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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超高性能混凝土柱永久模板及其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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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超高性能混凝土柱永久

模板，包括空心柱状超高性能混凝土层，内置于

超高性能混凝土层中的钢筋笼，所述超高性能混

凝土层的内表面有深度不低于5mm的凹痕。所述

的超高性能混凝土层的横截面形状包括空心圆

柱形、空心方柱形。所述凹痕的形状包括条状，格

状，点状，螺旋状。本发明还公开了一种超高性能

混凝土柱永久模板的制备方法。本发明通过制备

内表面有深度为不低于5mm的凹痕的超高性能混

凝土柱永久模板，增强超高性能混凝土与后浇核

心混凝土之间的粘结力，从而提高柱构件承载

力，该超高性能混凝土柱永久模板整体性好，制

备流程方便，成本较低，经济效益显著，同时耐久

性能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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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超高性能混凝土柱永久模板的制备方法，按下述步骤进行：

1）按照柱的尺寸，配筋率和保护层要求，设计并制作永久模板钢筋笼；

2）将所述钢筋笼放置在外模中；

3）将柱状铁内模置于环状橡胶气囊内部，再将其放置在钢筋笼中；

4）使用气泵，从橡胶气囊顶部的充气口向橡胶气囊内部充气，橡胶气囊膨胀，其表面凸

起舒展，凸起深度不低于5mm，气囊充气膨胀厚度不小于3倍的凸起深度；

5）对充气好的橡胶气囊进行密封处理，并在橡胶气囊表面和成型模具外模的内表面涂

刷一层油膜，依次将带橡胶气囊的柱状铁内模、钢筋笼、外模对应嵌在具有固定槽位的顶板

和底板上，并进行固定，组装好永久模板模具；

6）制备超高性能混凝土，将拌合好的超高性能混凝土泵入或浇入模具中；

7）待超高性能混凝土柱永久模板达到拆模强度后，利用气泵对橡胶气囊进行真空抽

气，橡胶气囊向中心收缩，使其脱离混凝土超高性能混凝土柱永久模板，拆除内模和外模；

8）按照超高性能混凝土养护需要进行养护，得到超高性能混凝土圆柱永久模板。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06223544 B

2



一种超高性能混凝土柱永久模板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建筑材料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超高性能混凝土柱永久模板及其制

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在进行混凝土浇筑时，需要使用模板以得到设计形状的混凝土构件。传统上均采

用木模、钢模、铝合金模等模板，浇筑混凝土前需安装模板，混凝土达到强度后需要拆除模

板。模板工程是混凝土结构施工的重要组成部分，施工周期长，费用高。

[0003] 二战以后，为提高施工速度，开发了永久模板，模板使用后不拆除，作为结构的一

部分使用。永久模板由于其施工简便，节省工期，现已开始逐步应用于各类混凝土工程中。

不仅具有满足浇筑混凝土的支撑成型功能，又能成为建筑结构中的保留部分，既可参与建

筑物承重，又能改善结构的受力性能和使用性能。根据建筑物的需要，永久性模板还可以附

带具有防水、保温、隔热、隔声、装饰、提高耐久性、减少周转次数等功能，做到一次成型，省

却了砂浆抹面、找平、二次装修、防水保温处理、面层装修装饰等工序，因而可以大大节约工

程施工动量和装饰、装修费用。由于永久性模板不需要拆模，可以节约大量由于拆模和倒运

模板所耗费的时间和费用，极大地缩短了工期，降低工程造价，并减少工人的劳动强度。

[0004] 目前国外的永久模板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1）ICT保温模板，是在美国混凝土协

会推动下积极应用的一项新技术，并形成了以此项技术为核心的“新型混凝土结构住宅体

系”。（2）SRC结构施工无支撑模板，这是一种专用于劲性钢筋混凝土结构（SRC）施工的永久

模板，由于现在由工厂加工制作，生产效率高，产品精度得以保障，且无需支承。（3）预制高

强砂浆薄壁模板，由日本西松公司开发，内侧设有抗剪连接件并加工形成凹凸面，经现场浇

筑混凝土，确保成型整体构件。（4）混凝土预制柱模，由日本大林组公司开发的为适应高强

混凝土要求而研究设计的混凝土预制柱模，其成型方式有两种：离心成型法和流入成型法。

[0005]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建筑结构体系取得了巨大的发展，随着高层建筑和超高

层建筑的大量兴建，以及大规模的基础建设、城市交通和高速公路的飞速发展，我国的建筑

施工技术有了很大的进步，我国建筑业也不断地引进国外的模板、脚手架体系，并研制开发

了各类永久性新型模板，主要的研究有：（1）采用FRP（纤维增强聚合物）作为混凝土工程永

久性模板，玻璃钢抗拉强度和抗冲击性能高的特点有效弥补了混凝土抗拉强度低的特点，

可以大幅度提高梁的抗折强度。（2）钢丝网混凝土薄板模板，是一种广义的钢纤维混凝土构

件，强度高、弹塑性性能高，耐久性高。（3）肋筋模板钢——混凝土组合板，克服了广泛采用

的压型钢板作为底模与钢——混凝土组合梁相结合的结构形式的不足，极大程度地改善了

构件的延性。

[0006] 近年来，随着超高性能混凝土的发展，国内外也开展了超高性能混凝土永久模板

的研究，其中较多研究的活性粉末混凝土。

[0007] 2005年，北京交通大学钟永梅基于活性粉末混凝土超高的抗压强度，提出活性粉

末混凝土永久模板，其构件的抗压力学性能优越，施工技术有了很大的改进，单构件的抗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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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折方面的力学性能有所欠缺，需要进一步改进。

[0008] 在超高性能混凝土中掺入钢纤维，可以有效克服高强混凝土抗压强度高而抗拉、

抗折性能差的缺陷。哈尔滨工业大学和长沙理工大学均开展过钢纤维高性能混凝土的材料

力学实验，具有较高的研究意义和工程应用前景。

[0009] 目前超高性能混凝土永久模板成型主要有两种方式，离心法和浇筑法。

[0010] 然而离心成型超高性能混凝土永久模板时，由于超高性能混凝土中没有粗骨料的

阻挡，密度较大的钢纤维在离心作用下会集中分布在永久模板的外层，甚至造成钢纤维大

量暴露在外表面，并且锈蚀从而使超高性能混凝土的阻裂性、韧性和耐久性等性能降低。同

时，不均匀分布的钢纤维会导致超高性能混凝土构件的力学性能不均匀，外层永久模板混

凝土整体性遭到破坏，增加构件承载力的不确定因素，影响相关的构件强度设计，同时也降

低了构件抗剪和正截面抗弯的能力。上述这些问题，会使离心的超高性能混凝土构件使用

时的安全性、耐久性乃至承载能力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对结构工程的安全造成威胁。

[0011] 浇筑法成型时，由于超高性能混凝土密实度很高，超高性能混凝土永久模板脱模

后内表面非常光滑，使用时永久模板与后浇填芯混凝土的粘结不良，常常会导致两种材料

不能协同工作，开裂荷载过低，无法充分发挥材料的性能，过早出现裂缝，造成耐久性下降，

尤其是在反复荷载下，两者各自工作更为严重，力学性能大大降低。

发明内容

[0012]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超高性能混凝土柱永久模板及其制备

方法，该模板的内表面有深度不低于5mm的凹痕，增强两种混凝土接触面的粗糙程度，增强

粘结力。

[0013] 本发明的超高性能混凝土柱永久模板拆模方便，成本较低，经济效益显著，适用于

工业化大规模生产。

[0014] 本发明为了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15] 一种超高性能混凝土柱永久模板，包括空心柱状超高性能混凝土层，内置于超高

性能混凝土层中的钢筋笼，所述超高性能混凝土层的内表面有深度不低于5mm的凹痕。

[0016] 进一步地，所述的超高性能混凝土层的横截面形状包括空心圆柱形、空心方柱形，

或者其他形状。

[0017] 进一步地，所述凹痕的形状包括条状，格状，点状，螺旋状。

[0018] 进一步地，所述凹痕的宽度大于30mm，以确保凹槽能被后浇混凝土填满。

[0019] 进一步地，所述超高性能混凝土层具有超高强度和超高耐久性,抗压强度超过

130MPa，电量值不超过40C。

[0020] 进一步地，所述超高性能混凝土层厚度不低于35mm。

[0021] 进一步地，钢筋笼包括若干箍筋、沿永久模板长度方向均匀设置并连接各箍筋的

纵向钢筋。

[0022] 进一步地，永久模板箍筋距超高性能混凝土层外表面的距离不小于10mm，且不超

过壁厚的40%。

[0023] 上述的超高性能混凝土柱永久模板的具体制备方法，按下述步骤进行：

[0024] 1）按照柱的尺寸，配筋率和保护层要求，设计并制作永久模板钢筋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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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2）将所述钢筋笼放置在外模中；

[0026] 3）将柱状铁内模置于环状橡胶气囊内部，再将其放置在钢筋笼中；

[0027] 4）使用气泵，从橡胶气囊顶部的充气口向橡胶气囊内部充气，橡胶气囊膨胀，其表

面凸起舒展，凸起深度不低于5mm，气囊充气膨胀厚度不小于3倍的凸起深度；

[0028] 5）对充气好的橡胶气囊进行密封处理，并在橡胶气囊表面和成型模具外模的内表

面涂刷一层油膜，依次将带橡胶气囊的柱状铁内模、钢筋笼、外模对应嵌在具有固定槽位的

顶板和底板上，并进行固定，组装好永久模板模具；

[0029] 6）制备超高性能混凝土，将拌合好的超高性能混凝土泵入或浇入模具中；

[0030] 7）待超高性能混凝土柱永久模板达到拆模强度后，利用气泵对橡胶气囊进行真空

抽气，橡胶气囊向中心收缩，使其脱离混凝土超高性能混凝土柱永久模板，拆除内模和外

模；

[0031] 8）按照超高性能混凝土养护需要进行养护，得到超高性能混凝土圆柱永久模板。

[0032] 相比现有技术，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33] 一、本发明方法成型的超高性能混凝土柱永久模板成型之后内表面具有不低于

5mm的凹痕，接触面粗糙，增加构件整体性，从而增加结构承载力。

[0034] 二、本发明解决混凝土收缩导致的混凝土柱永久模板拆模困难问题。

[0035] 三、本发明采用超高性能混凝土作为结构物保护层，耐久性能优异。

[0036] 四、本发明的超高性能混凝土柱永久模板制备方便，成本较低，经济效益显著，适

用于工业化大规模生产。

附图说明

[0037] 图1为本发明的超高性能混凝土柱永久模板横截面；

[0038] 图2为本发明的制备过程中的橡胶气囊和柱状铁内模装配示意图；

[0039] 图中：1-柱状铁内模，2-橡胶气囊。

具体实施方式

[0040] 以下通过特定的具体实例说明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本领域技术人员可由本说

明书所揭示的内容轻易地了解本发明的优点及功效。本发明也可以其它不同的方式予以实

施，即，在不悖离本发明所揭示的范畴下，能予不同的修饰与改变。

[0041] 实施例：

[0042] 本实施例所述超高性能混凝土柱永久模板外尺寸为直径为600mm，高度为1500mm

的圆柱。超高性能混凝土圆柱永久模板的混凝土采用RPC活性粉末混凝土，厚度为50mm。

[0043] 所述凹痕的形状为条状。所述凹痕的宽度大于超高性能混凝土层最大粒径，以确

保凹槽能被后浇混凝土填满。

[0044] 如图1和图2所示，其制备方法的实施步骤如下：

[0045] 1）按照柱的尺寸，配筋率和保护层要求，设计并制作永久模板钢筋笼；

[0046] 2）将所述钢筋笼放置在外模中；

[0047] 3）将柱状铁内模1置于环状橡胶气囊2内部，再将其放置在钢筋笼中；

[0048] 4）使用气泵，从橡胶气囊2顶部的充气口向橡胶气囊2内部充气，橡胶气囊膨胀，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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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凸起舒展，凸起深度不低于5mm，气囊充气膨胀厚度不小于3倍的凸起深度；

[0049] 5）对充气好的橡胶气囊进行密封处理，并在橡胶气囊表面和成型模具外模的内表

面涂刷一层油膜，依次将带橡胶气囊的柱状铁内模1、钢筋笼、外模对应嵌在具有固定槽位

的顶板和底板上，并进行固定，组装好永久模板模具；

[0050] 6）制备超高性能混凝土，将拌合好的超高性能混凝土泵入或浇入模具中；

[0051] 7）待永久模板达到拆模强度后，利用气泵对橡胶气囊进行真空抽气，橡胶气囊向

中心收缩，使其脱离永久模板，拆除内模和外模；

[0052] 8）按照RPC蒸汽养护24小时，温度为40℃；再在85℃环境下蒸汽养护72小时；

[0053] 9）制备C50的海工混凝土，现场浇筑进RPC圆柱永久模板中成型；

[0054] 10）标准养护至28天。

[0055] 本实施例中，所述活性粉末混凝土实测坍落扩展度750mm，实测立方体抗压强度

173.2  MPa。

[0056] 其后浇混凝土立方体实测强度58.6MPa。

[0057] 按照《混凝土结构试验方法标准》（GB/T  50152-2012）的测试方法，实施例RPC圆柱

永久模板圆柱的开裂荷载为73 .2  MPa，比普通工艺成型的超RPC混凝土永久模板提高

17.3%，极限荷载为90.2  MPa，提高5.1%。

[0058] 本实施例中RPC圆柱永久模板与后浇混凝土共同工作，受力性能良好。相比采用普

通工艺成型的超RPC混凝土永久模板，由于该工艺下的RPC圆柱永久模板内表面有深度为

5mm的凹痕，后浇混凝土与RPC永久模板，两种混凝土之间粘结力大大增加，极大提高了圆柱

的整体性，从而提高圆柱的承载强度。

[0059] 综上所述，本发明的一种超高性能混凝土柱永久模板及其制备方法，超高性能混

凝土柱永久模板的厚度为35-50mm，模板的内表面有深度为不少于5mm的凹痕，该模板内表

面的凹痕增强了永久模板与后浇混凝土之间的粘结力，提高结构整体性以及承载力，且制

备方便，成本较低，经济效益显著，适用于工业化大规模生产。

[0060] 上述说明书及实施例仅为示例性说明本发明的原理及其功效，并非是对本发明的

限制。任何落入本发明权利要求范围内的创作皆属于本发明所保护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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