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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错位矩阵方仓的优

化滑模结构施工工艺，包括如下步骤：进行施工

准备，对滑模系统的各部分分别进行设计，再对

滑模装置进行BIM模拟施工；对滑模装置进行施

工，将滑升模块组装，对千斤顶及油路进行布置，

对组装好的装置进行质量检测；完成滑模系统的

组装后，对仓壁滑模施工，进行钢筋施工，混凝土

浇筑、提升，再按照滑模施工的进度计划来进行；

仓顶砼浇筑完成后，开始拆除滑升系统，根据拆

除以先装后拆为原则，再跟塔吊配合完成拆除；

垂直、扭转的测量，进行施工检测并且采取监控

措施。本发明借助BIM模拟工况优化施工工艺，通

过停滑、滑空、二次组装、钢筋预埋套筒连接等，

解决了矩阵仓、不同标高、错层结构后的施工难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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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错位矩阵方仓的优化滑模结构施工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1.进行施工准备，对滑模系统的各部分分别进行设计，再对滑模装置进行BIM模拟

施工；

步骤2.对滑模装置进行施工，将滑升模块组装，对千斤顶及油路进行布置，对组装好的

装置进行质量检测；

步骤3.完成滑模系统的组装后，对仓壁滑模施工，进行钢筋施工，混凝土浇筑、提升，再

按照滑模施工的进度计划来进行；

步骤4.仓顶砼浇筑完成后，开始拆除滑升系统，根据拆除以先装后拆为原则，再跟塔吊

配合完成拆除；

步骤5.垂直、扭转的测量，进行施工检测并且采取监控措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错位矩阵方仓的优化滑模结构施工工艺，其特征在于：在

步骤1中，所述滑模系统设计包括液压提升系统、模板系统、围圈、滑升平台系统、吊脚手架

和施工精度控制系统。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用于错位矩阵方仓的优化滑模结构施工工艺，其特征在于：所

述围圈由斜撑与直撑装配成桁架式，所述围圈桁架与操作平台的支撑桁架向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错位矩阵方仓的优化滑模结构施工工艺，其特征在于：在

步骤2中，进行滑模装置的组装，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1.将钢筋进行放样、采购、制作和绑扎，并进行复检；

步骤2.模板系统放样，进行材料准备，拼装开字架并且制作围圈；

步骤3.隐蔽验收钢筋结构，安装开字架进行模板拼接；

步骤4.提升系统放样，进行材料准备，对千斤顶、油管、油泵检测，安装上千斤顶，制作

支撑杆，安装支撑杆就位；

步骤5.操作平台系统放样，进行材料准备，搭设平台支架，对平台进行铺设，搁置仓顶

钢梁，安装油泵、油管；

步骤6.安装照明系统，综合验收滑模系统，试滑后对模板下口进行补缝；

步骤7.垂直运输机就位安装，验收后，负荷试运转，脚手架搭设，进入滑模施工阶段。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错位矩阵方仓的优化滑模结构施工工艺，其特征在于：在

步骤3中，进行仓壁滑模施工，内外竖筋、采用环筋绑扎连接——预埋、预留——对仓壁进行

混凝土浇筑、提升——仓壁的表面进行处理、养护——垂直、扭转的测量、预防与纠正——

支承杆进行加固——将滑模系统拆除。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用于错位矩阵方仓的优化滑模结构施工工艺，其特征在于：所

述滑模的滑升过程中遇到特殊情况采取停工处理时，需要按照规定要求设置施工缝。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用于错位矩阵方仓的优化滑模结构施工工艺，其特征在于：所

述滑模系统拆除时，加固支撑杆的同时清除多余荷载滑模，拆除油路、油泵——利用塔吊拆

除高架平台——拆除操作平台、栏杆、安全网——利用塔吊拆除内、外模板——拆除支撑、

提升架、千斤顶——支撑杆堵头。

8.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用于错位矩阵方仓的优化滑模结构施工工艺，其特征在于：所

述仓壁采用喷淋进行养护，所述吊脚手架上设有环型PRR管，所述PRR管上设有多个开孔，所

述开孔的开口方向对准仓壁混凝土面，所述PRR管通过增压泵加压连接供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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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错位矩阵方仓的优化滑模结构施工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滑模工程辅助装置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用于错位矩阵方仓的优化滑

模结构施工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滑模工程技术是我国现浇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中机械化程度高、施工速度快、现

场场地占用少、结构整体性强、抗震性能好、安全作业有保障、环境与经济综合效益显著的

一种施工技术，通常简称为“滑模”。滑模施工与常规施工方法相比，这种施工工艺具有施工

速度快、机械化程度高、可节省支模和搭设脚手架所需的工料、能较方便地将模板拆散和灵

活组装并可重复使用的优点。

[0003] 而目前在施工矩阵仓、不同标高、错层结构时，采用混凝土剪力墙错层结构；使用

滑模工程技术，直接照搬施工规范，不会很好结合工程的实际情况，但是滑模效率低，增加

施工的的难度和后期使用的危险性。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提供一种用于错位矩阵方仓的优化滑模结构施工工艺，借助

BIM模拟工况优化施工工艺，通过停滑、滑空、二次组装、钢筋预埋套筒连接等，解决了矩阵

仓、不同标高、错层结构后的施工难题。

[0005] 为了实现上述发明目的，本发明采用了以下技术方案：一种用于错位矩阵方仓的

优化滑模结构施工工艺，包括如下步骤：步骤1.进行施工准备，对滑模系统的各部分分别进

行设计，再对滑模装置进行BIM模拟施工；

步骤2.对滑模装置进行施工，将滑升模块组装，对千斤顶及油路进行布置，对组装好的

装置进行质量检测；

步骤3.完成滑模系统的组装后，对仓壁滑模施工，进行钢筋施工，混凝土浇筑、提升，再

按照滑模施工的进度计划来进行；

步骤4.仓顶砼浇筑完成后，开始拆除滑升系统，根据拆除以先装后拆为原则，再跟塔吊

配合完成拆除；

步骤5.垂直、扭转的测量，进行施工检测并且采取监控措施。

[0006] 优选的，在步骤1中，所述滑模系统设计包括液压提升系统、模板系统、围圈、滑升

平台系统、吊脚手架和施工精度控制系统。

[0007] 优选的，所述围圈由斜撑与直撑装配成桁架式，所述围圈桁架与操作平台的支撑

桁架相连接。

[0008] 优选的，在步骤2中，进行滑模装置的组装，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1.将钢筋进行放样、采购、制作和绑扎，并进行复检；

步骤2.模板系统放样，进行材料准备，拼装开字架并且制作围圈；

步骤3.隐蔽验收钢筋结构，安装开字架进行模板拼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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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提升系统放样，进行材料准备，对千斤顶、油管、油泵检测，安装上千斤顶，制作

支撑杆，安装支撑杆就位；

步骤5.操作平台系统放样，进行材料准备，搭设平台支架，对平台进行铺设，搁置仓顶

钢梁，安装油泵、油管；

步骤6.安装照明系统，综合验收滑模系统，试滑后对模板下口进行补缝；

步骤7.垂直运输机就位安装，验收后，负荷试运转，脚手架搭设，进入滑模施工阶段。

[0009] 优选的，在步骤3中，进行仓壁滑模施工，内外竖筋、采用环筋绑扎连接——预埋、

预留——对仓壁进行混凝土浇筑、提升——仓壁的表面进行处理、养护——垂直、扭转的测

量、预防与纠正——支承杆进行加固——将滑模系统拆除。

[0010] 优选的，所述滑模的滑升过程中遇到特殊情况采取停工处理时，需要按照规定要

求设置施工缝。

[0011] 优选的，所述滑模系统拆除时，加固支撑杆的同时清除多余荷载滑模，拆除油路、

油泵——利用塔吊拆除高架平台——拆除操作平台、栏杆、安全网——利用塔吊拆除内、外

模板——拆除支撑、提升架、千斤顶——支撑杆堵头。

[0012] 优选的，所述仓壁采用喷淋进行养护，所述吊脚手架上设有环型PRR管，所述PRR管

上设有多个开孔，所述开孔的开口方向对准仓壁混凝土面，所述PRR管通过增压泵加压连接

供水管。

[0013] 与现有技术相比，采用了上述技术方案的用于错位矩阵方仓的优化滑模结构施工

工艺，具有如下有益效果：采用本发明的用于错位矩阵方仓的优化滑模结构施工工艺，通过

BIM模拟工况优化施工工艺，停滑、滑空及二次组装等方式，使得较难的工程能够轻易解决，

并且使用的模板组装拆卸后能够重复使用。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本发明用于错位矩阵方仓的优化滑模结构施工工艺实施例的工艺流程图；

图2为本实施例中组装滑模装置的工艺流程图；

图3为本实施例中滑模系统拆除的工艺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描述。

[0016] 如图1所示为用于错位矩阵方仓的优化滑模结构施工工艺的工艺流程图，包括如

下步骤：步骤1.进行施工准备，对滑模系统的各部分分别进行设计，滑模系统设计包括液压

提升系统、模板系统、围圈、滑升平台系统、吊脚手架和施工精度控制系统。围圈既是模板的

支撑体系，又要承担操作平台等其它设备的施工荷载，由斜撑与直撑装配成桁架式，围圈桁

架与操作平台的支撑桁架相连接。再对滑模装置进行BIM模拟施工。

[0017] 步骤2.对滑模装置进行施工，将滑升模块组装，对组装好的装置进行质量检测。如

图2所示为组装滑模装置的工艺流程图，包括以下步骤：

（1）将钢筋进行放样、采购、制作和绑扎，并进行复检；

（2）模板系统放样，进行材料准备，拼装开字架并且制作围圈；

（3）隐蔽验收钢筋结构，安装开字架进行模板拼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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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提升系统放样，进行材料准备，对千斤顶、油管、油泵检测，安装上千斤顶，制作支撑

杆，安装支撑杆就位；

（5）操作平台系统放样，进行材料准备，搭设平台支架，对平台进行铺设，搁置仓顶钢

梁，安装油泵、油管；

（6）安装照明系统，综合验收滑模系统，试滑后对模板下口进行补缝；

（7）垂直运输机就位安装，验收后，负荷试运转，脚手架搭设，进入滑模施工阶段。

[0018] 步骤3.完成滑模系统的组装后，对仓壁滑模施工，进行钢筋施工，混凝土浇筑、提

升，再按照滑模施工的进度计划来进行。进行仓壁滑模施工，内外竖筋、采用环筋绑扎连接；

在滑升前准备好预埋件和预留孔，预埋预留由专人负责，需凿出的预埋件、预留孔、预留插

筋一旦出模立即凿出，注意找准位置再进行，以免影响仓壁表现，各种预埋预留件均不得与

仓壁环筋焊接，预留洞口两侧砼须对称浇筑；对仓壁进行混凝土浇筑、提升滑模的滑升过程

中遇到特殊情况采取停工处理时，需要按照规定要求设置施工缝；仓壁的表面进行处理、养

护，仓壁采用喷淋进行养护，吊脚手架上设有环型PRR管，PRR管上设有多个开孔，开孔的开

口方向对准仓壁混凝土面，PRR管通过增压泵加压连接供水管。组装完成后，进行垂直、扭转

的测量、预防与纠正；对支承杆进行加固，如工艺要求支承杆全部脱空时，支承杆应加固，要

求支承杆竖直，接头焊接牢靠。加固时注意保持加固围圈及水平拉结杆以上支承杆最大脱

空长度不超过2.2米。预留洞口处支承杆可在支承杆一侧加设立钢管架子加固。筒壁内支承

杆可采用短钢筋加焊在竖向钢筋上，形成整体骨架以减少杆件的计算长度。再将滑模系统

拆除。

[0019] 步骤4.仓顶板模板拆除,仓顶板混凝土浇筑完成后，不立即拆除模板，而是先施工

上层结构（此时仓顶板混凝土处于养护期），待上层结构完成及混凝土达到拆模强度后拆除

仓顶板支撑体系及模板。支撑体系拆除后钢管、扣件等材料通过仓顶人孔位置传递至仓顶

板位置。开始拆除滑升系统，根据拆除以先装后拆为原则，再跟塔吊配合完成拆除。如图3所

示为滑模系统拆除的工艺流程图，滑模系统拆除时，加固支撑杆的同时清除多余荷载滑模，

拆除油路、油泵；利用塔吊拆除高架平台；拆除操作平台、栏杆、安全网；利用塔吊拆除内、外

模板；拆除支撑、提升架、千斤顶；支撑杆堵头。

[0020] 步骤5.垂直、扭转的测量，进行随时的施工检测并且采取监控措施。根据现场实际

情况，在外挑平台上挂设12只自制线锤，并用激光经纬仪配合，在整板基础面相应位置做出

红油标志，滑升时，每90厘米检验一次测量相对标志偏移值，纠偏纠扭时每30厘米检验一

次，项目部准备在现场采用钢尺、线锤、水准仪和经纬仪对支模系统进行施工过程的监测。

根据现场实际情况，项目部准备在现场采用钢尺、线锤、水准仪和经纬仪对支模系统进行施

工过程的监测。

[0021] 在本实施例中，针对储存小米的麦仓，施工为现浇钢筋混凝土错位矩阵方仓，仓底

错层与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车间连接，并且仓顶为高空现浇钢筋混凝土板。麦仓为16连体，

各仓轴线尺寸为3.7米乘以3.125米，壁厚为160毫米，高度23.05米，标高从7.45米到30.50

米，仓顶为钢筋砼平顶板，其中有10个仓仓底全封闭。

[0022] 在设计液压提升系统时，采用2台YKT—56型液压控制台，液压系统千斤顶使用

GYD60滚珠式千斤顶120台，每榀提升架设置一台GYD60滚珠式千斤顶。本麦仓共设120榀提

升架，每方格3700毫米乘以3125毫米，每边均设3榀提升架，布置均匀并合理，一次行程为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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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米，额定顶推力60KN，施工设计时取额定顶推力50%计算为30KN，保证整个滑模体系的安

全爬升。支承杆为直径48.3毫米乘以3.6毫米的普通建筑钢管，支撑杆初次安装应选6米和3

米两种高度，依次错开安装，接头不在同一水平面。支撑杆对接连接选用焊接连接，钢管管

口对接应满焊，焊接质量要求必须达Ⅱ级焊缝标准。焊接后用电动砂轮磨光机磨平。模板围

圈以管卡勾头螺丝拉结模板，每条拼缝不少于2个。安装好的模板单面倾斜度为模板高度的

0.2到0.5%。按规范要求模板高二分之一处净距为结构截面尺寸。

[0023] 吊脚手架的吊杆采用钢管扣件连接，吊脚手架的吊杆上下端均另用扣件拧紧作防

滑保险扣，连接处再用18钢筋弯成L形把扣件连接的两根钢管作焊接加固，做到安全万无一

失。其铺板宽度不应窄于30厘米，厚度不小于4厘米，铺板长度不少于4米。吊脚手架内、外侧

必须设置防护栏杆高度不低于1.2米，并牢挂尼龙安全网从底部到两侧城整体防护网。用水

准仪或水平管测量水平面，在仓壁外两个轴线上设四个点，用线坠可做垂直度的测量。为保

证支撑杆连接时垂直，每次支撑杆连接前用水平尺进行垂直度检测，当支撑杆焊接完毕后

再次用水平尺进行垂直度检测。

[0024] 在对麦仓进行滑模施工工况BIM演示时，麦仓实际滑升高度22.93m，一次性组装16

个仓体同时滑模施工，保证仓体不存在水平与竖向施工缝。滑模组装完成、初次浇筑900mm

高混凝土；滑升2.m左右、安装吊脚手架；每次浇筑300mm高混凝土滑升一次、连续施工至顶。

[0025] 对麦仓进行滑模平台组装，麦仓的四周和内剪力墙共设120榀提升架，提升架之间

用钢管连接组装。四周外侧平台1.8米宽、设置栏杆高度1.2米,内侧用钢管搭设刚性满桁

架，滑升平台组装好上面铺设40毫米乘以40毫米的方管和3毫米厚花纹钢板铺成施工人员

操作平台，滑模平台下口满挂安全网，外侧四周栏杆设置密目安全网。砼按30厘米分层浇

筑，每一分层砼从开始浇筑至结束须经过四至三层浇筑时间才出模，按控制砼出模时间不

大于5小时考虑，则容许每分层砼浇筑时间为75分钟。油管必须均匀布置，确保送油速度同

步，方可确保滑模质量。

[0026] 拆除支撑平台，拆除前先将仓顶板支撑平台采用钢丝绳反吊在仓顶板上，人系好

五点式安全带通过人孔下到平台上，割除直径22毫米的吊拉钢筋，将4角卷扬机钢丝绳锁扣

好平台，然后每仓4个角配置1台2吨的小型卷扬机，将支撑平台降至仓底解体，清运出所有

材料。麦仓10个仓底板没有洞口的，采用卷扬机从顶板洞口运出。在10个仓底板中间位置预

留800乘以800的上人孔，人员材料从此洞口进出，安全方便。上人爬梯采用附着外脚手架设

置的方案，搭设高度33米，平面尺寸为4.0米乘以6.0米,采用之字型斜道，坡道入口处设置

1.2米宽通道，上面设置两层防护层。最后底板钢筋焊接连接、补浇混凝土封闭。

[0027] 以上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不脱离本发明原

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变型和改进，这些也应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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