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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长尺寸悬挑飘板施工方法，

涉及建筑施工的技术领域，其包括定位、搭设支

撑体系、浇筑和拆除支撑体系四个步骤，在浇筑

步骤中分两次浇筑悬挑飘板，先浇筑反梁及墙

板，反梁及墙板初凝达到70%强度后，再浇筑飘

板，浇筑飘板时，混凝土由外向内浇筑。本申请具

有通过反梁和墙板分担飘板重量的效果，能够确

保模板支撑架的稳定性，降低了模板支撑架的载

荷要求，降低了长尺寸悬挑飘板施工的难度、成

本和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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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长尺寸悬挑飘板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定位：根据结构施工图和建筑施工图，确定悬挑飘板的尺寸和位置，并进行平面放

线和标高抄测；

S2、搭设支撑体系：先浇筑顶层(5)墙柱混凝土，再搭设模板支撑架(7)，模板支撑架(7)

以顶层(5)墙柱和次顶层(6)墙柱为支撑受力点，然后在模板支撑架(7)上安装飘板模板、反

梁模板以及墙板模板，反梁模板安装于飘板模板的外边圈，墙板模板的两端分别连接反梁

模板和非外挑屋面(4)模板，最后完成飘板模板、反梁模板以及墙板模板上的钢筋绑扎；

S3、浇筑：悬挑飘板分两次浇筑，先浇筑反梁(2)及墙板(3)，反梁(2)及墙板(3)初凝达

到70%强度后，再浇筑飘板(1)，浇筑飘板(1)时，混凝土由外向内浇筑；

S4、拆除支撑体系：浇筑的飘板(1)的强度达到设计要求后，拆除飘板模板、反梁模板、

墙板模板和模板支撑架(7)。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长尺寸悬挑飘板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搭设模板支撑

架(7)前，先完成非外挑模板支架体系以及非外挑屋面(4)模板的搭建，模板支撑架(7)通过

钢管与非外挑模板支架体系拉接牢固。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长尺寸悬挑飘板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搭设反梁(2)

及墙板模板时，反梁模板的侧模与底模之间用泡沫塑料板支撑，墙板模板的侧模与底模之

间用泡沫塑料板支撑，在反梁(2)和墙板(3)初凝后，将泡沫塑料板拆除干净再进行飘板(1)

的浇筑。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长尺寸悬挑飘板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模板支撑架(7)

包括斜支架、水平支架和竖直支架，先搭设水平支架和竖直支架，再搭设斜支架，斜支架包

括外架和内架，内架与顶层(5)墙柱中预埋的短钢筋焊接，外架与次顶层(6)墙柱中预埋的

短钢筋焊接，水平支架通过抱柱的方式连接顶层(5)墙柱和次顶层(6)墙柱，水平支架、斜支

架和竖直支架之间通过扣件相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长尺寸悬挑飘板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水平支架搭设

后，斜支架搭设前，增加斜支架搭设施工操作防护架，并在楼层操作标高位置铺设脚手板，

防护架为非主要受力架体，仅供外挑飘板(1)、屋面(4)结构施工时施工人员操作使用，设计

上仅考虑脚手板和施工人员荷载。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长尺寸悬挑飘板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斜支架搭设前，

分别在防护架外侧及操作面下方设置安全网，并在防护架内排杆与外挑水平杆之间设置斜

拉杆，利用钢管将防护架与非外挑模板支架体系拉接牢固。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长尺寸悬挑飘板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在顶层(5)及次

顶层(6)的楼板中分别预埋短钢筋，以备防护架与楼板主体拉接，若无法预埋短钢筋，则采

取打孔后埋的方式。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长尺寸悬挑飘板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浇筑反梁(2)及

墙板(3)前，分别对飘板模板、反梁模板以及墙板模板进行堆载预压，检验其强度、刚度和稳

定性是否满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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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长尺寸悬挑飘板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建筑施工的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长尺寸悬挑飘板施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随着经济建设和城市化的高速发展，造型各异的高层或超高层建筑在各大

中城市迅速地一幢幢拔地而起，很多建筑为了张扬建筑个性及显示造型的丰富多彩，常采

用高空大悬挑手法将屋顶悬挑出建筑平面之外，建成一块长尺寸悬挑飘板，使之造型成为

城市建筑的一道标志性风景线。这种设计中悬挑部位离地高度通常在40m以上，悬挑部位外

挑长度大，使得建筑物更壮丽、立体丰富、雄姿勃发。同时，这些个性的设计也为建筑的施工

带来了种种的难题，其施工跨度大、高度高、荷载大、难度高。

[0003] 针对这种长尺寸悬挑飘板，通常采用从地面开始搭设落地式满堂脚手架来作为浇

筑模板的支撑架体系，然后采用一次浇筑成型的方法进行浇筑，悬挑飘板的重力全部由支

撑架体系来承受，支撑架体系受力大，搭建难度高。

[0004] 针对上述中的相关技术，发明人认为存在有长尺寸悬挑飘板在施工时，重力全部

由支撑架体系来承受，支撑架体系受力大，搭建难度高的缺陷。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改善长尺寸悬挑飘板在施工时，重力全部由支撑架体系来承受，支撑架体系

受力大，搭建难度高的缺陷，本申请提供一种长尺寸悬挑飘板施工方法。

[0006] 本申请提供的一种长尺寸悬挑飘板施工方法采用如下的技术方案：

[0007] 一种长尺寸悬挑飘板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8] S1、定位：根据结构施工图和建筑施工图，确定悬挑飘板的尺寸和位置，并进行平

面放线和标高抄测；

[0009] S2、搭设支撑体系：先浇筑顶层墙柱混凝土，再搭设模板支撑架，模板支撑架以顶

层墙柱和次顶层墙柱为支撑受力点，然后在模板支撑架上安装飘板模板、反梁模板以及墙

板模板，反梁模板安装于飘板模板的外边圈，墙板模板的两端分别连接反梁模板和非外挑

屋面模板，最后完成飘板模板、反梁模板以及墙板模板上的钢筋绑扎；

[0010] S3、浇筑：悬挑飘板分两次浇筑，先浇筑反梁及墙板，反梁及墙板初凝达到70%强度

后，再浇筑飘板，浇筑飘板时，混凝土由外向内浇筑；

[0011] S4、拆除支撑体系：浇筑的飘板的强度达到设计要求后，拆除飘板模板、反梁模板、

墙板模板和模板支撑架。

[001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搭设的模板支撑架以顶层墙柱和次顶层墙柱为支撑受力

点，不在以地面为支撑受力点，能够大大降低模板支撑架的搭设难度，再通过先浇筑反梁及

墙板，反梁及墙板初凝后，再浇筑飘板的浇筑方法，使得反梁和墙板承受一部分飘板的重

力，降低模板支撑架的受力，使得模板支撑架稳定牢固；采用本申请的施工方法能够降低模

板支撑架的搭设难度，模板支撑架搭设的工期大大缩短，而且通过反梁和墙板分担飘板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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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施工方式能够确保模板支撑架的稳定性，降低了模板支撑架的载荷要求，降低了长尺

寸悬挑飘板施工的难度、成本和工期。

[0013] 优选的，在搭设模板支撑架前，先完成非外挑模板支架体系以及非外挑屋面模板

的搭建，模板支撑架通过钢管与非外挑模板支架体系拉接牢固。

[0014]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钢管与非外挑模板支架体系拉接牢固，使得模板支

撑架更牢固稳定，加强模板支撑架的支撑力。

[0015] 优选的，在搭设反梁及墙板模板时，反梁模板的侧模与底模之间用泡沫塑料板支

撑，墙板模板的侧模与底模之间用泡沫塑料板支撑，在反梁和墙板初凝后，将泡沫塑料板拆

除干净再进行飘板的浇筑。

[001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泡沫塑料板拆除方便，在反梁和墙板初凝后容易拆除，拆

除时对反梁的结构破坏小。

[0017] 优选的，模板支撑架包括斜支架、水平支架和竖直支架，先搭设水平支架和竖直支

架，再搭设斜支架，斜支架包括外架和内架，内架与顶层墙柱中预埋的短钢筋焊接，外架与

次顶层墙柱中预埋的短钢筋焊接，水平支架通过抱柱的方式连接顶层墙柱和次顶层墙柱，

水平支架、斜支架和竖直支架之间通过扣件相连接。

[001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斜支架、水平支架和竖直支架相互连接形成模板支

撑架，斜支架与预埋的短钢筋焊接牢固，水平支架通过抱柱的方式连接墙柱，均能够提供稳

定的支撑力，再通过竖直支架连接斜支架和水平支架，构成稳定的三角形支撑结构，支撑稳

定牢固。

[0019] 优选的，在水平支架搭设后，斜支架搭设前，增加斜支架搭设施工操作防护架，并

在楼层操作标高位置铺设脚手板，防护架为非主要受力架体，仅供外挑飘板、屋面结构施工

时施工人员操作使用，设计上仅考虑脚手板和施工人员荷载。

[002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防护架用于保护施工人员的人身安全，脚手板用于供施

工人员落脚行走，增加操作的安全性和便捷性。

[0021] 优选的，斜支架搭设前，分别在防护架外侧及操作面下方设置安全网，并在防护架

内排杆与外挑水平杆之间设置斜拉杆，利用钢管将防护架与非外挑模板支架体系拉接牢

固。

[002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安全网能够阻挡大部分施工过程中的掉落物落下，降低

高空落物的概率，减少安全事故的发生概率；斜拉杆与钢管使得防护架更牢靠稳定。

[0023] 优选的，在顶层及次顶层的楼板中分别预埋短钢筋，以备防护架与楼板主体拉接，

若无法预埋短钢筋，则采取打孔后埋的方式。

[0024]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预埋短钢筋将防护架与楼板主体拉接，将防护架与

楼板连接牢固，使得防护架受力稳定，满足施工要求。

[0025] 优选的，浇筑反梁及墙板前，分别对飘板模板、反梁模板以及墙板模板进行堆载预

压，检验其强度、刚度和稳定性是否满足要求。

[002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对飘板模板、反梁模板以及墙板模板进行堆载预压，能够

在浇筑前检验其强度、刚度和稳定性，若发现其强度、刚度和稳定性不满足要求，应及时改

进，避免浇筑时安全事故的发生。

[0027] 综上所述，本申请包括以下至少一种有益技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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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1.本申请的施工方法能够降低模板支撑架的搭设难度，模板支撑架搭设的工期大

大缩短，而且通过反梁和墙板分担飘板重量的施工方式能够确保模板支撑架的稳定性，降

低模板支撑架的载荷要求，降低了长尺寸悬挑飘板施工的难度、成本和工期；

[0029] 2.通过斜支架、水平支架和竖直支架相互连接形成模板支撑架，斜支架与预埋的

短钢筋焊接牢固，水平支架通过抱柱的方式连接墙柱，均能够提供稳定的支撑力，再通过竖

直支架连接斜支架和水平支架，构成稳定的三角形支撑结构，支撑稳定牢固，模板支撑架无

需从地面开始搭设，大大降低了模板支撑架的搭设成本。

附图说明

[0030] 图1是本申请实施例一种长尺寸悬挑飘板施工方法的流程图。

[0031] 图2是本申请实施例中的悬挑飘板的剖视图。

[0032] 图3是本申请实施例的一种长尺寸悬挑飘板施工方法的施工效果图。

[0033] 附图标记说明：1、飘板；2、反梁；3、墙板；4、屋面；5、顶层；6、次顶层；7、模板支撑

架。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以下结合附图1‑3对本申请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5] 本申请实施例公开一种长尺寸悬挑飘板施工方法。参照图1、图2和图3，一种长尺

寸悬挑飘板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6] S1、定位：根据结构施工图和建筑施工图，确定悬挑飘板的尺寸和位置，并进行平

面放线和标高抄测，完成悬挑飘板的钢筋及模板的地面加工部分。

[0037] S2、搭设支撑体系：先浇筑顶层5墙柱混凝土，然后完成非外挑模板支架体系以及

非外挑屋面4模板的搭建，再搭设悬挑飘板的模板支撑架7，模板支撑架7以顶层5墙柱和次

顶层6墙柱为支撑受力点，模板支撑架7通过钢管与非外挑模板支架体系拉接牢固，加强模

板支撑架7的支撑力，增加模板支撑架7的载荷，次顶层6为顶层5的下一层；在模板支撑架7

上安装飘板模板、反梁模板以及墙板模板，反梁模板安装于飘板模板的外边圈，墙板模板的

两端分别连接反梁模板和非外挑屋面4模板，反梁模板以及墙板模板的侧模的底部均采用

泡沫塑料板支撑，最后完成飘板模板、反梁模板以及墙板模板上的钢筋绑扎，分别对飘板模

板、反梁模板以及墙板模板进行堆载预压，检验其强度、刚度和稳定性是否满足要求，若不

满足要求则改进以使其满足强度、刚度和稳定性的要求。

[0038] S3、浇筑：浇筑前，浇水湿润飘板模板、反梁模板以及墙板模板，并确保各模板内无

积水，然后在飘板模板、反梁模板以及墙板模板上涂刷模板隔离剂，涂刷的模板隔离剂不得

沾污钢筋和混凝土接槎处，浇筑时，悬挑飘板分两次浇筑，先浇筑反梁2及墙板3，多块墙板3

间隔设置，反梁2及墙板3一起浇筑，一体成型，墙板3延伸到非外挑屋面4内，反梁2及墙板3

初凝达到70%强度后，将泡沫塑料板拆除干净，再浇筑飘板1，浇筑飘板1时，混凝土由外向内

浇筑，提高混凝土浇筑的安全性，提高混凝土浇筑的质量。

[0039] S4、拆除支撑体系：浇筑的飘板1的强度达到设计要求后，拆除飘板模板、反梁模

板、墙板模板和模板支撑架7。

[0040] 参照图3，模板支撑架7包括斜支架、水平支架和竖直支架，斜支架、水平支架和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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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支架构成稳定的三角形支撑结构，先搭设水平支架和竖直支架，然后增加斜支架搭设施

工操作防护架。再搭设斜支架，斜支架包括外架和内架，内架与顶层5墙柱中预埋的短钢筋

焊接，外架与次顶层6墙柱中预埋的短钢筋焊接，水平支架通过抱柱的方式连接顶层5墙柱

和次顶层6墙柱，水平支架至少与两排墙柱抱柱，水平支架、斜支架和竖直支架之间通过扣

件相连接。若顶层5墙柱或次顶层6墙柱中没有预埋短钢筋，则需要采用打孔后埋的方式埋

入钢筋，然后再跟斜支架焊接。

[0041] 在顶层5及次顶层6的楼板中分别预埋短钢筋，则采取打孔后埋的方式埋入钢筋，

防护架焊接埋入的钢筋与楼板主体拉接。防护架搭设时需要在防护架内排杆与外挑水平杆

之间设置斜拉杆，利用钢管将防护架与非外挑模板支架体系拉接牢固，并在防护架外侧及

操作面下方设置安全网，在楼层操作标高位置铺设脚手板，防护架为非主要受力架体，仅供

外挑飘板1、屋面4结构施工时施工人员操作使用，设计上仅考虑脚手板和施工人员荷载。

[0042] 步骤S3中，浇筑过程中采用水平仪及经纬仪进行施工过程自我监测，主要监测项

目为支架沉降和水平位移，以及支承地面稳定性沉降观测。支架沉降位移预警值取8mm，沉

降位移允许值取10mm；支架水平位移预警值取5mm，水平位移允许值取8mm。混凝土浇筑过程

应严格按混凝土浇筑施工方案程序进行，在支架下面要安装照明灯，在安全员的监督下，派

木工在顶层5和次顶层6的楼板上进行巡查，发现问题立即停止浇筑并撤离。如果支架沉降、

位移达到报警值时，应立即停止施工。

[0043] 步骤S4中，拆除的模板以及支撑先落在临时防护支架上，先拆除反梁模板和墙板

模板的侧模，侧模拆除时的混疑土强度保证其表面及棱角不受损伤，然后拆除飘板模板的

底模，最后拆除反梁模板和墙板模板的底模，拆除时分段分片进行，严禁成片撬落或成片拉

拆，拆除模板不能对楼层形成冲击荷载，拆除的模板和支撑需分散堆放并及时清运。拆除模

板时，采取先支的后拆、后支的先拆、先拆非承重模板、后拆承重模板，并从上而下进行拆

除，严禁使用大锤和撬棍。拆下的模板不得抛扔，应按规定地点堆放，操作层上临时拆下的

模板堆放不能超过3层。拆模如遇到中途停歇，应将已拆松动、悬空、浮吊的模板或支架进行

临时支撑牢固或相互连接稳固，对活动部件必须一次拆除。完成模板的拆除工作后，再将模

板支撑架7拆除即可。

[0044] 本申请实施例一种长尺寸悬挑飘板施工方法的实施原理为：搭设的模板支撑架7

以顶层5墙柱和次顶层6墙柱为支撑受力点，不在以地面为支撑受力点，能够大大降低模板

支撑架7的搭设难度，再通过先浇筑反梁2及墙板3，反梁2及墙板3初凝后，再浇筑飘板1的浇

筑方法，使得反梁2和墙板3承受一部分飘板1的重力，降低模板支撑架7的受力，使得模板支

撑架7稳定牢固，混凝土由外向内浇筑使得浇筑的混凝土的重力作用反梁2上，降低飘板模

板和模板支撑架7的载荷；通过反梁2和墙板3分担飘板1重量的施工方式能够确保模板支撑

架7的稳定性，降低了模板支撑架7的载荷要求，降低了长尺寸悬挑飘板施工的难度、成本和

工期。

[0045] 以上均为本申请的较佳实施例，并非依此限制本申请的保护范围，故：凡依本申请

的结构、形状、原理所做的等效变化，均应涵盖于本申请的保护范围之内。

说　明　书 4/4 页

6

CN 113914476 B

6



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3 页

7

CN 113914476 B

7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2/3 页

8

CN 113914476 B

8



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3/3 页

9

CN 113914476 B

9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RA
	DRA00007
	DRA00008
	DRA00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