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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预制拼装式箱型免拆模密

肋叠合楼板施工方法，包括制备箱型免拆模、搭

设主梁下部支撑、箱型免拆模安装、钢筋绑扎铺

设、管道安装、浇筑混凝土、上一层结构柱及楼板

施工、支撑拆除等步骤；箱型免拆模在与主梁搭

接的两侧各设置一个搭接槽，搭接槽内设置搭接

筋，与主梁钢筋绑扎；箱型免拆模在与次梁相接

的两侧及下端，沿次梁长度方向分别设置凸榫或

凹槽，箱型免拆模中央设置隔仓板，并在箱型免

拆模底部设置检修口；相邻箱式免拆模叠合楼板

沿主梁、次梁方向分别形成主梁、次梁浇筑模板，

箱式板顶部可作为楼板浇筑模板，大大减少了模

板用量和施工周期；空仓为管道及相关设备提供

安装的空间，减小了管道的排布难度。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4页  附图4页

CN 110700468 A

2020.01.17

CN
 1
10
70
04
68
 A



1.预制拼装式箱型免拆模密肋叠合楼板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施工步骤：

S1、制备箱型免拆模（3）：制作箱型免拆模（3）的模板，绑扎钢筋骨架（31），并预埋搭接

筋（34），在工厂预制完成箱型免拆模（3）；

S2、搭设主梁（1）下部支撑：在主梁（1）下部依次搭设竖撑（12）、横杆（15）、斜杆（17）、U

型底托（14）、龙骨（13）及支撑板（10）；

S3、箱型免拆模（3）安装：将箱型免拆模（3）带搭接槽（36）的两端搁置在支撑板（10）上

方，并在支撑板（10）与箱型免拆模（3）搭接位置处设置密封条（11）；

S4、钢筋绑扎铺设：安放主梁钢筋（6）与次梁钢筋（7），主梁钢筋（6）在搭接槽（36）处与

搭接筋（34）绑扎成整体，再绑扎现浇板钢筋网（5）；

S5、管道安装：在箱型免拆模（3）内部安装预留管线（8）及设备；

S6、浇筑混凝土：按照施工方案分层浇筑主梁（1）、次梁（2）混凝土，再浇筑现浇板（4）混

凝土，并进行养护；

S7、上一层结构柱及楼板施工：混凝土达到设计强度的70%，按照S2~S6顺序进行上一层

结构柱及楼板施工；

S8、支撑拆除：主梁（1）、次梁（2）及现浇板（4）达到指定强度后按照支撑搭设的逆顺序

拆除支撑。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预制拼装式箱型免拆模密肋叠合楼板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S1中，箱型免拆模（3）在与主梁（1）搭接的两侧各设置一个搭接槽（36），搭接槽（36）内

设置两排搭接筋（34），搭接筋（34）一端与箱型免拆模（3）内的钢筋骨架（31）相连，另一端与

主梁钢筋（6）相连；箱型免拆模（3）在与次梁（2）相接的两侧及下端，设置一半次梁（2）宽度

的延长板（38），两侧延长板（38）沿次梁（2）长度方向分别设置凸榫（32）或凹槽（33），凹槽

（33）截面尺寸比凸榫（32）大10mm。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预制拼装式箱型免拆模密肋叠合楼板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箱型免拆模（3）上下板中央设置数块隔仓板（35），并根据后期使用要求在箱型免拆模

（3）底部预先设置若干检修口（37）。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预制拼装式箱型免拆模密肋叠合楼板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S2中，沿主梁（1）长度方向，搭设两片由竖撑（12）、横杆（15）和斜杆（17）组成的支撑架，

在垂直主梁（1）的方向支撑架之间通过横杆（15）连接，并通过斜撑（16）与下层楼板面（18）

连接，竖撑（12）上部设置U型底托（14），U型底托（14）上面设置龙骨（13）和支撑板（10），支撑

板（10）的宽度比主梁（1）的截面宽度大1.0~1 .5m，支撑板（10）的长度与主梁（1）的长度相

同。

5.根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预制拼装式箱型免拆模密肋叠合楼板施工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S3的具体步骤包括：

S3 .1、沿主梁（1）长度方向，在支撑板（10）与箱型免拆模（3）搭接位置处设置密封条

（11）；

S3.2、将箱型免拆模（3）带搭接槽（36）的两端搁置在支撑板（10）上方两侧；

S3.3、将箱型免拆模（3）的相邻两侧的凸榫（32）和凹槽（33）相互插接，插接前在凹槽

（33）内填充一半体积的粘结砂浆（9），插接后粘结砂浆（9）充填凸榫（32）与凹槽（33）间的空

隙，表面抹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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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预制拼装式箱型免拆模密肋叠合楼板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S4的具体步骤包括：

S4.1、在施工现场制作主梁钢筋（6）、次梁钢筋（7）与现浇板钢筋网（5），将主梁钢筋（6）

放置在相邻箱型免拆模（3）的带搭接槽（36）的侧边形成的主梁（1）截面内，并将箱型免拆模

（3）在搭接槽（36）内的两排搭接筋（34）与主梁箍筋（62）绑扎在一起；

S4.2、将次梁钢筋（7）放置在相邻箱型免拆模（3）经凸榫（32）与凹槽（33）插接形成的次

梁（2）截面内，与主梁钢筋（6）绑扎在一起；

S4.3、将现浇板钢筋网（5）放置在箱型免拆模（3）顶部，并将现浇底板钢筋网（5）与箱型

免拆模（3）顶部的搭接筋（34）绑扎在一起。

7.根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预制拼装式箱型免拆模密肋叠合楼板施工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S5中，箱型免拆模（3）内的数个分隔仓内可根据管线设计要求安装预留管线（8）与

暖通设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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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制拼装式箱型免拆模密肋叠合楼板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建筑领域中楼板、主梁、次梁施工，尤其涉及一种预制拼装式箱型免拆

模密肋叠合楼板施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建筑楼板及主次梁施工时，一般采用先支设模板后浇筑的施工方式，施工过程中

具有以下几个问题：（1）楼板模板用量大及模板支设及拆除工艺复杂问题，需要投入大量人

力及物力进行模板支设和拆除；（2）整个施工过程长，模板支设和拆除周期长，后续装修吊

顶比较繁琐，对于工期紧的工程，需要严格控制施工进度；（3）现浇楼板的保温与隔声效果

差；（4）管道在楼板中排布困难，后续检修困难，因此亟须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针对现有建筑楼板、主梁、次梁施工中存在的模板用量大、施工

周期长、隔音效果差、管道排布困难等问题，提出了一种预制拼装式箱型免拆模密肋叠合楼

板施工方法。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下述技术方案。

[0005] 本发明涉及的预制拼装式箱型免拆模密肋叠合楼板施工方法，包括如下施工步

骤：

S1、制备箱型免拆模：制作箱型免拆模的模板，绑扎钢筋骨架，并预埋搭接筋，在工厂预

制完成箱型免拆模；

S2、搭设主梁下部支撑：在主梁下部依次搭设竖撑、横杆、斜杆、U型底托、龙骨及支撑

板；

S3、箱型免拆模安装：将箱型免拆模带搭接槽的两端搁置在支撑板上方，并在支撑板与

箱型免拆模搭接位置处设置密封条；

S4、钢筋绑扎铺设：安放主梁钢筋与次梁钢筋，主梁钢筋在搭接槽处与搭接筋绑扎成整

体，再绑扎现浇板钢筋网；

S5、管道安装：在箱型免拆模内部安装预留管线及设备；

S6、浇筑混凝土：按照施工方案分层浇筑主梁、次梁混凝土，再浇筑现浇板混凝土，并进

行养护；

S7、上一层结构柱及楼板施工：混凝土达到设计强度的70%，按照S2~S6顺序进行上一层

结构柱及楼板施工；

S8、支撑拆除：主梁、次梁及现浇板达到指定强度后按照支撑搭设的逆顺序拆除支撑。

[0006] 优选地，所述S1中，箱型免拆模在与主梁搭接的两侧各设置一个搭接槽，搭接槽内

设置两排搭接筋，搭接筋一端与箱型免拆模内的钢筋骨架相连，另一端与主梁钢筋相连；箱

型免拆模在与次梁相接的两侧及下端，设置一半次梁宽度的延长板，两侧延长板沿次梁长

度方向分别设置凸榫或凹槽，凹槽截面尺寸比凸榫大1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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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优选地，所述箱型免拆模上下板中央设置数块隔仓板，并根据后期使用要求在箱

型免拆模底部预先设置若干检修口。

[0008] 优选地，所述S2中，沿主梁长度方向，搭设两片由竖撑、横杆和斜杆组成的支撑架，

在垂直主梁的方向支撑架之间通过横杆连接，并通过斜撑与下层楼板面连接，竖撑上部设

置U型底托，U型底托上面设置龙骨和支撑板，支撑板的宽度比主梁的截面宽度大1.0~1.5m，

支撑板的长度与主梁的长度相同。

[0009] 优选地，所述S3的具体步骤包括：

S3.1、沿主梁长度方向，在支撑板与箱型免拆模搭接位置处设置密封条；

S3.2、将箱型免拆模带搭接槽的两端搁置在支撑板上方两侧；

S3.3、将箱型免拆模的相邻两侧的凸榫和凹槽相互插接，插接前在凹槽内填充一半体

积的粘结砂浆，插接后粘结砂浆充填凸榫与凹槽间的空隙，表面抹平。

[0010] 优选地，所述S4的具体步骤包括：

S4.1、在施工现场制作主梁钢筋、次梁钢筋与现浇板钢筋网，将主梁钢筋放置在相邻箱

型免拆模的带搭接槽的侧边形成的主梁截面内，并将箱型免拆模在搭接槽内的两排搭接筋

与主梁箍筋绑扎在一起；

S4.2、将次梁钢筋放置在相邻箱型免拆模经凸榫与凹槽插接形成的次梁截面内，与主

梁钢筋绑扎在一起；

S4.3、将现浇板钢筋网放置在箱型免拆模顶部，并将现浇底板钢筋网与箱型免拆模顶

部的搭接筋绑扎在一起。

[0011] 优选地，所述S5中，箱型免拆模内的数个分隔仓内可根据管线设计要求安装预留

管线与暖通设备等。

[0012] 本发明涉及的技术方案，与传统技术相比的有益效果是：

1、采用中空箱式免拆模叠合楼板，箱式免拆模叠合楼板沿主梁方向形成主梁浇筑模

板、沿次梁方向形成次梁浇筑模板，并且箱式板顶部可作为楼板浇筑模板，大大减少了模板

用量；

2、由于箱式免拆模叠合楼板的应用，大大减少了模板支设和拆除的施工周期，达到免

拆模的效果，大大提高了施工效率；

3、箱式免拆模叠合楼板浇筑完成后，楼板底面和主梁底面平面，箱式板空仓可为管道

及相关设备提供安装的空间，减小管道的排布难度，并且设置检修口，减少后续维修的难

度；

4、箱式免拆模叠合楼板中间采用中空设计，可提高楼板的保温与隔热效果，适用范围

广；

5、箱式免拆模叠合楼板设置搭接槽和搭接筋，与主梁、次梁、现浇板连接可靠，一体成

型，施工速度快。

附图说明

[0013] 图1是箱型免拆模密肋叠合楼板平面布置图；

图2是箱型免拆模密肋叠合楼板主梁截面与支撑结构示意图；

图3是箱型免拆模沿次梁方向断面图（图1中A-A断面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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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是箱型免拆模密肋叠合楼板主梁节点细部详图（图2中节点A详图）；

图5是箱型免拆模密肋叠合楼板次梁截面示意图；

图6是箱型免拆模沿主梁方向断面图（图1中B-B断面局部）；

图7是箱型免拆模密肋叠合楼板次梁节点细部详图（图5中节点B详图）；

图8是次梁下相邻箱型免拆模搭接结构图；

图9是箱型免拆模密肋叠合楼板主梁截面与支撑结构剖面图（图2中C-C剖面）。

[0014] 图中标注：1-主梁，2-次梁，3-箱型免拆模，31-钢筋骨架，32-凸榫，33-凹槽，34-搭

接筋，35-隔仓板，36-搭接槽，37-检修口，38-延长板，4-现浇板，5-现浇板钢筋网，6-主梁钢

筋，61-主梁纵筋，62-主梁箍筋，7-次梁钢筋，71-次梁纵筋，72-次梁箍筋，8-预留管线，9-粘

结砂浆，10-支撑板，11-密封条，12-竖撑，13-龙骨，14-U型底托，15-横杆，16-斜撑，17-斜

杆，18-下层楼板面。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为了加深对本发明的理解，下面将参考图1至图9，对本发明的实施例作详细说明，

以下实施例在以本发明技术方案为前提下进行实施，给出了详细的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

保护范围不限于下述的实施例。

[0016] 本实施例中，主梁1截面为300mm×700mm，次梁2截面尺寸为250mm×550mm，现浇板

3厚度为150mm，混凝土强度等级为C30，纵向受力钢筋采用HRB335，箍筋采用HPB300；箱型免

拆模3高度为550mm，长宽分别为4m×3m，在箱型免拆模3内部设置了3块隔仓板35，支撑板10

宽度为1.5m，长度与主梁1长度相同。

[0017] 针对上述预制装配式箱型免拆模密肋叠合楼板，采用如下施工步骤：

S1、制备箱型免拆模3：制作箱型免拆模3的模板，绑扎钢筋骨架31，并预埋搭接筋34，在

工厂预制完成箱型免拆模3。如附图3所示，箱型免拆模3在与主梁1搭接的两侧各设置一个

搭接槽36，搭接槽36内设置两排搭接筋34，搭接筋34一端与箱型免拆模3内的钢筋骨架31相

连，另一端与主梁钢筋6相连。如附图6所示，箱型免拆模3在与次梁2相接的两侧及下端，设

置一半次梁2宽度的延长板38，两侧延长板38沿次梁2长度方向分别设置凸榫32或凹槽33，

凹槽33截面尺寸比凸榫32大10mm。如附图3所示，箱型免拆模3上下板中央设置数块隔仓板

35，并根据后期使用要求在箱型免拆模3底部预先设置若干检修口37。

[0018] S2、搭设主梁1下部支撑：在主梁1下部依次搭设竖撑12、横杆15、斜杆17、U型底托

14、龙骨13及支撑板10。如附图2和附图9所示，沿主梁1长度方向，搭设两片由竖撑12、横杆

15和斜杆17组成的支撑架，在垂直主梁1的方向支撑架之间通过横杆15连接，并通过斜撑16

与下层楼板面18连接，竖撑12上部设置U型底托14，U型底托14上面设置龙骨13和支撑板10，

支撑板10的宽度比主梁1的截面宽度大1.0~1.5m，支撑板10的长度与主梁1的长度相同。

[0019] S3、箱型免拆模3安装：将箱型免拆模3带搭接槽36的两端搁置在支撑板10上方，并

在支撑板10与箱型免拆模3搭接位置处设置密封条11，如附图1、附图2和附图5所示。具体步

骤包括：

S3.1、沿主梁1长度方向，在支撑板10与箱型免拆模3搭接位置处设置密封条11，细部如

附图4所示；

S3.2、将箱型免拆模3带搭接槽36的两端搁置在支撑板10上方两侧，如附图2和附图4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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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S3.3、将箱型免拆模3的相邻两侧的凸榫32和凹槽33相互插接，插接前在凹槽33内填充

一半体积的粘结砂浆9，插接后粘结砂浆9充填凸榫32与凹槽33间的空隙，表面抹平，如附图

5~附图8所示。

[0020] S4、钢筋绑扎铺设：安放主梁钢筋6与次梁钢筋7，主梁钢筋6在搭接槽36处与搭接

筋34绑扎成整体，再绑扎现浇板钢筋网5，如附图4和附图7所示。具体步骤包括：

S4.1、在施工现场制作主梁钢筋6、次梁钢筋7与现浇板钢筋网5，将主梁钢筋6放置在相

邻箱型免拆模3的带搭接槽36的侧边形成的主梁1截面内，并将箱型免拆模3在搭接槽36内

的两排搭接筋34与主梁箍筋62绑扎在一起，如附图4所示；

S4.2、将次梁钢筋7放置在相邻箱型免拆模3经凸榫32与凹槽33插接形成的次梁2截面

内，与主梁钢筋6绑扎在一起，如附图7所示；

S4.3、将现浇板钢筋网5放置在箱型免拆模3顶部，并将现浇底板钢筋网5与箱型免拆模

3顶部的搭接筋34绑扎在一起。

[0021] S5、管道安装：箱型免拆模3内的数个分隔仓内根据管线设计要求安装预留管线8

与暖通设备等，如附图3所示。

[0022] S6、浇筑混凝土：按照施工方案分层浇筑主梁1、次梁2混凝土，再浇筑现浇板4混凝

土，并进行养护。

[0023] S7、上一层结构柱及楼板施工：混凝土达到设计强度的70%，按照S2~S6顺序进行上

一层结构柱及楼板施工。

[0024] S8、支撑拆除：主梁1、次梁2及现浇板4达到指定强度后按照支撑搭设的逆顺序拆

除支撑。

[0025] 上述实施例仅用于解释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构思，而非对本发明权利保护的限定，

凡利用此构思对本发明进行非实质性的改动，均应落入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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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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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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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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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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