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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一体化浇筑的建筑房屋

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1)施工前准备、(2)浇

筑过程、(3)养护过程、(4)施工后处理。本发明将

房屋进行一体化浇筑施工，该施工方法比传统施

工方法工期可缩短一个月，提高了施工质量和效

率，节省了大量的模板费用，较大程度的降低了

施工成本，具有较好的技术经济效果和较高的推

广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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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一体化浇筑的建筑房屋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施工前准备：

搭建桩基：按照施工图纸，在施工基地搭建建筑房屋桩基；

地基处理：建搭建建筑房屋模型筑房屋桩基搭接完毕后清理场地内的浮土和桩基施工

时留下的泥浆，用挖机平整，并用压路机压实；最后，在地基两侧各开设一条排水沟，保证排

水通畅，避免雨水浸泡地基；

基础施工：在处理后的地基上，按照施工图纸搭建建筑房屋模型；

材料准备：按照以下重量份配制混凝土：

水泥180-200份、粗砂45-55份、细砂120-140份、细骨料10-16份、重质碳酸钙10-15份、

集合物胶粉6-10份、木质素纤维2-4份、触变润滑剂3-5份、粉煤灰12-14份、强化剂5-9份、速

凝剂4-8份、保水增稠剂1-3份、水100-300份；

(2)浇筑过程：

采用配制的混凝土现场分层浇筑，每层混凝土浇筑厚度为520-620mm,混凝土下料应分

散均匀，连续进行，振捣棒振动间距0.4-0.8m，每一振动点的延续时间，以表面呈现浮浆和

不现沉落为准；在浇筑墙体、柱时，当浇筑到顶板下口时，要待墙体、柱混凝土收缩沉降1-3

小时后再继续浇筑顶板的混凝土。

(3)养护过程：

顶板采用一层塑料布作为保温保湿的养护覆盖层；

墙体采用挂麻袋浇水养护；

(4)施工后处理：

在顶板浇筑完毕后，对混凝土表面进行拍振，抹去混凝土表面浮浆，实行二次抹压，以

减少混凝土表面沉降收缩裂缝；抹压时坚持原浆抹压。

模板拆除顺序：先拆除外侧模板、松动墙体内侧模板，2-4天后同时拆除顶板和墙体内

侧模板。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一体化浇筑的建筑房屋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材料准

备：按照以下重量份配制混凝土：

水泥190份、粗砂50份、细砂130份、细骨料13份、重质碳酸钙12份、集合物胶粉8份、木质

素纤维3份、触变润滑剂4份、粉煤灰13份、强化剂7份、速凝剂6份、保水增稠剂2份、水200份。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一体化浇筑的建筑房屋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速凝剂是

由硫酸铝、三氟化铝按照重量比例1：2配制而成。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一体化浇筑的建筑房屋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

施工浇筑过程中，要派专人看管钢筋，观察钢筋是否出现位移。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一体化浇筑的建筑房屋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

施工浇筑过程中，要派专人看管下层模板，观察混凝土是否出现泄漏。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一体化浇筑的建筑房屋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养护过程

中养护时间为8-12天。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一体化浇筑的建筑房屋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养护过程

中养护时间为10天。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一体化浇筑的建筑房屋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浇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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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采用配制的混凝土现场分层浇筑，每层混凝土浇筑厚度为570mm,混凝土下料应分散均

匀，连续进行，振捣棒振动间距0.6m，每一振动点的延续时间，以表面呈现浮浆和不现沉落

为准；在浇筑墙体、柱时，当浇筑到顶板下口时，要待墙体、柱混凝土收缩沉降2小时后再继

续浇筑顶板的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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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一体化浇筑的建筑房屋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房屋施工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一体化浇筑的建筑房屋施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的居住型房屋的施工方法，主要包括基于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施工方法和基于

钢结构的施工方法。在基于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施工方法中，建筑基础完成后一般首先施工

框架结构，然后在框架中填充砖块，并在砖墙的内外侧面施工一层水泥。

[0003] 其主要缺点是：

[0004] 第一、建筑施工程序复杂，劳动量大，工期长，产生大量建筑垃圾，而且由于现场施

工量大难于实现严格的质量控制。

[0005] 第二、整个建筑体的混凝土在不同施工部位分别实施浇注，浇筑后互相独立，难于

确保建筑物的整体强度，抗震性能、密封性能等不能令人满意。

[0006] 第三、在施工框架和涂覆水泥时需要频繁、大批量使用模板，增加了施工成本并影

响了建设效率。

[0007] 第四、主体施工完毕后需要房间隔离、内外墙装饰和保温处理，房屋建造周期较

长，建造成本进一步提高。

[0008] 本发明提供一种一体化浇筑的建筑房屋施工方法，能够高效率完成房屋施工等。

发明内容

[0009] 本发明目的是提供一种一体化浇筑的建筑房屋施工方法。

[0010] 本发明的方案如下，一种一体化浇筑的建筑房屋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1] (1)施工前准备：

[0012] 搭建桩基：按照施工图纸，在施工基地搭建建筑房屋桩基；

[0013] 地基处理：建搭建建筑房屋模型筑房屋桩基搭接完毕后清理场地内的浮土和桩基

施工时留下的泥浆，用挖机平整，并用压路机压实；最后，在地基两侧各开设一条排水沟，保

证排水通畅，避免雨水浸泡地基；

[0014] 基础施工：在处理后的地基上，按照施工图纸搭建建筑房屋模型；

[0015] 材料准备：按照以下重量份配制混凝土：

[0016] 水泥180-200份、粗砂45-55份、细砂120-140份、细骨料10-16份、重质碳酸钙10-15

份、集合物胶粉6-10份、木质素纤维2-4份、触变润滑剂3-5份、粉煤灰12-14份、强化剂5-9

份、速凝剂4-8份、保水增稠剂1-3份、水100-300份；

[0017] (2)浇筑过程：

[0018] 采用配制的混凝土现场分层浇筑，每层混凝土浇筑厚度为520-620mm,混凝土下料

应分散均匀，连续进行，振捣棒振动间距0.4-0.8m，每一振动点的延续时间，以表面呈现浮

浆和不现沉落为准；在浇筑墙体、柱时，当浇筑到顶板下口时，要待墙体、柱混凝土收缩沉降

1-3小时后再继续浇筑顶板的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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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3)养护过程：

[0020] 顶板采用一层塑料布作为保温保湿的养护覆盖层；

[0021] 墙体采用挂麻袋浇水养护；

[0022] (4)施工后处理：

[0023] 在顶板浇筑完毕后，对混凝土表面进行拍振，抹去混凝土表面浮浆，实行二次抹

压，以减少混凝土表面沉降收缩裂缝；抹压时坚持原浆抹压。

[0024] 模板拆除顺序：先拆除外侧模板、松动墙体内侧模板，2-4天后同时拆除顶板和墙

体内侧模板。

[0025] 进一步地，本发明材料准备：按照以下重量份配制混凝土：

[0026] 水泥190份、粗砂50份、细砂130份、细骨料13份、重质碳酸钙12份、集合物胶粉8份、

木质素纤维3份、触变润滑剂4份、粉煤灰13份、强化剂7份、速凝剂6份、保水增稠剂2份、水

200份。

[0027] 进一步地，本发明速凝剂是由硫酸铝、三氟化铝按照重量比例1：2配制而成。

[0028] 进一步地，本发明施工浇筑过程中，要派专人看管钢筋，观察钢筋是否出现位移。

[0029] 进一步地，本发明施工浇筑过程中，要派专人看管下层模板，观察混凝土是否出现

泄漏。

[0030] 进一步地，本发明养护过程中养护时间为8-12天。

[0031] 进一步地，本发明养护过程中养护时间为10天。

[0032] 进一步地，本发明浇筑过程：采用配制的混凝土现场分层浇筑，每层混凝土浇筑厚

度为570mm,混凝土下料应分散均匀，连续进行，振捣棒振动间距0.6m，每一振动点的延续时

间，以表面呈现浮浆和不现沉落为准；在浇筑墙体、柱时，当浇筑到顶板下口时，要待墙体、

柱混凝土收缩沉降2小时后再继续浇筑顶板的混凝土。

[0033]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本发明通过施工前准备、浇筑过程、养护过程以及施工后处理

步骤将房屋进行一体化浇筑施工，该施工方法比传统施工方法工期可缩短一个月，提高了

施工质量和效率，节省了大量的模板费用，较大程度的降低了施工成本，具有较好的技术经

济效果和较高的推广应用价值。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以下通过特定的具体实例说明本发明的实施方式，本领域技术人员可由本说明书

所揭露的内容轻易地了解本发明的其他优点与功效。本发明还可以通过另外不同的具体实

施方式加以实施或应用，本说明书中的各项细节也可以基于不同观点与应用，在没有背离

本发明的精神下进行各种修饰或改变。

[0035] 实施例1一种一体化浇筑的建筑房屋施工方法

[0036] 一种一体化浇筑的建筑房屋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7] (1)施工前准备：

[0038] 搭建桩基：按照施工图纸，在施工基地搭建建筑房屋桩基；

[0039] 地基处理：建搭建建筑房屋模型筑房屋桩基搭接完毕后清理场地内的浮土和桩基

施工时留下的泥浆，用挖机平整，并用压路机压实；最后，在地基两侧各开设一条排水沟，保

证排水通畅，避免雨水浸泡地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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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0] 基础施工：在处理后的地基上，按照施工图纸搭建建筑房屋模型；

[0041] 材料准备：按照以下重量份配制混凝土：

[0042] 水泥180份、粗砂45份、细砂120份、细骨料10份、重质碳酸钙10份、集合物胶粉6份、

木质素纤维2份、触变润滑剂3份、粉煤灰12份、强化剂5份、速凝剂4份、保水增稠剂1份、水

100份；

[0043] (2)浇筑过程：

[0044] 采用配制的混凝土现场分层浇筑，每层混凝土浇筑厚度为520mm,混凝土下料应分

散均匀，连续进行，振捣棒振动间距0.4m，每一振动点的延续时间，以表面呈现浮浆和不现

沉落为准；在浇筑墙体、柱时，当浇筑到顶板下口时，要待墙体、柱混凝土收缩沉降1小时后

再继续浇筑顶板的混凝土。

[0045] (3)养护过程：

[0046] 顶板采用一层塑料布作为保温保湿的养护覆盖层；

[0047] 墙体采用挂麻袋浇水养护；

[0048] (4)施工后处理：

[0049] 在顶板浇筑完毕后，对混凝土表面进行拍振，抹去混凝土表面浮浆，实行二次抹

压，以减少混凝土表面沉降收缩裂缝；抹压时坚持原浆抹压。

[0050] 模板拆除顺序：先拆除外侧模板、松动墙体内侧模板，2-4天后同时拆除顶板和墙

体内侧模板。

[0051] 作为本发明优选方案，本发明速凝剂是由硫酸铝、三氟化铝按照重量比例1：2配制

而成。

[0052] 作为本发明优选方案，本发明施工浇筑过程中，要派专人看管钢筋，观察钢筋是否

出现位移。

[0053] 作为本发明优选方案，本发明施工浇筑过程中，要派专人看管下层模板，观察混凝

土是否出现泄漏。

[0054] 作为本发明优选方案，本发明养护过程中养护时间为8天。

[0055] 实施例2一种一体化浇筑的建筑房屋施工方法

[0056] 一种一体化浇筑的建筑房屋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57] (1)施工前准备：

[0058] 搭建桩基：按照施工图纸，在施工基地搭建建筑房屋桩基；

[0059] 地基处理：建搭建建筑房屋模型筑房屋桩基搭接完毕后清理场地内的浮土和桩基

施工时留下的泥浆，用挖机平整，并用压路机压实；最后，在地基两侧各开设一条排水沟，保

证排水通畅，避免雨水浸泡地基；

[0060] 基础施工：在处理后的地基上，按照施工图纸搭建建筑房屋模型；

[0061] 材料准备：按照以下重量份配制混凝土：

[0062] 水泥190份、粗砂50份、细砂130份、细骨料13份、重质碳酸钙12份、集合物胶粉8份、

木质素纤维3份、触变润滑剂4份、粉煤灰13份、强化剂7份、速凝剂6份、保水增稠剂2份、水

200份；

[0063] (2)浇筑过程：

[0064] 采用配制的混凝土现场分层浇筑，每层混凝土浇筑厚度为570mm,混凝土下料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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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均匀，连续进行，振捣棒振动间距0.6m，每一振动点的延续时间，以表面呈现浮浆和不现

沉落为准；在浇筑墙体、柱时，当浇筑到顶板下口时，要待墙体、柱混凝土收缩沉降2小时后

再继续浇筑顶板的混凝土。

[0065] (3)养护过程：

[0066] 顶板采用一层塑料布作为保温保湿的养护覆盖层；

[0067] 墙体采用挂麻袋浇水养护；

[0068] (4)施工后处理：

[0069] 在顶板浇筑完毕后，对混凝土表面进行拍振，抹去混凝土表面浮浆，实行二次抹

压，以减少混凝土表面沉降收缩裂缝；抹压时坚持原浆抹压。

[0070] 模板拆除顺序：先拆除外侧模板、松动墙体内侧模板，3天后同时拆除顶板和墙体

内侧模板。

[0071] 作为本发明的优选方案，本发明速凝剂是由硫酸铝、三氟化铝按照重量比例1：2配

制而成。

[0072] 作为本发明的优选方案，本发明施工浇筑过程中，要派专人看管钢筋，观察钢筋是

否出现位移。

[0073] 作为本发明的优选方案，本发明施工浇筑过程中，要派专人看管下层模板，观察混

凝土是否出现泄漏。

[0074] 作为本发明的优选方案，本发明养护过程中养护时间为10天。

[0075] 实施例3一种一体化浇筑的建筑房屋施工方法

[0076] 一种一体化浇筑的建筑房屋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77] (1)施工前准备：

[0078] 搭建桩基：按照施工图纸，在施工基地搭建建筑房屋桩基；

[0079] 地基处理：建搭建建筑房屋模型筑房屋桩基搭接完毕后清理场地内的浮土和桩基

施工时留下的泥浆，用挖机平整，并用压路机压实；最后，在地基两侧各开设一条排水沟，保

证排水通畅，避免雨水浸泡地基；

[0080] 基础施工：在处理后的地基上，按照施工图纸搭建建筑房屋模型；

[0081] 材料准备：按照以下重量份配制混凝土：

[0082] 水泥200份、粗砂55份、细砂140份、细骨料16份、重质碳酸钙15份、集合物胶粉10

份、木质素纤维4份、触变润滑剂5份、粉煤灰14份、强化剂9份、速凝剂8份、保水增稠剂3份、

水300份；

[0083] (2)浇筑过程：

[0084] 采用配制的混凝土现场分层浇筑，每层混凝土浇筑厚度为620mm,混凝土下料应分

散均匀，连续进行，振捣棒振动间距0.8m，每一振动点的延续时间，以表面呈现浮浆和不现

沉落为准；在浇筑墙体、柱时，当浇筑到顶板下口时，要待墙体、柱混凝土收缩沉降3小时后

再继续浇筑顶板的混凝土。

[0085] (3)养护过程：

[0086] 顶板采用一层塑料布作为保温保湿的养护覆盖层；

[0087] 墙体采用挂麻袋浇水养护；

[0088] (4)施工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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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9] 在顶板浇筑完毕后，对混凝土表面进行拍振，抹去混凝土表面浮浆，实行二次抹

压，以减少混凝土表面沉降收缩裂缝；抹压时坚持原浆抹压。

[0090] 模板拆除顺序：先拆除外侧模板、松动墙体内侧模板，4天后同时拆除顶板和墙体

内侧模板。

[0091] 作为本发明的优选方案，本发明速凝剂是由硫酸铝、三氟化铝按照重量比例1：2配

制而成。

[0092] 作为本发明的优选方案，本发明施工浇筑过程中，要派专人看管钢筋，观察钢筋是

否出现位移。

[0093] 作为本发明的优选方案，本发明施工浇筑过程中，要派专人看管下层模板，观察混

凝土是否出现泄漏。

[0094] 作为本发明的优选方案，本发明养护过程中养护时间为12天。

[0095] 尽管上文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给予了详细描述和说明，但是应该指明的是，

我们可以依据本发明的构想对上述实施方式进行各种等效改变和修改，其所产生的功能作

用仍未超出说明书所涵盖的精神时，均应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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