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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装配式建筑的新型

管道吊模工艺，包括以下施工步骤：S1、首先将在

混凝土工厂中预制浇筑成型完成的楼板下半部

分的叠合楼板运送到施工现场进行吊装工作，在

进行吊装工作时，需要先在已经完成的建筑上架

设相应的装配支撑，装配支撑需要位于具有承载

格构的钢筋方向上，预叠合楼板及建筑楼板的安

装面须清理干净，并避免点支撑，同时对于支撑

座需要抹一层水泥砂浆，然后便可以使用吊车等

设备将叠合楼板吊运到建筑上方，然后进行放置

工作。本发明通过叠合楼板和浇筑楼板上的洞口

设置以及两次浇筑工作，极大的增加了管道安装

强度以及防水效果，还极大的提高了施工人员的

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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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装配式建筑的新型管道吊模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施工步骤；

S1、首先将在混凝土工厂中预制浇筑成型完成的楼板下半部分的叠合楼板运送到施工

现场进行吊装工作，在进行吊装工作时，需要先在已经完成的建筑上架设相应的装配支撑，

装配支撑需要位于具有承载格构的钢筋方向上，预叠合楼板及建筑楼板的安装面须清理干

净，并避免点支撑，同时对于支撑座需要抹一层水泥砂浆，然后便可以使用吊车等设备将叠

合楼板吊运到建筑上方，然后进行放置工作，在放置工作进行的过程中可以使用千斤顶调

平器和撬棍进行叠合楼板的调整工作，然后便可以进行叠合楼板侧面以及开洞处模板的安

装工作，并顺利的完成相应的浇筑工作，再接着便可以再叠合楼板上方进行管线等预埋件

的安装工作，接着便可以铺设用于配合楼板上半部分的钢筋，这样一来便算是完成了叠合

楼板的吊装工作；

S2、在吊装完成后，再次使用钢筋对已经位于指定位置的叠合楼板进行绑扎工作，然后

根据叠合楼板上针对管道安装的预留孔洞大小裁剪出合适大小的泡沫板，接着将泡沫板放

置在相应的预留孔洞上方并固定住，然后便可以使用套筒灌浆料在叠合楼板上方进行楼板

上半部分的浇筑工作，在进行浇筑工作时，需要首先在叠合楼板上安装相应的模具，然后对

模板内的垃圾、泥土等杂物及钢筋上的油污进行清除工作，并经检查钢筋的水泥垫块是否

垫好，如果使用木模板时应浇水使模板湿润，柱子模板的清扫口高水平在清除杂物后再封

闭，然后使用相应的泵和管道将套筒灌浆料运送到叠合楼板上进行浇筑工作，若是在高温

季节可以使用湿草袋对工作管道进行降温，在进行套筒灌浆料的浇筑工作时，泡沫板的设

置会使得叠合楼板上的预留孔洞不会因为浇筑而发堵塞和漏浆，然后便可以等待上半部分

浆料凝固成型；

S3、等到楼板上半部分的浆料凝固成型后，将叠合楼板上的浇筑模具拆下，然后便可以

将预留孔洞上方的泡沫板取下，接着使用相应的吊车等设备将需要进行安装的管道吊运到

指定位置上，然后由人将管道插入到叠合楼板的预留孔洞以及浇筑楼板上因泡沫板产生的

孔洞中，并调整管道的位置，使得管道可以固定在预留孔洞中的指定位置上，这样便完成管

道在叠合楼板和浇筑楼板上的初步安装工作，然后使用将管道吊模具夹持固定在管道上叠

合楼板的下方，在安装固定的同时使得管道吊模具抵住叠合楼板的下侧壁，这样一来便完

成了管道在叠合楼板和浇筑楼板上的安装工作；

S4、接着在浇筑楼板上因泡沫板产生的孔洞周围设置相应的浇筑模具，然后再次使用

相应的泵和管道将套筒灌浆料灌入到管道和预留孔洞的缝隙中，接着等待浆液凝固成型

后，将浇筑楼板上的模具拆卸下来，便完成了管道的混凝土固定工作。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装配式建筑的新型管道吊模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

套筒灌浆料是一种由水泥、细骨料、多种外加剂复配而成的水泥基灌浆材料，按照配合比加

水搅拌之后形成一种自流浆体。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装配式建筑的新型管道吊模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

泡沫板应盖住洞口2‑3cm。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装配式建筑的新型管道吊模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

管道吊模具的上侧壁与叠合楼板的下侧壁之间可以设置泡沫双面胶。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装配式建筑的新型管道吊模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

叠合楼板上的预留洞口呈上大下小的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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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装配式建筑的新型管道吊模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建筑施工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用于装配式建筑的新型管道吊模工

艺。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建筑行业的转型升级发展，装配式建筑越来越多，随之而来的是传统施工工

艺无法满足装配式建筑的施工要求。关于管道穿楼板洞口如何有效封堵，是装配式建筑施

工的一大技术难点。

[0003] 现有的施工方法是用成品模具进行吊模。洞口封堵前先将基层  洒水湿润，若原预

留洞过于光滑还需要凿毛，然后采用C20石进行施工，一个洞口分2次浇筑，第一次浇筑一

半，振捣密实。待第一层混凝土强度达到后进行第二层浇筑，表面抹实压光，有防水要求的

封堵，第二层浇筑预留  5～10mm  深度，使用堵漏灵附加层  将预留部分进行封堵，确保管根

无渗漏。

[0004] 但是这种现有技术施工周期长，两次浇筑加附加层至少3天时间施工，现场如没有

细石混凝土还需要自行拌和，而且夏季高温天气，混凝土和堵漏王附加层若养护不及时容

易脱水开裂。这些会造成漏水隐患。

[0005] 为此，我们提出一种用于装配式建筑的新型管道吊模工艺来解决上述问题。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现有技术中问题，而提出的一种用于装配式建筑的新型

管道吊模工艺。

[0007]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了如下技术方案：

一种用于装配式建筑的新型管道吊模工艺，包括以下施工步骤；

S1、首先将在混凝土工厂中预制浇筑成型完成的楼板下半部分的叠合楼板运送到

施工现场进行吊装工作，在进行吊装工作时，需要先在已经完成的建筑上架设相应的装配

支撑，装配支撑需要位于具有承载格构的钢筋方向上，预叠合楼板及建筑楼板的安装面须

清理干净，并避免点支撑，同时对于支撑座需要抹一层水泥砂浆，然后便可以使用吊车等设

备将叠合楼板吊运到建筑上方，然后进行放置工作，在放置工作进行的过程中可以使用千

斤顶调平器和撬棍进行叠合楼板的调整工作，然后便可以进行叠合楼板侧面以及开洞处模

板的安装工作，并顺利的完成相应的浇筑工作，再接着便可以再叠合楼板上方进行管线等

预埋件的安装工作，接着便可以铺设用于配合楼板上半部分的钢筋，这样一来便算是完成

了叠合楼板的吊装工作；

S2、在吊装完成后，再次使用钢筋对已经位于指定位置的叠合楼板进行绑扎工作，

然后根据叠合楼板上针对管道安装的预留孔洞大小裁剪出合适大小的泡沫板，接着将泡沫

板放置在相应的预留孔洞上方并固定住，然后便可以使用套筒灌浆料在叠合楼板上方进行

楼板上半部分的浇筑工作，在进行浇筑工作时，需要首先在叠合楼板上安装相应的模具，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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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对模板内的垃圾、泥土等杂物及钢筋上的油污进行清除工作，并经检查钢筋的水泥垫块

是否垫好。如果使用木模板时应浇水使模板湿润，柱子模板的清扫口高水平在清除杂物后

再封闭，然后使用相应的泵和管道将套筒灌浆料运送到叠合楼板上进行浇筑工作，若是在

高温季节可以使用湿草袋对工作管道进行降温，在进行套筒灌浆料的浇筑工作时，泡沫板

的设置会使得叠合楼板上的预留孔洞不会因为浇筑而发堵塞和漏浆，然后便可以等待上半

部分浆料凝固成型；

S3、等到楼板上半部分的浆料凝固成型后，将叠合楼板上的浇筑模具拆下，然后便

可以将预留孔洞上方的泡沫板取下，接着使用相应的吊车等设备将需要进行安装的管道吊

运到指定位置上，然后由人将管道插入到叠合楼板的预留孔洞以及浇筑楼板上因泡沫板产

生的孔洞中，并调整管道的位置，使得管道可以固定在预留孔洞中的指定位置上，这样便完

成管道在叠合楼板和浇筑楼板上的初步安装工作，然后使用将管道吊模具夹持固定在管道

上叠合楼板的下方，在安装固定的同时使得管道吊模具抵住叠合楼板的下侧壁，这样一来

便完成了管道在叠合楼板和浇筑楼板上的安装工作；

S4、接着在浇筑楼板上因泡沫板产生的孔洞周围设置相应的浇筑模具，然后再次

使用相应的泵和管道将套筒灌浆料灌入到管道和预留孔洞的缝隙中，接着等待浆液凝固成

型后，将浇筑楼板上的模具拆卸下来，便完成了管道的混凝土固定工作。

[0008] 优选的，所述套筒灌浆料是一种由水泥、细骨料、多种外加剂复配而成的水泥基灌

浆材料，按照配合比加水搅拌之后形成一种自流浆体。

[0009] 优选的，所述泡沫板应盖住洞口2‑3cm。

[0010] 优选的，所述管道吊模具的上侧壁与叠合楼板的下侧壁之间可以设置泡沫双面

胶。

[0011]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本发明作为一种施工工艺，有效解决了管道穿叠合楼板如何施工的问题，减小了

漏水隐患，在主体预留预埋阶段我们在原叠合楼板预留洞口的基础上预留大一号洞口，浇

筑完成后两个洞口形成错台，增大接触面积，管道安装完成后使用管道吊模具，再利用装配

式建筑特有的套筒灌浆料进行吊模封堵，达到强度与防水兼得的效果，同时这种工艺的操

作时间短，极大的有利于工作人员使用。

附图说明

[0012] 图1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用于装配式建筑的新型管道吊模工艺的预留洞口示意

图；

图2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用于装配式建筑的新型管道吊模工艺的吊模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3]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

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

[0014] 一种用于装配式建筑的新型管道吊模工艺，包括以下施工步骤；

S1、首先将在混凝土工厂中预制浇筑成型完成的楼板下半部分的叠合楼板运送到

施工现场进行吊装工作，在进行吊装工作时，需要先在已经完成的建筑上架设相应的装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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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装配支撑需要位于具有承载格构的钢筋方向上，预叠合楼板及建筑楼板的安装面须

清理干净，并避免点支撑，同时对于支撑座需要抹一层水泥砂浆，然后便可以使用吊车等设

备将叠合楼板吊运到建筑上方，然后进行放置工作，在放置工作进行的过程中可以使用千

斤顶调平器和撬棍进行叠合楼板的调整工作，然后便可以进行叠合楼板侧面以及开洞处模

板的安装工作，并顺利的完成相应的浇筑工作，再接着便可以再叠合楼板上方进行管线等

预埋件的安装工作，接着便可以铺设用于配合楼板上半部分的钢筋，这样一来便算是完成

了叠合楼板的吊装工作；

S2、在吊装完成后，再次使用钢筋对已经位于指定位置的叠合楼板进行绑扎工作，

然后根据叠合楼板上针对管道安装的预留孔洞大小裁剪出合适大小的泡沫板，所述叠合楼

板上的预留洞口呈上大下小的形状，这样设置的洞口可以有效的增加管道和叠合楼板直接

的混凝土接触面积，继而使得管道可以借助混凝土更好的固定在叠合楼板上，接着将泡沫

板放置在相应的预留孔洞上方并固定住，所述泡沫板应盖住洞口2‑3cm，这样一来浇筑楼板

上的孔洞就会比叠合楼板上的预留孔洞大，继而使得管道可以与浇筑楼板以及叠合楼板有

更大的接触面积，这样便可以使得管道被固定的更加牢固，同时设有的错台设置可以使得

施工人员不再需要进行凿毛工作，然后便可以使用套筒灌浆料在叠合楼板上方进行楼板上

半部分的浇筑工作，所述套筒灌浆料是一种由水泥、细骨料、多种外加剂复配而成的水泥基

灌浆材料，按照配合比加水搅拌之后形成一种自流浆体，这种浆体具有具有粘度低、流动性

好、微膨胀、强度高、自密实、无收缩等特点，可以有效的省略振捣的步骤，极大的减少了用

户的工作步骤，提高了工作效率，而且在某些狭小空间无法振捣时可以也可以完美解决浇

筑成型工作，十分有利于进行缝隙的浇筑工作，且套筒灌浆料还具有微膨胀无收缩性能，可

以避免出现裂缝，防水性能好，套筒灌浆料强度高，凝固时间短，可以不用养护，一天即可达

到强度，移交下道工序施工，这样便进一步的提高了施工人员的工作效率，并且还提高了管

道安装的稳固性和防水性能在进行浇筑工作时，需要首先在叠合楼板上安装相应的模具，

然后对模板内的垃圾、泥土等杂物及钢筋上的油污进行清除工作，并经检查钢筋的水泥垫

块是否垫好。如果使用木模板时应浇水使模板湿润，柱子模板的清扫口高水平在清除杂物

后再封闭，然后使用相应的泵和管道将套筒灌浆料运送到叠合楼板上进行浇筑工作，若是

在高温季节可以使用湿草袋对工作管道进行降温，在进行套筒灌浆料的浇筑工作时，泡沫

板的设置会使得叠合楼板上的预留孔洞不会因为浇筑而发堵塞和漏浆，同时在浇筑时，管

道灌浆料的配比严格按照说明书加水，不得多加，少加，浇筑时注意观察然后便可以等待上

半部分浆料凝固成型；

S3、等到楼板上半部分的浆料凝固成型后，将叠合楼板上的浇筑模具拆下，然后便

可以将预留孔洞上方的泡沫板取下，接着使用相应的吊车等设备将需要进行安装的管道吊

运到指定位置上，然后由人将管道插入到叠合楼板的预留孔洞以及浇筑楼板上因泡沫板产

生的孔洞中，并调整管道的位置，使得管道可以固定在预留孔洞中的指定位置上，这样便完

成管道在叠合楼板和浇筑楼板上的初步安装工作，然后使用将管道吊模具夹持固定在管道

上叠合楼板的下方，在安装固定的同时使得管道吊模具抵住叠合楼板的下侧壁，所述管道

吊模具的上侧壁与叠合楼板的下侧壁之间可以设置泡沫双面胶，叠合楼板的下侧壁十分的

光滑，泡沫双面胶可以有效的完成叠合楼板和管道吊模具之间的粘合工作，粘合完成后可

以有效的保证浇筑时不会漏浆，同时封堵时方便施工，这样一来便完成了管道在叠合楼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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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浇筑楼板上的安装工作；

S4、接着在浇筑楼板上因泡沫板产生的孔洞周围设置相应的浇筑模具，然后再次

使用相应的泵和管道将套筒灌浆料灌入到管道和预留孔洞的缝隙中，接着等待浆液凝固成

型后，将浇筑楼板上的模具拆卸下来，便完成了管道的混凝土固定工作。

[0015] 本发明中用户利用叠合楼板上预留孔洞和浇筑楼板因泡沫板成型的孔洞之间的

错台设置，使得用户在进行管道工作时不再进行凿毛工作，极大的减少了施工人员的工作

步骤，继而提高了建筑施工的效率，同时这样的错台设置还可以有效的增加管道和孔洞之

间的接触面积，再配合管道吊模具与叠合楼板之间的配合，以及相应的管道灌浆料，可以有

效的提高管道安装时的强度以及防水效果，同时还利用管道灌浆料成型快的特性进一步提

高了施工效率。

[0016]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

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根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及其

发明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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