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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建筑构件生产工艺布局

的设计方法，先对模台进行清理，然后进行钢筋

模板安装和预埋件安装，然而在进行一次混凝土

布料，这时候可根据需要，如不需要进行二次模

板安装，则可通过模台横移车将模台从一次布料

工位移动至二次布料工位，减少通过二次模板安

装工位；需要进行二次模板安装时则先移动至二

次模板安装工位进行安装，然后移动至二次布料

工位，然后进行预养护和立体养护，最终脱模获

得建筑构件。根据生产需要进行保温外墙、内墙

和叠合楼板的生产，其中生产内墙和叠合楼板时

模台可避免模台经过二次模板安装工位，进而能

够节约时间，提高施工效率。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4页  附图2页

CN 108265981 B

2020.02.18

CN
 1
08
26
59
81
 B



1.一种建筑构件生产工艺布局的设计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如下：

步骤一、对模台用清扫机进行清扫，并对清扫后的模台进行清扫检查；

步骤二、等模台检查合格后，将模台沿着地面轨道移动至钢筋模板安装工位，然后将模

板安装在模台上，等模板安装完成后再在模板表面涂覆脱模剂，等待脱模剂凝结后再在模

板上进行一次钢筋安装；

步骤三、当钢筋安装完成后将模台移动至预埋件安装工位进行预埋件安装，等预埋件

安装完成将模台移动至布料工位，并在布料工位采用布料机进行混凝土的一次浇筑；

步骤四、当混凝土浇筑完成后，根据实际需要判断是否需要进行二次模板安装；当需要

进行二次模板安装时则执行步骤五；当不需要进行二次模板安装时，用模台横移车将模台

移动至二次布料工位，并执行步骤六；

步骤五、将模台沿着地面轨道移动至上层模板安装工位，并在该工位处进行二次模板

安装；当二次模板安装完成后再进行二次钢筋安装、二次预埋件安装和装饰保温层安装；当

上述安装结束后将模台移动至二次布料工位；

步骤六、当模台移动至二次布料工位后判断模台是否进行了二次模板安装；如果未经

过二次模板安装，则执行步骤八；如经过二次模板安装，则执行步骤七；

步骤七、进行二次混凝土浇筑，然后将模台移动至振动赶平工位对混凝土表面进行振

动赶平，并判断是否要对混凝土表面进行拉毛处理；需要毛处理的进行拉毛处理，则振动赶

平和拉毛处理结束后执行步骤八；不需要拉毛处理，则振动赶平结束后执行步骤八；

步骤八、将模台移动至预养护窑内，预养时间为2～3小时，使得混凝土达到初凝状态；

步骤九、预养护窑结束后将模台移动至抹面工位，并在此工位用抹面机将混凝土的表

面压光、压平，使得建筑构件的表面光滑平整；

步骤十、抹面结束后将模台沿着地面轨道移动至立体养护窑，并在该养护窑内养护8～

10小时，使得混凝土完成凝结达到70％强度；等到立体养护结束后，将模台沿着地面轨道移

动至拆模工位进行拆模处理；

步骤十一、拆完模后将模台沿着地面轨道移动至翻板工位进行翻板起吊；等到翻板起

吊结束后执行步骤一。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设计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钢筋安装包括平行焊制的钢筋网

和独立的平直的横撑钢筋，所述横撑钢筋在端部与所述钢筋网连接并使钢筋网相互间保持

预定的空间，各个平直的横撑钢筋成排设置。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设计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预埋件安装包括用于水电布线的

走线管和用于建筑构件拼装的拼接板和吊装件。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设计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钢筋网是由平行的纵向钢筋与平

行的横向钢筋交叉形成的，并在纵向钢筋与横向钢筋的交叉处采用焊接或者钢丝绑扎的方

式进行固定。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设计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装饰保温层安装包括安装的保温

板，所述保温板采用模塑型聚苯乙烯保温板、挤塑型聚苯乙烯保温板、硬质聚氨酯泡沫板、

酚醛泡沫板、发泡水泥保温板、珍珠岩保温板或STP保温板中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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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建筑构件生产工艺布局的设计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建筑材料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装配式建筑用的混凝土预制构件生

产工艺布局的设计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对新建建筑的要求也在不断提升，从结构到功能，

从材料到施工，新技术和新工艺越来越多。

[0003] 目前，绝大部分新建建筑墙体仍以传统的浇注砼或砌筑方式来施工，存在施工工

期长，施工现场污染严重，劳动生产率低，质量不稳定，浪费和损耗大等问题。而预制混凝土

墙板等预制构件则是采用工业化生产方式来建造住宅，通过将建筑部件在工厂预制成型，

直接运至现场进行组装。通过预制混凝土墙板等预制构件的应用能够使工程施工人员劳动

强度大幅度减少，交叉作业方便有序；装配中的每道工序都可以像设备安装那样检查其精

度，以确保施工质量；同时施工时的噪音降低，物料堆放场地减少，有利于环境的保护。

[0004] 现有的建筑构件包括保温外墙、内墙、叠合楼板、楼梯、叠合梁、预制柱等，其中内

墙和叠合楼板只需要经过一次布料(经过浇筑一次混凝土)，而保温外墙需要经过二次布料

(第二次混凝土浇筑)，现有的生产车间为了适应两种类型的建筑构件生产，生产内墙和叠

合楼板也需要经过二次布料，进而造成不必要的时间浪费，影响生产效率。

发明内容

[0005] 为克服上述缺点，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建筑构件生产工艺布局的设计方

法，能够区分一次布料和二次布料，从而在一条生产线上实现两种加工方式，进而提高生产

效率。

[0006] 为了达到以上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建筑构件生产工艺布局的设

计方法，步骤如下：

[0007] 步骤一、对模台用清扫机进行清扫，并对清扫后的模台进行清扫检查，确保模台表

面的清洁度，保障后续模板的安装；

[0008] 步骤二、等模台检查合格后，将模台沿着地面轨道移动至钢筋模板安装工位，然后

将模板安装在模台上，等模板安装完成后再在模板表面涂覆脱模剂，等待脱模剂凝结后再

在模板上进行一次钢筋安装；这样建筑构件预制完成后方便从模板内取出，使得模板能够

重复利用；

[0009] 步骤三、当钢筋安装完成后将模台移动至预埋件安装工位进行预埋件安装，等预

埋件安装完成将模台移动至布料工位，并在布料工位采用布料机进行混凝土的一次浇筑；

[0010] 步骤四、当混凝土浇筑完成后，根据实际需要判断是否需要进行二次模板安装；当

需要进行二次模板安装时则执行步骤五；当不需要进行二次模板安装时，用模台横移车将

模台移动至二次布料工位，并执行步骤六；在生产过程中保温外墙需要二次模板安装，而内

墙和叠合楼板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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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步骤五、将模台沿着地面轨道移动至上层模板安装工位，并在该工位处进行二次

模板安装；当二次模板安装完成后再进行二次钢筋安装、二次预埋件安装和装饰保温层安

装；当上述安装结束后将模台移动至二次布料工位；

[0012] 步骤六、当模台移动至二次布料工位后判断模台是否进行了二次模板安装；如果

未经过二次模板安装，则执行步骤八；如经过二次模板安装，则执行步骤七；

[0013] 步骤七、进行二次混凝土浇筑，然后将模台移动至振动赶平工位对混凝土表面进

行振动赶平，并判断是否要对混凝土表面进行拉毛处理；需要毛处理的进行拉毛处理，则振

动赶平和拉毛处理结束后执行步骤八；不需要拉毛处理，则振动赶平结束后执行步骤八；

[0014] 步骤八、将模台移动至预养护窑内，预养时间为2～3小时，使得混凝土达到初凝状

态；

[0015] 步骤九、预养护窑结束后将模台移动至抹面工位，并在此工位用抹面机将混凝土

的表面压光、压平，使得建筑构件的表面光滑平整；

[0016] 步骤十、抹面结束后将模台沿着地面轨道移动至立体养护窑，并在该养护窑内养

护8～10小时，使得混凝土完成凝结达到70％强度；等到立体养护结束后，将模台沿着地面

轨道移动至拆模工位进行拆模处理；

[0017] 步骤十一、拆完模后将模台沿着地面轨道移动至翻板工位进行翻板起吊；等到翻

板起吊结束后执行步骤一。

[0018] 本发明可根据需要区分一次模板安装和二次模板安装，如不需要进行二次模板安

装，则可通过模台横移车将模台从一次布料工位移动至二次布料工位，减少通过二次模板

安装等工位；需要进行二次模板安装时则先移动至二次模板安装工位进行安装，然后移动

至二次布料工位，然后进行预养护和立体养护，最终脱模获得建筑构件。根据生产需要进行

保温外墙、内墙和叠合楼板的生产，其中生产内墙和叠合楼板时模台可避免模台经过二次

模板安装工位，进而能够节约时间，提高施工效率。

[0019] 优选地，所述钢筋安装包括平行焊制的钢筋网和独立的平直的横撑钢筋，所述横

撑钢筋在端部与所述钢筋网连接并使钢筋网相互间保持预定的空间，各个平直的横撑钢筋

成排设置。通过成排设置的横撑钢筋使得混凝土与钢筋网能够得到充分的接触，提高两者

之间的牢固性，进而提高建筑构件整体的牢固性。

[0020] 优选地，所述预埋件安装包括用于水电布线的走线管和用于建筑构件拼装的拼接

板和吊装件。走线管使得后续的建筑物电线、水管等走线有了依据，不需要在进行敲墙处

理，进而不会破坏建筑物墙体，利于建筑构件拼装后的建筑物的牢固性；而拼接板能够方便

的将建筑构件相互组合起来，提高施工的速度；吊装件的应用，便于后续建筑构件的搬运。

[0021] 优选地，所述钢筋网是由平行的纵向钢筋与平行的横向钢筋交叉形成的，并在纵

向钢筋与横向钢筋的交叉处采用焊接或者钢丝绑扎的方式进行固定。采用上述方式制成的

钢筋网的结构牢固，有助于提高后续的建筑构件的牢固性。

[0022] 优选地，所述的保温板采用模塑型聚苯乙烯保温板、挤塑型聚苯乙烯保温板、硬质

聚氨酯泡沫板、酚醛泡沫板、发泡水泥保温板、珍珠岩保温板或STP保温板中的一种。

附图说明

[0023]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的流出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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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中一次布料与二次布料之间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进行详细阐述，以使本发明的优点和特征能

更易于被本领域技术人员理解，从而对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做出更为清楚明确的界定。

[0026] 实施例

[0027] 本实施例中的一种建筑构件生产工艺布局的设计方法，步骤如下：

[0028] S1、对模台用清扫机进行清扫，并对清扫后的模台进行清扫检查，确保模台表面的

清洁度，保障后续模板的安装；

[0029] S2、等模台检查合格后，将模台沿着地面轨道移动至钢筋模板安装工位，然后将模

板安装在模台上，等模板安装完成后再在模板表面涂覆脱模剂，等待脱模剂凝结后再在模

板上进行一次钢筋安装；这样建筑构件预制完成后方便从模板内取出，使得模板能够重复

利用；

[0030] S3、当钢筋安装完成后将模台移动至预埋件安装工位进行预埋件安装，等预埋件

安装完成将模台移动至布料工位，并在布料工位采用布料机进行混凝土的一次浇筑；

[0031] S4、当混凝土浇筑完成后，根据实际需要判断是否需要进行二次模板安装；当需要

进行二次模板安装时则执行步骤五；当不需要进行二次模板安装时，用模台横移车将模台

移动至二次布料工位，并执行步骤六；在生产过程中保温外墙需要二次模板安装，而内墙和

叠合楼板不需要；

[0032] S5、将模台沿着地面轨道移动至上层模板安装工位，并在该工位处进行二次模板

安装；当二次模板安装完成后再进行二次钢筋安装、二次预埋件安装和装饰保温层安装；当

上述安装结束后将模台移动至二次布料工位；

[0033] S6、当模台移动至二次布料工位后判断模台是否进行了二次模板安装；如果未经

过二次模板安装，则执行步骤八；如经过二次模板安装，则执行步骤七；

[0034] S7、进行二次混凝土浇筑，然后将模台移动至振动赶平工位对混凝土表面进行振

动赶平，并判断是否要对混凝土表面进行拉毛处理；需要毛处理的进行拉毛处理，则振动赶

平和拉毛处理结束后执行步骤八；不需要拉毛处理，则振动赶平结束后执行步骤八；

[0035] S8、将模台移动至预养护窑内，预养时间为2～3小时，使得混凝土达到初凝状态；

[0036] S9、预养护窑结束后将模台移动至抹面工位，并在此工位用抹面机将混凝土的表

面压光、压平，使得建筑构件的表面光滑平整；

[0037] S10、抹面结束后将模台沿着地面轨道移动至立体养护窑，并在该养护窑内养护8

～10小时，使得混凝土完成凝结达到70％强度；等到立体养护结束后，将模台沿着地面轨道

移动至拆模工位进行拆模处理；

[0038] S11、拆完模后将模台沿着地面轨道移动至翻板工位进行翻板起吊；等到翻板起吊

结束后执行步骤一。

[0039] 如图2所示，本实施例中，当执行完S3步骤后，即实现了一次布料后，判断是否需要

二次模板安装，当需要二次模板安装后，则运行至上层模板安装工位。本实施例中的上层模

板安装工位有四个，使得能够同时处理四个模台上的产品。

[0040] 本实施例中的装饰保温层采用保温板，上述保温板采用模塑型聚苯乙烯保温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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挤塑型聚苯乙烯保温板、硬质聚氨酯泡沫板、酚醛泡沫板、发泡水泥保温板、珍珠岩保温板

或STP保温板中的一种。

[0041]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钢筋安装包括平行焊制的钢筋网和独立的平直的横撑钢筋，所

述横撑钢筋在端部与所述钢筋网连接并使钢筋网相互间保持预定的空间，各个平直的横撑

钢筋成排设置。通过成排设置的横撑钢筋使得混凝土与钢筋网能够得到充分的接触，提高

两者之间的牢固性，进而提高建筑构件整体的牢固性。所述钢筋网是由平行的纵向钢筋与

平行的横向钢筋交叉形成的，并在纵向钢筋与横向钢筋的交叉处采用焊接或者钢丝绑扎的

方式进行固定。采用上述方式制成的钢筋网的结构牢固，有助于提高后续的建筑构件的牢

固性。

[0042]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预埋件安装包括用于水电布线的走线管和用于建筑构件拼装

的拼接板和吊装件。走线管使得后续的建筑物电线、水管等走线有了依据，不需要在进行敲

墙处理，进而不会破坏建筑物墙体，利于建筑构件拼装后的建筑物的牢固性；而拼接板能够

方便的将建筑构件相互组合起来，提高施工的速度；吊装件的应用，便于后续建筑构件的搬

运。本实施例中拼接板为一对，分别安装在建筑构件的左右两侧边上，其中一个设置有向内

凹陷的卡槽，另一个设置有能与卡槽扣合的挂板。

[0043]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混凝土由水泥、砂石、纤维、聚丙烯酰胺乳液、减水剂、防冻剂、

碳纤维安装下述重量百分配比混合，搅拌均匀制成的混凝土浆料：水泥40～45％、砂石30～

40％、纤维3～6％、聚丙烯酰胺乳液1～4％、减水剂1～3％、防冻剂1～3％、碳纤维2～4％和

水20～30％。安装上述配比制成而成的混凝土其牢固性墙，当其与钢筋制成的钢筋网结合

后的建筑构件的强度高，且不易出现开裂的问题。其中所述的减水剂选用萘磺酸甲醛缩合

物、磺化三聚氰胺甲醛缩合物、聚羧酸减水剂中的一种；所述的防冻剂选用氯化钙、碳酸钾、

亚硝酸钠中的一种。

[0044] 以上实施方式只为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构思及特点，其目的在于让熟悉此项技术的

人了解本发明的内容并加以实施，并不能以此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凡根据本发明精神

实质所做的等效变化或修饰，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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