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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PC构件生产工艺，涉及建

筑材料技术领域。本发明方法包括以下几个步

骤：步骤一、清理水平模台表面和模板表面，将模

板拼接固定在模台上，在模台上表面贴附一层脱

模膜，再将每块模板的内侧贴附一层脱模膜；步

骤二、在模台的脱模膜表面涂刷一层脱模剂，在

模板的脱模膜表面涂刷一层缓凝剂，涂刷均匀、

无漏刷、无堆积，并且抹除或吸附多余脱模剂和

缓凝剂。本发明通过在模板和模台上贴附脱模

膜，并在膜上涂刷隔离剂，在拆模和脱模时利于

构件与模具整体分离，并且不会损坏模具，降低

了拆模难度，提高了预制构件的加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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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PC构件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步骤一、清理水平模台表面和模板表面，将模板拼接固定在模台上，在模台上表面贴附

一层脱模膜，再将每块模板的内侧贴附一层脱模膜；

步骤二、在模台的脱模膜表面涂刷一层脱模剂，在模板的脱模膜表面涂刷一层缓凝剂，

涂刷均匀、无漏刷、无堆积，并且抹除或吸附多余脱模剂和缓凝剂；

步骤三、核对钢筋下料尺寸，将钢筋纵横交错搭接在模板上形成钢筋网，除钢筋网边缘

两排钢筋外采用梅花状绑扎，在钢筋网上摆放钢筋桁架，按梅花状布置好垫块，纵横向间距

小于0.8m，并完成绑扎；

步骤四、根据构件加工图，依次确定各类预埋件位置并划线定位，再将预埋件安装、固

定牢固；

步骤五、将模台移至振动台上，采用混凝土输送机将混凝土运输至螺旋式布料机进行

浇筑，浇筑后开启振动台，振捣至混凝土表面不再下沉，并且无明显气泡溢出为止；

步骤六、对混凝土表面进行两次抹平，压平高出模具上沿部分，并抹除毛边，待混凝土

达到初凝状态时进行表面拉毛；

步骤七、将浇筑完成的预制构件移送至蒸养室进行蒸汽养护；

步骤八、将养护后的预制构件移出拆模，先按顺序拆除模板，再撕下构件侧边脱模膜，

最后采用吊装脱模，并撕下构件底面的脱模膜。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PC构件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脱模膜包括一层易撕

纸层和一层塑料膜层，塑料膜层表面与易撕纸层之间涂设有胶水层。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PC构件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脱模剂和缓凝剂涂刷

厚度不小于2mm，且需涂刷两次，两次涂刷时间间隔不少于20min。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PC构件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三中钢筋网钢筋

的型号、数量、间距、尺寸、搭接长度及外露长度须符合施工图纸要求。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PC构件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五混凝土浇筑前

须检查所有预埋件的固定工装不可有损坏、变形，浇筑时须避开预埋件和固定工装。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PC构件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七中蒸汽养护的

预养时间为1-3h，升温速率为10℃-20℃/h，降温速率不大于10℃/h，养护最高温度为60℃，

持续养护时间4-8h，必须保证回弹仪检测混凝士抗压强度不小于混凝土设计强度的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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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构件生产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建筑材料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PC构件生产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为提高建筑物的平面刚度、抗震性能以及抗渗漏性能，现有建筑物的结构体系采

用现浇钢筋混凝土，但是这种采用整体现浇的方式不能杜绝钢筋混凝土板、梁或柱上出现

裂缝，虽然这些裂缝不完全影响建筑物整体结构的稳定性和安全性，但对消费者会造成担

心开裂处安全性的负面影响，同时现浇钢筋混凝土板需要从下一楼层开始搭建大量支架、

铺设浇筑模具，费时费力，因此业内目前的趋势是使用预制构件代替现浇钢筋混凝土板来

克服前述不足。

[0003] 预制构件是预制和现浇混凝土相结合的一种方式生产的建筑用板，预制板与其上

现浇混凝土层结合为一个整体预制构件，预制板的主筋即是预制构件的主筋，上部现浇混

凝土层仅配置负弯矩钢筋和构造钢筋，预制板用作现浇混凝土层的底模，不必为现浇混凝

土层支撑模板，预制板底面光滑平整，下层楼的顶棚(即预制构件的底面)可以不再粉刷抹

灰；这种预制构件具有现浇钢筋混凝土板的整体性，同时其具有刚度大、抗裂性好、不增加

钢筋消耗、节约模板、缩短整个工程的工期等优点。但是现有预制构件在生产时直接在模台

表面涂刷隔离剂，安装模板后，再直接进行浇筑，预制构件在脱模时容易损坏底面，并且拆

模时容易损坏模具，后续生产须对模板和模台进行彻底清理，需要打磨去除模具表面铁锈、

水泥残渣、污渍等，不仅影响后续预制构件的生产效率，且容易损坏模板尺寸。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PC构件生产工艺，降低预制构件拆模和脱模的难度，

提高预制构件脱模效率和脱模效果。

[0005] 本发明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

[0006] 本发明为一种PC构件生产工艺，所述方法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0007] 步骤一、清理水平模台表面和模板表面，将模板拼接固定在模台上，在模台上表面

贴附一层脱模膜，再将每块模板的内侧贴附一层脱模膜；

[0008] 步骤二、在模台的脱模膜表面涂刷一层脱模剂，在模板的脱模膜表面涂刷一层缓

凝剂，涂刷均匀、无漏刷、无堆积，并且抹除或吸附多余脱模剂和缓凝剂；

[0009] 步骤三、核对钢筋下料尺寸，将钢筋纵横交错搭接在模板上形成钢筋网，除钢筋网

边缘两排钢筋外采用梅花状绑扎，在钢筋网上摆放钢筋桁架，按梅花状布置好垫块，纵横向

间距小于0.8m，并完成绑扎；

[0010] 步骤四、根据构件加工图，依次确定各类预埋件位置并划线定位，再将预埋件安

装、固定牢固；

[0011] 步骤五、将模台移至振动台上，采用混凝土输送机将混凝土运输至螺旋式布料机

进行浇筑，浇筑后开启振动台，振捣至混凝土表面不再下沉，并且无明显气泡溢出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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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步骤六、对混凝土表面进行两次抹平，压平高出模具上沿部分，并抹除毛边，待混

凝土达到初凝状态时进行表面拉毛；

[0013] 步骤七、将浇筑完成的预制构件移送至蒸养室进行蒸汽养护；

[0014] 步骤八、将养护后的预制构件移出拆模，先按顺序拆除模板，再撕下构件侧边脱模

膜，最后采用吊装脱模，并撕下构件底面的脱模膜。

[0015] 进一步地，所述脱模膜包括一层易撕纸层和一层塑料膜层，塑料膜层表面与易撕

纸层之间涂设有胶水层。

[0016] 进一步地，所述脱模剂和缓凝剂涂刷厚度不小于2mm，且需涂刷两次，两次涂刷时

间间隔不少于20min。

[0017]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三中钢筋网钢筋的型号、数量、间距、尺寸、搭接长度及外露长

度须符合施工图纸要求。

[0018]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五混凝土浇筑前须检查所有预埋件的固定工装不可有损坏、

变形，浇筑时须避开预埋件和固定工装。

[0019]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七中蒸汽养护的预养时间为1-3h，升温速率为10℃-20℃/h，

降温速率不大于10℃/h，养护最高温度为60℃，持续养护时间4-8h，必须保证回弹仪检测混

凝士抗压强度不小于混凝土设计强度的75％。

[0020] 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21] 本发明通过在模板和模台上贴附脱模膜，并在膜上涂刷隔离剂，在拆模和脱模时

利于构件与模具整体分离，并且不会损坏模具，降低了拆模难度，提高了预制构件的加工效

率。

[0022] 当然，实施本发明的任一产品并不一定需要同时达到以上所述的所有优点。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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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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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

围。

[0024] 实施例一

[0025] 本实施例提供的一种PC构件生产工艺，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0026] 步骤一、清理水平模台表面和模板表面，确保无杂物和大颗粒物即可，将模板拼接

固定在模台上，模板与模台间的定位销、磁盒等固定结构应固定牢固，接缝紧密，附带的埋

件或工装定位准确、安装牢固，防止混凝土振捣成型时造成模具偏移或漏浆，在模台上表面

贴附一层脱模膜，再将每块模板的内侧贴附一层脱模膜，脱模膜包括一层易撕纸层和一层

塑料膜层，塑料膜层表面与易撕纸层之间涂设有胶水层，贴附脱模膜前可根据模台和模具

尺寸裁剪好，贴附保证无明显缝隙即可；

[0027] 步骤二、在模台的脱模膜表面涂刷一层脱模剂，在模板的脱模膜表面涂刷一层缓

凝剂，涂刷均匀、无漏刷、无堆积，并且用抹布抹除或用海绵吸附多余脱模剂和缓凝剂，脱模

剂和缓凝剂涂刷厚度不小于2mm，且需涂刷两次，两次涂刷时间间隔不少于20min；

[0028] 步骤三、核对钢筋下料尺寸，钢筋网钢筋的型号、数量、间距、尺寸、搭接长度及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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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长度须符合施工图纸要求，将钢筋纵横交错搭接在模板上形成钢筋网，除钢筋网边缘两

排钢筋外采用梅花状绑扎，在钢筋网上摆放钢筋桁架，按梅花状布置好垫块，纵横向间距小

于0.8m，并完成绑扎；

[0029] 步骤四、根据构件加工图，依次确定各类预埋件位置并划线定位，再将预埋件安

装、固定牢固，浇筑前须检查所有预埋件的固定工装不可有损坏、变形，浇筑时须避开预埋

件和固定工装；

[0030] 步骤五、将模台移至振动台上，采用混凝土输送机将混凝土运输至螺旋式布料机

进行浇筑，浇筑后开启振动台，振捣至混凝土表面不再下沉，并且无明显气泡溢出为止；

[0031] 步骤六、对混凝土表面进行两次抹平，压平高出模具上沿部分，并抹除毛边，混凝

土表面平整度控制在3mm以内，待混凝土达到初凝状态时进行表面拉毛，拉毛要求平直、均

匀、深度一致，保证在2mm左右；

[0032] 步骤七、将浇筑完成的预制构件构件移送至蒸养室进行蒸汽养护，预养时间为3h，

升温速率为15℃/h，降温速率不大于10℃/h，养护温度为45℃，持续养护时间5h，必须保证

回弹仪检测混凝士抗压强度不小于混凝土设计强度的75％；

[0033] 步骤八、将养护后的预制构件构件移出拆模，构件出窑的表面温度与环境温度的

差值不超过25℃，先按顺序拆除模板，再撕下构件侧边脱模膜，最后采用吊装脱模，并撕下

构件底面的脱模膜，若脱模膜有残留可打磨去除。

[0034] 实施例二

[0035] 本实施例提供的一种PC构件生产工艺，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0036] 步骤一、清理水平模台表面和模板表面，确保无杂物和大颗粒物即可，将模板拼接

固定在模台上，模板与模台间的定位销、磁盒等固定结构应固定牢固，接缝紧密，附带的埋

件或工装定位准确、安装牢固，防止混凝土振捣成型时造成模具偏移或漏浆，在模台上表面

贴附一层脱模膜，再将每块模板的内侧贴附一层脱模膜，脱模膜包括一层易撕纸层和一层

塑料膜层，塑料膜层表面与易撕纸层之间涂设有胶水层，贴附脱模膜前可根据模台和模具

尺寸裁剪好，贴附保证无明显缝隙即可；

[0037] 步骤二、在模台的脱模膜表面涂刷一层脱模剂，在模板的脱模膜表面涂刷一层缓

凝剂，涂刷均匀、无漏刷、无堆积，并且用抹布抹除或用海绵吸附多余脱模剂和缓凝剂，脱模

剂和缓凝剂涂刷厚度不小于2mm，且需涂刷两次，两次涂刷时间间隔不少于20min；

[0038] 步骤三、核对钢筋下料尺寸，钢筋网钢筋的型号、数量、间距、尺寸、搭接长度及外

露长度须符合施工图纸要求，将钢筋纵横交错搭接在模板上形成钢筋网，除钢筋网边缘两

排钢筋外采用梅花状绑扎，在钢筋网上摆放钢筋桁架，按梅花状布置好垫块，纵横向间距小

于0.8m，并完成绑扎；

[0039] 步骤四、根据构件加工图，依次确定各类预埋件位置并划线定位，再将预埋件安

装、固定牢固，浇筑前须检查所有预埋件的固定工装不可有损坏、变形，浇筑时须避开预埋

件和固定工装；

[0040] 步骤五、将模台移至振动台上，采用混凝土输送机将混凝土运输至螺旋式布料机

进行浇筑，浇筑后开启振动台，振捣至混凝土表面不再下沉，并且无明显气泡溢出为止；

[0041] 步骤六、对混凝土表面进行两次抹平，压平高出模具上沿部分，并抹除毛边，混凝

土表面平整度控制在3mm以内，待混凝土达到初凝状态时进行表面拉毛，拉毛要求平直、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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匀、深度一致，保证在2mm左右；

[0042] 步骤七、将浇筑完成的预制构件构件移送至蒸养室进行蒸汽养护，预养时间为3h，

升温速率为20℃/h，降温速率不大于10℃/h，养护温度为60℃，持续养护时间6h，必须保证

回弹仪检测混凝士抗压强度不小于混凝土设计强度的75％；

[0043] 步骤八、将养护后的预制构件构件移出拆模，构件出窑的表面温度与环境温度的

差值不超过25℃，先按顺序拆除模板，再撕下构件侧边脱模膜，最后采用吊装脱模，并撕下

构件底面的脱模膜，若脱模膜有残留将存留的脱模膜局部加热，可便于撕除。

[0044] 在本说明书的描述中，参考术语“一个实施例”、“示例”、“具体示例”等的描述意指

结合该实施例或示例描述的具体特征、结构、材料或者特点包含于本发明的至少一个实施

例或示例中。在本说明书中，对上述术语的示意性表述不一定指的是相同的实施例或示例。

而且，描述的具体特征、结构、材料或者特点可以在任何的一个或多个实施例或示例中以合

适的方式结合。

[0045] 以上公开的本发明优选实施例只是用于帮助阐述本发明。优选实施例并没有详尽

叙述所有的细节，也不限制该发明仅为所述的具体实施方式。显然，根据本说明书的内容，

可作很多的修改和变化。本说明书选取并具体描述这些实施例，是为了更好地解释本发明

的原理和实际应用，从而使所属技术领域技术人员能很好地理解和利用本发明。本发明仅

受权利要求书及其全部范围和等效物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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