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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有顶盖钢料仓顶部框架平台支模、脱模

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a、有顶盖钢料

仓顶部框架平台支模，在每个限位器支座上采用

一组200×110mm斜垫铁，预先将原设计间隙25mm

增加8mm达到33mm，b、有顶盖钢料仓顶部框架平

台脱模、拆模，用若干台千斤顶顶起整个钢料仓，

取出预先设置的斜垫铁组。本发明的有顶盖钢料

仓顶部框架平台支模、脱模方法具有钢料仓整体

预顶升的装置结构简单、搭设方便，钢料仓整体

预顶升的工程质量安全可靠，解决了模板支护系

统无法脱模拆除的难题，加快工程进度和降低工

程成本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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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有顶盖钢料仓顶部框架平台支模、脱模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a、有顶盖钢料仓顶部框架平台支模

按照要求将每组支座安装于16.3m标高平台上，在每个限位器支座上采用一组200×

110mm斜垫铁，预先将原设计间隙25mm增加8mm达到33mm；通过预先调整每组支座标高，将钢

料仓提高8mm，使钢料仓顶盖到顶部砼主梁底部空间的实际空间尺寸92mm；选用模板规格为

12mm厚，木方规格80×50mm，使模板达92mm厚度直接放置于有顶钢料仓顶盖上完成模板支

护，帮助钢料仓和上方的21.8m标高平台施工完成；

b、有顶盖钢料仓顶部框架平台脱模、拆模

在有顶盖钢料仓顶部的砼框架平台施工养护完成后，用若干台千斤顶顶起整个钢料

仓，取出预先设置的斜垫铁组，加上本身设计的25mm间隙，放下钢料仓于限位支座上面后，

上部大梁与钢料仓顶部形成33mm空间，以脱掉砼主梁下的模板；作业人员从检修孔洞进入

拆模；模板拆除完毕后，采用活动盖板覆盖于孔洞之上，然后再用千斤顶将钢料仓顶到设计

的顶部标高+21000，安装重力传感器。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有顶盖钢料仓顶部框架平台支模、脱模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每组支座包括千斤顶支座，传感器支座和限位器支座。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有顶盖钢料仓顶部框架平台支模、脱模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21.8m标高平台施工完成前预先在21.8m平台上增加600×600mm检修孔洞，以使作业人员从

检修孔洞进入待拆模空间作业。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有顶盖钢料仓顶部框架平台支模、脱模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千斤顶为4台。

5.如权利要求1或4所述的有顶盖钢料仓顶部框架平台支模、脱模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千斤顶的每台起重量为30t～50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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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顶盖钢料仓顶部框架平台支模、脱模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框架平台支模、脱模方法，具体地说，是一种有顶盖钢料仓顶部框

架平台支模、脱模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越南台塑河静钢铁厂烧结一期工程中主配料室钢料仓分返矿仓、混匀矿仓、燃料

矿仓、蛇纹石矿仓、石灰石矿仓5种，共36个，钢料仓由圆形筒体、环形底座、支座、锥体及顶

盖（混匀矿钢料仓无顶盖）组成。支座安装在+16.3m砼平台上，环形底座安装于支座上，下半

部及椎体部悬挂于16.3m砼平台下方，底部法兰标高3.5m。钢料仓上部筒体直径Ø8.2m，顶盖

标高+21.0m，钢料仓顶部为+21.8m砼平台。钢料仓最小重量90t，最大130t，共约3725t。

[0003] 台塑河静钢铁厂烧结一期工程中钢料仓布置于混凝土框架结构内，整体布局紧

凑，钢料仓几何尺寸大，钢料仓顶盖与顶部混凝土平台仅100mm间隙。配料室共有20个有顶

盖钢料仓和16个无顶盖钢料仓。

[0004]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的大梁梁底距离钢料仓顶盖间隙为100mm的示意图。对于有顶

盖钢料仓的上部框架结构，在施工钢料仓时，已计算大梁梁底距离钢料仓顶盖间隙为

100mm。如果按照常规方法按部就班地施工，在有顶盖钢料仓在安装完以后、施工其上部框

架平台结构时，模板支护系统只能架在有顶盖钢料仓的顶盖上。而直接架在钢料仓的顶盖

上的施工措施，等上部混凝土框架平台结构养护好以后，模板支护系统被混凝土结构压得

死死的，将无法脱模拆除。

[0005] 因此已知的有顶盖钢料仓顶部框架平台支模、脱模存在着上述种种不便和问题。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出一种将钢料仓整体预顶升的有顶盖钢料仓顶部框架平台

支模、脱模方法。

[0007]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技术解决方案是：

[0008] 一种有顶盖钢料仓顶部框架平台支模、脱模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0009] a、有顶盖钢料仓顶部框架平台支模

[0010] 按照要求将每组支座安装于16.3m标高平台上，在每个限位器支座上采用一组200

×110mm斜垫铁，预先将原设计间隙25mm增加8mm达到33mm；通过预先调整每组支座标高，将

钢料仓提高8mm，使钢料仓顶盖到顶部砼主梁底部空间的实际空间尺寸92mm；选用模板规格

为12mm厚，木方规格80×50mm，使模板达92mm厚度直接放置于有顶钢料仓顶盖上完成模板

支护，帮助钢料仓和上方的21.8m标高平台施工完成；

[0011] b、有顶盖钢料仓顶部框架平台脱模、拆模

[0012] 在有顶盖钢料仓顶部的砼框架平台施工养护完成后，用若干台千斤顶顶起整个钢

料仓，取出预先设置的斜垫铁组，加上本身设计的25mm间隙，放下钢料仓于限位支座上面

后，上部大梁与钢料仓顶部形成33mm空间，以脱掉砼主梁下的模板；作业人员从检修孔洞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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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拆模；模板拆除完毕后，采用活动盖板覆盖于孔洞之上，然后再用千斤顶将钢料仓顶到设

计的顶部标高+21000，安装重力传感器。

[0013] 本发明的有顶盖钢料仓顶部框架平台支模、脱模方法还可以采用以下的技术措施

来进一步实现。

[0014] 前述的方法，其中所述每组支座包括千斤顶支座，传感器支座和限位器支座。

[0015] 前述的方法，其中所述21.8m标高平台施工完成前预先在21.8m平台上增加600×

600mm检修孔洞，以使作业人员从检修孔洞进入待拆模空间作业。

[0016] 前述的方法，其中所述千斤顶为4台。

[0017] 前述的方法，其中所述千斤顶的每台起重量为30t～50t。

[0018]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后，本发明的有顶盖钢料仓顶部框架平台支模、脱模方法具有

以下优点：

[0019] 1、钢料仓整体预顶升的装置结构简单、搭设方便；

[0020] 2、钢料仓整体预顶升的工程质量安全可靠，解决了模板支护系统无法脱模拆除的

难题；

[0021] 3、加快工程进度、降低工程成本。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的砼主梁底距离钢料仓顶盖间隙为100mm的示意图；

[0023] 图2为图1中的A-A剖视图；

[0024] 图3为图2中P部位的放大图，说明原设计间隙为25mm；

[0025] 图4为图2中P部位的另一放大图，说明经过使用斜垫铁组使原设计间隙从25mm增

加到33mm；

[0026] 图5为图2中Q部位的放大图，说明钢料仓顶部框架平台支模示意图；

[0027] 图6为图2中Q部位的另一放大图，说明钢料仓顶部框架平台脱模、拆模示意图。

[0028] 图中：1检修孔洞，2钢料仓，3砼主梁，4楼板，5爬梯，6钢料仓环形支座，7千斤顶支

座，8传感器支座，9限位器支座，10斜垫铁组，11钢料仓顶盖，12模板，13脚手架支护系统，14

木方。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以下结合实施例及其附图对本发明作更进一步说明。

[0030] 实施例1

[0031] ①有顶盖钢料仓顶部框架平台支模措施

[0032] 对于有顶盖钢料仓的上部框架结构，在施工钢料仓时，已计算大梁梁底距离钢料

仓顶盖间隙为100mm。

[0033] 根据原设计顶盖钢料仓在安装完以后、施工其上部框架平台结构时，模板支护系

统包括千斤顶支座7，传感器支座8，限位器支座9只能架在有顶盖钢料仓的顶盖上。如果直

接架在钢料仓的顶盖上，等上部混凝土框架平台结构养护好以后，模板支护系统被混凝土

结构压得死死的，将无法脱模拆除。

[0034] 现请参阅图2-4，图2为图1中的A-A剖视图，图3为图2中P部位的放大图，说明原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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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间隙为25mm，图4为图2中P部位的另一放大图，说明经使用斜垫铁组使原设计间隙从25mm

增加到33mm。

[0035] 采用钢料仓整体预顶升的方法解决以后脱模难的问题。先按照要求将每组支座包

括千斤顶支座7，传感器支座8，限位器支座9安装于16.3m平台上，在每个限位器支座上采用

一组200×110斜垫铁组10，预先将原设计间隙25mm增加8mm达到33mm。

[0036] 通过预先调整支座标高，将钢料仓提高8mm，则钢料仓顶盖到顶部混凝土大梁底部

空间的实际空间尺寸为100-8=92mm。选用模板12规格为12mm厚，木方规格80×50mm，而刚好

为92mm，所以模板完全可以直接放置于有顶钢料仓顶盖上。

[0037] 按上述方法支护完成，在钢料仓和上方的+21.8m平台施工完以后，钢料仓顶盖、中

间砼大梁、砼平台将形成一个封闭的空间，人员无法进入此封闭空间里完成拆架作业，此空

间的平台板底部的模板及支撑将无法拆除。因此，在施工砼平台前，与设计沟通，在21.8m平

台上增加600×600mm检修孔洞1，作业人员从新增检修孔洞进入待拆模空间作业。

[0038] ②有顶盖钢料仓顶部框架平台脱模、拆模措施

[0039] 图5为图2中Q部位的放大图，说明钢料仓顶部框架平台支模示意图，图6为图2中Q

部位的另一放大图，说明钢料仓顶部框架平台脱模、拆模示意图。

[0040] 在有顶盖钢料仓顶部的砼框架平台施工养护完成后，用4台30t～50t千斤顶顶起

整个钢料仓，取出预先将钢料仓提高8mm的斜垫铁组，加上本身设计的25mm间隙，放下钢料

仓于限位支座上面后，上部大梁与钢料仓顶部形成33mm空间，该空间虽然狭小了一点，操作

较为困难但足以脱掉砼大梁下的模板。

[0041] 作业人员从新增检修孔洞进入待拆模空间作业。模板拆除完毕后，采用活动盖板

覆盖于孔洞之上。然后再用千斤顶将钢料仓顶到设计的顶部标高+21000，安装重力传感器。

[0042] 本发明具有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技术进步，本发明的有顶盖钢料仓顶部框架平台

支模、脱模方法，采用钢料仓整体预顶升的施工方案，使用装置结构简单、搭设方便，钢料仓

整体预顶升的工程质量安全可靠，解决了模板支护系统无法脱模拆除的难题，也加快了工

程进度、降低工程成本。

[0043] 以上实施例仅供说明本发明之用，而非对本发明的限制，有关技术领域的技术人

员，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的情况下，还可以作出各种变换或变化。因此，所有等同

的技术方案也应该属于本发明的范畴，应由各权利要求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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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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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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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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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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