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610865608.X

(22)申请日 2016.09.29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6436894 A

(43)申请公布日 2017.02.22

(73)专利权人 中国航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 100071 北京市丰台区西四环南路83

号

(72)发明人 王其明　符如旭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超凡志成知识产权代理

事务所(普通合伙) 11371

代理人 毕翔宇

(51)Int.Cl.

E04B 1/04(2006.01)

E04C 2/30(2006.01)

E04C 2/38(2006.01)

E04C 2/06(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3628567 A,2014.03.12,

CN 2639401 Y,2004.09.08,

CN 204626395 U,2015.09.09,

CN 202945707 U,2013.05.22,

CN 201321671 Y,2009.10.07,

CN 203755514 U,2014.08.06,

审查员 王晓茜

 

(54)发明名称

一种预制装配式住宅以及其建造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预制装配式住宅以及其

建造方法，属于建筑施工领域，包括多个住宅单

元，每个住宅单元包括叠合密肋模盒楼面板以及

多个网格状框架剪力墙墙体，同一住宅单元的叠

合密肋模盒楼面板安装在多个网格状框架剪力

墙墙体的顶部；叠合密肋模盒楼面板包括上层

板、下层板以及板内肋梁，上层板与下层板相对

设置，板内肋梁位于上层板与下层板之间，且分

别与上层板以及下层板固定连接，下层板与网格

状框架剪力墙墙体固定连接。建造方法用于预制

装配式住宅的施工。该住宅的多个部品采用标准

化设计、工厂化生产方式，在提高预制构件品质

的同时，也实现关键部品的规格化、统一化及多

样化，以满足不同户型房屋的多样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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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预制装配式住宅，其特征在于，包括至少一个住宅单元，每个所述住宅单元包括

叠合密肋模盒楼面板以及多个网格状框架剪力墙墙体，同一所述住宅单元的所述叠合密肋

模盒楼面板安装在多个所述网格状框架剪力墙墙体的顶部；所述叠合密肋模盒楼面板包括

上层板、下层板以及板内肋梁，所述上层板与所述下层板相对设置，所述板内肋梁位于所述

上层板与所述下层板之间，且分别与所述上层板以及所述下层板固定连接，所述下层板与

所述网格状框架剪力墙墙体固定连接，所述下层板与多根板内肋梁一体预制成型设置，所

述下层板与板内肋梁组成的安装结构在网格状框架剪力墙墙体的顶部，所述板内肋梁包括

多根密肋梁，多根所述密肋梁纵横交错设置且围成具有多个安装腔的框架结构，在每个所

述安装腔内设置有轻质模盒，在所述板内肋梁上搭建钢筋网，且所述钢筋网与所述板内肋

梁上的预留钢筋进行嵌套，相邻所述预制叠合密肋模盒楼面板之间通过混凝土浇筑形成所

述叠合密肋模盒面板的上层板。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预制装配式住宅，其特征在于，每个所述安装腔具有相对设置

的第一端口和第二端口，所述上层板盖装在多个所述第一端口上，所述下层板盖装在多个

所述第二端口上。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预制装配式住宅，其特征在于，所述叠合密肋模盒楼面板还包

括第一紧固钢筋组件，所述第一端口所在的端面上安装有所述第一紧固钢筋组件，所述第

二端口所在的端面上安装有所述第一紧固钢筋组件。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预制装配式住宅，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紧固钢筋组件包括多

根U形钢筋件，每根所述U形钢筋件通过一根钢筋弯折制成，每根所述U形钢筋件包括相对设

置的两根竖筋以及位于两根所述竖筋之间的连接筋，每根所述竖筋远离所述连接筋的端部

固定于所述密肋梁内。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预制装配式住宅，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紧固钢筋组件还包括

承载钢筋件，所述承载钢筋件包括第一受力钢筋、第二受力钢筋以及第三受力钢筋，所述第

一受力钢筋的一端、所述第二受力钢筋的一端以及所述第三受力钢筋的一端相交与一点且

固定连接，所述第一受力钢筋与所述连接筋固定连接；所述第一受力钢筋上设置有导流槽，

所述第一受力钢筋上的导流槽的长度方向沿所述第一受力钢筋的长度方向延伸，所述第二

受力钢筋上设置有导流槽，所述第二受力钢筋上的导流槽的长度方向沿所述第二受力钢筋

的长度方向延伸，所述第三受力钢筋上设置有导流槽，所述第三受力钢筋上的导流槽的长

度方向沿所述第三受力钢筋的长度方向延伸。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预制装配式住宅，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受力钢筋沿其长度方

向呈非直线延伸，所述第三受力钢筋沿其长度方向呈非直线延伸。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预制装配式住宅，其特征在于，所述网格状框架剪力墙墙体设

置为矩形框状，所述网格状框架剪力墙墙体包括四个外周面，四个外周面依次首尾连接，每

个所述外周面上设置有结合槽，所述结合槽的长度方向沿对应的所述外周面的长度方向延

伸，且相邻的所述结合槽的端部相连通。

8.一种预制装配式住宅的建造方法，其特征在于，该建造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S100、制作预制网格式框架剪力墙墙体，首先组装剪力墙钢模板以及钢筋骨架，将

所述钢筋骨架安装于所述剪力墙钢模板，然后利用混凝土浇筑形成剪力墙墙板；

步骤S200、制作预制叠合密肋模盒楼面板的下层板和板内肋梁，首先组装下层板钢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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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在所述下层板钢模板内绑扎钢筋网片，然后用混凝土浇筑，形成初步叠合板；待下层板

初凝后，在所述下层板钢模板围成的空间内安装板内肋梁钢模板，然后进行混凝土浇筑；

步骤S300、施工基础，浇筑钢筋混凝土基础圈梁，所述基础圈梁上预留构造柱钢筋头和

防水构造；

步骤S400、预制构件安装，将预制网格式框架剪力墙墙体吊装搁置在所述基础圈梁的

预设位置并将所述构造柱钢筋头插入所述预制网格式框架剪力墙墙体的底部的预留孔洞

内，然后进行灌浆锚固；将相邻的所述预制网格式框架剪力墙墙体之间的预留连接钢筋进

行嵌套，浇筑形成连接柱；

步骤S500、叠合密肋模盒楼面板的安装，先将下层板与板内肋梁预制成一个整体且形

成预制叠合密肋模盒楼面板，吊装所述预制叠合密肋模盒楼面板至所述预制网格式框架剪

力墙墙体的顶部，所述下层板与所述预制网格式框架剪力墙墙体搭接，所述预制叠合密肋

模盒楼面板的水平连接筋与所述预制网格式框架剪力墙墙体的预留钢筋嵌套，相邻的所述

预制叠合密肋模盒楼面板之间的预留钢筋进行嵌套，在所述板内肋梁与所述下层板围成的

凹腔内铺设轻质模盒，在所述板内肋梁上搭建钢筋网，且钢筋网与所述板内肋梁上的预留

钢筋进行嵌套，最后进行混凝土浇筑，混凝土填满相邻的所述预制叠合密肋模盒楼面板之

间的空隙且形成所述叠合密肋模盒楼面板的上层板。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预制装配式住宅的建造方法，其特征在于，

还包括步骤S600、重复所述步骤S100－所述S500从下至上逐层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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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预制装配式住宅以及其建造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建筑施工领域，具体而言，涉及一种预制装配式住宅以及其建造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最近几年来，传统的现场现浇的施工方式是否符合我国建筑业的发展方向，再次

得到业内的审视。首先是随着社会发展与进步，劳动力成本的快速提升，采用大规模劳动密

集型的现场现浇施工方式已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第二，社会对于施工现场环境污染

的高度重视，采用现浇方式的施工现场存在水资源浪费、噪声污染、建筑垃圾产生量大等诸

多问题；第三，施工现场的工程质量还是不尽人意，建筑施工质量通病较多。从可持续发展

角度考虑，对传统的建筑业提出产业转型与升级要求。2016年2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要发展新型建造方式，大

力推广装配式建筑，10年内使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比率达30％。因此，反映建筑产业发展

的建筑工业化再一次被行业所关注，在国家与地方政府的支持下，我国装配式结构体系重

新迎来发展契机。

[0003] 发明人在研究中发现，传统的住宅建筑结构至少存在如下缺点：

[0004] 住宅建设作为我国的传统产业，长期处于粗放型的生产阶段，能源和原材料消耗

过大，工业化程度不高，劳动生产率及技术含量低，结构形式单一，建筑质量与功能较差，特

别是住宅结构的抗震安全性及舒适性极待提高，装配式混凝土结构的出现能有效解决上述

问题。

[0005] 因此，需对传统住宅的建造方式进行改进，提出一种结构简单、设计合理、施工方

便且使用效果较好的预制装配式住宅。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预制装配式住宅，以改善现有技术的住宅建设能源和

原材料消耗过大、工业化程度不同、劳动生产率及技术含量低的问题。

[0007] 本发明的目的还在于提供一种预制装配式住宅的建造方法，以改善现有技术的住

宅建设能源和原材料消耗过大、工业化程度不同、劳动生产率及技术含量低的问题。

[0008] 本发明的实施例是这样实现的：

[0009] 基于上述第一目的，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预制装配式住宅，包括至少一个住宅单元，

每个所述住宅单元包括叠合密肋模盒楼面板以及多个网格状框架剪力墙墙体，同一所述住

宅单元的所述叠合密肋模盒楼面板安装在多个所述网格状框架剪力墙墙体的顶部；所述叠

合密肋模盒楼面板包括上层板、下层板以及板内肋梁，所述上层板与所述下层板相对设置，

所述板内肋梁位于所述上层板与所述下层板之间，且分别与所述上层板以及所述下层板固

定连接，所述下层板与所述网格状框架剪力墙墙体固定连接。

[0010] 在本发明较佳的实施例中，所述板内肋梁包括多根密肋梁，多根所述密肋梁纵横

交错设置且围成具有多个安装腔的框架结构，每个所述安装腔具有相对设置的第一端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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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端口，所述上层板盖装在多个所述第一端口上，所述下层板盖装在多个所述第二端口

上。

[0011] 在本发明较佳的实施例中，所述叠合密肋模盒楼面板还包括轻质模盒，每个所述

安装腔内设置有所述轻质模盒。

[0012] 在本发明较佳的实施例中，所述叠合密肋模盒楼面板还包括第一紧固钢筋组件，

所述第一端口所在的端面上安装有所述第一紧固钢筋组件，所述第二端口所在的端面上安

装有所述第一紧固钢筋组件。

[0013] 在本发明较佳的实施例中，所述第一紧固钢筋组件包括多根U形钢筋件，每根所述

U形钢筋件通过一根钢筋弯折制成，每根所述U形钢筋件包括相对设置的两根竖筋以及位于

两根所述竖筋之间的连接筋，每根所述竖筋远离所述连接筋的端部固定于所述密肋梁内。

[0014] 在本发明较佳的实施例中，所述第一紧固钢筋组件还包括承载钢筋件，所述承载

钢筋件包括第一受力钢筋、第二受力钢筋以及第三受力钢筋，所述第一受力钢筋的一端、所

述第二受力钢筋的一端以及所述第三受力钢筋的一端相交与一点且固定连接，所述第一受

力钢筋与所述连接筋固定连接；所述第一受力钢筋上设置有导流槽，所述第一受力钢筋上

的导流槽的长度方向沿所述第一受力钢筋的长度方向延伸，所述第二受力钢筋上设置有导

流槽，所述第二受力钢筋上的导流槽的长度方向沿所述第二受力钢筋的长度方向延伸，所

述第三受力钢筋上设置有导流槽，所述第三受力钢筋上的导流槽的长度方向沿所述第三受

力钢筋的长度方向延伸。

[0015] 在本发明较佳的实施例中，所述第二受力钢筋沿其长度方向呈非直线延伸，所述

第三受力钢筋沿其长度方向呈非直线延伸。

[0016] 在本发明较佳的实施例中，所述网格状框架剪力墙墙体设置为矩形框状，所述网

格状框架剪力墙墙体包括四个外周面，四个外周面依次首尾连接，每个所述外周面上设置

有结合槽，所述结合槽的长度方向沿对应的所述外周面的长度方向延伸，且相邻的所述结

合槽的端部相连通。

[0017] 基于上述第二目的，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预制装配式住宅的建造方法，该建造方法

包括如下步骤：

[0018] 步骤S100、制作预制网格式框架剪力墙墙体，首先组装剪力墙钢模板以及钢筋骨

架，将所述钢筋骨架安装于所述剪力墙钢模板，然后利用混凝土浇筑形成剪力墙墙板；

[0019] 步骤S200、制作预制叠合密肋模盒楼面板的下层板和板内肋梁，首先组装下层板

钢模板，在所述下层板钢模板内绑扎钢筋网片，然后用混凝土浇筑，形成初步叠合板；待下

层板初凝后，在所述下层板钢模板围成的空间内安装板内肋梁钢模板，然后进行混凝土浇

筑；

[0020] 步骤S300、施工基础，浇筑钢筋混凝土基础圈梁，所述基础圈梁上预留构造柱钢筋

头和防水构造；

[0021] 步骤S400、预制构件安装，将预制网格式框架剪力墙墙体吊装搁置在所述基础圈

梁的预设位置并将所述构造柱钢筋头插入所述预制网格式框架剪力墙墙体的底部的预留

孔洞内，然后进行灌浆锚固；将相邻的所述预制网格式框架剪力墙墙体之间的预留连接钢

筋进行嵌套，浇筑形成连接柱；

[0022] 步骤S500、叠合密肋模盒楼面板的安装，先将下层板与板内肋梁预制成一个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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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形成预制叠合密肋模盒楼面板，吊装所述预制叠合密肋模盒楼面板至所述预制网格式框

架剪力墙墙体的顶部，所述下层板与所述预制网格式框架剪力墙墙体搭接，所述预制叠合

密肋模盒楼面板的水平连接筋与所述预制网格式框架剪力墙墙体的预留钢筋嵌套，相邻的

所述预制叠合密肋模盒楼面板之间的预留钢筋进行嵌套，在所述板内肋梁与所述下层板围

成的凹腔内铺设轻质模盒，在所述板内肋梁上搭建钢筋网，且钢筋网与所述板内肋梁上的

预留钢筋进行嵌套，最后进行混凝土浇筑，混凝土填满相邻的所述预制叠合密肋模盒楼面

板之间的空隙且形成所述叠合密肋模盒楼面板的上层板。

[0023] 在本发明较佳的实施例中，还包括步骤S600、重复所述步骤S100－所述S500从下

至上逐层施工。

[0024] 本发明实施例的有益效果是：

[0025] 综上所述，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了一种预制装配式住宅，其结构简单合理，便于制造

加工，同时，该预制装配式住宅还具有如下优点：

[0026] 1、预制网格式框架剪力墙墙体与叠合密肋模盒楼面板等关键部品采用标准化设

计、工厂化生产方式，在提高预制构件品质的同时，也实现关键部品的规格化、统一化及多

样化，以满足不同户型房屋的多样化需求；

[0027] 2、与传统的住宅建设相比，采用工业化生产、专业化配送及装配化施工的建造模

式，施工现场主要依靠专业化机械，劳动力使用少，自动化程度高，施工速度快，基本可实现

1天～3天内每层主体结构搭建完成，大大提高施工效率，缩短工期，保障了住宅质量的稳定

性和精确性，满足建筑整体质量性能的要求；

[0028] 3、与传统的住宅建设相比，采用预制框架－剪力墙墙体，适用于高层住宅的装配

式建设，空腹夹层叠合密肋模盒楼面板的使用，节约材料并提高建筑物的隔音隔热效果。

[0029] 本实施例提供的预制装配式住宅具有施工周期短、施工完成后的住宅结构强度

高，抗震能力好的优点。

附图说明

[0030]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中所需要使用的附

图作简单地介绍，应当理解，以下附图仅示出了本发明的某些实施例，因此不应被看作是对

范围的限定，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

些附图获得其他相关的附图。

[0031]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的预制装配式住宅的结构图；

[0032]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的剪力墙墙体的结构图；

[0033]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的叠合密肋模盒楼面板的剖视图；

[0034]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的下层板和板内肋梁的结合图；

[0035] 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的第一紧固钢筋组件的结构图；

[0036] 图6为本发明实施例的第一紧固钢筋组件的承载钢筋件的结构图。

[0037] 图中：

[0038] 住宅单元100，

[0039] 叠合密肋模盒楼面板110，上层板111，板内肋梁112，密肋梁1121，轻质模盒113，第

一紧固钢筋组件114，竖筋1141，连接筋1142，承载钢筋件115，第一受力钢筋1151，第二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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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筋1152，第三受力钢筋1153，导流槽1154，下层板116，

[0040] 网格状框架剪力墙墙体120，外周面121，第二紧固钢筋组件122，横向连接柱123，

纵向连接柱124，横梁125，纵梁126，墙板127，外框架128，结合槽129。

具体实施方式

[0041] 为使本发明实施例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

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是

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通常在此处附图中描述和示出的本发明实施

例的组件可以以各种不同的配置来布置和设计。

[0042] 因此，以下对在附图中提供的本发明的实施例的详细描述并非旨在限制要求保护

的本发明的范围，而是仅仅表示本发明的选定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

技术人员在没有作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

围。

[0043] 应注意到：相似的标号和字母在下面的附图中表示类似项，因此，一旦某一项在一

个附图中被定义，则在随后的附图中不需要对其进行进一步定义和解释。

[0044] 在本发明的描述中，需要说明的是，术语“顶”、“内”、“外”等指示的方位或位置关

系为基于附图所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或者是该发明产品使用时惯常摆放的方位或位置关

系，仅是为了便于描述本发明和简化描述，而不是指示或暗示所指的装置或元件必须具有

特定的方位、以特定的方位构造和操作，因此不能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此外，术语“第

一”、“第二”、“第三”等仅用于区分描述，而不能理解为指示或暗示相对重要性。

[0045] 在本发明的描述中，还需要说明的是，除非另有明确的规定和限定，术语“设置”、

“安装”、“相连”、“连接”应做广义理解，例如，可以是固定连接，也可以是可拆卸连接，或一

体地连接；可以是机械连接，也可以是电连接；可以是直接相连，也可以通过中间媒介间接

相连，可以是两个元件内部的连通。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具体情况理解上

述术语在本发明中的具体含义。

[0046] 需要说明的是，在不冲突的情况下，本发明中的实施例及实施例中的特征可以相

互组合。

[0047] 预制装配式住宅实施例

[0048] 请参阅图1，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预制装配式住宅，包括多个住宅单元100，每个住

宅单元100拼接形成不同规格的住宅，每个住宅单元100可以是独立的一层楼住宅，还可以

通过将多个住宅单元100以重叠的方式进行拼接，形成多层楼的结构。在形成多层楼的结构

时，可以以一个住宅单元100为基础，逐层向上拼接，还可以以多个住宅单元100为基础，逐

层向上拼接，多个住宅单元100的拼接方式多种多样，按照小区的规划进行相应设计，施工

时灵活多变。

[0049] 每个住宅单元100包括叠合密肋模盒楼面板以及多个网格状框架剪力墙墙体120，

位于同一住宅单元100的叠合密肋模盒楼面板安装在多个网格状框架剪力墙墙体120的顶

部，网格状框架剪力墙墙体120的数量按需设置，用于围成住宅的外墙体。

[0050] 请参阅图2，每个网格状框架剪力墙墙体120通过在钢筋架上浇筑混凝土制成，加

工时，直接在厂内根据设计先加工制造好，使用时直接运输至现场进行安装即可。每个网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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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框架剪力墙墙体120呈框架结构，框架结构能够节省材料，降低成本。框架结构包括外框

架128以及多根横梁125和多根纵梁126，外框架128为矩形框，便于加工制造，安装方便，多

根横梁125和多根纵梁126纵横交错设置，多根横梁125和多根纵梁126围成了多个矩形状的

通孔，多根横梁125和多根纵梁126位于外框架128围成的矩形区域内，且分别与外框架128

固定连接，横梁125好纵梁126的数量按需设置，横梁125与纵梁126之间的距离可以按需改

变，能够预留出门窗的位置，便于后续门窗的安装。框架结构还包括墙板127，墙板127与外

框架128固定连接，墙板127的高度与纵梁126的高度相同，墙板127增加了整体的承重能力，

结构更加牢固可靠。框架结构具有四个外周面121，每个外周面121为矩形面，分别为相对设

置的两个第一外周面121和相对设置的两个第二外周面121，第一外周面121和第二外周面

121上分别设置有结合槽129，结合槽129的长度方向与对应的外周面121的长度方向同向，

相邻的第一外周面121和第二外周面121上的结合槽129的端部相连通，进行混凝土浇筑时，

结合槽129能够与混凝土较好的接触，现浇筑的混凝土与网格状框架剪力墙墙体120形成一

个结构更加牢固的整体，受力更好。

[0051] 进一步的，在网格状框架剪力墙墙体120的每个外周面121上安装第二紧固钢筋组

件122，第二紧固钢筋组件122包括多个平行设置的紧固筋，每个紧固筋的一端位于网格状

框架剪力墙墙体120内，其另一端伸出网格状框架剪力墙墙体120的对应的外周面121，在对

相邻的网格状框架剪力墙墙体120进行固定连接时，需要在相邻的网格状框架剪力墙墙体

120之间浇筑混凝土，第二紧固钢筋组件122预埋在混凝土内，增加了整体的结构强度，混凝

土与网格状框架剪力墙墙体120的结合更加紧密，结构更加牢固可靠，通过第二紧固钢筋组

件122和结合槽129的共同作用，后浇筑混凝土能够与网格状框架剪力墙墙体120更加紧密

的结合，提高了整体的结构强度，抗震能力强，使用安全可靠。

[0052] 具体的，紧固筋采用一根钢筋沿着弯折线弯折制成，弯折线垂直于钢筋的长度方

向，弯折线设置有两根，两个弯折线平行设置，弯折后，紧固筋形成了U形状，U形的紧固筋的

开口端插装在网格状框架剪力墙墙体120内，与网格状框架剪力墙墙体120固定连接，U形的

紧固筋的封闭端位于网格状框架剪力墙墙体120外，相邻的网格状框架剪力墙墙体120进行

混凝土浇注固定时，混凝土与U形的紧固筋结合牢固，紧固筋在浇筑过程中不易变形，浇筑

完成后的混凝土结构强度高，抗震能力强。

[0053] 请参阅图1和图3，网格状框架剪力墙墙体120构成了住宅的承重的墙体框架结构，

同一住宅单元100的叠合密肋模盒楼面板安装在多个网格状框架剪力墙墙体120的顶部，构

成了楼板结构。每个叠合密肋模盒楼面板包括上层板111、下层板116、板内肋梁112以及轻

质模盒113，板内肋梁112以及轻质模盒113位于上层板111和下层板116之间。

[0054] 请参阅图4，具体的，板内肋梁112包括多根密肋梁1121，多根密肋梁1121纵横交错

设置且围成具有多个安装腔的框架结构，每个安装腔具有相对设置的第一端口和第二端

口，上层板111盖装在多个第一端口上，下层板116盖装在多个第二端口上，每个安装腔内设

置有轻质模盒113，优选设置为，一个安装腔内对应设置有一个轻质模盒113，整个叠合密肋

模盒楼面板的质量轻，便于施工。安装腔可以是矩形腔、平行四边形腔等，即多根密肋梁

1121呈角度设置，可以是相互垂直设置或者呈任意角度设置。轻质模盒113为现有技术，本

实施例未对其结构和功能进行改进，为了避免叙述重复累赘，不进行详细说明。下层板116

与多根肋梁一体成型设置，在工厂预制完成后，运输至现场进行安装即可，上层板111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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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浇筑制成，下层板116和肋梁组成的结构安装在网格状框架剪力墙墙体120的顶部

后，调整好位置，进行混凝土的浇筑，混凝土浇筑完成后形成上层板111，混凝土能够填满轻

质模盒113与安装腔内的间隙，上层板111、下层板116和肋梁的结合牢固，整体结构牢固可

靠。在进行混凝土浇筑时，下层板116可以作为模板使用，不需要搭建浇筑上层板111的模板

结构，简化了施工工序，缩短了施工周期，节省了施工成本。

[0055] 请参阅图4－图6，为了保证上层板111浇筑完成后与下层板116和板内肋梁112结

合牢固可靠，在板内肋梁112上安装有第一紧固钢筋组件114，在每根密肋梁1121的相对的

两个侧面上都安装有第一紧固钢筋组件114，第一端口的端面位于一个侧面上，第二端口的

端面位于另一个侧面上，通过第一紧固钢筋组件114将板内肋梁112与上层板111和下层板

116固定连接，增强了叠合密肋模盒楼面板110的整体结构强度，受力更好，抗震能力更强。

[0056] 进一步的，第一紧固钢筋组件114包括承载钢筋以及多根U形钢筋件，每根U形钢筋

件通过一根钢筋弯折制成，加工方便，结构强度高，使用安全可靠。每根U形钢筋件包括相对

设置的两根竖筋1141以及位于两根竖筋1141之间的连接筋1142，每根竖筋1141远离连接筋

1142的端部固定于密肋梁1121内。多根U形钢筋件平行设置，均匀分布在对应的密肋梁1121

上，便于安装，受力好。每个U形钢筋件上安装有承载钢筋，增强了整体的结构强度。

[0057] 请参阅图6，具体的，承载钢筋件115包括第一受力钢筋1151、第二受力钢筋1152以

及第三受力钢筋1153，第一受力钢筋1151的一端、第二受力钢筋1152的一端以及第三受力

钢筋1153的一端相交与一点且固定连接，第一受力钢筋1151与连接筋1142固定连接；第一

受力钢筋1151上设置有导流槽1154，第一受力钢筋1151上的导流槽1154的长度方向沿第一

受力钢筋1151的长度方向延伸，第二受力钢筋1152上设置有导流槽1154，第二受力钢筋

1152上的导流槽1154的长度方向沿第二受力钢筋1152的长度方向延伸，第三受力钢筋1153

上设置有导流槽1154，第三受力钢筋1153上的导流槽1154的长度方向沿第三受力钢筋1153

的长度方向延伸。第一受力钢筋1151、第二受力钢筋1152以及第三受力钢筋1153构成了呈Y

形的结构，混凝土浇筑完成后，混凝土与钢筋的结合更加牢固，第二受力钢筋1152和第三受

力钢筋1153对混凝土具有抓力，能够更加牢固的嵌设在混凝土内，在受震动过程中，混凝土

层不易开裂或者掉落，增加了安全性。同时，在第一受力钢筋1151、第二受力钢筋1152和第

三受力钢筋1153上设置有导流槽1154，混凝土浇筑时，能够填满导流槽1154，混凝土与钢筋

的结合更加紧密，结构更加牢固。导流槽1154沿其长度方向呈螺旋线延伸，进一步增强了钢

筋与混凝土的粘合力，包裹在钢筋整个周面的混凝土受力时更加均匀，不易在内部开裂，更

加安全可靠。

[0058] 进一步的，第二受力钢筋1152沿其长度方向呈非直线延伸，第三受力钢筋1153沿

其长度方向呈非直线延伸，混凝土浇筑完成后，混凝土与第二受力钢筋1152和第三受力钢

筋1153紧密结合，第二受力钢筋1152和第三受力钢筋1153储存有弹性势能，在受到震动时，

能够将震动力吸收，楼板不易开裂，使用更加安全可靠。优选设置为，第二受力钢筋1152沿

其长度方向呈波浪形延伸，第三受力钢筋1153沿其长度方向呈波浪形延伸，便于加工，弹力

更加稳定。

[0059] 本实施例提供的叠合密肋模盒楼面板110，上层板111与板内肋梁112以及下层板

116与板内肋梁112通过紧固钢筋组件和承载钢筋件115固定连接，整体结构牢固可靠，结合

紧密，受到震动时楼面板不易开裂，使用安全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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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0] 在进行楼面板的安装时，楼板面搭接在多个网格状框架剪力墙墙体120上，下层板

116与多个网格状框架剪力墙墙体120结合，然后进行混凝土浇筑，浇筑完成后，叠合密肋模

盒楼面板和网格状框架剪力墙墙体120为一体结构，结构牢固可靠。实际浇筑时，由于具有

下层板116的结构，在进行浇筑时，不需要搭设新的模板，简化了施工工序。同时，浇筑上层

板111时，能够同时将相邻的网格状框架剪力墙墙体120之间的间隙浇筑完成，相邻的网格

状框架剪力墙墙体120之间的间隙可以是同一住宅单元100中相邻的网格状框架剪力墙墙

体120之间的纵向间隙，还可以是重叠过程中，相邻的住宅单元100的对应的网格状框架剪

力墙墙体120在竖向方向的横向间隙，即形成了横向连接柱123以及纵向连接柱124。浇筑完

成后，叠合密肋模盒楼面板和网格状框架剪力墙墙体120构成了一体结构，整个住宅单元

100的结构更加牢固可靠。为了增强叠合密肋模盒楼面板和网格状框架剪力墙墙体120的连

接处的结构强度，在密肋梁1121的两个端面设置有U形结构筋，下层板116搭接在网格状框

架剪力墙墙体120的顶部后，U形结构筋与网格状框架剪力墙墙体120上的紧固筋捆扎在一

起，进行浇筑即可。

[0061] 预制装配式住宅的建造方法实施例

[0062] 本实施例也提供一种预制装配式住宅的建造方法，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63] 步骤S100、制作预制网格式框架剪力墙墙体120，首先组装剪力墙钢模板以及钢筋

骨架，将所述钢筋骨架安装于所述剪力墙钢模板，然后利用混凝土浇筑形成剪力墙墙板；剪

力墙墙体120为框架结构，节省材料，同时，框架结构可以根据门窗的位置进行调整，加工灵

活方便。

[0064] 步骤S200、制作预制叠合密肋模盒楼面板110的下层板116和板内肋梁112，首先组

装下层板116钢模板，在所述下层板116钢模板内绑扎钢筋网片，然后用混凝土浇筑，形成初

步叠合板；待下层板116初凝后，在所述下层板116钢模板围成的空间内安装板内肋梁112钢

模板，然后进行混凝土浇筑，即下层板116和板内肋梁112为预制的一体结构，安装时，运输

至现场进行拼接。

[0065] 步骤S300、施工基础，浇筑钢筋混凝土基础圈梁，所述基础圈梁上预留构造柱钢筋

头和防水构造，基础圈梁是连接地下部分和墙体部分的中间结构，提高房屋的整体空间刚

度、增加建筑物的整体性，对建筑物起腰箍的作用，提高墙体的抗剪、抗拉强度，防止由于地

基不均匀沉降，地震或其他较大振动荷载对房屋的开裂破坏。

[0066] 步骤S400、预制构件安装，将预制网格式框架剪力墙墙体120吊装搁置在所述基础

圈梁的预设位置并将所述构造柱钢筋头插入所述预制网格式框架剪力墙墙体120的底部的

预留孔洞内，然后进行灌浆锚固；将相邻的所述预制网格式框架剪力墙墙体120之间的预留

连接钢筋进行嵌套，浇筑形成连接柱；

[0067] 步骤S500、叠合密肋模盒楼面板110的安装，先将下层板116与板内肋梁112预制成

一个整体且形成预制叠合密肋模盒楼面板110，吊装所述预制叠合密肋模盒楼面板110至所

述预制网格式框架剪力墙墙体120的顶部，所述下层板116与所述预制网格式框架剪力墙墙

体120搭接，所述预制叠合密肋模盒楼面板110的水平连接筋1142与所述预制网格式框架剪

力墙墙体120的预留钢筋嵌套，相邻的所述预制叠合密肋模盒楼面板110之间的预留钢筋进

行嵌套，在所述板内肋梁112与所述下层板116围成的凹腔内铺设轻质模盒113，在所述板内

肋梁112上搭建钢筋网，且钢筋网与所述板内肋梁112上的预留钢筋进行嵌套，最后进行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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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土浇筑，混凝土填满相邻的所述预制叠合密肋模盒楼面板110之间的空隙且形成所述叠

合密肋模盒楼面板110的上层板111。

[0068] 步骤S600、重复所述步骤S100－所述S500从下至上逐层施工，需要建造多层住宅

时，重复上面的步骤进行施工即可，施工方便快捷。

[0069]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于限制本发明，对于本领域的技

术人员来说，本发明可以有各种更改和变化。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

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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