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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建筑施工技术领域，且公开了一

种基于BIM技术的整体装配式建筑中叠合板现浇

板带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在施工现场内的

一定区域内布置成预购件的堆放场地，在施工现

场设置叠合板专用的堆场，为了方便吊装，必须

在楼侧边靠近塔吊处设置构件临时堆放场地，并

做好场地硬化，在堆放场地四周要设置排水沟。

该基于BIM技术的整体装配式建筑中叠合板现浇

板带施工方法，通过充分利用施工现场有限空

间，对现浇柱钢筋绑扎、现浇柱模板支设、预制叠

合板及现浇梁支架搭设、现浇梁模板铺设和预制

叠合板吊装等流程施工顺序进行优化排布，降低

各工序穿插施工造成的制约影响，缩短标准层施

工工期，提高了施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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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BIM技术的整体装配式建筑中叠合板现浇板带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以下步骤：

1)在施工现场内的一定区域内布置成预购件的堆放场地，在施工现场设置叠合板专用

的堆场，为了方便吊装，必须在楼侧边靠近塔吊处设置构件临时堆放场地，并做好场地硬

化，在堆放场地四周要设置排水沟，避免堆放场地积水，影响构件堆放及吊装，构件堆放场

地要做好安全围挡，悬挂标识，堆放的支点位置同吊点，当无吊环时在距板端(L+120mm)/5

的位置，叠合板堆垛底下垂直叠合板长向紧靠吊环处应放通长垫木，板之间垫木应上下对

齐、对正、垫平和垫实，不同板号应分别码放，叠合板的叠堆高度不大于层，预应力带肋叠合

板堆放后应作储放标识，并明显警示禁止人员攀爬和踩踏，叠合板堆放期不得超过两个月，

施工前按照施工编号顺序由运输车辆将叠合板运至施工处；

2)检查支座及板缝硬架支模上的平面标高，用测量仪器从两个不同的观测点上测量

墙、梁及硬架支模的水平楞的顶面标高，复核墙板的轴线，并进行校正，校正完毕之后安装

叠合板的临时支撑体系，根据叠合板实际配筋，计算叠合板的可承受弯矩M1，对叠合板自重

及施工荷载进行组合：G＝1.2G1自重+1.4G活载，根据L1≤(8M1/G)1/2初步确定支撑最大排

距L1，在不考虑板内分布筋的承载力时，根据横肋支撑木枋材料及规格确定其可承受的弯

矩M2，对叠合板自重及施工荷载进行组合：G’＝1.2G1自重+1.4G活载，根据L2≤(8M2/G’)1/

2确定横肋下支撑最大间距L2，根据上述计算结果L1、L2，调整水平杆步距，并对立杆进行稳

定性验算，最后确定合理的、经济的和便于施工的立杆间距和水平杆步距；

3)在结构图中标出预埋的线管、线盒、放线洞和传料洞的具体位置，由叠合板厂家进行

二次深化设计并生产，深化后的图中应将每个部位的叠合板进行编号标注，按编号生产后

的叠合板表面应同时标注与深化图相同的编号，叠合板运至现场后按照每一块板表面上的

编号结合叠合板安装图进行安装布置，运用吊机吊装前与厂家沟通好叠合楼板的供应数量

和进场时间，确保吊装顺利进行，楼板吊装前应将支座基础面及楼板底面清理干净，避免点

支撑，每块楼板起吊用4个吊点，吊点位置为格构梁上弦与腹筋交接处，距离板端为整个板

长的1/4到1/5之间，吊装索链采用专用索链和4个闭合钓钩，平均分担受力，多点均衡起吊，

单个索链长度为4M，吊装时先吊铺边缘窄板，然后按照顺序吊装剩下来的板，叠合板吊装应

对准平弹线缓慢下降，避免冲击，应按设计图纸或叠合板安装布置图对号入座，用撬棍按图

纸要求的支座处搁置长度轻轻地调整对线，必要时借助塔吊绷紧吊绳(但板不离支座)，铺

以人工用撬棍共同调整长度，保证叠合板之间及板与梁、墙和柱之间的间距符合设计图纸

的要求，且保证叠合板与墙、柱和梁的净间距大于钢筋保护层，安装叠合板前要先将叠合板

一端伸出的钢筋向下弯90°，安装时先将伸出钢筋未向下弯的一端伸入梁内，将板端搁置在

梁侧模上，然后将另一端(伸出钢筋向下弯15mm，叠合板安装就位后，应及时整理叠合板两

端甩出的锚固钢筋，锚固钢筋应伸入墙内或梁内，不得向上或向下弯成与板面垂直，亦不得

将其压于板下，且要保证与梁或墙有足够的锚固长度大于150mm，，楼板铺设完毕后，板的下

边缘不应该出现高低不平的情况，也不应出现空隙，局部无法调整避免的支座处出现的空

隙应做封堵处理，支撑柱可以作适当调整，使板的底面保持平整，无缝隙，预制板吊装校正

后，预制板的预制钢筋伸入梁内，叠合板深入梁(墙)侧模的长度不小于15mm，并按图纸绑扎

板负弯矩钢筋，浇筑叠合层混凝土，使预制层与叠合层形成整体项目，预制板厚为60mm，后

浇叠合层为70mm，叠合板搁置在现浇梁(板)上，砼同时浇浇筑，现浇梁(板)侧模上口宜贴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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沫胶带，以防止漏浆，叠合板尽可能一次就位，以防止撬动时损坏叠合板，叠合板之间拼缝

应严密；

4)当叠合层混凝土强度达到设计强度的50％时，可拆除两端支撑，待上一层叠合层混

凝土浇筑完毕，方可拆除下一层的全部支撑。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BIM技术的整体装配式建筑中叠合板现浇板带施工

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叠合板运输方式采用平放运输，叠合板放置时底部设置通长

木条，并用紧绳与运输车固定，可叠放运输，叠放层不得超过10层，运输车辆采用长14米，载

重量40T的平板车。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BIM技术的整体装配式建筑中叠合板现浇板带施工

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中临时支撑的安装要求如下，立杆应尽量不用接头，如有接

头，应相互错开，支撑下部应有扫地杆，扫地杆距楼地面≤200，并拉通，水平杆步距1500，立

杆顶端采用可调顶撑，以方便调节支撑标高，在同一开间内，横肋应拉通平直布置，板跨中

的支撑应根据跨中起拱要求而调整高度，整个支撑体系应稳定和牢固。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BIM技术的整体装配式建筑中叠合板现浇板带施工

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中临时支撑采用立杆、可调顶撑和横助木方，立杆采用承插

式满堂脚手架，横助木方采用5*8cm的木方，安装工具包括水准仪、塔尺、水平尺、冲击钻、橡

胶垫、专用吊钩、铁锤、撬棍、扳手和锚固螺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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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BIM技术的整体装配式建筑中叠合板现浇板带施工

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建筑施工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基于BIM技术的整体装配式建筑中叠

合板现浇板带施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传统生产方式由于资源消耗大，人力资源短缺，开始制约行业的发展，住宅产业

化，是用现代科学技术对传统住宅产业进行全面和系统的改造，通过优化资源配置，降低资

源消耗，提高住宅的工程质量、功能质量和环境质量，提高住宅建筑劳动生产率水平，以实

现住宅建筑可持续发展，叠合板施工工艺作为新兴的绿色环保节能型建筑新技术，符合产

业化发展潮流，必将成为住宅产业化一个重要发展方向。

[0003] 设计叠合板同现浇板交错布置，支模架体系搭设难度大，支架搭设、模板铺设及加

固、叠合板吊装和现浇梁板钢筋绑扎等工序穿插较多，常出现相互制约、影响施工质量及工

期的情况，故而提出一种基于BIM技术的整体装配式建筑中叠合板现浇板带施工方法来解

决上述所提出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一)解决的技术问题

[0005]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基于BIM技术的整体装配式建筑中叠合

板现浇板带施工方法，具备操作简单，改善了预制叠合板装配施工工序组织难关，提高了施

工质量及进度的优点，解决了支架搭设、模板铺设及加固、叠合板吊装和现浇梁板钢筋绑扎

等工序穿插较多，常出现相互制约、影响施工质量及工期的问题。

[0006] (二)技术方案

[0007] 为实现上述操作简单，改善了预制叠合板装配施工工序组织难关，提高了施工质

量及进度的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基于BIM技术的整体装配式建筑中叠合板

现浇板带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8] 1)在施工现场内的一定区域内布置成预购件的堆放场地，在施工现场设置叠合板

专用的堆场，为了方便吊装，必须在楼侧边靠近塔吊处设置构件临时堆放场地，并做好场地

硬化，在堆放场地四周要设置排水沟，避免堆放场地积水，影响构件堆放及吊装，构件堆放

场地要做好安全围挡，悬挂标识，堆放的支点位置同吊点，当无吊环时在距板端(L+120mm)/

5的位置，叠合板堆垛底下垂直叠合板长向紧靠吊环处应放通长垫木，板之间垫木应上下对

齐、对正、垫平和垫实，不同板号应分别码放，叠合板的叠堆高度不大于层，预应力带肋叠合

板堆放后应作储放标识，并明显警示禁止人员攀爬和踩踏，叠合板堆放期不得超过两个月，

施工前按照施工编号顺序由运输车辆将叠合板运至施工处；

[0009] 2)检查支座及板缝硬架支模上的平面标高，用测量仪器从两个不同的观测点上测

量墙、梁及硬架支模的水平楞的顶面标高，复核墙板的轴线，并进行校正，校正完毕之后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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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叠合板的临时支撑体系，根据叠合板实际配筋，计算叠合板的可承受弯矩M1，对叠合板自

重及施工荷载进行组合：G＝1.2G1自重+1.4G活载，根据L1≤(8M1/G)1/2初步确定支撑最大

排距L1，在不考虑板内分布筋的承载力时，根据横肋支撑木枋材料及规格确定其可承受的

弯矩M2，对叠合板自重及施工荷载进行组合：G’＝1.2G1自重+1.4G活载，根据L2≤(8M2/G’)

1/2确定横肋下支撑最大间距L2，根据上述计算结果L1、L2，调整水平杆步距，并对立杆进行

稳定性验算，最后确定合理的、经济的和便于施工的立杆间距和水平杆步距；

[0010] 3)在结构图中标出预埋的线管、线盒、放线洞和传料洞的具体位置，由叠合板厂家

进行二次深化设计并生产，深化后的图中应将每个部位的叠合板进行编号标注，按编号生

产后的叠合板表面应同时标注与深化图相同的编号，叠合板运至现场后按照每一块板表面

上的编号结合叠合板安装图进行安装布置，运用吊机吊装前与厂家沟通好叠合楼板的供应

数量和进场时间，确保吊装顺利进行，楼板吊装前应将支座基础面及楼板底面清理干净，避

免点支撑，每块楼板起吊用4个吊点，吊点位置为格构梁上弦与腹筋交接处，距离板端为整

个板长的1/4到1/5之间，吊装索链采用专用索链和4个闭合钓钩，平均分担受力，多点均衡

起吊，单个索链长度为4M，吊装时先吊铺边缘窄板，然后按照顺序吊装剩下来的板，叠合板

吊装应对准平弹线缓慢下降，避免冲击，应按设计图纸或叠合板安装布置图对号入座，用撬

棍按图纸要求的支座处搁置长度轻轻地调整对线，必要时借助塔吊绷紧吊绳(但板不离支

座)，铺以人工用撬棍共同调整长度，保证叠合板之间及板与梁、墙和柱之间的间距符合设

计图纸的要求，且保证叠合板与墙、柱和梁的净间距大于钢筋保护层，安装叠合板前要先将

叠合板一端伸出的钢筋向下弯90°，安装时先将伸出钢筋未向下弯的一端伸入梁内，将板端

搁置在梁侧模上，然后将另一端(伸出钢筋向下弯15mm，叠合板安装就位后，应及时整理叠

合板两端甩出的锚固钢筋，锚固钢筋应伸入墙内或梁内，不得向上或向下弯成与板面垂直，

亦不得将其压于板下，且要保证与梁或墙有足够的锚固长度大于150mm，，楼板铺设完毕后，

板的下边缘不应该出现高低不平的情况，也不应出现空隙，局部无法调整避免的支座处出

现的空隙应做封堵处理，支撑柱可以作适当调整，使板的底面保持平整，无缝隙，预制板吊

装校正后，预制板的预制钢筋伸入梁内，叠合板深入梁(墙)侧模的长度不小于15mm，并按图

纸绑扎板负弯矩钢筋，浇筑叠合层混凝土，使预制层与叠合层形成整体项目，预制板厚为

60mm，后浇叠合层为70mm，叠合板搁置在现浇梁(板)上，砼同时浇浇筑，现浇梁(板)侧模上

口宜贴泡沫胶带，以防止漏浆，叠合板尽可能一次就位，以防止撬动时损坏叠合板，叠合板

之间拼缝应严密；

[0011] 4)当叠合层混凝土强度达到设计强度的50％时，可拆除两端支撑，待上一层叠合

层混凝土浇筑完毕，方可拆除下一层的全部支撑。

[0012] 优选的，所述步骤1)叠合板运输方式采用平放运输，叠合板放置时底部设置通长

木条，并用紧绳与运输车固定，可叠放运输，叠放层不得超过10层，运输车辆采用长14米，载

重量40T的平板车。

[0013] 优选的，所述步骤2)中临时支撑的安装要求如下，立杆应尽量不用接头，如有接

头，应相互错开，支撑下部应有扫地杆，扫地杆距楼地面≤200，并拉通，水平杆步距1500，立

杆顶端采用可调顶撑，以方便调节支撑标高，在同一开间内，横肋应拉通平直布置，板跨中

的支撑应根据跨中起拱要求而调整高度，整个支撑体系应稳定和牢固。

[0014] 优选的，所述步骤2)中临时支撑采用立杆、可调顶撑和横助木方，立杆采用承插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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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堂脚手架，横助木方采用5*8cm的木方，安装工具包括水准仪、塔尺、水平尺、冲击钻、橡胶

垫、专用吊钩、铁锤、撬棍、扳手和锚固螺栓等。

[0015] (三)有益效果

[001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基于BIM技术的整体装配式建筑中叠合板现

浇板带施工方法，具备以下有益效果：

[0017] 该基于BIM技术的整体装配式建筑中叠合板现浇板带施工方法，通过充分利用施

工现场有限空间，对现浇柱钢筋绑扎、现浇柱模板支设、预制叠合板及现浇梁支架搭设、现

浇梁模板铺设、预制叠合板吊装和现浇梁板钢筋绑扎等流程施工顺序进行优化排布，细化

各工序移交标准，降低各工序穿插施工造成的制约影响，减少人工投入，缩短标准层施工工

期，保障施工质量，提高了施工效率，在施工过程中能产生较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能促进

装配式建筑的施工管理水平发展，在采用预制叠合板与现浇梁柱的装配式建筑工程中推广

应用具有重要意义，提高建筑混凝土预制率对降低施工难度、节省人工成本具有显著作用。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的实施例，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

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

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

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19] 实施例一：

[0020] 检查支座及板缝硬架支模上的平面标高，用测量仪器从两个不同的观测点上测量

墙、梁及硬架支模的水平楞的顶面标高，复核墙板的轴线，并进行校正，校正完毕之后安装

叠合板的临时支撑体系，根据叠合板实际配筋，计算叠合板的可承受弯矩M1，对叠合板自重

及施工荷载进行组合：G＝1.2G1自重+1.4G活载，根据L1≤(8M1/G)1/2初步确定支撑最大排

距L1，在不考虑板内分布筋的承载力时，根据横肋支撑木枋材料及规格确定其可承受的弯

矩M2，对叠合板自重及施工荷载进行组合：G’＝1.2G1自重+1.4G活载，根据L2≤(8M2/G’)1/

2确定横肋下支撑最大间距L2，根据上述计算结果L1、L2，调整水平杆步距，并对立杆进行稳

定性验算，最后确定合理的、经济的和便于施工的立杆间距和水平杆步距，木方支撑间距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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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0022]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通过充分利用施工现场有限空间，对现浇柱钢筋绑扎、现浇

柱模板支设、预制叠合板及现浇梁支架搭设、现浇梁模板铺设、预制叠合板吊装和现浇梁板

钢筋绑扎等流程施工顺序进行优化排布，细化各工序移交标准，降低各工序穿插施工造成

的制约影响，减少人工投入，缩短标准层施工工期，保障施工质量，提高了施工效率，在施工

过程中能产生较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能促进装配式建筑的施工管理水平发展，在采用预

制叠合板与现浇梁柱的装配式建筑工程中推广应用具有重要意义，提高建筑混凝土预制率

对降低施工难度、节省人工成本具有显著作用，解决了支架搭设、模板铺设及加固、叠合板

吊装和现浇梁板钢筋绑扎等工序穿插较多，常出现相互制约、影响施工质量及工期的问题。

[0023] 尽管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实施例，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

理解在不脱离本发明的原理和精神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些实施例进行多种变化、修改、替换

和变型，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及其等同物限定。

说　明　书 4/4 页

7

CN 110306707 A

7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DES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