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910229209.8

(22)申请日 2019.03.25

(71)申请人 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 430081 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工业大

道3号

(72)发明人 李新革　薛巍巍　廖红玉　

(74)专利代理机构 湖北武汉永嘉专利代理有限

公司 42102

代理人 唐万荣　程力

(51)Int.Cl.

E04G 13/00(2006.01)

E04G 21/00(2006.01)

 

(54)发明名称

构造柱顶部隔离缝预留施工组件及施工方

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构造柱顶部隔离缝预留

施工组件及施工方法，该组件包括构造柱下部模

板、隔离缝模板、构造柱上部模板、活动隔离板和

椭圆形楔棒；隔离缝模板四条边可拆卸的包围固

定在构造柱下部模板和构造柱上部模板的外侧，

其中一对边内侧设有固定隔离板、另一对边开设

有安装口，活动隔离板和固定隔离板的边上均设

有半圆槽；活动隔离板和椭圆形楔棒伸入安装口

后，椭圆形楔棒的宽边朝水平转动一定程度后，

能将两侧的活动隔离板贴合压紧在固定隔离板

上，同时活动隔离板和固定隔离板上的半圆槽合

成整圆将构造柱钢筋包围。本发明操作简单、施

工速度快、没有粉尘污染、施工质量有保障、可重

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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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构造柱顶部隔离缝预留施工组件，其特征在于：包括构造柱下部模板、隔离缝模

板、构造柱上部模板、活动隔离板和椭圆形楔棒；隔离缝模板四条边可拆卸的包围固定在构

造柱下部模板和构造柱上部模板的外侧，其中一对边内侧设有与活动隔离板等高的固定隔

离板、另一对边中至少一条边开设有能刚好通过活动隔离板的安装口，活动隔离板和固定

隔离板的边上均设有半圆槽；活动隔离板和椭圆形楔棒伸入安装口后，椭圆形楔棒的宽边

朝水平转动一定程度后，能将两侧的活动隔离板贴合压紧在固定隔离板上，同时活动隔离

板和固定隔离板上的半圆槽合成整圆将构造柱钢筋包围，活动隔离板、固定隔离板和椭圆

形楔棒将构造柱下部模板和构造柱上部模板完全隔离。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构造柱顶部隔离缝预留施工组件，其特征在于：隔离缝模板四条

边依次铰接连接围成方框且首尾端所在的边通过连接件连接固定。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构造柱顶部隔离缝预留施工组件，其特征在于：连接件为螺栓。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构造柱顶部隔离缝预留施工组件，其特征在于：活动隔离板和椭

圆形楔棒上均设有操作手柄，活动隔离板和椭圆形楔棒伸入安装口时，操作手柄位于隔离

缝模板外侧。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构造柱顶部隔离缝预留施工组件，其特征在于：椭圆形楔棒的宽

边转动至水平时，刚好将两侧的活动隔离板贴合压紧在固定隔离板上。

6.一种基于如权利要求1至5任一所述的构造柱顶部隔离缝预留施工组件的构造柱顶

部隔离缝预留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步骤，

S1、绑扎构造柱钢筋，安装构造柱下部模板至距上层梁板底部一定距离，然后在构造柱

下部模板顶端依次安装隔离缝模板和构造柱上部模板并将隔离缝模板固定，然后浇筑构造

柱下部混凝土至隔离缝底部且振捣密实；

S2、将两块活动隔离板插入安装口内，并在两块活动隔离板间插入椭圆形楔棒，此时椭

圆形楔棒、活动隔离板和固定隔离板间均存在间隙；

S3、将椭圆形楔棒的宽边朝水平转动，推动椭圆形楔棒两侧的活动隔离板贴合压紧在

固定隔离板上，同时活动隔离板和固定隔离板上的半圆槽合成整圆将构造柱钢筋包围；

S4、浇筑构造柱上部混凝土，在构造柱上部混凝土初凝后终凝前，转动椭圆形楔棒，保

证椭圆形楔棒能够自由转动；

S5、构造柱上部混凝土强度达到设计要求后，反向转动并抽出椭圆形楔棒，再抽出活动

隔离板，再拆卸隔离缝模板；

S6、拆除构造柱下部模板和构造柱上部模板，形成完整的隔离缝。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构造柱顶部隔离缝预留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浇筑前，椭圆形

楔棒、活动隔离板、隔离缝模板、构造柱下部模板和构造柱上部模板均涂刷脱模剂。

8.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构造柱顶部隔离缝预留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构造柱下部模板

距上层梁板底部10cm。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09881886 A

2



构造柱顶部隔离缝预留施工组件及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建筑施工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构造柱顶部隔离缝预留施工组件及施工

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高层建筑中，通常会为了建筑立面效果和砌体结构抗震需要，在建筑物外圈和室

内设置构造柱，这些构造柱主要起装饰作用或者用以抗震等横向荷载，通常都是先施工主

体混凝土结构，后在砌体结构施工时，再施工构造柱。但随着施工安全保障和施工进度要求

提高的需要，越来越多的工程采取了构造柱与主体混凝土结构同时施工并在构造柱顶部预

留隔离缝的方法。

[0003] 目前，构造柱顶部隔离缝的施工方法是，混凝土浇筑时，在构造柱顶部与上一楼层

梁板结构之间填充木糠(锯沫)、砂子或挤塑板、泡沫板等材料，混凝土浇筑完成达到要求

后，再凿除上述填充材料，形成隔离缝。该方法存在以下问题：受1)构造柱截面尺寸限制和

配筋影响，可操作空间狭小，封模后的填充操作困难，且施工时间长；2)挤塑板或泡沫板在

浇筑上层混凝土过程中容易受压变形，木糠和砂子容易与混凝土凝结，造成预留隔离缝不

规则，观感质量较差；3)填充和后期凿除清理时容易造成作业面污染；4)填充材料只能一次

性使用，不能重复利用，浪费大；5)上层混凝土振捣受限，混凝土施工质量受影响较大。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构造柱顶部隔离缝预留施工组件及施工方法，本发明操

作简单、施工速度快、没有粉尘污染、施工质量有保障、可重复使用。

[0005] 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6] 一种构造柱顶部隔离缝预留施工组件，包括构造柱下部模板、隔离缝模板、构造柱

上部模板、活动隔离板和椭圆形楔棒；隔离缝模板四条边可拆卸的包围固定在构造柱下部

模板和构造柱上部模板的外侧，其中一对边内侧设有与活动隔离板等高的固定隔离板、另

一对边中至少一条边开设有能刚好通过活动隔离板的安装口，活动隔离板和固定隔离板的

边上均设有半圆槽；活动隔离板和椭圆形楔棒伸入安装口后，椭圆形楔棒的宽边朝水平转

动一定程度后，能将两侧的活动隔离板贴合压紧在固定隔离板上，同时活动隔离板和固定

隔离板上的半圆槽合成整圆将构造柱钢筋包围，活动隔离板、固定隔离板和椭圆形楔棒将

构造柱下部模板和构造柱上部模板完全隔离。

[0007] 进一步地，隔离缝模板四条边依次铰接连接围成方框且首尾端所在的边通过连接

件连接固定。

[0008] 进一步地，连接件为螺栓。

[0009] 进一步地，活动隔离板和椭圆形楔棒上均设有操作手柄，活动隔离板和椭圆形楔

棒伸入安装口时，操作手柄位于隔离缝模板外侧。

[0010] 进一步地，椭圆形楔棒的宽边转动至水平时，刚好将两侧的活动隔离板贴合压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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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固定隔离板上。

[0011] 一种基于上述构造柱顶部隔离缝预留施工组件的构造柱顶部隔离缝预留施工方

法，包括步骤：

[0012] S1、绑扎构造柱钢筋，安装构造柱下部模板至距上层梁板底部一定距离，然后在构

造柱下部模板顶端依次安装隔离缝模板和构造柱上部模板并将隔离缝模板固定，然后浇筑

构造柱下部混凝土至隔离缝底部且振捣密实；

[0013] S2、将两块活动隔离板插入安装口内，并在两块活动隔离板间插入椭圆形楔棒，此

时椭圆形楔棒、活动隔离板和固定隔离板间均存在间隙；

[0014] S3、将椭圆形楔棒的宽边朝水平转动，推动椭圆形楔棒两侧的活动隔离板贴合压

紧在固定隔离板上，同时活动隔离板和固定隔离板上的半圆槽合成整圆将构造柱钢筋包

围；

[0015] S4、浇筑构造柱上部混凝土，在构造柱上部混凝土初凝后终凝前，转动椭圆形楔

棒，保证椭圆形楔棒能够自由转动；

[0016] S5、构造柱上部混凝土强度达到设计要求后，反向转动并抽出椭圆形楔棒，再抽出

活动隔离板，再拆卸隔离缝模板；

[0017] S6、拆除构造柱下部模板和构造柱上部模板，形成完整的隔离缝。

[0018] 进一步地，浇筑前，椭圆形楔棒、活动隔离板、隔离缝模板、构造柱下部模板和构造

柱上部模板均涂刷脱模剂。

[0019] 进一步地，构造柱下部模板距上层梁板底部10cm。

[0020]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21] 构造柱施工仍按常规施工方法绑扎钢筋、安装模板，隔离缝的预留无需模内填充，

只需装卸隔离缝模板、活动隔离板和椭圆形楔棒，即只需模外操作，操作简单、施工速度快，

而且没有粉尘等污染，无需后期清理、绿色环保；隔离缝的预留对构造柱及上层结构的混凝

土浇筑无限制要求，施工质量有保障；隔离缝模板、活动隔离板和椭圆形楔棒可重复使用，

避免了浪费。

附图说明

[0022]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中活动隔离板和椭圆形楔棒未伸入安装口时的示意图(对应

步骤S1)。

[0023] 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中活动隔离板和椭圆形楔棒刚伸入安装口时的示意图(对应

步骤S2)。

[0024] 图3是本发明实施例中活动隔离板和椭圆形楔棒伸入安装口且椭圆形楔棒转动到

位时的示意图(对应步骤S3)。

[0025] 图4是本发明实施例中浇筑完构造柱上部混凝土时的示意图(对应步骤S4)。

[0026] 图5是本发明实施例中拆除椭圆形楔棒、活动隔离板和隔离缝模板时的示意图(对

应步骤S5)。

[0027] 图6是本发明实施例中拆除完椭圆形楔棒、活动隔离板、隔离缝模板、构造柱下部

模板和构造柱上部模板后的示意图(对应步骤S6)。

[0028] 图中：1-构造柱钢筋；2-构造柱下部模板；3-隔离缝模板；301-螺栓；302-固定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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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4-构造柱上部模板；5-混凝土；6-活动隔离板；7-椭圆形楔棒。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说明。

[0030] 如图1至图6所示，一种构造柱顶部隔离缝预留施工组件，包括构造柱下部模板2、

隔离缝模板3、构造柱上部模板4、活动隔离板6和椭圆形楔棒7；隔离缝模板3四条边可拆卸

的包围固定在构造柱下部模板2和构造柱上部模板4的外侧，其中一对边内侧设有与活动隔

离板6等高的固定隔离板302、另一对边中至少一条边开设有能刚好通过活动隔离板6的安

装口，活动隔离板6和固定隔离板302的边上均设有半圆槽；活动隔离板6和椭圆形楔棒7伸

入安装口后，椭圆形楔棒7的宽边朝水平转动一定程度后，能将两侧的活动隔离板6贴合压

紧在固定隔离板302上，同时活动隔离板6和固定隔离板302上的半圆槽合成整圆将构造柱

钢筋1包围，活动隔离板6、固定隔离板302和椭圆形楔棒7将构造柱下部模板2和构造柱上部

模板4完全隔离。

[0031] 如图1至图5所示，在本实施例中，隔离缝模板3四条边依次铰接连接围成方框且首

尾端所在的边通过连接件连接固定(连接件优选螺栓301)，该设置方便隔离缝模板3的装

卸，比相邻两条边单独拼接要方便。

[0032] 如图2至图5所示，在本实施例中，活动隔离板6和椭圆形楔棒7上均设有操作手柄，

活动隔离板6和椭圆形楔棒7伸入安装口时，操作手柄位于隔离缝模板3外侧。

[0033] 如图3和图4所示，在本实施例中，椭圆形楔棒7的宽边转动至水平时，刚好将两侧

的活动隔离板6贴合压紧在固定隔离板302上，保证浇筑后椭圆形楔棒7处的美观。

[0034] 上述构造柱顶部隔离缝预留施工组件的施工方法，包括步骤：

[0035] S1、如图1所示，绑扎构造柱钢筋1，安装构造柱下部模板2至距上层梁板底部一定

距离(在本实施例中选10cm)，然后在构造柱下部模板2顶端依次安装隔离缝模板3和构造柱

上部模板4并将隔离缝模板3固定，然后浇筑构造柱下部混凝土至隔离缝底部且振捣密实；

[0036] S2、如图2所示，将两块活动隔离板6插入安装口内，并在两块活动隔离板6间插入

椭圆形楔棒7，此时椭圆形楔棒7、活动隔离板6和固定隔离板302间均存在间隙；

[0037] S3、如图3所示，将椭圆形楔棒7的宽边朝水平转动，推动椭圆形楔棒7两侧的活动

隔离板6贴合压紧在固定隔离板302上，同时活动隔离板6和固定隔离板302上的半圆槽合成

整圆将构造柱钢筋1包围；

[0038] S4、如图4所示，浇筑构造柱上部混凝土，在构造柱上部混凝土初凝后终凝前，转动

椭圆形楔棒7，保证椭圆形楔棒7能够自由转动；

[0039] S5、如图5所示，构造柱上部混凝土强度达到设计要求后，反向转动并抽出椭圆形

楔棒7，再抽出活动隔离板6，再拆卸隔离缝模板3；

[0040] S6、如图6所示，拆除构造柱下部模板2和构造柱上部模板4，形成完整的隔离缝。

[0041] 为了便于脱模，浇筑前，椭圆形楔棒7、活动隔离板6、隔离缝模板3、构造柱下部模

板2和构造柱上部模板4均涂刷脱模剂。

[0042] 在本发明中，构造柱施工仍按常规施工方法绑扎钢筋、安装模板，隔离缝的预留无

需模内填充，只需装卸隔离缝模板3、活动隔离板6和椭圆形楔棒7，即只需模外操作，操作简

单、施工速度快，而且没有粉尘等污染，无需后期清理、绿色环保；隔离缝的预留对构造柱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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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层结构的混凝土浇筑无限制要求，施工质量有保障；隔离缝模板3、活动隔离板6和椭圆形

楔棒7可重复使用，避免了浪费。

[0043] 应当理解的是，对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可以根据上述说明加以改进或变换，

而所有这些改进和变换都应属于本发明所附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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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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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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