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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免支模预制装配式空腔板，

包含钢筋砼肋梁、钢网砼下翼缘板、带肋钢网镂

制作的预制构件；所述钢筋砼肋梁中至少两根钢

筋砼纵肋梁和若干根钢筋砼横肋梁；所述钢筋砼

纵肋梁的钢筋两端外露出；所述钢筋砼肋梁上表

面有若干根设置的环形钢筋；所述钢网砼下翼缘

板中复合有带肋钢网体；所述带肋钢网体由薄钢

板冲切、压制成型；所述带肋钢网体制作带肋钢

网镂；所述的带肋钢网镂由镂网、镂端网、支撑物

构成；所述一种免支模预制装配式空腔板上表面

有带肋钢网镂外露。上述流程生产的装配式空腔

楼板,整体性强,结构合理,质量标准高,工序受

控,自保温隔音性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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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免支模预制装配式空腔板，包含钢筋砼肋梁、钢网砼下翼缘板、带肋钢网镂制作

的预制构件；所述钢筋砼肋梁中至少两根钢筋砼纵肋梁和若干根钢筋砼横肋梁；所述钢筋

砼纵肋梁的钢筋两端外露出；所述钢筋砼纵肋梁边为柳口状或斜面状；所述钢筋砼肋梁上

表面设置有若干根环形钢筋；所述钢网砼下翼缘板中复合有带肋钢网体；所述带肋钢网体

由薄钢板冲切、压制成型；所述带肋钢网体制作带肋钢网镂；所述的带肋钢网镂由镂网、镂

端网、支撑物构成；所述一种免支模预制装配式空腔板上表面有带肋钢网镂外露。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免支模预制装配式空腔板，其特征在于所述钢筋砼横肋梁

中和轴处,安置有连通钢筋砼横肋梁相邻两侧带肋钢网镂的孔洞。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免支模预制装配式空腔板，其特征在于所述钢筋砼上翼缘

板中,安装有发热补能电缆。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免支模预制装配式空腔板，其特征在于所述装配式预制空

腔构件中预设有强电或弱电线路的套管或管线。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免支模预制装配式空腔板，其特征在于所述钢筋砼下翼缘

板中,有预设管线出口。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免支模预制装配式空腔板，其特征在于所述钢筋砼下翼缘

板中,预设有消防防排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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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免支模预制装配式空腔板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住宅产业化系统技术，具体涉及一种免支模预制装配式空腔板技

术。

背景技术

[0002] 20世纪80年代我国混凝土预制构件生产处于大发展阶段，国家在住宅建设过程

中，楼板采用了空心预制板结构、大板结构、现浇混凝土结构、现浇混凝土空心楼板结构、现

浇框架剪力墙结构等,随着住宅产业化进程,日前，钢—混组合结构及钢—混组合空腔楼盖

结构体系又得到迅速发展。

[0003] 如申请人申报的ZL98231113.3混凝土薄壁筒体构件，制作成密封的筒状填充体,

为实现现浇空心楼盖提供了管状空心填充体,解决了现浇空腔楼盖非抽心成孔的工艺难

题 ；但存在单向受力和抽空率低的问题 ；为了解决该缺陷 ,如申请人申报的

ZL200410082381.9“一种空腹小密肋楼盖”，空心填充体埋在小密肋楼盖中形成“T字型”受

力截面空心层，解决了“T字型”受力截面小密肋空腔楼盖顶板光滑的问题。但又产生空心填

充体凝固硬化时间长，模具利用率低，空心填充体密度大质重，生产运输不便和填充体整体

性差易破损等缺陷。

[0004] 为了推进我国住宅产业化发展,申请人申请的ZL200820126232.1“一种现浇型钢

混凝土空腔楼盖”和ZL200910143977.8“一种利用太阳能的现浇空腹楼盖楼房供暖系统”和

ZL201110332999.6“一种采用泡沫组合填充体制作的空腹楼盖”把装配式型钢结构与现浇

钢筋混凝土空腔楼盖有机结合,解决了装配式型钢结构的防火、生锈、质量、抗剪力、常年维

护、造价等方面的问题和把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太阳能转换成热风能取暖和利用泡沫塑

料 ,既解决非抽芯成孔的技术难题 ,又起起到隔音隔热保温的作用；申请人还申请

ZL200810192973.4“一种用于现浇空腔楼板的膨胀材料”发泡水泥；这些发明,虽然为我国

住宅产业化进程夯实了基础,但是全部都是现场浇注,可控性差,实施技术性强,不易形成

工业化生产。

[0005] 为实现工业化生产,申请人再申请ZL201320467350.X“一种现浇空心楼盖成孔用

组合式网状箱形构件”和ZL201420814197.8“一种机制钢网与轻质无机物复合的自保温墙

板”,对现有浇空心楼盖技术进行全面提升，实现了转型升级,更新换代和大大减轻了空腔

楼盖的自重,增添了自保温隔热性能,结构安全性强,实现了楼盖大跨度、大空间、大荷载；

虽解决了成孔构件工业化生产的问题,还是存在现场施工可控性差，需要大量的建筑模板

和钢支撑,导致制模时间长而影响建设速度和钢支撑结构件易损造成的安全隐患的缺陷。

[0006] 目前国家实行钢结构战略和推行装配式建筑,为住宅产业化打基础,无论从建筑

的内涵和外延如何扩展和更新，都与建筑结构体系有关；采用多功能、经济性、科技含量、节

能环保和市场需求大、安全系数高，又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产业发展方向的建筑结构体系。

因此,申请人在自已现有背景技术的基础上,将现有技术进行完善、升级,综合应用到住宅

产业化中,形成新型的预制装配式框架剪力墙结构体系中；将现浇空腔楼盖难点技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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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厂工业化解决,定型、定规格、定装配位、定量生产装配式构件,结构整体受力通过现场

浇注混凝土的方式处理,把工业化生产预制装配式空腔构件与现场浇注钢筋混凝土有机结

合起来。研发一种免支模预制装配式空腔板,是实现预制装配式框架剪力墙结构体系新技

术的重大的突破,已经成为住宅产业化技术领域创新的急需。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推进住宅产业化进程,利用一种免支模预制装配式空腔板,完

善现有框架剪力墙结构体系；充分利用工厂工业化的优势,预制生产装配式空腔楼板,解决

现有体系存在的施工、环保、质重、成本、工效等问题；建筑结构整体受力通过现场浇注钢筋

混凝土的方式解决,把工业化生产预制装配式楼板与现场浇注钢筋混凝土有机结合起来,

达到优化现有框架剪力墙结构体系技术,对现有装配式框架剪力墙结构体系统进行转型升

级,更新换代；解决现有体系存在整体现场浇注可控性差、实施技术性强、现场施工造成环

境污染、质重、施工成本高、工程进展迟缓、免除大量的建筑模板和钢支撑,导致制模时间长

而影响建设速度；采用钢支撑其结构件易损造成的安全隐患和不易形成工业化生产等问

题。

[0008]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如下,一种免支模预制装配式空腔板，包含钢筋砼肋梁、钢网砼

下翼缘板、带肋钢网镂制作的预制构件；所述钢筋砼肋梁中至少两根钢筋砼纵肋梁和若干

根钢筋砼横肋梁；所述钢筋砼纵肋梁的钢筋两端外露出；所述钢筋砼肋梁上表面有若干根

设置的环形钢筋；所述钢网砼下翼缘板中复合有带肋钢网体；所述带肋钢网体由薄钢板冲

切、压制成型；所述带肋钢网体制作带肋钢网镂；所述的带肋钢网镂由镂网、镂端网、支撑物

构成；所述一种免支模预制装配式空腔板上表面有带肋钢网镂外露。

[0009] 所述钢筋砼纵肋梁边为柳口状或斜面状。

[0010] 所述钢筋砼横肋梁中和轴处,安置有连通钢筋砼横肋梁相邻两侧带肋钢网镂的孔

洞。

[0011] 所述钢筋砼上翼缘板中,安装有发热补能电缆。

[0012] 所述装配式预制空腔构件中预设有强电或弱电线路的套管或管线。

[0013] 所述钢筋砼下翼缘板中,有预设管线出口。

[0014] 所述钢筋砼下翼缘板中,预设有消防防排烟口。

[0015] 本发明的一种免支模预制装配式空腔板，是在按建筑设计图纸的基础上进行的,

先分解建筑设计图纸,针对空腔楼盖的功能和几何尺寸，装配形式进行量化,在满足主型规

格的前提下,分解成N个装配式空腔楼板的规格型号的图纸,工厂按被分解的图纸组织生

产；生产装配式空腔楼板过程如下∶一.准备工作,备料,主要包括钢筋、水泥、沙石、模具、带

肋钢网镂、水泥发泡装置及材料、机械设备等；二.制作要件,1.按被分解的图纸制作绑扎肋

钢筋,若要满足节能保温隔热要求,需要在绑扎肋钢筋中间设置带肋钢网筒,绑扎带肋钢网

筒成空腔钢筋肋；2.组装带肋钢网镂,将利用放料机、冲切机系统、剪切机等专用机械设备

制作钢板网体或钢筋网体；将镂网压制折弯痕、镂端网垂直方向的上下两端口包制钢质板

定型边、支撑网分别包装后按镂网、支撑网、镂端网的用量比例运输到组装车间；打开镂网,

从压制的折弯痕处折弯,将镂端网定型边放入镂网边缘的V形肋中,在折合的钢板网缕中放

置“冂形”支撑网,将镂网两端拼合并进行焊接制成带肋钢网镂；钢网镂分冲切扩张式和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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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成孔式,两者主要相同点是都有肋和冲切和其它共同点,不同点只是材料宽窄不一样；3.

肋间贯通管〔需要采用太阳能取暖或消防防火排烟道〕启用；4.设置纵肋梁钢筋外露出口模

端；5.装配式空腔楼板开口基础模；6.装配式空腔楼板柳口或斜面在竖向模板中添加模块

形成；三.装配式空腔楼板的制作,将装配式空腔楼板带环绕轨道的底模系统转到装模车间

和肋钢筋及填充体车间,底模上配装立模板,形成所需规格型号的开口基础模框,在开口基

础模框内安放肋梁钢筋、带肋钢网镂、柳口模、肋梁间贯通管道等；再将带环绕轨道的底模

系统转到浇注车间.电脑自动按水泥、砂、石比例配后送到搅拌站加水搅拌成混凝土,其坍

落度控制在200mm以内；启动振动台,浇注装配式空腔楼板的混凝土,用平板振器对装配式

空腔楼板表面振摸平收光滑处理后静养；再将带环绕轨道的底模系统转到蒸气养护系统；

再将带环绕轨道的底模系统转到成品站,拆模获得所需的装配式空腔楼板；分别调配到成

品库终养或库存；带环绕轨道的底模系统转到初始位置,进入下一个流程状态；设置带环绕

轨道的底模系统,是考虑到交叉错位作业，提高效率，将各个车间用环形轨道方式连接，带

环绕轨道的底模系统驰环绕轨道一周，说明一件装配式空腔楼板生产完成；环绕轨道保持

均衡落差，是减少轨道运行的阻力，空载爬上坡，装配式空腔楼板从混凝土浇注至缷载行下

坡；上述流程生产的装配式空腔楼板,整体性强,结构合理,质量标准高,工序受控,自保温

隔音性能好。装配式空腔楼板的安装,是在建筑空腔楼盖主梁中进行,现场连接安装其装配

式空腔楼板,是用工程模具将粱钢筋挷扎在梁底模上,加固梁模具支撑,支撑满足施工荷载

的要求；将装配式空腔楼板吊装在梁底模上,装配式空腔楼板两端外露的肋梁钢筋伸入到

主梁钢筋中,调整相邻构件接口平整度,在装配式空腔楼板中间部位增添同轴支撑,绑扎或

焊接露出的肋梁钢筋,将伸入到主梁钢筋中肋梁钢筋现浇注在现浇钢筋混凝土主梁中；再

次将装配式空腔楼板和主梁钢筋上面铺设上翼缘板钢筋,所铺设的上翼缘板钢筋部分穿过

或绑扎在预留的U形环中或U形环旁,增加所铺设上翼缘板钢筋与装配式空腔楼板的结合强

度,现浇钢筋混凝土形成楼盖上翼缘板；对浇注混凝土进行养护、拆模,从而同时获得所需

的一种免支模预制装配式空腔板现场浇注的空腔楼盖。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发明一种免支模预制装配式空腔板平面图。

[0017] 图2为本发明带肋钢网镂结构图。

[0018] 图3为本发明装配式空腔楼板的肋带柳口实施例。

[0019] 图4为本发明装配式空腔楼板肋钢筋外露实施例。

[0020] 图5为本发明装配式空腔楼板的横肋贯通孔实施例。

[0021] 图6为本发明装配式空腔楼板肋梁上预留有U形环实施例。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结合附图本发明进行进一步说明。

[0023] 图1为本发明一种免支模预制装配式空腔板平面图,本发明实施时，是将在工厂流

水线生产的预制装配式空腔楼板1；其制作程序是将装配式空腔楼板带环绕轨道的底模系

统转到装模车间和肋钢筋及填充体车间；在底模上配装立模板,形成所需规格型号的开口

基础模框,在开口基础模框内安放肋梁钢筋6、带肋钢网镂63、柳口模、肋梁52间贯通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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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再将带环绕轨道的底模系统转到浇注车间.电脑自动按水泥、砂、石比例配后送到搅拌

站加水搅拌成混凝土,其坍落度控制在200mm以内；启动振动台,浇注装配式空腔楼板的混

凝土,用平板振器对装配式空腔楼板振实表面摸平收光滑处理后静养；再将带环绕轨道的

底模系统转到蒸气养护系统；将带环绕轨道的底模系统转到成品站,拆模获得所需的装配

式空腔楼板；分别调配到成品库终养或库存；带环绕轨道的底模系统转到初始位置,进入下

一个流程状态；设置带环绕轨道的底模系统,是考虑到交叉错位作业，提高效率，将各个车

间用环形轨道方式连接，带环绕轨道的底模系统驰环绕轨道一周，说明一件装配式空腔楼

板生产完成；吊运到主粱模上,将预制装配式空腔楼板的部分构件和外露的肋钢筋58嵌入

到柱模具中,进行现场浇注。当柱和梁为型钢结构时,将外露肋钢筋直接焊接在型钢柱33和

型钢梁43上；预制装配式空腔楼板可设计成最佳状态单向板,两块构件相邻的结合部设置

成柳口592；组合是在建筑空腔楼盖主梁4中进行,用工程模具将粱钢筋挷扎在梁底模上,加

固梁模具支撑,支撑满足施工荷载的要求；将装配式空腔楼板吊装在梁底模上,装配式空腔

楼板两端外露的肋梁钢筋伸入到主梁钢筋3中,调整相邻构件接口53平整度,在装配式空腔

楼板中间部位增添同轴支撑10,绑扎或焊接露出的肋肋梁钢筋,将伸入到主梁钢筋中肋梁

钢现浇注在现浇钢筋混凝土主梁中；尔后再将装配式空腔楼板和主梁钢筋上面铺设钢筋7,

所铺设钢筋部分穿过或绑扎在预留的U形环521中,增加所铺设钢筋与装配式空腔楼板的结

合强度；为了实现有效的4/000起拱高度,在装配式空腔楼板中间采取同轴支撑,既方便起

拱,又支撑了装配式空腔楼板；现浇钢筋混凝土形成楼盖上翼缘板11,对浇注混凝土进行养

护、拆模,从而同时获得所需的一种免支模预制装配式空腔板现场浇注的空腔楼盖。

[0024] 图2为本发明带肋钢网镂结构图，如图2所示，将利用放料机、冲切机系统、剪切机

等专用机械设备制作钢板网镂6,在施工现场通过折弯工具,按折弯痕处一一折弯形式带肋

钢网镂6周边的镂网61主体；工厂根据带肋钢网镂的高度切割所需镂端网62钢板网体长度,

每件镂端网62裁薄钢板两片,两片薄钢板片长度≤带肋钢网镂6的宽度,用专用设备将薄钢

板片压制成V形状,包裹镂端网62的两端后通过冲压机将V形状薄钢板片包裹着镂端网两端

口压平,既整形并保护镂端网两端口,又对带肋钢网镂的扭曲起到抑制作用,带肋钢网镂6

内部由支撑网63支撑。

[0025] 图3为本发明预制装配式空腔楼板的肋带柳口实施例，本实施例是两块空腔板2相

邻的结合部设置成柳口592,调整柳口592的搭接量来微调板的平整度,先满足组合装配式

空腔楼板底面平度并用上下层楼同轴支撑装配式空腔楼板中端加固,还可用该支撑调整楼

盖起拱的尺寸,楼盖起拱高度是楼盖宽度的4/1000左右。

[0026] 图4为本发明装配式空腔楼板肋钢筋外露实施例,如图现场制作挷扎柱钢筋56,用

铝合金定型模具托起挷扎的梁钢筋和装配式空腔楼板和施工荷载,为了装配结构合理坚

固,将伸入到梁钢筋中部份装配式空腔楼板和外露的肋钢筋58现浇在现主梁钢筋混凝土

中。

[0027] 图5为本发明装配式空腔楼板的横肋贯通孔实施例。

[0028] 装配式空腔楼板贯通孔实施例，本实施例将采用太阳能取暖功能或消防防排烟功

能时，在主梁浇注前用串联或并联的连接方式将装配式空腔楼板贯通孔531与设备连通。

[0029] 图6为本发明装配式空腔楼板肋梁上预留有U形环实施例。

[0030] 装配式空腔楼板肋梁上预留有U形环521,在预制装配式空腔楼板肋钢筋时,肋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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筋中间预留了N个U形环521作为吊装和预制装配式空腔楼板与现浇混凝土空腔楼盖上翼缘

板钢筋组合用；将装配式空腔楼板和主梁钢筋上面铺设上翼缘板钢筋,所铺设的上翼缘板

钢筋部分穿过或绑扎在预留的U形环521中或U形环旁,增加所铺设上翼缘板钢筋11与装配

式空腔楼板的结合强度,现浇钢筋混凝土形成楼盖上翼缘板,用现浇来解决结构整体性。

[0031] 最后应当说明的是: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限制，尽

管参照上述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所属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依然

可以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进行修改或者等同替换，而未脱离本发明精神和范围的任何

修改或者等同替换，其均应涵盖在本发明的权利要求范围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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