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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一种大跨度预应力梁混凝土坡

屋面跳仓法施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1）仓位划

分；（2）模板工程；（3）钢筋工程；（4）施工缝构造

处理；（5）安装可拆卸式后浇带封堵装置；（6）混

凝土浇筑。本施工方法不仅可以保证结构施工的

质量，而且能提高施工效率，大大缩短工期，符合

国家的环保节地的政策，从而具有极好的推广应

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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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大跨度预应力梁混凝土坡屋面跳仓法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1）仓位划分：根据工程原后浇带位置进行分仓，每个仓位长度为30~45m，单个仓位面

积为2000m2以下；单个仓位的混凝土方量控制在1100~2300m
3；

（2）模板工程：设立模板支撑体系，进行施工荷载计算，以及模板及其支撑系统的强度、

刚度、稳定性和抗倾覆的验算，模板支撑体系的最大变形值不得超过模板构件计算跨度的

1/400，压缩变形值或弹性挠度不得超过相应的结构计算跨度的1/10000；

（3）钢筋工程：在楼面设置马凳，其纵横向间距小于600mm；布置上下层钢筋保护层，在

楼板下层钢筋绑扎后，及时穿插线管预埋和模板封镶收头；将现浇板负筋放置在支座梁钢

筋上面，并与梁筋绑扎，并通过马凳或混凝土垫块固定负筋的位置，控制板面负筋的保护层

厚度在1.3~1.5  cm；构造钢筋垂直于跳仓施工缝长度方向布置，构造钢筋均匀布置在上下

层钢筋上，间距不大于150mm，两端各伸出跳仓施工缝不小于500mm，并固定于上下层钢筋

上；

（4）施工缝构造处理：施工缝采取钢丝网阻隔，在清洗后进行第2次砼浇筑；施工缝两边

混凝土振捣密实，每次浇筑完毕后施工缝处宽500mm的混凝土表面进行两遍收光，并且在下

次浇筑前旧施工缝处剔除松散混凝土并浇水润湿；

（5）安装可拆卸式后浇带封堵装置：根据现场板厚及保护层厚度的要求制作可拆卸移

动式后浇带封堵装置，并按照划分的仓位图进行装置的安装；

（6）混凝土浇筑：根据划分好的仓位进行混凝土浇筑，在相邻仓位混凝土浇筑完成7天

后，进行下一仓位混凝土浇筑施工；混凝土浇到板顶标高后，将混凝土表面找平，开始喷雾

养护；在混凝土终凝前1~2  h，提浆机二遍收光，边收光边覆盖0.6mm塑料薄膜和土工布，保

证薄膜内处于100％湿度。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大跨度预应力梁混凝土坡屋面跳仓法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2）中还包括木模板的支设，在浇筑混凝土前，对木模板进行浇水湿润。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大跨度预应力梁混凝土坡屋面跳仓法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3）还包括对混凝土在浇筑时的裂缝易发生部位和负弯矩筋受力最大区域，铺设临时

性活动挑板，扩大接触面，分散应力。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大跨度预应力梁混凝土坡屋面跳仓法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3）中在管预埋时，采用放射形分布，避免紧密平行排列，控制水电管线间距在20mm以

上；对于较粗的管线或多根线管的集散处，按预留孔洞构造要求在四周增设垂直于线管的

井字形抗裂构造钢筋。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大跨度预应力梁混凝土坡屋面跳仓法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

预埋于现浇板内的线管必须位于板钢筋的上部，现浇板的中部，预埋的管径不超过板厚的

1/4；当预埋的管径超过板厚的1/4时，沿预埋管线方向增设钢筋网片。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大跨度预应力梁混凝土坡屋面跳仓法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

当三根或三根以上预埋管线组成三角形或多边形时，边长大于1500mm。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大跨度预应力梁混凝土坡屋面跳仓法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6）中在进行混凝土振捣时，采用单一的行列形式，插点之间距离为60cm以内，离开模

板距离为20cm，振捣时间为20~30  s  。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大跨度预应力梁混凝土坡屋面跳仓法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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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框架梁进行混凝土振捣时振捣点的分布采用行列式，插点之间距离为400~60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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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大跨度预应力梁混凝土坡屋面跳仓法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施工方法，具体是一种适用于工期较紧的大跨度混凝土结构的施

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施工技术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工程采用跳仓法施工代替原有的后浇带的设

置，利用混凝土早期强度抵消混凝土的开裂应力，但跳仓法常用于地下大体积混凝土结构

施工中，极少见于地上结构的施工中。

[0003] 部分地面工程的工期较紧，预应力梁南北贯通且为超长结构。在设计需要设置温

度后浇带及变形缝避免混凝土开裂，由于存在两条温度后浇带、三条温度后浇带和两条变

形缝，而后浇带两侧混凝土浇筑完成60天才可封闭后浇带，预应力梁的张拉只有等到后浇

带封闭完成后才可进行，对工期的影响非常大。

发明内容

[0004] 发明目的：本发明目的在于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利用可拆卸移动式后

浇带封堵装置进行大跨度预应力梁混凝土坡屋面跳仓法施工的方法，在提高施工缝的施工

质量的同时，缩短施工工期。

[0005] 技术方案：本发明所述大跨度预应力梁混凝土坡屋面跳仓法施工方法，包括如下

步骤，

（1）仓位划分：根据工程原后浇带位置进行分仓，每个仓位长度为30~45m，单个仓位面

积为2000m2以下；单个仓位的混凝土方量控制在1100~2300m
3；

（2）模板工程：设立模板支撑体系，进行施工荷载计算，以及模板及其支撑系统的强度、

刚度、稳定性和抗倾覆的验算，模板支撑体系的最大变形值不得超过模板构件计算跨度的

1/400，压缩变形值或弹性挠度不得超过相应的结构计算跨度的1/10000；

（3）钢筋工程：在楼面设置马凳，其纵横向间距小于600mm；布置上下层钢筋保护层，在

楼板下层钢筋绑扎后，及时穿插线管预埋和模板封镶收头；将现浇板负筋放置在支座梁钢

筋上面，并与梁筋绑扎，并通过马凳或混凝土垫块固定负筋的位置，控制板面负筋的保护层

厚度在1.3~1.5  cm；构造钢筋垂直于跳仓施工缝长度方向布置，构造钢筋均匀布置在上下

层钢筋上，间距不大于150mm，两端各伸出跳仓施工缝不小于500mm，并固定于上下层钢筋

上；

（4）施工缝构造处理：施工缝采取钢丝网阻隔，在清洗后进行第2次砼浇筑；施工缝两边

混凝土振捣密实，每次浇筑完毕后施工缝处宽500mm的混凝土表面进行两遍收光，并且在下

次浇筑前旧施工缝处剔除松散混凝土并浇水润湿；

（5）安装可拆卸式后浇带封堵装置：根据现场板厚及保护层厚度的要求制作可拆卸移

动式后浇带封堵装置，并按照划分的仓位图进行装置的安装；

（6）混凝土浇筑：根据划分好的仓位进行混凝土浇筑，在相邻仓位混凝土浇筑完成7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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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进行下一仓位混凝土浇筑施工；混凝土浇到板顶标高后，将混凝土表面找平，开始喷雾

养护；在混凝土终凝前1~2  h，提浆机二遍收光，边收光边覆盖0.6mm塑料薄膜和土工布，保

证薄膜内处于100％湿度。

[0006] 本发明进一步优选地技术方案为，步骤（2）中还包括木模板的支设，在浇筑混凝土

前，对木模板进行浇水湿润。

[0007] 优选地，步骤（3）还包括对混凝土在浇筑时的裂缝易发生部位和负弯矩筋受力最

大区域，铺设临时性活动挑板，扩大接触面，分散应力。

[0008] 优选地，步骤（3）中在管预埋时，采用放射形分布，避免紧密平行排列，控制水电管

线间距在20mm以上；对于较粗的管线或多根线管的集散处，按预留孔洞构造要求在四周增

设垂直于线管的井字形抗裂构造钢筋。

[0009] 优选地，预埋于现浇板内的线管必须位于板钢筋的上部，现浇板的中部，预埋的管

径不超过板厚的1/4；当预埋的管径超过板厚的1/4时，沿预埋管线方向增设钢筋网片。

[0010]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大跨度预应力梁混凝土坡屋面跳仓法施工方法，其特征

在于，当三根或三根以上预埋管线组成三角形或多边形时，边长大于1500mm。

[0011] 优选地，步骤（6）中在进行混凝土振捣时，采用单一的行列形式，插点之间距离为

60cm以内，离开模板距离为20cm，振捣时间为20~30  s  。

[0012] 优选地，在对框架梁进行混凝土振捣时振捣点的分布采用行列式，插点之间距离

为400~600  mm。

[0013] 有益效果：本发明中可拆卸移动式后浇带封堵装置的应用保证了施工缝位置的钢

筋间距，有效的控制上下两层钢筋的保护层厚度，同时能有效的防止漏浆现象，保证了施工

缝混凝土成型质量，且安装快捷方便，可拆卸重复使用；本发明利用可拆卸移动式后浇带封

堵装置提高施工缝的施工质量，防止施工缝位置出现收缩开裂，利用混凝土7天时间的自身

强度抵抗开裂应力，从而代替原设计的后浇带的效果，提前实现预应力梁的张拉，缩短了施

工工期；本施工方法不仅可以保证结构施工的质量，而且能提高施工效率，大大缩短工期，

符合国家的环保节地的政策，从而具有极好的推广应用价值。

具体实施方式

[0014] 下面对本发明技术方案进行详细说明，但是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不局限于所述实施

例。

[0015] 实施例：以某工程为例，设计中该工程主梁为预应力结构，面积比较大，现场设置

后浇带，图纸要求后浇带60天封闭，后浇带混凝土强度达到90%预应力才可张拉，本实施例

采用大跨度预应力梁混凝土坡屋面跳仓法施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1）材料选择：混凝土材料控制，混凝土材料控制与配合比设计的原则是在保证抗压强

度满足要求的条件下，尽量提高抗拉强度，同时从减小水泥用量与用水量两个方面减小混

凝土的温度收缩与干燥收缩。混凝土各项组成材料的质量直接影响混凝土的各种收缩与抗

拉强度大小，必须严格控制。

[0016] 水泥的品种与用量是影响混凝土力学性能与混凝土温度变形、自收缩变形、干燥

收缩变形大小的重要因素。在选择水泥时应从水泥的标号、水泥熟料的矿物组成、水化热大

小、水泥的细度等方面进行综合考虑，水泥铝酸三钙（C3A）宜小于8％，使用时水泥的温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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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超过60℃。其它质量指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通用硅酸盐水泥》GB175-2007的规定。

[0017] 选择粗骨料时应从粗骨料的品种、力学性能、级配、颗粒形状大小、含杂质量、含泥

量、吸水率等方面考虑。理想粗骨料为5～25mm连续级配花岗岩碎石粗骨料，粗骨料的含泥

小于0.5％，泥块含量小于0.2％，其它质量指标应符合《普通混凝土用砂、石质量及检验方

法标准》JGJ52-2006要求。

[0018] 选择细骨料时应主要从细骨料的平均粒径、细度模数、颗粒级配与砂率等角度考

虑。理想砂为石英含量高、颗粒形状浑圆、洁净、具有平滑筛分线、细度模数在2.8～3.6之

间、平均粒径为3.8mm、含泥量（或石粉量）小于1.5％、泥块含量小于0.5％的中粗砂。其它质

量指标应符合《普通混凝土用砂、石质量及检验方法标准》JGJ52-2006要求。

[0019] 粉煤灰掺到混凝土中后，能降低水化热，减少干缩，改善新拌混凝土的和易性，但

早期强度较低。宜选用性能良好、各项指标符合国家标准的二级粉煤硝灰，CaO含量不超过

10%，其它质量指标应符合《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粉煤灰》GB/T1596-2005要求。根据工程

的需要确定粉煤灰掺量，楼板混凝土粉煤灰参量不宜大于20％。

[0020] 减水剂宜采用符合国家标准《聚羧酸系高性能减水剂》JG/T223-2007的聚羧酸减

水剂。C40则控制1～1.2％。使用聚羧酸时必须注意聚羧酸的敏感性，装载聚羧酸的罐车不

能与装载萘系减水剂的罐车混用，并要注意聚羧酸与水泥、掺合料的相容性。

[0021] 混凝土配合比控制的原则是在保证抗压强度满足要求的条件下，尽量提高抗拉、

抗拆强度，同时从减小水泥用量与用水量两个方面减小混凝土的温度收缩与干燥收缩，并

根据现场施工条件、当地原材料性能、施工时外界环境条件，确定施工所需的混凝土工作性

能，主要是混凝土的塌落度、扩展度、倒置流时间、初凝终凝时间。当工期允许时可建议使用

60天强度。混凝土原材料与配合比要经试配合格，满足所需的强度、施工性能后方可最终确

定。主要工作包括：收集当地混凝土地材资料、混凝土地材质量现场检验、混凝土工作性能

指标确定、混凝土试配检验。

[0022] 配合比中材料用量可参考以下经验数据：

对于C40混凝土水泥用量宜小于290公斤；

单掺粉煤宜为15～20％；

C40混凝土胶凝材料总量宜小于390公斤；

C40混凝土用水量宜小于180公斤；

聚羧酸减水剂，  C40宜为1～1.2％；

粗骨料用量宜大于1110公斤，细骨料用量宜大于750公斤；

楼板混凝土的现场塌落度宜控制在15±2，初凝时间控制在5～6小时，终凝时间控制在

7～8小时；

为减小水化热与干燥收缩配合比有不使有矿渣粉。

[0023] （2）仓位划分：根据工程原后浇带位置进行分仓，每个仓位长度为30~45m，单个仓

位面积为2000m2以下；单个仓位的混凝土方量控制在1100~2300m
3；

（3）模板工程：

1）模板体系的承载力与刚度

模板体系要有足够承载力与刚度，要求模板必须具有足够的承载力、刚度和稳定性，能

可靠承受新浇筑混凝土的自重及施工荷载。施工前应编制模板工程施工方案，特别是高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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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模板施工技术方案，方案中应有计算书，其内容包括施工荷载计算、模板及其支撑、系统

的强度、刚度、稳定性、抗倾覆等方面的验算，支承层承载等方面的验算。施工过程中必须严

格按照方案进行施工。当验算模板及其支架的刚度时，其最大变形值不得超过模板构件计

算跨度的1/400，支架的压缩变形值或弹性挠度，不得超过相应的结构计算跨度的1/10000。

[0024] 撑体系必须有足够的刚度，水平方向与模板的接触面不得有任何间隙，使每个接

触面都有可靠的支撑点，在振捣过程中派专人进行看模，防止支撑立管上的扣件下沉现象

产生。

[0025] 2）新浇楼板的上载

在楼层混凝土浇筑完毕的24h以前，可限于做测量、定位、弹线等准备工作，最多只允许

暗柱钢筋焊接工作，不允许吊卸大宗材料，避免冲击振动。24h以后，可先分批安排吊运少量

小批量的暗柱和剪力墙钢筋进行绑扎活动，做到轻卸、轻放，以控制和减小冲击振动力。第

3d方可开始吊卸钢管等大宗材料以及从事楼层墙板和楼面的模板正常支模施工。在模板安

装时，吊运(或传递)上来的材料应做到尽量分散就位，不得过多地集中堆放，以减少楼面荷

重和振动。施工的材料，运上楼层后应控制在均匀沿支座堆放，堆放高度尽可能减小，不能

集中放在一个地方，放置时要轻放。这对于裂缝的控制非常重要，因为此时的混凝土强度还

很低，有了冲击力和集中压力，混凝土会产生内伤，很多裂缝是在此时产生的。

[0026] 3）楼板浇筑前的模板湿润

浇筑混凝土前，木模板应浇水湿润，因为木模板浇水湿润后膨胀缝隙减少，如果木模没

有浇水,在浇筑混凝土过程中容易水泥浆流失；木模板本身是吸水的，在浇筑混凝土时影响

到混凝土原有准确的水灰比。

[0027] （4）钢筋工程：钢筋在混凝土板中起抵抗外荷载所产生的效应，以及防止和控制混

凝土收缩裂缝发生与裂缝宽度的双重作用，而这一双重作用均需存在合理厚度的保护层，

才能确保有效。因此须把钢筋保护层厚度控制作为钢筋工程中抗裂要点，其余方面按规范

要求进行。

[0028] 本工程楼板钢筋网有效高度保护问题的解决措施：

1）楼面必须设置马凳，其纵横向间距不应大于600mm；

2）尽可能合理和科学地安排好各工种交叉作业时间，在楼板下排钢筋绑扎后，线管预

埋和模板封镶收头应及时穿插并争取全面完成，以有效减少板面钢筋绑扎后的作业人员数

量；

3）在楼梯、通道等频繁和必须的通行处应搭设(或铺设)临时的简易通道，以供必要的

施工人员通行；

4）采取有效的措施保证各部位钢筋位置正确，保护层厚度符合要求，并且架设专门施

工马道，严禁踩踏钢筋，避免因钢筋位置不正确导致混凝土出现裂缝；

5）加强教育和管理，使全体操作人员充分重视保护板面上层负筋的正确位置，必须行

走时，应自觉沿钢筋小马撑支撑点或踩在梁上通行，不得随意踩踏中间架空部位钢筋；

6）在严格控制板面负筋的保护层厚度方面，现浇板负筋一般放置在支座梁钢筋上面，

与梁筋应绑扎在一起，另外，采用马凳或混凝土垫块等措施来固定负筋的位置，保证在施工

过程中板面钢筋不再下沉，从而可有效控制保护层，避免支座处因负筋下沉，保护层厚度变

大而产生裂缝，板的保护层厚度应控制在1.5cm，防止过大或过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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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安排足够数量的钢筋工在混凝土浇筑前及浇筑中及时进行整修，特别是支座端部受

力最大处以及楼面裂缝最容易发生处(四周阳角处、预埋线管处以及大跨度房间处)应重点

整修；

8）混凝土在浇筑时对裂缝的易发生部位和负弯矩筋受力最大区域，应铺设临时性活动

挑板，扩大接触面，分散应力，尽力避免上层钢筋受到重新踩踏变形。在钢筋容易锈蚀的环

境中，更要严格控制钢筋保护层厚度，当设计与规范不符时应与设计协商解决；

9）对于较粗的管线或多根线管的集散处，应增设垂直于线管的短钢筋网加强；

10）线管在敷设时应尽量避免立体交叉穿越，预埋管线应采用放射形分布，避免紧密平

行排列，控制水电管线间距在20mm以上，以避免因管线过多造成的钢筋与混凝土粘结力下

降，以确保预埋管线底部和管线间的混凝土浇筑顺利，振捣密实；

11）多根预埋管线的集散处，应控制预埋管线之间间距大于20mm，同时确保线管底部的

混凝土灌注顺利和振捣密实。并且当线管数量众多，使集散处的混凝土截面大量削弱时，宜

按预留孔洞构造要求在四周增设井字形抗裂构造钢筋；

12）预埋于现浇板内的线管必须位于板钢筋的上部，现浇板的中部，预埋的管径不宜超

过板厚的1/4，当预埋的管径超过板厚的1/4时，应沿预埋管线方向增设钢筋网片；

13）预埋管线在敷设时应尽量避免立体交叉穿越，三根预埋管线不得交于一点，当三根

(或多根)预埋管线组成三角形(或多边形)时，边长不应小于1500mm；

14）预应力钢绞线固定牢靠，矢高控制准确，不得沉底接触模板。

[0029] （5）施工缝构造处理：超长结构采用跳仓法施工时，宜布置垂直于跳仓施工缝长度

方向的构造钢筋，钢筋均匀布置在上下层（或内外层）钢筋上，直径宜取12mm，间距不大于

150mm，两端各伸出跳仓施工缝不小于500mm，并固定于上下层（或内外层）钢筋上。跳仓施工

缝采取钢丝网阻隔，施工缝处表面粗糙，清洗后即可进行第2次砼浇筑，接缝处两次浇筑混

凝土能粘接紧密。施工缝两边混凝土要振捣密实，每次浇筑完毕后施工缝处宽500mm的混凝

土表面要用人工两遍收光。下次浇筑前旧施工缝处需剔除松散混凝土并浇水润湿。

[0030] （6）安装可拆卸式后浇带封堵装置：根据现场板厚及保护层厚度的要求制作可拆

卸移动式后浇带封堵装置，并按照划分的仓位图进行装置的安装。

[0031] （7）混凝土浇筑：根据划分好的仓位进行混凝土浇筑，在相邻仓位混凝土浇筑完成

7天后，进行下一仓位混凝土浇筑施工；在进行混凝土振捣时，采用单一的行列形式，插点之

间距离为60cm以内，离开模板距离为20cm，振捣时间为20~30  s。在对框架梁进行混凝土振

捣时振捣点的分布采用行列式，插点之间距离为400~600  mm。

[0032] （8）当混凝土浇到板顶标高后，应用2m长铝合金刮杠将混凝土表面找平，控制好板

顶标高，然后用木抹子拍打、搓抹两遍，开始喷雾养护。混凝土终凝前1～2h，提浆机二遍收

光，边收光边覆盖0.6mm塑料薄膜结合土工布防止水分蒸发，保证薄膜内处于100％湿度。养

护过程若遇较大暴雨需在板面铺设麻袋，避免形成较大的水流冲刷楼面造成过快降温。

[0033] 采用本实施例的施工方法，取消后浇带，可以节约工期约60天。工期成本：100000

元/天，效益：60天*100000元/天=6000000元=600万。可拆卸移动式后浇带封堵装置较传统

的封堵方式相比可重复使用，提高了施工缝的施工质量，节约了人工费和材料费约5000元。

合计在该工程中中创造了600.5万元的经济效益。

[0034] 如上所述，尽管参照特定的优选实施例已经表示和表述了本发明，但其不得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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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对本发明自身的限制。在不脱离所附权利要求定义的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前提下，可对

其在形式上和细节上作出各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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