岸连接隧道
匹兹堡/美国

安装公用设施系统的盾构施工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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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ii 固定维护设备和排水管

ii 固定消防设备

阿勒格尼北岸连接隧道 
匹兹堡，美国

阿勒格尼北岸连接隧道是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40公里长

的城市轨道线路中1.9公里长的延伸段部分。

阿勒格尼河下的隧道连接着匹兹堡市中心和城市北岸地区。

该地区的投资将大大提高匹兹堡的地区发展潜力。

此外，隧道是匹兹堡基础设施由汽车导向系统向公共交通

导向系统转变的一部分。

隧道的预制管片上安装了弧形哈芬装配槽钢。这为固定重

型设备和维护设施（包括消防设备）提供了一个具有成本

效益的系统。

哈芬装配槽钢

哈芬装配槽钢配合使用相应的哈芬螺栓（或螺纹板）可拥有

灵活螺栓连接和装配结构所需的所有优点。系统的灵活性意

味着可以为特定的需求选择最经济的解决方案。

管道系统的固定管道支架在镀锌热轧HM槽钢上的固定（用哈芬带齿螺栓HSR）

 HM 36/36  
及HS 38/17

 HM 41/41  
及HZS 41/41

HM 72/48  
及HS 72/48

哈芬产品：装配技术

哈芬装配槽钢 - 灵活螺栓连接

 轻型承载

 支撑系统

 中型承载

 支撑系统

  重型承载

 支撑系统

www.halfen.com

72

33

48
.5

更多信息

想了解更多有关哈芬装配槽钢的信息，请参考

我们的技术产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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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芬项目  
布伦纳主线隧道，奥地利

在开凿隧道中安装基础构件
© BBT 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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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ii 管片

ii 基段盖板

ii 无砟轨道

ii 立面构件

布伦纳主线隧道（BBT），图尔菲斯至普丰斯，

勘探隧道，阿兰图尔至普丰斯

因斯布鲁克，奥地利

布伦纳主线隧道由两个主要隧道组成，一个东隧道和一个西

隧道，下面是一个勘探隧道。隧道全长55 km，连接奥地利

的因斯布鲁克和意大利的弗朗茨费斯特/福尔蒂扎。

位于隧道奥地利一侧的图尔菲斯支线隧道竣工后，总长度将

达到64 km，使BBT成为世界上最长的隧道。在阿兰图尔至普

丰斯勘探隧道中，基础构件被设计为排水通道，用以排放山

上的水，并用板覆盖。

在这个项目中，使用KKT球头吊钉来吊装、运输和安装预制

盖板结果被证明是非常节省时间和成本的。

哈芬运输吊装系统

当预制混凝土构件需要精确、安全地移动时，可使用哈芬

运输吊装系统。

一套运输吊装系统由浇注在混凝土构件中的吊钉、拆模器

和吊具组成。可以通过简单地将每个吊具拧入吊钉中，或

使用非常容易安装的万向吊具将系统的两个组件快速连接

起来进行运输。

横截面可清楚显示出当将盖板设置在位时的基段情况盖板：每块板上有四个预制 KKT 球头运输锚点

哈芬产品：运输吊装系统

DEHA球头吊钉与万向吊具

▸ 快速
▸ 安全
▸ 简单便捷

www.halfen.com

更多信息

想了解更多有关哈芬DEHA球头吊装系统的信

息，请参考我们的技术产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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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芬项目  
安特卫普南北连接隧道（ASDAM），比利时

建设中的单轨铁路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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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芬产品 ：装配技术

哈芬装配槽钢 - 在特殊需求中的应用

应用：
ii 改造连接

ii 安装技术和维护设备

ii 重荷载

ii 动态荷载
南北连接隧道（ASDAM）

安特卫普，比利时

这条铁路隧道位于安特卫普市中心，由两条单轨隧道组

成，采用盾构法（7段和1个封顶块，厚度35 cm）建设。高

速铁路总长2.5 km，隧道直径8.27 m。

为永久固定隧道维护设备设计了特殊的装配槽钢。

这些装配槽钢安装在管片横向对穿孔部位的螺杆位置。

弧形装配槽钢的背面焊接带有螺栓孔的钢法兰。这样槽钢

就可以固定在用于固定螺栓以固定单个隧道构件所必需的

预制管片的凹槽里。

该解决方案还被用于比利时的另外两个隧道中：空竹隧道

（长约2 km），连接布鲁塞尔机场的北铁路线（2012年竣

工）和利夫肯索克铁路线（长约6 km），从斯凯尔特河和

运河码头下穿过，于2014年底投入使用。

装配槽钢：
弯曲和可焊接

热轧装配槽钢特别适用于重载、动态荷载以及需焊接的

情况。

这样就可以确保特殊的定制规格也可以实现，最终实现在

施工现场的快速和高效装配。

用螺栓固定在横向对穿孔部位的HM 72/48装配槽钢 装配槽钢之间加设了防火保护层的隧道墙壁

更多信息

想了解更多有关哈芬装配系统的信息，

请参考我们的技术产品信息。

热轧哈芬HM 72/48槽钢后部焊有带预钻螺栓孔的钢法兰

www.half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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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芬运输锚栓
预制构件的运输和吊装
ii 管片

ii 基段盖板

哈芬装配槽钢

ii 升级和维修项目中的后续安装

ii 技术设备和生产设施的扩建或升级

ii 与预埋槽钢应用类似

哈芬装配槽钢，

直形和弧形

哈芬产品应用概览

在市政管廊中的应用
在此示例中，公用隧道设计采用盾构管片。

此处说明的大多数哈芬解决方案也适用于现浇混凝土构件。

锚固系统 哈芬槽钢和哈芬螺栓
组成了一个系统

装配技术

HD套筒吊装系统
KKT吊装系统

带齿HZS螺栓不带齿HS哈芬螺栓 单齿HSR螺栓

哈芬专用螺栓适用于

所有哈芬槽钢：

ii 无需钻孔，安装方便快捷

ii 可以进行后续安装或安装其它组件

ii 作为施工期间的临时固定装置

▸  第  44页

▸  第  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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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芬预埋槽钢
槽钢环或槽钢段用以后续固定吊车轨道

ii 电缆和管道安装

ii 通道

ii 柱和梁系统

灵活装配系统
可快速安装在隧道内

ii 重型管道系统（例如应急供水、排水管）

ii 重型电缆（例如电力电缆）

哈芬托架
用于支撑：

ii 重型管道系统（例如紧急供水、排水管）

ii 重型电缆（例如电力电缆）

ii 通道

HTA-CS 弧形预埋槽钢

HTA-CE 预埋槽钢

哈芬PowerClick支架系统

配有端盖的哈芬托架

i预埋槽钢 

i钻孔和定位装配槽钢

i 哈芬支架

i可调装配槽系统

▸  第  48页

▸  第  40页

▸  第  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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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芬项目 
劳斯沃德发电厂，德国

采用预制管段建造的涵洞
© Planer Ingenieurbuero-Wendt



23

kg 

© 2017哈芬 · 在隧道工程中的应用 · www.halfen.com

哈芬产品：装配技术
哈芬装配槽钢系统
灵活装配系统

应用：
ii 公用管道

ii 电缆桥架

劳斯沃德发电厂

杜塞尔多夫，德国

目前世界上最高效的汽轮机发电厂位于德国杜塞尔多夫。

该发电厂的发电量为600兆瓦，区域供热300兆瓦，达到了

85%的效率。该系统的核心是由高性能钢筋混凝土管道构成

的管道基础设施。这条区域供热直通涵洞从莱茵河下穿过，

设计可容纳21条管道。

客户坚持要求在不钻孔的情况下进行安装，目的是为了保持

管道的高质量。

在这种情况下，安装了两根带齿预埋槽钢形成一个环。

Powerclick支吊架系统固定在槽钢环上，以提供可适应各种

情况的灵活支撑。

POWERCLICK支吊架系统

所有规模和所有荷载类型的项目都可以使用几个不同的组

件完成。在项目中使用Powerclick可以显著减少设计和组装

时间。

12种多功能连接件都是用快速装配螺栓预先装配好后交付

的，并且很容易使用基本工具进行安装。

钢模板上的钢筋笼（哈芬带齿预埋槽安装其中） 包含预埋槽钢的预制管段

更多信息

想了解更多有关哈芬Powerclick支吊架系统

的信息，请参考我们的技术产品信息。

应用示例：POWERCLICK

www.half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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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芬项目 
图尔特曼隧道，瑞士

使用GFRP塑料管道的张力环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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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芬产品：装配技术

哈芬装配槽钢系统
灵活装配系统

马提斯赤九加油站公用设施；A9公路隧道

图尔特曼隧道，瑞士

总长1350 m的图尔特曼隧道工程也需要安装公用设施供应

管道。公用服务设施包括DN 2000塑料排水管道、消防供

水管道以及为马提斯赤九加油站供电的电力线路。

使用后锚固槽钢系统（设计为张力环）和快速安装系统（预

组装部件），所有公用管道和电缆都能快速、安全地安装。

装配槽钢不仅仅被设计用于连接或固定在混凝土构件上。

它们也适用于其它材料制成的表面，例如：金属、GFRP

（碳纤维增强塑料）。

它们可以支撑在隧道墙壁上，也可以用螺栓固定在盾构隧

道上。

哈芬托架和连接件

哈芬灵活装配槽钢被用作快速安装的支撑结构。预装组件可

确保即使是在具有挑战性的项目条件下也可以快速和简单地

进行装配。灵活螺栓连接可弥补现场施工误差。

更多信息

想了解更多有关哈芬可调装配系统的信

息，请参考我们的技术产品信息。

六角头螺栓

和螺母

圆形公用隧道；加油站，瑞士

应用：Powerclick支架系统

使用预埋件固定的下水管道支架

铰接悬臂

 拉紧螺栓

铰接梁

铰接杆

应用： 

ii 公用管道

ii 电缆桥架

www.half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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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芬项目 
博瓦格隧道（柏林），德国

包含380 kV电力电缆的公用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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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0 kV地下电缆系统

变电站

新恩哈根

普里莱克
塞鲁

沃尔米施泰特

卢布明

柏林电力网

110 kV电网

220 kV架空电力线路

380 kV架空电力线路

鲁伊特1 鲁伊特2 米特2米特1
马尔肖 弗里德里希斯海因  乌尔海德变电站

鲁伊特 1 鲁伊特 2    

米特 1 米特 2

弗里德里
希斯海因  

乌尔海德

马尔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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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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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时间 [分]

标准时间温度曲线

架空轨道维护车及重型高压电缆

哈芬产品：锚固系统 
哈芬耐火槽钢

弗里德里希斯海因至马尔占大街380-kv 供电系统中央配电/变
电站概览图

应用：
ii 加固组件，例如：墙板、顶板、梁、柱

ii 防火等级达到R120分钟

ii 一侧或多侧曝火能力

ii 高动、静态集中荷载，如由安装架空轨道维护车或重型电力

电缆引起

博瓦格隧道

柏林，德国

为了将市中心的米特、弗里德里希斯海因和马尔占三个变电

站与380 kV高压电网连接起来，在地下约25至30米处修建

了总长11.5 km的电缆隧道。管段本身的长度为8.5 km（约

40,000个构件)；有混凝土管的隧道段为2.9 km。

隧道外径约3.6 m，内径3.0 m。为了支撑六根380 kV电缆，

哈芬HTA 52/34预埋槽钢在预制混凝土工厂被预先浇注在管

段和钢筋混凝土管中。除了电缆线外，哈芬预埋槽钢还可以

用于安装隧道灯、槽钢支架、架空轨道维护车和电缆线架。

耐火设计 

承受火灾荷载的锚固件设计必须考虑技术报告TR 020的要

求，即“混凝土锚固件的耐火性能评估”。

对应的特征值见ETA-09/0339和ETA-16/0453的附件。

测试时的 STTC 温度

更多信息

想了解更多有关哈芬预埋槽钢的信息，

请参考我们的技术产品信息。

www.half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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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54页

HBT重弯折连接件
如下钢筋混凝土构件的连接：
ii 屋顶

ii 楼板

ii 墙体

事故恢复系统
ii 用于进行有效的事故恢复，清除受损车辆和

其它物体。

ii 哈芬事故恢复系统由带环螺栓的锚板、防盗

链和鸭嘴扣吊具组成。

DETAN拉杆系统 
ii 吊顶（见右侧示例）

ii 吊桥

ii 支承系统中的支撑

ii 支撑（格构支撑）

ii 作为安装人工天花或固定墙体构件的拉杆和压杆

ii 材质为钢材，承载力高，因此很适用

ii 适用于高腐蚀和防火要求

ii 适用于预装交货要求

DETAN是安装人工天花时的最佳选择

经认证的

HBT钢筋连接件

带DEHA球形头运输锚固件

的哈芬事故恢复锚固件

带叉头和锚盘的DETAN拉杆

哈芬产品应用概览

在公路隧道中的应用
本例中的公路隧道采用现场浇注混凝土形式。

此处说明的大多数哈芬解决方案也适用于管段施工。

▸  第   59页

▸  第   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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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端盖的哈芬支架

哈芬装配槽 
改造固定

ii 整修项目

ii 技术设备和生产设施升级

ii 与预埋槽钢应用类似

HDB 抗冲切连接轨
用于剪力增大的情况，如：
ii 屋顶

ii 楼板

ii 墙体

MBT钢筋接驳器
ii 改造和升级

HSC栓钉连接件
ii 用于钢筋密集的牛腿和框架节点

哈芬槽钢
预埋连接

ii 照明设备

ii 信号设备/标志

ii 扶手

ii 通风设备

ii 墙体构件

哈芬支架
用于支承：

ii  重型管道系统（例如紧急供水、排水管）

ii 重型电力电缆

ii 行走通道

哈芬MBT标准钢筋接驳器

哈芬装配槽，

直槽钢和弧形槽钢

弧形 HTA-CS 预埋槽钢

HTA-CE 预埋槽钢

i预埋槽钢 

i 哈芬事故恢复系统

iMBT钢筋接驳器

iHBT重弯折连接件

▸  第   52页

▸  第  49页

▸  第  55页

▸  第  44页

▸  第  40页

▸  第  56页



30

哈芬项目  
乌尔里瑟港隧道，瑞典

隧道内清水混凝土墙体构件
© Vijay C / SE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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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径M16

岩石加固

隧道饰面

DETAN M30叉头

M30M30

HTA-CE 52/34（2个）

耦合器M30

角型材六角螺母M30

哈芬产品：拉杆系统 

DETAN拉杆系统 - 有效的结构支撑

应用：
ii 墙体构件的锚固

ii 吊顶

ii 吊桥

ii 支撑（格构支撑）

DETAN拉杆系统在乌尔里瑟港隧道中的应用

瑞典

乌尔里瑟港隧道是瑞典南部一条400 m长的公路隧道。该

隧道是代拉伯和海丝特之间E4/R40公路扩建工程的一部

分。它有两个单独的车道隧道，每个方向都有两条车道。

扩建的目的是为了提高道路安全性，改善这一路段的交通

流量。此路段建成后，斯德哥尔摩和哥德堡之间的整段道

路将变成双车道。

哈芬提供预埋槽钢和DETAN拉杆系统用以沿岩壁安装预制

混凝土构件；最高质量标准的完美一体化解决方案。

使用DETAN拉杆锚固隧道墙体构件隧道入口，亦即出口图

DETAN拉杆系统

DETAN拉杆系统适用于拉伸和压缩荷载，经欧洲技术认证。

DETAN拉杆系统中的每个组件都可提供两种表面处理：不

锈钢或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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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halfen.com

更多信息

想了解更多有关DETAN拉杆系统的信息，请参

考我们的技术产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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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运输

哈芬项目  
霍伦特公路隧道，瑞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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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ii 隧道壁/墙体

ii 隧道顶

HDB抗冲切连接轨在霍伦特隧道中的应用

屈蒂根，瑞士

位于瑞士屈蒂根附近的霍伦特公路隧道，长度约700 m，

是新“斯达菲来格斯拉伯”线的一部分。隧道采用明挖法

（覆盖隧道）施工；由于水平荷载较大，所以选择使用抗

冲切加固系统。

传统的箍筋安装很困难，因为安装过程中必须对箍筋进行

定型和绑扎固定。这样不仅耗时且不准确，常导致箍筋处

的混凝土保护层厚度不够。

为避免这些问题，在隧道衬砌中采用了哈芬HDB-S定位轨

道。这样既确保快速和精确安装，也利于减少施工时间。

在隧道壁内的钢筋中安装HDB构件 浇注混凝土前安装就绪的HDB构件

不经济型解决方案：

箍筋笼加固，安装复杂

哈芬产品：加固技术

哈芬HDB抗冲切连接轨 — 抗冲切加固

哈芬HDB - S抗冲切连接轨

哈芬HDB抗冲切连接轨可作为剪切钢筋使用。可增加混凝

土构件的承载力。HDB抗冲切连接轨的对称设计保证了正

确的安装。

www.halfen.com

更多信息

想了解更多有关哈芬抗冲切连接轨的信息，请

参考我们的技术产品信息。

我们的解决方案：

采用HDB-S剪切荷载加固的支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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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芬项目 
科隆莱文尼驰高速公路，德国

玻璃屋顶上的预制格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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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芬产品：加固技术
哈芬HSC栓钉连接件
有效的锚钉加固

应用：
ii 牛腿的加固

ii 框架节点的加固

ii 偏移支承

ii 板支承

ii 梁支承

www.halfen.com

隔声罩，干线道路（高速公路）A1
科隆莱文尼驰，德国

这条高速公路隧道设计单日交通量为120,000辆，长度为

1.5 km。

该项目有两条隧道，在不影响交通流量的情况下建设。钢

和玻璃屋顶结构由预制钢筋混凝土梁支撑，钢筋混凝土梁

又由钢筋混凝土牛腿支撑。这导致钢筋混凝土牛腿承受了

很高的荷载。

在施工第一阶段使用哈芬HSC栓钉连接件，使得墙体能够

与配套的HSC内螺纹承插钢筋一起浇筑。牛腿在第二阶段

浇筑。这时，HSC外螺纹连杆被拧入内螺纹承插钢筋作为

抗拉钢筋，这样即可确保100%的正抗拉荷载传递。

应用示例：混凝土牛腿中的哈芬HSC构件

采用HSC构件对钢筋混凝土牛腿进行后安装 在钢筋混凝土牛腿上支撑预制梁

哈芬HSC栓钉连接件

哈芬HSC栓钉连接件是经建筑主管机构批准的最佳混凝土

锚固加固材料。

钢筋的有效屈服点可在极短的结合长度时达到，因此可大

大减少使用的钢材数量。

更多信息

想了解更多有关哈芬HSC栓钉连接件的信息，

请参考我们的技术产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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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芬项目 
A1高速公路，科隆莱文尼驰，德国

隔声罩鸟瞰图
照片：Knut Laubner，波恩，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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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抗腐蚀不锈钢（HCR）哈芬预埋槽钢

在特定浓度的氯化物、硫和氮氧化物环境中，会强制性使

用HCR（高耐蚀性）材料的槽钢（如哈芬预埋槽钢)，在德

国也是如此。

哈芬产品：材料属性

哈芬锚固系统耐腐蚀

应用：
ii 极高的腐蚀要求：

 HCR = 高耐蚀性材料

ii 中等腐蚀要求：

 A4材料

ii 封闭和干燥区域：

 FV (HDG) = 热浸镀材料 ≥ 50 μm

隔声罩，干线道路（高速公路）A1
科隆莱文尼驰，德国

隔声罩按照公路隧道设备及操作指南要求（RABT Richtlini-

en für die Ausstattung undden Betrieb von Straßentunneln）

和工程项目技术合同规范（ZTV-INGzusätzliche technische 

Vertragsbedingungen für Ingenieurbauten）设计。通风设备

紧固材料规范要求采用HCR高抗腐蚀钢材。

防腐

不锈钢A4和HCR（高抗腐蚀）
铬是不锈钢中最重要的合金元素。一定含量的铬会在钢的

表面形成钝化层，从而保护基材不受腐蚀。

这就是不锈钢具有高耐腐蚀性的原因。

FV = HDG =热浸镀锌  

在热浸镀锌过程中，哈芬槽钢会沉浸在温度约为460°C的

熔融锌液（沉浸处理）中。在此过程中，锌与钢反应并在

钢上形成保护层，增加耐蚀性。

A4不锈钢材质的HZM 38/23槽钢，将钢屋顶支撑结构连接到预制混凝

土屋顶梁的上部
HCR材质的HTA 38/17，固定通风设备在预制混凝土屋顶梁上

STAINLESS STEEL

更多信息

想了解更多有关哈芬HTA-CE预埋槽钢的信息，

请参考我们的技术产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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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信息
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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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A-CE（热轧）参数

槽钢类型 HTA-CE 72/48 HTA-CE 55/42 HTA-CE 52/34 HTA-CE 50/30P HTA-CE 50/30 HTA-CE 40/22P HTA-CE 40/22

热轧

哈芬HTA-CE
槽钢

材料        

螺栓 HS 72/48 HS 50/30 HS 50/30 HS 50/30 HS 50/30 HS 40/22 HS 40/22

螺径 M 20–M 30 M10–M24 M10–M20 M10–M20 M10–M20 M10–M16 M10–M16

NRd [kN] /  
VRd [kN] 55.6 / 72.2 44.4 / 57.8 30.6 / 39.7 21.7 / 21.7 17.2 / 22.4 16.1 / 16.1 11.1 / 14.4

抗疲劳荷载认证
（拉伸）/钢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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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芬HTA-CE槽钢
热轧哈芬预埋槽钢

HTA-CE预埋槽钢

除了完美的可调节性外，哈芬预埋槽钢节约了大量的安装
时间。
结果：更快速的整体施工，因此更节约成本。

该槽钢适用于高荷载、开裂和非开裂混凝土中的固定、较小的

边距、无噪声和无粉尘情况的安装。

该槽钢具有高耐腐蚀镀层，适用于动态荷载，也满足防火要

求。更多质量性能指标请见ETA-09/0339和ETA-16/0453认证。 热轧槽钢
适用于动态荷载

新： 
HTA-CE 50/30P和HTA-CE 40/22P  
P=增加了额外的承载性能。

安全可靠
ii 不损害受力钢筋

ii 适用于有防火要求的组件

ii 适用于混凝土受压、受拉区

ii 可选择高耐蚀用钢（冷弯成型槽钢）

ii 热轧型材，可承受动态荷载

ii (ETA) 欧洲技术认可/评估

ii 可使用哈芬软件进行计算，安全可靠

快速经济
ii 可调锚固

ii 螺栓连接代替焊接

ii 可成排安装螺栓，经济效益高

ii 使用简单工具，安装成本低

ii 有效的前期规划，缩短了施工时间

ii 产品种类繁多，可满足各种要求

ii 安全健康，无震动，无噪音

新型！



HTA-CE（冷弯成型）参数

槽钢类型 HTA-CE 72/49 HTA-CE 54/33 HTA-CE 49/30 HTA-CE 40/25 HTA-CE 38/17 HTA-CE 28/15

冷弯

哈芬HTA-CE
槽钢

材料       

螺栓 HS 72/48 HS 50/30 HS 50/30 HS 40/22 HS 38/17 HS 28/15

螺径 M20 – M30 M10 – M20 M10 – M20 M10 – M16 M10 – M16 M6 – M12

NRd [kN] /  
VRd [kN] 55.6 / 55.6 30.6 / 39.7 17.2 / 17.2 11.1 / 11.1 10.0 / 10.0 5.0 /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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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芬HTA-CE槽钢
热轧哈芬预埋槽钢

哈芬HTA-CE槽钢
冷弯成型哈芬预埋槽钢

CE标志

此产品名称中的CE表示槽钢是符合CE标准的。哈芬通过此
方式对其产品进行标识，目的是为了表示其作为制造商声明对
产品与其DoP（性能声明）的符合性负责，并且在实际应用
中产品性能满足规定，且符合所有相关欧洲法规的要求。

产品系列
除了标准版本的预埋槽钢以外，还有HTA-CS哈芬弧型预埋槽

钢。此类槽钢可按客户规格生产，可避免耗时的现场加工，因

此不再需要对已组装的防腐组件进行钻孔或切割。

 A4 =  不锈钢

 FV =  热浸镀锌

www.halfen.com

更多信息

想了解性能声明（DoP）的和更多关于哈芬HTA-CE预
埋槽钢的产品信息，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DECLARATION OF PERFORMANCE CONF-DOP_HTA 02/16-E 
HALFEN Anchor channel HTA / Special screw HS  No. H01- 09/0339 

 

1. 
Unique identification code of the  
product - type  

HALFEN Anchor channel HTA / HALFEN Special bolt HS 

2. 
Type, batch or serial number or any other element 
allowing identific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product as 
required pursuant to Article 11(4)  

See ETA-13/0339, Annex 1, 2, 4 and 5  

3. 

Intended use or uses of the construction produc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pplicable harmonized  
technical specification, as foreseen by the manufacturer:  

Generic type and use  
Cast- in, C- shaped, hot - rolled or cold - formed anchor channel 
with at least 2 metal anchors fixed on the profile back in 
combination  with hammerhead or special nib bolts  

Product size covered  
(anchor channels and corresponding screws)  

28/15 with HS 28/15 M6- M12, 
38/17 with HS 38/17 M10- M16, 
40/22 and 40/25 with HS 40/22 M10- M16, 
50/30, 49/30, 52/34 and 54/33 with HS 50/30 M10- M20, 
55/42 with HS 50/30 M10- M24 
72/48 and 72/49 with HS 72/48 M20- M30 

For use in  
Cracked and non - cracked concrete C12/15 to C90/105 according  
EN 206- 1:2000- 12 

Anchor material / Screw material  
and intended use  

• Hot- dip galv. steel / electroplated steel for dry internal 
conditions  
• Hot- dip galv. steel / hot - dip galv. steel or electroplated steel 
with special coating also for internal conditions with normal 
humidity  
• Stainless steel / stainless steel also f or medium corrosion 
exposure  
• High corrosion resistant steel / high corrosion resistant steel  
also for high corrosion exposure  

Loading  
Static & quasi static tension and shear loads perpendicular to the  
longitudinal channel axis. Fire exposure, fatigue tension loads for  
specific profiles  

4. 
Name, registered trade name or registered trade mark 
and contact address of the manufacturer as required 
pursuant to Article 11(5)  

HALFEN GmbH, Liebigstraße 14, 40764 Langenfeld, Germany  

5. 
Where applicable, name and contact address of the 
authorized representative whose mandate covers the 
tasks specified in Article 12(2)  

-  

6. 
System or systems of assessment and verification of 
constancy of performance of the construction product as 
set out in Annex V  

System 1  

7. 
In case of the declaration of performance concerning a 
construction product covered by a harmonised standard  

-  

8. 
In case of the declaration of performance concerning a 
construction product for which a European Technical  
Assessment has been issued  

Deutsches Institut für Bautechnik (DIBt) issued ETA - 09/0339 on 
the basis of CUAP 06.01/01, Version Dec. 2010, the notified body 
0432 performed under system 1  
(i) Determination of the product type on the basis of type testing 
(including sample - testing), typ e calculation, tabulated values or 
descriptive documentation of the product;  
(ii) Initial inspection of the manufacturing plant and of factory 
production control;  
(iii) Continuous surveillance,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of 

 



HZA和HZA DYNAGRIP参数

槽钢类型
HZA 64/44 
DYNAGRIP

HZA 53/34 
DYNAGRIP

HZA 38/23 
DYNAGRIP

HZA 29/20 
DYNAGRIP

HZA 41/22

热轧 冷弯成型

哈芬
HZA槽钢

材料      

螺栓 HZS 64/44 HZS 53/34 HZS 38/23 HZS 29/20 HZS 41/22

螺径 M20 – M24 M16 – M20 M12 – M16 M12 M12 – M16

NRd [kN] /  
VRd [kN]

37.8 kN 
所有载荷方向

30.8 kN 
所有载荷方向

16.8 kN 
所有载荷方向

11.2 kN 
所有载荷方向

7.0 kN 
所有载荷方向

抗疲劳荷载认证
（拉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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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i

cia
lly

approvedApp. No Z - 21.4 - 1691

带齿

热轧槽钢

适用于动态荷载

三维荷载

哈芬HZA预埋槽钢
热轧和冷弯成型预埋槽钢

 A4 =  不锈钢

 FV =  热浸镀锌

   
offi

cia
lly

approv

ed

App. No Z - 21.4 - 145

* =  A4: 按要求

带齿HZA预埋槽钢和
HZA DYNAGRIP

哈芬HZA预埋槽钢是针对槽钢纵向上需承受大荷载的情况研发
的产品。

特殊的锯齿可确保牢固锁定，传递荷载。此外，HZA DYNAGRIP预埋

槽可安全承受200万次振幅高达15 kN的疲劳应力，因此满足可靠固

定的各种要求，如起重机导轨固定，或确保横通道门抵抗列车行驶

产生的吸力。



HZA-PS参数：根据多特蒙德评估报告

槽钢类型
HZA-PS 64/44 

DYNAGRIP
HZA-PS 53/34 

DYNAGRIP
HZA-PS 38/23 

DYNAGRIP
HZA-PS 29/20 

DYNAGRIP

Hot-rolled

哈芬HZA-PS槽钢

材料     

螺栓 HZS 64/44 HZS 53/34 HZS 38/23 HZS 29/20

螺径 M20 – M24 M16 – M20 M12 – M16 M12

NRd [kN] /  
VRd [kN]

37.8 kN 
所有载荷方向

30.8 kN 
所有载荷方向

16.8 kN 
所有载荷方向

11.2 kN 
所有载荷方向

抗疲劳荷载认证
（拉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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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齿

适用于动态荷载

三维荷载

适用于地震荷载

适用于核电站或其他核设施的高
安全级别的领域

哈芬HZA预埋槽钢
热轧和冷弯成型预埋槽钢

哈芬HZA-PS预埋槽钢
适用于高安全级别的应用

 A4 =  不锈钢

 FV =  热浸镀锌
* =  A4: 按要求

热轧
HZA-PS预埋槽钢

“PS” = “PowerSolution”（适用于能源领域的解决方案）

这种哈芬预埋槽钢适用于会受到内部或外部荷载作用的高安全级别

领域的特殊应用，例如核电站。

在德国多特蒙德技术大学进行的所有测试都是在开裂混凝土中进行

的，裂缝宽度介于1.0 mm至1.5 mm之间。

结果汇总在评估报告09.05.18-E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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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
ii 螺栓连接的定位和尺寸完全灵活

ii 防腐选择灵活：

 a) 镀锌槽钢，用于标准防腐要求

 b) 热浸镀锌槽钢，用于高防腐要求

 c) 不锈钢槽钢（A2、A4、HCR），用于最高防腐要求

ii 允许快速组装和调整整个系统和个别组件

ii 无需机加工，即可简单的对整个系统进行改造或升级

ii 现场安装和改造无需专业人员参与

ii 现场安装、改造无粉尘、无噪声

热轧装配槽特别适用于：

ii 大载荷

ii 动态应力

ii 焊接

HM不带齿槽钢

ii 受拉承载力很高

ii 配套使用HSR带齿螺栓时（仅对低碳钢），可承受纵向

载荷

HZM带齿槽钢

ii 锯齿允许传递高纵向载荷

ii 节省成本，有五种槽钢尺寸可供选择

冷弯成型槽钢是较小载荷的经济有效解决方案。有带齿
或不带齿两种形式。

HM、HL不带齿槽钢

ii 产品范围更大；所以很经济

HZL、HZM带齿槽钢

ii 适用于承受纵向荷载

ii 适用于大荷载的防滑移连接

冷弯成型装配槽

热轧装配槽

ii 螺栓连接不会损坏系统组件的防腐保护

ii 槽钢标准型号选择范围广，具有非常高的载荷能力

HM光滑槽钢

HM, HL不带齿槽钢

 HZM带齿槽钢

HZL, HZM带齿槽钢

装配槽
哈芬HM、HZM、HL和HZL装配槽钢

哈芬装配槽系统和灵活螺栓连接

灵活哈芬槽钢螺栓系统是一种一体式支承和固定系统。



载荷能力 — 重型支承系统

槽钢类型 HM 72/48 HM 55/42 HM 52/34 HM 50/30 HM 49/30 HM 50/40 
HL 50/40 HM 486

热轧 冷弯成型

装配槽尺寸

72

33

48
.5

26

42

54,5
52.5

22.5

33
.5

49

22.5

50

22

30

49

39 27

材料       

螺栓 HS 72/48,  
HSR 72/48 HS 50/30 HS 50/30, HSR 50/30 HS 50/30

螺径 M20 – M30 M10 – M24

最大
集中荷载
承载力*

Fz,Rd  
[kN]

65.8 54.0 36.3 20.2 6.9 7.6/7.6 4.7

allow. Fz  
[kN]

47.0 38.6 25.9 14.4 4.9 5.4 3.5

槽钢类型 HM 40/22 HM 40/25 HM 422 HZM 64/44 HZM 53/34 HZM 41/27 HZM 38/23 HZM 29/20

热轧 冷弯成型 热轧，带齿

装配槽尺寸
39.5 40

2518

39.5

21
.5

64

26

4
4

34

22.5

52.5
40

27

18.5

材料      

螺栓 HS 40/22,  
HSR 40/22 HS 40/22 HZS 64/44 HZS 53/34 HZS 38/23 HZS 38/23,

HS 38/17
HZS 29/20,  
HS 28/15

螺径 M10–M16 M20 – M24 M16 – M20 M12 – M16 M12

最大
集中荷载
承载力*

Fz,Rd  
[kN]

11.4 5.3 3.5 53.3 43.3 25.0 18.0 10.9

allow. Fz  
[kN]

8.2 3.8 2.5 38.1 30.9 17.8 12.8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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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槽
哈芬HM、HZM、HL和HZL装配槽钢

装配槽
重型支承系统

哈芬装配槽 -  
重型支承系统

 FV =  热浸镀锌

 A4 =  不锈钢（奥氏体结构）

 HCR = 不锈钢“高防腐性能”（奥氏体结构）

* 需考虑螺栓承载性能

* 需考虑螺栓承载性能



槽钢类型 HM 41/22,  
HL 41/22 HLL 41/41 HLL 41/22

冷弯成型

装配槽尺寸

材料  

螺栓 HZS/HS 41/41, HZS 41/22

螺径 M6 – M16

最大
集中荷载
承载力*

Fz,Rd  
[kN]

7.8 2.5 2.5

allow. Fz  
[kN]

5.6 1.8 1.8

载荷性能 — 中型支承系统

槽钢类型
HM 41/41, 
HL 41/41

HZM 41/41,  
HZL 41/41

HM 41/62,  
HL 41/62 

HM 41/83,  
HL 41/83 HZL 63/63 HZM 41/22,  

HZL 41/22

冷弯成型

装配槽尺寸

材料       

螺栓 HZS/HS 41/41, HZS 41/22

螺径 M6 – M16 M12 – M16 M6 – M16 M12 – M16 M12 – M16

最大
集中荷载
承载力*

Fz,Rd  
[kN]

7.8 7.8 7.8 7.8 7.8 7.8

allow. Fz  
[kN]

5.6 5.6 5.6 5.6 5.6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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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槽
中型支承系统

哈芬装配槽 -
中型支承系统

 FV =  热浸镀锌

 SV =  森吉米尔镀锌

 A2 = 不锈钢（奥氏体结构）

 A4 = 不锈钢（奥氏体结构）

 HCR  =  不锈钢“高防腐性能”（奥氏体结构）

* 需考虑螺栓承载性能

* 需考虑螺栓承载性能



载荷性能 — 轻型支承系统

槽钢类型 HM 36/36,  
HL 36/36 HM 38/17 HM 28/28,  

HL 28/28 
HM 26/26,  
HL 26/26

HM 28/15,  
HL 28/15 HM 315 HM 20/12,  

HL 20/12

冷弯成型

装配槽尺寸
17

,5

材料           

螺栓 HS 38/17 HS 28/15 GWP 28/15 HS 20/12

螺径 M10 – M16 M6 – M12 M5 – M10 M6 – M8

最大
集中荷载
承载力*

Fz,Rd  
[kN]

6.2 6.7 4.2 1.54 5.5 2.32 3.14

allow. Fz  
[kN]

4.4 4.8 3.0 1.1 3.9 1.66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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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槽和配套哈芬螺栓

装配槽
中型支承系统

装配槽
轻型支承系统

哈芬装配槽 -
轻型支承系统

* 需考虑螺栓承载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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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槽钢尺寸...

...一个POWERCLICK螺栓...

...各种各样的配件 — 可搭配所有组件使用...

管道荷载的最佳支承。

如单独验算通过，也可用于更大的管道直径。

哈芬POWERCLICK装配槽 

POWERCLICK系统是哈芬为工业管道项目研发的系统。模块化
系统仅使用少量的多功能组件就可以提供数百种不同的支承结构。

通过POWERCLICK系统，项目各个阶段的施工都可以很安全、
高效和快速。

产品优势
ii 安装省时

ii 最少种类的多功能组件

ii 所有所需的较小组件都是预先组装的

 FV = 热浸镀锌 
 A4 = 不锈钢

ii 更快的动工和更短的停工时间

ii 辅助组件可以安装到系统中槽钢的任何位置上，同时系统仍然保持完

全可调

三种尺寸 - 一个系统

快速找到最经济的解决方案，三个槽钢尺寸可覆盖所有荷载
级别。

这允许不同管径可用于单个系统。

装配槽
哈芬POWERCLICK装配槽钢系统

...组成一个系统：哈芬POWERCLICK系统



尺寸和承载性能

支架52
悬臂  
52/2

支架 41
悬臂  
41/1

悬臂  
41/D

悬臂  
41/2

支架 28/36
悬臂  
28/1

悬臂  
36/1

悬臂  
36/2

长度
L

[mm]

高度
H

[mm]

长度
LS

[mm]
F [kN] F1

Length
L

[mm]
F [kN] F1

Length
L

[mm]
F [kN] F1

500 450 330
允许荷载 9.0

175
允许荷载 5.35

– – 100
允许荷载 2.70

– –
F Rd 12.6 F Rd 7.49 F Rd 3.78

600 475 380
允许荷载 8.0

325
允许荷载 2.65 5.60 7.50

200
允许荷载 1.35

– –
F Rd  11.2 F Rd  3.71 7.84 10.50 F Rd  1.89

700 500 430
允许荷载 7.0

475
允许荷载 1.75 3.70 5.00

300
允许荷载 0.90 2.00 5.00

F Rd  9.8 F Rd  2.45 5.18 7.00 F Rd  1.26 2.80 7.00

800 550 480
允许荷载 6.0

625
允许荷载

–
2.80 3.50

400
允许荷载 0.70 1.50 4.15

F Rd 8.4 F Rd 3.92 4.90 F Rd 0.98 2.10 5.80

900 600 530
允许荷载 5.5

775
允许荷载

– –
2.65

500
允许荷载

–
1.20 3.15

F Rd  7.7 F Rd  3.71 F Rd  1.68 4.40

1000 650 630
允许荷载 5.0

所有支架的材料都可以选择: 

 FV =  热浸镀锌

 A4 =  不锈钢

600
允许荷载

–
1.00 2.55

F Rd  7.0 F Rd  1.40 3.60

1100 700 730
允许荷载 4.5

700
允许荷载

– –
2.10

F Rd 6.3 F Rd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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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槽
哈芬POWERCLICK装配槽钢系统

装配槽
哈芬支架 — 哈芬槽钢产品

哈芬托架

哈芬支架用标准哈芬槽钢制成，具有相同的优点：安装快
速、可靠、可调。

支架可用于整个支撑构件。

螺栓连接可确保高质量的防腐层（热浸镀锌或不锈钢）在安

装过程中不会被损坏。

使用锚栓或哈芬预埋槽钢和哈芬

螺栓固定

哈芬支架和撑板的组合，可用于

吸收管道纵向上的载荷

用在悬臂支架中的标准哈芬槽

钢；可使用所有哈芬螺栓、连接

件和配件进行进一步的固定

所有支架都带有端盖

注：

此处列出的所有长度L和高度H都指

的是标准构件。

如需要也可以提供特殊定制方案。

i



产品尺寸及承载能力

长度
L

[mm]

F [kN]

F1

Δ/2 Δ/2

F1

F2

Δ

F2

F3 F3

3 x Δ/3

F3

F4 F4 F4

4 x Δ/4

F4

257
允许荷载 5.55 2.89 2.77 1.85

F Rd 7.76 4.04 3.88 2.59

357
允许荷载 3.44 1.72 1.72 1.15

F Rd  4.82 2.41 2.41 1.61

507
允许荷载 2.15 1.07 1.07 0.72

F Rd  3.00 1.50 1.50 1.00

所有支架的材料可采用：  FV =  热浸镀锌钢  A4 = 不锈钢

50

L − 109109
7732

L

+ 56°

−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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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支架的锯

齿详图

装配槽
哈芬灵活型带齿悬臂

带可调支架

i管道，标准应用 

i管道，悬挂应用

i自由移动的电缆桥架

哈芬可调悬臂

哈芬灵活型悬臂可以旋转±56°。这使得悬臂可以快
速安全地被安装在任何正确的位置，即使是弯曲或倾
斜的墙壁上。

进入主建筑构件的正荷载传递总是被保证在规定的±56°

角度范围内。支架由灵活型连接支架和HM 41/41装配槽

组成，无需焊接。灵活型连接支架（HVT）也可以单独使

用，无需为41 mm系统配置装配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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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nndaten auf dem Schraubenkopf

Kenndaten auf dem SchraubenkopfH 8.8

H 8.8

Kenndaten auf dem Schraubenkopf

HALFEN
A4-70

HALFEN
A4-70

HALFEN
8.8

HALFEN
FA 70

H 4.6HALFEN
4.6

H 4.6HALFEN
4.6

H 4.6HALFEN
HCR50

H 4.6HALFEN
A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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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槽
哈芬灵活型带齿悬臂

带可调支架

哈芬螺栓
适用于所有预埋槽钢和装配槽钢系统

哈芬螺栓HS，光面

ii 适用于所有型材

ii 适用于所有方向上的荷载

ii 螺杆底部标有一道刻痕

哈芬HSR螺栓，单齿，单点咬合式

ii  仅适用于热轧型材40/22P、50/30P、52/34、72/48

ii 仅适用于标准磨面和热浸镀锌钢

ii 单点咬合式螺栓；可在所有方向承载

ii 螺栓的钩形头设计可防止螺栓在振动下不必要的松动

ii 适用于槽钢纵向荷载；根据专家报告

ii 螺杆底部标有两道刻痕

哈芬HZS螺栓，带齿

ii 带齿槽钢可确保纵方向上的牢固锁定：避免连接部位的

滑移。  

ii 螺杆底部标有两道刻痕
App. No Z - 2

1.4 - . .
.

  
  o

fficially

 approv

ed

锯齿

哈芬带单齿螺栓

强度等级4.6/8.8 
镀铬特殊涂层（VI），无铬（GVs）涂层

或热浸镀（FV）涂层

强度等级4.6/8.8
镀铬特殊涂层（VI），无铬（GVs）涂层

或热浸镀（FV）涂层

强度等级4.6/8.8
镀铬特殊涂层（VI），无铬（GVs）涂层

或热浸镀（FV）涂层

强度等级70
不锈钢A4 
防腐等级III/中等

强度等级70
不锈钢A4
防腐等级III/中等

强度等级70
不锈钢FA = 铁素体奥氏体（双相不锈钢，1.4462）
防腐等级IV/高

强度等级50
不锈钢HCR = 高度防腐（1.4529/1.4547）
防腐等级V/非常高

哈芬螺栓HS、HSR和HZS

哈芬槽钢和哈芬螺栓是系统的一部分。

一起使用时，可确保最大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52

dA

dK

3er

2er

© 2017哈芬 · 在隧道工程中的应用 · www.halfen.com

HDB/HDB-S构件

ii 双头栓钉牢固地焊接在间隔钢筋上

ii 夹杆可以安装在间隔钢筋上的任何位置，以将受冲剪带
固定在钢筋上

HDB/HDB-S定制（预组装）构件

ii 间隔钢筋上可焊接2至10个栓钉

用于预制生产的HDB-F定制构件

ii 间隔钢筋上可焊接2至8个栓钉

ii 带有用于半预制构件的临时固定装置

HDB/HDB-S系统构件

ii 有带2个栓钉和3个栓钉两种构件，可以逐个排布成行

ii 标准构件，交付时间短

一个系统，四种安装方式
适用于每种应用的解决方案

产品特征

ii 双头栓钉，直径10 mm至25 mm 

ii 定制构件带2-10个双头栓钉

ii 根据预先确定的配筋间距要求设置每个栓钉间距

ii 经德国建筑技术研究院批准，适用于所有受剪部件

ii 定位条适用于15-40 mm厚的混凝土保护层

加固系统
作为受剪或受冲切钢筋的哈芬HDB

HDB-S

带5个锚固件的HDB-S

HDB 2和3锚固构件

带6个锚固件的HDB-F

哈芬HDB抗冲切钢筋产品

HDB构件由一些焊接在间隔钢筋上的双头栓钉组成。

HDB构件可作为受剪和冲切钢筋使用。

系统构件在短时间内就可以交付，或者按需求定制构件。

HDB-S抗冲切连接轨最适合在上部和下部主筋安装完毕后由

上往下的安装方式。

无需封闭处理纵向钢筋，因此对安装构件进行简单的目视

检查即可。



HBS-05-B – 带钉孔法兰的接头钢筋 HBS-05-A – 连接钢筋 HBS-05-S – 带螺口接头的接头钢筋

Bar-ds L  螺径 Bar-ds L  螺径 Bar-ds L  螺径

B-12

400

M12 A-12

380

M12 S-12

400

M12
610 590 610

860 840 860

1300 1160 1180

B-14
400

M14 A-14
970

M14 S-14
990

M14
1370 1350 1370

B-16

400

M16 A-16

375

M16 S-16

400

M161110 1085 1110

1570 1545 1570

B-20
400

M20 A-20
370

M20 S-20
400

M20
1380 1350 1380

B-25
400 M25 × 2,5 

特殊螺径 A-25
360 M25 × 2,5 

特殊螺径 S-25
400 M25 × 2,5 

特殊螺径1730 1690 1730

B-28
400 M28 × 2,5 

特殊螺径 A-28
360 M28 × 2,5 

特殊螺径 S-28
400 M28 × 2,5 

特殊螺径1930 1890 1930

A-32 
M32 × 3 
特殊螺径 S-32 

M32 × 3 
特殊螺径

  订购或选择标准构件时，请申明所需长度L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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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付范围
表中所列的长度、直径和材料指的是标准构件。

其它类型可根据需求定制。

钢筋荷载 Fsd = 49.2 – 349.7 kN  
(ds = 12 – 32 取决于钢筋直径)。

HBS-05-Box及其主要特征
ii 后置钢盒提供了最佳的剪切荷载传递

ii U形箱盖由镀锌钢板制成

ii 标准箱长度：1250 mm（其它长度基于需求定制）

ii HBS-05接头钢筋预先安装在HBS-05-Box中，钢筋直径有
12 mm/14 mm/16 mm

加固系统
哈芬HBS-05螺纹接头

应用：

ii 成排安装时，作为模板辅助措施，节省成本

ii 形成抗剪键

ii 适用于滑膜工况

哈芬HBS-05螺纹接头

使用哈芬HBS-05螺纹接头，只需简单地将合适的接
头和连接钢筋拧在一起即可完成钢筋连接。其通用性能
可实现几乎所有类型的钢筋连接。

哈芬HBS-05符合国家和国际计算标准。大量的证书和测试

报告证明了其在极端荷载下的适用性。

优势

ii 钢筋混凝土构件中各种连接形式的最佳解决方案

ii 最大的延展性，HBS-05-Seismic能满足循环交变荷载要求

ii 类型广泛，包含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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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固系统
利用哈芬HBT进行后续混凝土连接

安装在凹/凸弧形结构中的HBT构件：

半径 ≥ 约3.00 m，更小的半径可由增多接口实现
应用示例：

作为墙体连接件的哈芬HBT
注：

对于90°角的加固需求，也请参见HBS-05盒体

部分

类型 1 类型  2 类型 3 类型 4 类型 5

类型 11 类型 22 类型 23 类型 33

类型  6 类型  7 类型  8 类型 9

哈芬HBT重弯折连接件

哈芬重弯折连接件用于混凝土构件的高效连接，这些构
件需在不同阶段浇筑并连接。

有超过50种钢筋类型和盒体宽度的组合，可适用于各种
应用形式的优化连接。

外壳由带有特殊波纹衬板的镀锌钢板制成，盖板上有预穿

的孔，作为手柄使用，以便安装后从外壳上拆卸。

在考虑现有粘结条件的情况下，根据Eurocode 2（欧洲规范

2）对锚固和搭接长度进行了验证。

ii 建筑主管机构许可及型式检验

ii B500B钢筋（ф 8 mm、ф 10 mm、ф12 mm）

ii 适用于标准盒体的横向和纵向荷载

ii 外壳背板采用镀锌及特殊波纹钢板制成

ii 坚固的镀锌钢板盖上有预打的孔，以便打入模板后更容

易拆卸。

ii 有单排和双排两种类型可供选择

ii 单排类型有三种盒体宽度，双排类型有五种盒体宽度



 订购时请申明所需长度L [mm]，或选择标准构件。

哈芬HSC栓钉连接件尺寸

钢筋类型 ∅ ds / ≥ 长度 L [mm] 

单头接驳杆

HSC-S - 12 / ≥ 155 16 / ≥ 180 20 / ≥ 200 25 / ≥ 230

单头连接杆

HSC-A - 12 / ≥ 130 16 / ≥ 150 20 / ≥ 160 25 / ≥ 190 

双头接驳杆

HSC-SD - 12 / ≥ 205 16 / ≥ 215 20 / ≥ 230 25 / ≥ 275 

双头杆

HSC-HD - 12 / ≥ 175 16 / ≥ 175 20 / ≥ 175 25 / ≥ 180 

单头锚固杆

HSC-H - 12 / ≥ 130 16 / ≥ 150 20 / ≥ 160 25 / ≥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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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钢梁的HSC-B

与哈芬HUC万能连接系统配套使用，可实现众

多连接：

ii 哈芬HSC-B钢结构连接件

ii 哈芬HSCC钢牛腿

配套产品

带HSCC牛腿的HSC-B带DETAN连接件的HSC-B

应用示例：HSC-A和HSC-S

加固系统
利用哈芬HBT进行后续混凝土连接

加固系统
哈芬HSC在牛腿受拉钢筋中的应用

产品系列

哈芬HSC牛腿加固钢筋

哈芬HSC牛腿加固钢筋是建筑主管机关批准的加固材
料，是专门为牛腿和框架节点的低成本受拉钢筋而开发。

极短的锚固长度也可使钢筋达到完全屈服。

哈芬HSC牛腿加固钢筋件非常有助于钢筋加密的情况，例

如在牛腿以及梁与柱的连接中。可避免常规钢筋布置和钢

筋荷载锚固中出现的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费用。

钢筋数量大大减少，钢筋布置更加简单。



MBT端部钢筋套筒连接件尺寸

标识 EV 10* EV 40*

钢筋直径 [mm] 10 40

套筒外径 d [mm] 33.4 81.0

套筒长度 L [mm] 55 247

总长度 Lo [mm] 65 262

板厚度 t [mm] 10 15

板 a × a [mm] 70 150

扳手尺寸 [mm] 13 19

螺栓数量 2 7

重量 [kg] 0.64 8.30

MBT变截面钢筋套筒连接件尺寸

标识 RDZ 16/12* RDZ 40/32*

钢筋直径 [mm] 16/12 40/32

套筒外径 d [mm] 42.2 81.0

套筒外径 d2 [mm] 26.4 71.0

套筒长度 L [mm] 160 335

长度 a–b [mm] 80–80 178–157

扳手尺寸 a–b [mm] 13–13 19–16

螺栓数量 a–b 3–3 5–5

重量 [kg] 1.30 7.47

MBT标准钢筋套筒连接件尺寸

标识 T10* T40*

钢筋直径 [mm] 10 40 

套筒外径 d [mm] 33.4 81.0

套筒长度 L [mm] 100 484

扳手尺寸 [mm] 13 19

螺栓数量 4 14

重量 [kg] 0.52 11.30

 这些直径的钢筋套筒连接件不包括在认证（Z-1.5-10）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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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T标准钢筋套筒连接件

MBT变截面钢筋套筒连接件

MBT端部钢筋套筒连接件

产品优势

不需要焊接，只需使用标准工具即可安装哈芬MBT钢筋套

筒连接件。

加固系统
钢筋套筒连接件

*列出的类型为最小和最大尺寸版本，中等尺寸可按需求提供。

哈芬MBT钢筋套筒连接件

哈芬MBT钢筋套筒连接件是B500B钢筋的机械连接
件，直径10至40 mm。

通过拧紧螺栓直到螺栓头在设计剪断点时断裂以形成闭
合锁紧，从而确保钢筋中的正向拉力和压力的传递。

无需对钢筋进行处理：

ii 不需要切出螺纹

ii 不需要进行模锻

ii 不需要进行压接



系统DETAN-S460，欧洲技术认证ETA-05/0207

系统直径 ds [mm] 10 12 16 20 24 27 30 36 42 48 52 56 60 76 85 95

可用最小系统长度 L [mm]

热浸镀杆* 250 310 360 440 520 560 600 700 810 940 990 1050 1160 1480 1640 1810

单杆时最大系统长度L [mm] 

热浸镀杆* 6060 6070 12080 12100 12120 12140 12140 12170 12220 12260 12270 12290 12320 15430 15480 15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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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系统 系统衍生品

系统衍生品

耦合器或带吊耳的耦合器DETAN拉杆或DETAN压杆（未展示）

十字支撑

十字支撑锚盘带交叉耦合器用于十字支撑

悬挂装置，由一个带吊耳的耦合器和一个基本

系统组成

拉杆系统
DETAN拉杆系统

系统长度 L

叉头

系统直径 dS扳手平面

*也可按需求提供不锈钢版本

螺纹塞 密封组件
平面密封

圆形密封
（仅有FV和WB）

锁紧螺母 拉杆叉端

DETAN拉/压杆系统

哈芬DETAN拉杆系统是创新的产品解决方案，它能满足安全和质量要求，
同时也满足最高审美要求

这一技术上先进的系统具有很高的安装便利性，既可用于叠合板承重结构，也可

用于重型构造，并且已经获得欧洲技术认证（ETA）。

产品系列

带有配件、叉头、螺母、耦合器、锚盘和十字支撑的圆形钢筋的拉/压杆系统由

碳钢或不锈钢制成。

配以特殊的系统元件，也适用于压力载荷。



1.3 至 45.0 1,3 至 26,0

哈芬运输锚固系统总览

运输
锚固系统

吊环/离合器

凹槽成形器/
标识盖

吊钉

倾斜混凝土构件

专用吊具可远程释放

TPA
哈芬HD吊装系统

优势

荷载等级（吨）

材
料

（
锚
固

件
)

钢质

A4

高承载性能

快速固定和释放

KKT
DEHA球形头吊装系统

小直径套筒，高承载

性能，集成式螺纹保护

HD
哈芬HD吊装系统

1,3 至 25,0

提升绳圈

可作为廉价的吊具使用

HA
DEHA套筒吊装系统

0,5 至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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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锚固系统
快速安装吊具系统和套筒锚钉

哈芬运输锚固系统

运输锚固件适用于预制混凝土建筑构件，可确保安全、
容易地将构件吊装和运输到指定位置。

哈芬有四种可靠的、经过验证的运输锚固系统，其使用取

决于应用领域和起重设备的类型。

每种系统都由一个保留在混凝土中的锚固件、一个凹槽成

形器（在混凝土中形成凹槽，用于在预制构件生产过程中

固定锚固件）和一个适用于所选锚固件的吊装头组成。

使用运输锚固件及相应起重设备的好处

ii 即使在位置很高的情况下，也可以安全可靠地运输和起

吊重型混凝土构件

ii 由于使用了凹槽成形器，因此不会存在凸出的钢部件

ii 锚固件可以在建筑构件中精确定位

ii 具有规定承载能力的运输锚固件可用于不同边界条件和

混凝土强度

ii 专用的荷载控制设备可避免因不当应用对工人造成伤害

ii 防止成品构件损坏/开裂

ii 载荷处理设备经久耐用



描述/元件 哈芬产品名称 哈芬订购号

球形头运输锚固件，
不锈钢，荷载等级20.0

6000-20,0-0180 A4 0735.009-00003 

圆形凹槽成形器，
带螺杆和翼形螺母

6232-20,0  0736.020-00008

带锁销的载荷装置，
以防止意外拆卸（无链条）

6104-20 0738.070-00001

链条（防止未经许可的拆卸） 由客户提供

带螺栓锚板/U形杆，可焊接 由客户提供

i 凹槽成形器可重复使用。请按一个混凝土工段所需数量订购。

道路隧道中使用的哈芬事故恢复锚固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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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钻孔承载装置（万向头吊装离合器6104-20），

未展示：锁销

装有事故恢复锚固件和离合器的墙壁凹槽

©
 t

om
ja

sn
y.

co
m

哈芬事故恢复系统（装有离合器的运输锚固件）

运输锚固系统
事故恢复预装哈芬吊装系统

哈芬事故恢复系统

事故恢复装置作为一种安全措施安装在道路隧道中。

如果发生事故，事故车辆可以迅速有效地得到恢复。

日益增多的紧急和事故恢复服务要求每隔100米在隧道墙壁

的适当凹槽内安装一套适当的事故恢复装置。

哈芬事故恢复锚固系统是预埋的不锈钢球形头锚固件，荷

载等级为20.0吨，带有一个可以自由旋转的标准吊具。吊

具类似于移动预制混凝土构件所用的吊具类型。为了防止

吊具被意外拆卸，安装了一个紧固螺栓。

建议：将吊具用一条链条焊接在锚板上，以避免离合器被

盗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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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ii 哈大高铁沿线隧道 
ii 长吉城际铁路沿线隧道  
ii 沈丹高铁沿线隧道  
ii 大同-西安客运专线 沿线隧道 
ii 徐兰高速铁路宝兰段沿线隧道  
ii 兰新高铁沿线隧道  
ii 京沈高铁沿线隧道  
ii 石太高铁沿线隧道  
ii 徐兰高速铁路郑西段沿线隧道  
ii 京沪高速铁路沿线隧道  
ii 石武铁路客运专线沿线隧道  
ii 成绵乐城际铁路沿线隧道  
ii 合福高铁沿线隧道  
ii 沪宁城际铁路沿线隧道  
ii 杭甬高铁沿线隧道  
ii 沪昆高铁沿线隧道  
ii 京广高铁武汉至广州段沿线隧道  
ii 武黄城际铁路沿线隧道  
ii 贵广高铁沿线隧道  
ii 广深港高铁沿线隧道  
ii 广珠城际铁路沿线隧道  
ii 海南东环铁路沿线隧道  
ii 萧淮客运联络线沿线隧道  
ii 济青高速铁路沿线隧道  
ii 杭黄高铁沿线隧道  
ii 张吉怀高速铁路沿线隧道  
ii 赣深高铁沿线隧道  
ii 昌赣高铁沿线隧道  
ii 梅汕高铁沿线隧道  
ii 福厦漳高速铁路沿线隧道  
ii 郑万高铁沿线隧道  
ii 银西高速铁路沿线隧道  
ii 贵南高铁沿线隧道  
ii 中兰客专沿线隧道  
ii 朝凌客专沿线隧道  
ii 杭绍台城际铁路沿线隧道

ii 长春地铁2号线  
ii 深圳地铁6号线  
ii 深圳地铁9号线  
ii 厦门地铁3号线  
ii 厦门地铁4号线  
ii 厦门地铁6号线  
ii 天津地铁3号线试验段  

德国
ii 埃尔布隧道4号隧道管

ii 市郊铁路隧道，汉堡

ii 赫伦隧道，吕贝克

ii 服务隧道，伊克林尼克埃彭多夫

ii 公路隧道，海米林根

ii 卡岑贝格隧道

ii U 2市郊铁路

ii 布莱格塞特尔B10斯图加特

ii 赫恩伯格隧道

ii 新乌尔姆21
ii 斯图加特21
ii 茨科普夫隧道

ii 霍茨巴驰隔声罩

ii 奥迪隧道，英戈尔施塔特

ii 盖斯堡隧道

ii 法兰克福十字隧道

ii 南北漫游者隧道

ii 布莱肯哈姆隧道

ii 伊德斯坦因隧道

ii 蒙塔鲍尔隧道

比利时
ii 安特卫普ASDAM-HAST隧道

ii 泽尔扎特至克诺克隧道

ii 安特卫普地下

ii 列治昆尼特隧道

ii 隧道E5/E9，列治

ii 安特卫普地铁

卢森堡
ii 高斯勒博格隧道

ii 马窟斯博格隧道

ii 霍瓦尔德隧道

意大利
ii 瓦伦提乌尔西欧多车道高速公路FI-BO
ii 卡塞勒机场隧道

ii 勃朗峰隧道

瑞士
ii 索格斯隧道，A5，纳夏特尔

ii 连接隧道，

贝特默峰至费舍拉普

ii 夸尔滕隧道A3
ii 艾格弗鲁隧道J18
ii 尤特利斯博格隧道A4
ii 豪恩施泰因隧道

ii 麦德龙阿尔派恩隧道

ii 罗森博格隧道，圣加仑

ii 艾斯利斯博格隧道

ii 哈夫纳博格隧道

荷兰
ii 海堡隧道，阿姆斯特丹

ii 索菲娅隧道

ii 盘纳丹斯运河隧道

ii 捷尔德斯博特

ii 史基浦隧道

ii 海基纳努德隧道

ii 维科尔隧道

奥地利
ii 塞默林隧道链

ii 卡鲁斯皮阿纳

高速公路隧道链

ii 普拉布奇隧道

ii 卡拉万克隧道，克恩滕州

ii 因塔尔隧道

ii 萨森斯坦隧道

ii 维也纳地铁

捷克
ii 布拉格至玛拉祖卡隧道

ii 伊赫拉瓦隧道/环形间道

ii 布拉格至波希米亚南

南高速公路隧道

瑞典
ii 兰肯南，斯德哥尔摩附近隧道

ii 铁路隧道，马尔默

ii 哈兰隧道（铁路）

英国
ii 英法海底隧道

ii 隧道A1，哈特菲尔德

法国
ii 巴黎地铁

ii 里尔地铁

ii 欧罗隧道，加莱

ii 维尔瑞斯隧道

ii 普姆兰斯隧道

ii 德莱潘隧道

ii 浪迪隧道

ii 塔泰格尔勒隧道

ii 普拉多至卡兰治隧道

新加坡
ii 地铁环线

韩国
ii 铁路隧道，首尔至釜山

马来西亚
ii 吉隆坡雨水

管理和道路隧道 

其它项目
ii 开罗地铁，埃及

ii 台北地铁，台湾

ii 海峡隧道，丹麦

ii 5号隧道，香港

ii 将军澳隧道，香港

ii 利雅得铁路，沙特阿拉伯

使用哈芬产品的精选隧道项目

项目案例
使用哈芬产品的隧道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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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墙

技
术

 

混凝土技术

工业技术

通用螺栓连接和装配系统 
 i 装配槽：HM、HL、HZM、HZL 
 i 连接件：HVT 
 i 悬臂梁：KON 
 i 管夹：HRS 
 i 管支架：HRG、HCS 
 i 中心管：RUK 
 i 提升安全装置：AHS

螺栓和配件 
 i 哈芬螺栓：HS、HSR、HZS 
 i 螺纹板：GWP

POWERCLICK装配系统HCS 
 i 系统63 
 i 系统41 + 22

通用固定系统 
 i HALFIX：HFX

外墙技术

悬挂混凝土外墙 
 i 预制墙板锚固件：FPA 
 i 水平锚固件： 
  DS、HKZ、ULZ、SPV、HVL、WDK、 
  WDI、HFV 
i i 可调约束装置：LD 
i i 女儿墙连接件：BRA 
i i 上部固定销：WPA

混凝土夹心保温外墙 
 i 夹心墙板拉结件：SP-SPA 
 i 片状夹心墙板拉结件：SP-FA

砌体支撑系统 
 i 砌体支撑系统：HK5、KM 
 i 支架：HW、KW、KWL 
 i 预制过梁连系件：HK5-S、FSW、HSL 
 i 空心墙连系件：LSA、HEA、HPV 
 i 脚手架锚固件：HGA 
 i 墙体连接件：ML、BL

天然石材外墙 
 i 实体锚固件：

  HRM、HRC、DT、BA、DH 
 i 灌浆锚固件：UMA、UHA
 i 子结构系统：SUK、UKB

拉杆系统 
 i DETAN杆系统：S-460 
 i DETAN不锈钢杆系统 
 i DETAN压杆系统

混凝土技术

固定系统 
 i 哈芬预埋槽钢：HTA、HZA 
 i 栏杆固定件：HGB 
 i 压型钢板固定槽钢：HTU 
 i 转角防护装置：HKW 
 i DEMU锚固件：T-FIXX®、锚栓  
 i 电梯箱：HLX 
 i 机械锚栓系统 
 i 化学锚栓系统

加固系统 
 物理结构产品 
 i 阳台保温连接件：HIT 
 i 防碰撞声隔音产品：  
  HBB、HTT、HTF、HTPL 
 钢筋连接件 
 i 螺纹接头：HBS-05 
 i 万向连接件：HUC 
 i 牛腿加固钢筋：HSC 
 i 钢筋套筒连接件：MBT 
 i 预制耦合器：HEK 
 i Loop Box连接件：HLB 
 i 重弯折连接件：HBT 
 加固技术 
 i 抗冲切钢筋连接轨：HDB 
 i 柱靴连接装置：HCC, HAB 
 i Betojuster调整装置：HBJ 
 i 剪桩系统：HSD

吊装系统 
 快速耦合系统 
 i DEHA球形头吊装系统：KKT 
 i FRIMEDA吊装锚固系统：TPA 
 螺纹吊装系统 
 iiHD套筒起吊锚固系统：HD 
 ii固定锚固系统：HA

通
用

螺
栓

连
接

和
装

配
系

统

通用固定系统

Powerclick装配系统

螺栓和配件

吊
装

系
统

悬挂混凝土外墙

混凝土夹心保温外墙

砌体支撑系统

天
然

石
材

外
墙

拉
杆

系
统

固
定

系
统

加
固

系
统

工
业

技
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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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and

Germany

Norway

Sweden

Finland

United Kingdom

Switzerland

Netherlands

Belgium

France

Spain
Italy

Russia

Austria

Czech Republic

哈芬全球
从欧洲的中心遍及全世界
您可信赖的“哈芬制造”品质遍及全球60多个国家。

销售

经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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