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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出一种屋顶预制件的防震安装方

法，包括如下步骤：固定件、屋面板、清扫、吊装及

固定、细石混凝土灌注、防震串联、铺设和底层抹

平及检测；本发明防地震性能好，由于金属条将

所有的屋顶预制件串联成一个整体，在发生地震

时不会下砸，保住了住户的生命安全，同时房屋

预制件净面叠加结构，是预制式结构，在墙体顶

端设置多组固定件和固定螺栓，将多组屋面板固

定在对称固定件内侧的安装槽内，通过此方式与

串联结合在一起，其抗震效果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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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屋顶预制件的防震安装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固定件

先在地面打好地基，在打好的地基上堆砌墙体，然后在墙体顶部放置多组固定件(1)；

步骤二：屋面板(2)

按结构平面布置图在屋架的上弦顶面弹出几何中心线，从跨中向两端分别弹出天窗

架、屋面板(2)安装准线；

步骤三：清扫

屋面板(2)就位前应将墙体安装处及固定件(1)处清扫干净，根据500毫米标高线检查

标高，复查轴线，抹好1:2水泥砂浆找平层；

步骤四：吊装及固定

将屋面板(2)吊装到墙体的顶面，对准固定件(1)内侧的安装槽(3)，落稳后才许脱钩，

通过器械将固定件(1)向内侧推进，然后固定件(1)上通过安装多组固定螺栓(4)初步对屋

面板(2)进行固定；

步骤五：细石混凝土灌注

在屋面板(2)底部安装吊模(5)，然后向每组屋面板(2)之间的缝隙灌注细石混凝土，插

密实，待达到一定强度上才能在顶面进行下一步施工；

步骤六：防震串联

屋面板(2)铺设在建筑物的山墙上后，用金属条(6)从屋面板(2)的减重孔中穿过，将相

邻的屋面板(2)串联起来，然后将金属条(6)的两端头固定到墙体上，使原来单独的屋面板

(2)连成整体；

步骤七：铺设

在屋面板(2)上铺设涂料层、防水卷材、隔离砂浆层和细石混凝土层作为防水结构；

步骤八：底层抹平及检测

通过水泥砂浆将屋面板(2)底部抹平，然后在屋面板(2)上做防水实验和防震实验。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屋顶预制件的防震安装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一中

以平整地面、挖坑、预埋连接件、固化地面中的一种或几种方法对地面进行预处理，以螺丝

连接、膨胀螺栓连接、榫卯连接、角铁连接、卡扣连接、挂钩连接、胶黏剂连接、水泥砂浆连接

中的一种或几种方法的组合堆砌墙体，然后在墙体顶部放置多组固定件(1)。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屋顶预制件的防震安装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二中

先按结构平面布置图在屋架的上弦顶面弹出几何中心线，从跨中向两端分别弹出天窗架、

屋面板(2)安装准线，然后在端头弹出安装中心线，上下弦两侧弹出支撑连结件的安装位置

线，弹出竖杆中心线。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屋顶预制件的防震安装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四中

屋面板(2)初步固定时，应挤密屋面板(2)间缝隙，当就位准确，仍有缝隙时，应用保温材料

填充，同时在紧固固定螺栓时应掌握紧固的程度，不可过度，过度会使密封垫圈上翻，甚至

将屋面板(2)压得下凹而积水，紧固不够会使密封不到位而出现漏雨。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屋顶预制件的防震安装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四中

当房间的进深尺寸与楼板的宽度尺寸相适应时应调整板缝宽度，板缝宽度不宜小于40毫

米，当板缝宽大于60毫米时，按设计配制板缝钢筋，板人支座的长度，长向板应大于70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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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向板应大于35毫米，板必须按设计要求对号入座，不得放错板号。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屋顶预制件的防震安装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五中

在屋面板(2)底部安装吊模(5)，然后向每组屋面板(2)之间的缝隙灌注细石混凝土，插密

实，待达到一定强度上才能在顶面进行下一步施工，最后在相邻固定件(1)之间也灌注细石

混凝土提高安装的牢固性。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屋顶预制件的防震安装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五中

吊模灌注细石混凝土后，在屋面板缝下口要留25-35毫米宽。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屋顶预制件的防震安装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六当

屋顶预制件铺设在建筑物的山墙上时，在屋顶预制件与建筑物的山墙重叠处钻孔，从孔里

插入固定锁，通过固定销与山墙连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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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屋顶预制件的防震安装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建筑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屋顶预制件的防震安装方法。

技术背景

[0002] 现在随着建筑物的发展，对建筑预的安全要求也越来越高，建筑工程施工过程工

艺复杂，工期漫长，建筑垃圾多浪费资源，有模数化构件构成的山墙屋顶，一个构件至少需

要一块盖板，在其下面沿着屋脊方向布置着橼木，两个彼此面对面布置的构件的橼子在它

们的屋脊侧端部区域相互间用活节连接，这样就产生可以共同覆盖住屋顶的结构，但屋面

板等构件直接在屋顶安装达不到国家相关的防止地震的要求，如何有效地防止地震时建筑

物的安全，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就显得越来越重要。因此，本发明提出一种屋顶预制件的防

震安装方法以解决现有技术的不足之处。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上述问题，本发明提出种屋顶预制件的防震安装方法，本发明防地震性能好，

由于金属条将所有的屋顶预制件串联成一个整体，在发生地震时不会下砸，保住了住户的

生命安全，同时房屋预制件净面叠加结构，是预制式结构，在墙体顶端设置多组固定件和固

定螺栓，将多组屋面板固定在对称固定件内侧，通过此方式与串联结合在一起，其抗震效果

更好，而且该防地震安装方法施工效率高，避免浪费时间，同时在安装屋面板预先将地面处

理和墙体整体构建出来，保证屋顶安装的顺利，避免出现意外情况，而且在安装好后进行防

水和防震检测，从而保证了该方法的实用性。

[0004] 一种屋顶预制件的防震安装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5] 步骤一：固定件

[0006] 先在地面打好地基，在打好的地基上堆砌墙体，然后在墙体顶部放置多组固定件；

[0007] 步骤二：屋面板

[0008] 按结构平面布置图在屋架的上弦顶面弹出几何中心线，从跨中向两端分别弹出天

窗架、屋面板安装准线；

[0009] 步骤三：清扫

[0010] 屋面板就位前应将墙体安装处及固定件处清扫干净，根据500毫米标高线检查标

高，复查轴线，抹好1:2水泥砂浆找平层；

[0011] 步骤四：吊装及固定

[0012] 将屋面板吊装到墙体的顶面，对准固定件(内侧的安装槽，落稳后才许脱钩，通过

器械将固定件向内侧推进，然后固定件上通过安装多组固定螺栓初步对屋面板进行固定；

[0013] 步骤五：细石混凝土灌注

[0014] 在屋面板底部安装吊模，然后向每组屋面板之间的缝隙灌注细石混凝土，插密实，

待达到一定强度上才能在顶面进行下一步施工；

[0015] 步骤六：防震串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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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屋面板铺设在建筑物的山墙上后，用金属条从屋面板的减重孔中穿过，将相邻的

屋面板串联起来，然后将金属条的两端头固定到墙体上，使原来单独的屋面板连成整体；

[0017] 步骤七：铺设

[0018] 在屋面板上铺设涂料层、防水卷材、隔离砂浆层和细石混凝土层作为防水结构；

[0019] 步骤八：底层抹平及检测

[0020] 通过水泥砂浆将屋面板底部抹平，然后在屋面板上做防水实验和防震实验。

[0021] 进一步改进在于：所述步骤一中以平整地面、挖坑、预埋连接件、固化地面中的一

种或几种方法对地面进行预处理，以螺丝连接、膨胀螺栓连接、榫卯连接、角铁连接、卡扣连

接、挂钩连接、胶黏剂连接、水泥砂浆连接中的一种或几种方法的组合堆砌墙体，然后在墙

体顶部放置多组固定件。

[0022] 进一步改进在于：所述步骤二中先按结构平面布置图在屋架的上弦顶面弹出几何

中心线，从跨中向两端分别弹出天窗架、屋面板安装准线，然后在端头弹出安装中心线，上

下弦两侧弹出支撑连结件的安装位置线，弹出竖杆中心线。

[0023] 进一步改进在于：所述步骤四中屋面板初步固定时，应挤密屋面板间缝隙，当就位

准确，仍有缝隙时，应用保温材料填充，同时在紧固固定螺栓时应掌握紧固的程度，不可过

度，过度会使密封垫圈上翻，甚至将屋面板压得下凹而积水，紧固不够会使密封不到位而出

现漏雨。

[0024] 进一步改进在于：所述步骤四中当房间的进深尺寸与楼板的宽度尺寸相适应时应

调整板缝宽度，板缝宽度不宜小于40毫米，当板缝宽大于60毫米时，按设计配制板缝钢筋，

板人支座的长度，长向板应大于70毫米，短向板应大于35毫米，板必须按设计要求对号入

座，不得放错板号。

[0025] 进一步改进在于：所述步骤五中在屋面板底部安装吊模，然后向每组屋面板之间

的缝隙灌注细石混凝土，插密实，待达到一定强度上才能在顶面进行下一步施工，最后在相

邻固定件之间也灌注细石混凝土提高安装的牢固性。

[0026] 进一步改进在于：所述步骤五中吊模灌注细石混凝土后，在屋面板缝下口要留25-

35毫米宽。

[0027] 进一步改进在于：所述步骤六当屋顶预制件铺设在建筑物的山墙上时，在屋顶预

制件与建筑物的山墙重叠处钻孔，从孔里插入固定锁，通过固定销与山墙连在一起。

[0028]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本发明防地震性能好，由于金属条将所有的屋顶预制件串

联成一个整体，在发生地震时不会下砸，保住了住户的生命安全，同时房屋预制件净面叠加

结构，是预制式结构，在墙体顶端设置多组固定件和固定螺栓，将多组屋面板固定在对称固

定件内侧的安装槽内，通过此方式与串联结合在一起，其抗震效果更好，而且该防地震安装

方法施工效率高，避免浪费时间，同时在安装屋面板预先将地面处理和墙体整体构建出来，

保证屋顶安装的顺利，避免出现意外情况，而且在安装好后进行防水和防震检测，从而保证

了该方法的实用性。

附图说明

[0029] 图1是本发明立体结构示意图；

[0030] 图2是本发明主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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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图3是本发明固定件立体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为了使发明实现的技术手段、达成目的与功效易于明白了解，下面结合具体实施

方式，进一步阐述本发明。

[0033] 实施例一

[0034] 一种屋顶预制件的防震安装方法

[0035] 步骤一：固定件

[0036] 以平整地面、挖坑、预埋连接件、固化地面中的一种或几种方法对地面进行预处

理，以螺丝连接、膨胀螺栓连接、榫卯连接、角铁连接、卡扣连接、挂钩连接、胶黏剂连接、水

泥砂浆连接中的一种或几种方法的组合堆砌墙体，然后在墙体顶部放置多组固定件1；

[0037] 步骤二：屋面板2

[0038] 先按结构平面布置图在屋架的上弦顶面弹出几何中心线，从跨中向两端分别弹出

天窗架、屋面板2安装准线，然后在端头弹出安装中心线，上下弦两侧弹出支撑连结件的安

装位置线，弹出竖杆中心线；

[0039] 步骤三：清扫

[0040] 屋面板2就位前应将墙体安装处及固定件1处清扫干净，根据500毫米标高线检查

标高，复查轴线，抹好1:2水泥砂浆找平层；

[0041] 步骤四：吊装及固定

[0042] 当房间的进深尺寸与楼板的宽度尺寸相适应时应调整板缝宽度，板缝宽度不宜小

于40毫米，当板缝宽大于60毫米时，按设计配制板缝钢筋，板人支座的长度，长向板应大于

70毫米，短向板应大于35毫米，板必须按设计要求对号入座，不得放错板号，将屋面板2吊装

到墙体的顶面，对准固定件1内侧的安装槽3，落稳后才许脱钩，通过器械将固定件1向内侧

推进，然后固定件1上通过安装多组固定螺栓4初步对屋面板2进行固定，屋面板2初步固定

时，应挤密屋面板2间缝隙，当就位准确，仍有缝隙时，应用保温材料填充，同时在紧固固定

螺栓时应掌握紧固的程度，不可过度，过度会使密封垫圈上翻，甚至将屋面板2压得下凹而

积水，紧固不够会使密封不到位而出现漏雨；

[0043] 步骤五：细石混凝土灌注

[0044] 在屋面板2底部安装吊模5，然后向每组屋面板2之间的缝隙灌注细石混凝土，插密

实，待达到一定强度上才能在顶面进行下一步施工，吊模灌注细石混凝土后，在屋面板缝下

口要留25-35毫米宽，最后在相邻固定件1之间也灌注细石混凝土提高安装的牢固性；

[0045] 步骤六：防震串联

[0046] 屋面板2铺设在建筑物的山墙上后，用金属条6从屋面板2的减重孔中穿过，将相邻

的屋面板2串联起来，然后将金属条6的两端头固定到墙体上，使原来单独的屋面板2连成整

体，当屋顶预制件铺设在建筑物的山墙上时，在屋顶预制件与建筑物的山墙重叠处钻孔，从

孔里插入固定锁，通过固定销与山墙连在一起；

[0047] 步骤七：铺设

[0048] 在屋面板2上铺设涂料层、防水卷材、隔离砂浆层和细石混凝土层作为防水结构；

[0049] 步骤八：底层抹平及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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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0] 通过水泥砂浆将屋面板2底部抹平，然后在屋面板2上做防水实验和防震实验。

[0051] 本发明防地震性能好，由于金属条6将所有的屋顶预制件串联成一个整体，在发生

地震时不会下砸，保住了住户的生命安全，同时房屋预制件净面叠加结构，是预制式结构，

在墙体顶端设置多组固定件1和固定螺栓4，将多组屋面板2固定在对称固定件1内侧的安装

槽3内，通过此方式与串联结合在一起，其抗震效果更好，而且该防地震安装方法施工效率

高，避免浪费时间，同时在安装屋面板2预先将地面处理和墙体整体构建出来，保证屋顶安

装的顺利，避免出现意外情况，而且在安装好后进行防水和防震检测，从而保证了该方法的

实用性。

[0052]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主要特征和优点。本行业的技术人员应该

了解，本发明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上述实施例和说明书中描述的只是说明本发明的原

理，在不脱离本发明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本发明还会有各种变化和改进，这些变化和改进

都落入要求保护的本发明范围内。本发明要求保护范围由所附的权利要求书及其等效物界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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