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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属于装配式建筑应用技术领域，具体

公开了模组模具浇筑轻质高强发泡混凝土的不

塌模，包括带滑动轨道的钢底板、带吊扣可活动

钢框架端板、橡胶压型侧板、对拉螺杆、滑轨和带

吊扣可滑动钢板。本发明的模组模具浇筑轻质高

强发泡混凝土的不塌模及其制作方法的有益效

果在于：1、适用于预制构件外形较简单而又要求

两面平整的预制构件构件的工业化生产、采用垂

直浇筑，占地面积小，对地面平整程度要求低；2、

生产效率高，适合大规模生产；3、模具个性化订

制降低生产成本，且便于吊装、运输和养护，优化

生产工序，可保证立模浇筑不塌模，同时保证构

件抗压和保温方面的优越性能，具有广泛的工程

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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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模组模具浇筑轻质高强发泡混凝土的不塌模，其特征在于：包括带滑动轨道的钢底

板（1）、带吊扣可活动钢框架端板（2）、橡胶压型侧板（3）、对拉螺杆（4）、滑轨（5）和带吊扣可

滑动钢板（6）。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模组模具浇筑轻质高强发泡混凝土的不塌模，其特征在于：所

述带吊扣可活动钢框架端板（2）由框架主体（7）、框架楞条（8）、拉杆孔（9）、底部固定装置

（10）和侧板凹槽（11）组成，其中，框架楞条（8）用于承担注浆液侧向压力而不产生变形，拉

杆孔（9）用于固定拉杆，将注浆液的侧向压力通过拉杆平衡，底部固定装置（10）用于将钢框

架端板固定在钢底板上，侧板凹槽（11）用于固定侧板位置。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模组模具浇筑轻质高强发泡混凝土的不塌模，其特征在于：所

述橡胶压型侧板（3）由与侧板主体（12）、构件侧面形状一致的凸起（13）、侧边凹槽（14）和附

件（15）组成；凸起（13）可根据不同构件拼缝形式单独加工轧制而成；构件的高度、厚度可通

过调整带吊扣可滑动钢板（6）高度和橡胶压型侧板（3）宽度进行控制；橡胶压型侧板（3）宽

度可由增加或减少附件（15）来改变。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模组模具浇筑轻质高强发泡混凝土的不塌模的制作方法，其

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放置钢底板（1），将带吊扣可活动钢框架端板（2）固定在钢底板（1）凹槽轨道内，通过

底部固定装置（10）将钢框架端板固定在钢底板上；

2）根据生产需要调整橡胶压型侧板（3）宽度，其中，以构件厚度为准，在两侧放入橡胶

压型侧板（3），其凹槽部分与带吊扣可滑动钢板（6）翼缘卡住，端头与带吊扣可活动钢框架

端板（2）单侧翼缘卡住，每块带吊扣可滑动钢板和带吊扣可活动钢框架端板均可在钢底板

（1）凹槽轨道内滑动；

3）根据立模组预制构件数量，按1）和2）组装完后，用对拉螺杆（4）穿过拉杆孔（9），并在

孔洞内外侧旋入螺圈以固定侧板的位置，避免其在浇筑过程中由于混凝土压力而出现滑动

钢板间出现相对位移，该立模组在侧板装设振动设备，用于构件的振动密实。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模组模具浇筑轻质高强发泡混凝土的不塌模的制作方法，其

特征在于：所述浇筑的混凝土为高性能发泡混凝土，其中，高性能发泡混凝土由以下组分组

成，水泥、水、纤维、玻化微珠、硅灰、减水剂、界面改性剂、泡沫、早强剂、发泡剂，所述原材料

构成按重量份配比为，42.5普通硅酸盐水泥850份-1000份、水250份-400份、混凝土纤维25

份-45份、玻化微珠35份-60份、硅灰15份-40份、减水剂3份-8份、界面改性剂4份-9份、泡沫

150份-190份、早强剂8份-15份、发泡剂1份-3份。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模组模具浇筑轻质高强发泡混凝土的不塌模的制作方法，其

特征在于：所述高性能发泡混凝土制备完成后将其备料放置定立静止的搅拌系统中进行搅

拌备用，浇筑时立模组模具车行驶至搅拌系统出料口，浇注形式采用行轨式管道重力法射

入式浇注，完成浆料浇注后模具车行驶至养护室进行养护，其中，浇筑包括以下步骤，

1)在钢底板面、端板内侧、带吊扣可滑动钢板及橡胶压型侧板内侧涂刷脱膜剂、组装立

模组模具、连接部位密封，按构件设计要求进行钢筋网绑扎、预埋件预埋；

2）将钢筋网依次吊入立模组模具中，采用可靠措施固定钢筋网位置，保证构件保护层

厚度满足设计要求；

3）将注浆管分别放入由可滑动钢板分隔开的各个腔体内，进行同步浇筑，注浆的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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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机械臂随浆体高度的升高提升注浆管，并打开振动装备进行振动密实，待浆体高度达

到构件设计高度后停止注浆；

4）浇筑完成后，将模具车行驶至养护室进行养护，有条件时，可在施工完成后24h内向

模具腔体内通入蒸汽进行养护，也可采用洒水养护，每天不少于两次；

5）拆模时，先将对拉螺杆拆除，然后将一端带吊扣可活动钢框架端板拆除，再将两侧橡

胶压型侧板拆除，机械臂定点定位完成拆板作业。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模组模具浇筑轻质高强发泡混凝土的不塌模的制作方法，其

特征在于：所述立模组在拆模后可将构件吊装、养护、搬运，或将立模组中的带吊扣可滑动

钢板拆除，插入木方，将钢框架端板和橡胶压型侧板作为整体，旋转90度，作为整体进行吊

装、养护、搬运。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模组模具浇筑轻质高强发泡混凝土的不塌模，其特征在于：所

述带滑动轨道的钢底板（1）、带吊扣可活动钢框架端板（2）、橡胶压型侧板（3）、对拉螺杆

（4）、滑轨（5）和带吊扣可滑动钢板（6）部件组合使用，构成立模组，且可同时组合使用构成

不同结构的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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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组模具浇筑轻质高强发泡混凝土的不塌模及其制作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装配式建筑应用技术领域，具体涉及模组模具浇筑轻质高强发泡混凝

土的不塌模及其制作方法，采用该技术流程进行发泡混凝土构件预制构件生产，具有占用

施工平面少，可避免人工支模带来的施工误差，生产、安装成本低，效率高，优越的配合比设

计有效保障了发泡混凝土浇筑质量与各方面力学性能，解决已有混凝土常见的易塌模、负

载低等问题，此立模浇筑不塌模技术在预制发泡混凝土构件制作方面，具有广泛的工程应

用前。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政府对预制装配式建筑的积极推动，预制装配式建筑

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作为一种重要的建筑工业化形式，其具有工业化水平高、施工

现场湿作业量少、便于在各个季节和环境下施工、材料消耗与现场人工操作量少等优点，利

于提高生产效率，减少成本，达到节能减排与保护环境的目的。

[0003] 泡沫混凝土种类繁多，最常用的一种是水泥泡沫混凝土，通过物理或化学方法将

泡沫剂与水按比例混合进行发泡，再将泡沫引入添加诸如矿物掺和料、减水剂或膨胀剂等

外加剂的水泥浆体中，浇筑、养护而成的一种多孔材料。因密度低、保温绝热性能好及噪声

污染小等优点被广泛用于建筑工程中，在我国主要应用在屋面泡沫混凝土保温层、泡沫混

凝土面块、泡沫混凝土轻质墙板、泡沫混凝土补偿地基等方面。作为填充构件，泡沫混凝土

能在满足建筑物围护、保温、隔声等功能需求的情况下，有效减轻结构自重、降低建筑造价。

而随着装配式建筑的发展，泡沫混凝土预制构件也逐渐受到关注。

[0004] 在实际工程应用中，预制泡沫混凝土构件模具往往水平放置，模具通常使用钢模

具、木模具、塑料模具等进行浇筑。平模形式的模具制作简单，浇筑方便，所以应用较为广

泛。但也存在很多缺点：1、人工成本高，模具制作、现场支模、浇筑需大量人工投入，从而导

致建筑成本高；2、要求浇筑场地面积大、平整度高，构件平躺浇筑占地面积会很大，再者，为

保证构件厚度均匀，需克服重力作用，这就对场地的水平平整度要求极高；3、构件质量难以

控制，平模具浇筑的构件一面与模具接触一面外露，与模具接触的一面可以满足平整度要

求，但外露的一面平整度较难控制；4、生产效率低，平模具浇筑时，由于占地面积大，会限制

一次性浇筑构件数量，且单个注浆口通常只能浇筑一个平模具，浇筑完成后需将注浆口或

者模具移位，消耗时间，生产效率低。

[0005] 平模具浇筑无法给预制装配式构件生产工业化带来进一步发展，若将模具竖直放

置浇筑构件，则会降低对场地面积与表面平整度的要求，且预制构件两板面均与模具接触，

从而保证构件两面均满足平整度要求。竖模浇筑对于单个注浆口而言，可以同时浇筑多个

构件，且省去了移动注浆口或者模具的工序，可大幅提高生产效率。此外，预制构件生产厂

家和施工单位希望通过模具的合理设计，不重新制作模具而达到自由改变模具尺寸和形状

以满足构件设计要求，从而降低每次构件生产都要重新制作模具的材料人工费用。目前，预

制装配式建筑飞速发展，模具研制具有弥足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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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6] 另外，泡沫混凝土作为一种多孔材料，浇筑高度过高会导致浆体内封闭的气孔破

裂而引起配合比的改变和泡沫混凝土成品各项基本性能的改变，所以用竖模浇筑泡沫混凝

土还亟需解决发泡混凝土易塌模的难点。

发明内容

[0007] 发明目的：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模组模具浇筑轻质高强发

泡混凝土的不塌模及其制作方法，使用该技术进行发泡混凝土预制构件工业化生产，具有

生产用地面积小、构件内外表面同样平整、生产效率高、节约成本、满足一次性浇筑而不塌

模等优点。

[0008] 技术方案：本发明的一方面提供模组模具浇筑轻质高强发泡混凝土的不塌模，包

括带滑动轨道的钢底板、带吊扣可活动钢框架端板、橡胶压型侧板、对拉螺杆、滑轨和带吊

扣可滑动钢板。

[0009] 本技术方案的，所述带吊扣可活动钢框架端板由框架主体、框架楞条、拉杆孔、底

部固定装置和侧板凹槽组成，其中，框架楞条用于承担注浆液侧向压力而不产生变形，拉杆

孔用于固定拉杆，将注浆液的侧向压力通过拉杆平衡，底部固定装置用于将钢框架端板固

定在钢底板上，侧板凹槽用于固定侧板位置。

[0010] 本技术方案的，所述橡胶压型侧板由与侧板主体、构件侧面形状一致的凸起、侧边

凹槽和附件组成；凸起可根据不同构件拼缝形式单独加工轧制而成；构件的高度、厚度可通

过调整带吊扣可滑动钢板高度和橡胶压型侧板宽度进行控制；橡胶压型侧板宽度可由增加

或减少附件来改变。

[0011] 本发明的另一方面提供模组模具浇筑轻质高强发泡混凝土不塌模的制作方法，包

括以下步骤，1）放置钢底板，将带吊扣可活动钢框架端板固定在钢底板凹槽轨道内，通过底

部固定装置将钢框架端板固定在钢底板上。2）根据生产需要调整橡胶压型侧板宽度（以构

件厚度为准），在两侧放入橡胶压型侧板，其凹槽部分与带吊扣可滑动钢板翼缘卡住，端头

与带吊扣可活动钢框架端板单侧翼缘卡住，每块带吊扣可滑动钢板和带吊扣可活动钢框架

端板均可在钢底板凹槽轨道内滑动。3）根据立模组预制构件数量，按1）和2）组装完后，用对

拉螺杆穿过拉杆孔，并在孔洞内外侧旋入螺圈以固定侧板的位置，避免其在浇筑过程中由

于混凝土压力而出现滑动钢板间出现相对位移，该立模组在侧板装设振动设备，用于构件

的振动密实。

[0012] 本技术方案的，所述浇筑的混凝土为高性能发泡混凝土，其中，高性能发泡混凝土

由以下组分组成，水泥、水、纤维、玻化微珠、硅灰、减水剂、界面改性剂、泡沫、早强剂、发泡

剂，所述原材料构成按重量份配比为，42.5普通硅酸盐水泥850份-1000份、水250份-400份、

混凝土纤维25份-45份、玻化微珠35份-60份、硅灰15份-40份、减水剂3份-8份、界面改性剂4

份-9份、泡沫150份-190份、早强剂8份-15份、发泡剂1份-3份。

[0013] 本技术方案的，所述高性能发泡混凝土制备完成后将其备料放置定立静止的搅拌

系统中进行搅拌备用，浇筑时立模组模具车行驶至搅拌系统出料口，浇注形式采用行轨式

管道重力法射入式浇注，完成浆料浇注后模具车行驶至养护室进行养护，其中，浇筑包括以

下步骤，1)在钢底板面、端板内侧、带吊扣可滑动钢板及橡胶压型侧板内侧涂刷脱膜剂、组

装立模组模具、连接部位密封，按构件设计要求进行钢筋网绑扎、预埋件预埋。2）将钢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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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次吊入立模组模具中，采用可靠措施固定钢筋网位置，保证构件保护层厚度满足设计要

求。3）将注浆管分别放入由可滑动钢板分隔开的各个腔体内，进行同步浇筑，注浆的同时，

利用机械臂随浆体高度的升高提升注浆管，并打开振动装备进行振动密实，待浆体高度达

到构件设计高度后停止注浆。4）浇筑完成后，将模具车行驶至养护室进行养护，有条件时，

可在施工完成后24h内向模具腔体内通入蒸汽进行养护，也可采用洒水养护，每天不少于两

次。5）拆模时，先将对拉螺杆拆除，然后将一端带吊扣可活动钢框架端板拆除，再将两侧橡

胶压型侧板拆除，机械臂定点定位完成拆板作业。

[0014] 本技术方案的，所述立模组在拆模后可将构件吊装、养护、搬运，或将立模组中的

带吊扣可滑动钢板拆除，插入木方，将钢框架端板和橡胶压型侧板作为整体，旋转90度，作

为整体进行吊装、养护、搬运。

[0015] 本技术方案的，所述带滑动轨道的钢底板、带吊扣可活动钢框架端板、橡胶压型侧

板、对拉螺杆、滑轨和带吊扣可滑动钢板部件组合使用，构成立模组，且可同时组合使用构

成不同结构的构件。

[001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模组模具浇筑轻质高强发泡混凝土的不塌模及其制作

方法的有益效果在于：1、适用于预制构件外形较简单而又要求两面平整的预制构件构件的

工业化生产、采用垂直浇筑，占地面积小，对地面平整程度要求低；2、生产效率高，适合大规

模生产，预制构件成品内外表面具有相同的平整度，橡胶压型侧板可根据不同构件拼缝形

式单独加工，构件的高度、宽度、厚度可通过调整钢板的高度、宽度以及橡胶压型侧板的宽

度进行控制，无需每次生产都制作新的模具；3、模具个性化订制降低生产成本，且便于吊

装、运输和养护，优化生产工序，可保证立模浇筑不塌模，同时保证构件抗压和保温方面的

优越性能，具有广泛的工程应用前景。

附图说明

[0017] 图1是本发明的用于预制构件竖模组模具构造图；

图2是图1中钢框架端板的平面图；

图3是图2中A-A剖面图；

图4是图2中B-B剖面图；

图5是图1中橡胶压型侧板的剖面图；

图6是本发明采用模组模具浇筑轻质高强发泡混凝土的不塌模（预制构件）的工程实例

图；

其中，图中序号如下：1表示带带滑动轨道的钢底板、2表示带吊扣可活动钢框架端板、3

表示橡胶压型侧板、4表示对拉螺杆、5表示滑轨、6表示带吊扣可滑动钢板、7表示框架主体、

8表示框架楞条、9表示拉杆孔、10表示底部固定装置、11表示侧板凹槽、12表示侧板主体、3

表示构件侧面形状一致的凸起、14表示侧边凹槽、15表示附件。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进一步阐明本发明。

[0019] 如图1至图5所示的本发明的模组模具浇筑轻质高强发泡混凝土的不塌模，包括带

滑动轨道的钢底板1、带吊扣可活动钢框架端板2、橡胶压型侧板3、对拉螺杆4、滑轨5和带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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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可滑动钢板6。

[0020] 进一步优选的，所述带吊扣可活动钢框架端板2由框架主体7、框架楞条8、拉杆孔

9、底部固定装置10和侧板凹槽11组成，其中，框架楞条8用于承担注浆液侧向压力而不产生

变形，拉杆孔9用于固定拉杆，将注浆液的侧向压力通过拉杆平衡，底部固定装置10用于将

钢框架端板固定在钢底板上，侧板凹槽11用于固定侧板位置；所述橡胶压型侧板3由与侧板

主体12、构件侧面形状一致的凸起13、侧边凹槽14和附件15组成，凸起13可根据不同构件拼

缝形式单独加工轧制而成，构件的高度、厚度可通过调整带吊扣可滑动钢板6高度和橡胶压

型侧板3宽度进行控制，橡胶压型侧板3宽度可由增加或减少附件15来改变。

[0021] 本发明的模组模具浇筑轻质高强发泡混凝土不塌模的制作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放置钢底板1，将带吊扣可活动钢框架端板2固定在钢底板1凹槽轨道内，通过底部固定装

置10将钢框架端板固定在钢底板上。2）根据生产需要调整橡胶压型侧板3宽度（以构件厚度

为准），在两侧放入橡胶压型侧板3，其凹槽部分与带吊扣可滑动钢板6翼缘卡住，端头与带

吊扣可活动钢框架端板2单侧翼缘卡住，每块带吊扣可滑动钢板和带吊扣可活动钢框架端

板均可在钢底板1凹槽轨道内滑动。3）根据立模组预制构件数量，按1）和2）组装完后，用对

拉螺杆4穿过拉杆孔9，并在孔洞内外侧旋入螺圈以固定侧板的位置，避免其在浇筑过程中

由于混凝土压力而出现滑动钢板间出现相对位移，该立模组在侧板装设振动设备，用于构

件的振动密实。

[0022] 其中，立模组模具的制作与组装包括以下步骤：1、带吊扣可活动钢框架端板、带吊

扣可滑动钢板和橡胶压型侧板的制作，根据泡沫混凝土预制构件订制要求，将橡胶压型侧

板轧制成预制构件侧面拼缝形状和尺寸，端板和中间钢板厚度需承受泡沫混凝土浇筑过程

对其产生的侧压力，其高度与预制构件保持一致；2、放置带滑动轨道的钢底板，根据预制构

件数量合理安排立模组数量，将带吊扣可活动钢框架端板固定在钢底板上，安装两侧橡胶

压型侧板后再安装带吊扣可滑动钢板，依次顺序到最后安装吊扣可活动钢框架端板，最后

用对拉螺杆穿过端板孔洞，并在孔洞内外侧旋入螺圈以固定钢板间相对位置；3、该立模组

可在侧板装设振动设备，用于构件的振动密实。

[0023] 进一步优选的，所述浇筑的混凝土为高性能发泡混凝土，其中，高性能发泡混凝土

由以下组分组成，水泥、水、纤维、玻化微珠、硅灰、减水剂、界面改性剂、泡沫、早强剂、发泡

剂，所述原材料构成按重量份配比为，42.5普通硅酸盐水泥850份-1000份、水250份-400份、

混凝土纤维25份-45份、玻化微珠35份-60份、硅灰15份-40份、减水剂3份-8份、界面改性剂4

份-9份、泡沫150份-190份、早强剂8份-15份、发泡剂1份-3份。

[0024] 所述高性能发泡混凝土制备完成后将其备料放置定立静止的搅拌系统中进行搅

拌备用，浇筑时立模组模具车行驶至搅拌系统出料口，浇注形式采用行轨式管道重力法射

入式浇注，完成浆料浇注后模具车行驶至养护室进行养护，其中，浇筑包括以下步骤，1)在

钢底板面、端板内侧、带吊扣可滑动钢板及橡胶压型侧板内侧涂刷脱膜剂、组装立模组模

具、连接部位密封，按构件设计要求进行钢筋网绑扎、预埋件预埋。2）将钢筋网依次吊入立

模组模具中，采用可靠措施固定钢筋网位置，保证构件保护层厚度满足设计要求。3）将注浆

管分别放入由可滑动钢板分隔开的各个腔体内，进行同步浇筑，注浆的同时，利用机械臂随

浆体高度的升高提升注浆管，并打开振动装备进行振动密实，待浆体高度达到构件设计高

度后停止注浆。4）浇筑完成后，将模具车行驶至养护室进行养护，有条件时，可在施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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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24h内向模具腔体内通入蒸汽进行养护，也可采用洒水养护，每天不少于两次。5）拆模时，

先将对拉螺杆拆除，然后将一端带吊扣可活动钢框架端板拆除，再将两侧橡胶压型侧板拆

除，机械臂定点定位完成拆板作业。

[0025] 早强剂的使用可保证浇筑完成24h后拆模以循环利用模具，由于7天强度可达到目

标设计值，还可保证吊装、搬运所需的承载力，另外此高强配合比所浇筑的干密度720  kg/

m3泡沫混凝土，其立方体抗压强度可达6MPa，导热系数为0.174W/(m•K)，且高强配合比在保

证立模浇筑不塌模的同时还拥有优越的抗压和保温性能。

[0026] 所述立模组在拆模后可将构件吊装、养护、搬运，或将立模组中的带吊扣可滑动钢

板拆除，插入木方，将钢框架端板和橡胶压型侧板作为整体，旋转90度，作为整体进行吊装、

养护、搬运。

[0027] 所述带滑动轨道的钢底板1、带吊扣可活动钢框架端板2、橡胶压型侧板3、对拉螺

杆4、滑轨5和带吊扣可滑动钢板6部件组合使用，构成立模组，且可同时组合使用构成不同

结构的构件。

[0028] 本发明的模组模具浇筑轻质高强发泡混凝土的不塌模，如图1所示由带滑动轨道

的钢底板1、带吊扣可活动钢框架端板2、橡胶压型侧板3、对拉螺杆4、滑轨5、带吊扣可滑动

钢板6组成。

[0029] 采用模组模具浇筑轻质高强发泡混凝土的不塌模（预制构件）过程如下：1、根据预

制构件尺寸外形，将橡胶压型侧板凸起3轧制成浇筑构件侧面拼缝的形状，如图5所示。2、放

置钢底板1，根据立模组浇筑构件的数量，确定带吊扣可滑动钢板2的间隔距离。带吊扣可活

动钢框架端板2的形式如图2至图5所示。将带吊扣可活动钢框架端板通过底部固定装置10

固定在钢底板上。3、按生产需要调整橡胶压型侧板3宽度（以构件厚度为准），在两侧放入橡

胶压型侧板3，其凹槽部分与带吊扣可滑动钢板6翼缘卡住，端头与带吊扣可活动钢框架端

板2单侧翼缘卡住；每块带吊扣可滑动钢板和带吊扣可活动钢框架端板均可在钢底板1凹槽

轨道内滑动。4、用对拉螺杆4穿过拉杆孔9，并在孔洞内外侧旋入螺圈以固定侧板的位置，避

免其在浇筑过程中由于混凝土压力而出现滑动钢板间出现相对位移（该立模组在侧板装设

振动设备，用于构件的密实）。5、如需要，在立模组外侧布置振动密实设备，并在模具内部涂

脱模剂。6、根据预制构件设计绑扎钢筋网、固定预埋件，并将钢筋骨架吊入立模组模具形成

的每个浇筑区内。通过放置定位筋、垫块等，保证构件保护层厚度。7、建筑高性能发泡混凝

土原材料，原材料构成为水泥、水、纤维、玻化微珠、硅灰、减水剂、界面改性剂、早强剂、发泡

剂，原材料构成按重量份配比为42.5普通硅酸盐水泥850份-1000份、水250份-400份、混凝

土纤维25份-45份、玻化微珠35份-60份、硅灰15份-40份、减水剂3份-8份、界面改性剂4份-9

份、泡沫150份-190份、早强剂8份-15份、发泡剂1份-3份，将原材料按此配比放置在定立静

止的搅拌系统中进行搅拌备用。8、立模组模具车行驶至搅拌系统出料口，浇注形式采用行

轨式管道重力法射入式浇注，注浆的同时随浆体高度的升高提升注浆管，并打开振动装备

进行振动密实。9、完成浆料浇注后模具车行驶至养护室进行养护。10、根据构件材料特性，

在规定时间内拆模，拆模时，先将对拉螺杆拆除，将一侧钢框架端板拆除，然后依次将侧板

对拉杆拔出，玻璃树脂板脱离、构件脱模。11、拆模后，根据要求，对预制构件进行吊装、养护

和运输。

[0030] 综上所述，本发明的立模浇筑发泡混凝土不塌模技术预制构件的技术流程可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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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短每个构件的平均浇筑时间，节约生产空间，且保证构件内外表面平整度达到要求，无需

人工或机械抹平。

实施例

[0031] 采用本发明的采用模组模具浇筑轻质高强发泡混凝土的不塌模（预制构件），模具

形式如图6所示：

1）构件尺寸为2400mmx600mmx150mm，板缝采用C型接缝，立模组设置一列，浇筑总数为

10块；

2）根据板缝形状制作橡胶压型侧板，高度与端板一致为2400mm，厚10mm，宽150mm；

3）根据上述技术流程组装立模组、进行钢筋绑扎、预埋件固定、钢筋笼就位、浇筑、养

护，发泡混凝土自流平，无须振动密实，无须蒸汽养护，浇筑3d后，发泡混凝土预制填充构件

即可拆模，并进行吊装、养护、运输；

4）浇筑的发泡混凝土预制填充构件侧面平整度好，浇筑质量高，耗时短，浇筑模具与工

艺和同类型构件平模施工工艺相比，具有很强的竞争力。

[0032]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作出若干改进，这些改进也应视为本发明的

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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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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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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