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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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0517115.3

(22)申请日 2020.06.09

(71)申请人 安徽海龙建筑工业有限公司

地址 230000 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

区青龙潭路与卫星路交口

(72)发明人 张宗军　王琼　任刚　马勇　杨帆　

(74)专利代理机构 杭州君度专利代理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33240

代理人 乐俊

(51)Int.Cl.

E04B 2/86(2006.01)

E04C 5/06(2006.01)

E04G 21/26(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模壳结构、免拆模具以及混凝土墙施工

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模壳结构、免拆模具以及

混凝土墙施工方法，包括模壳A和模壳B，所述模

壳A在事先选定的位置留有供固定螺杆穿过的预

留孔。本发明的混凝土墙模壳可以在工厂内批量

生产，运至施工现场后进行拼装，模壳和墙体钢

筋钢筋笼互不影响，墙体钢筋设置灵活，模壳的

拼装和钢筋笼的绑扎工序可以同时进行，有效提

升施工效率。模壳通过对拉螺杆与混凝土墙体进

行连接，同时在模壳与混凝土接触的内侧表面可

以通过增设粗糙面的方式来提高模壳与混凝土

墙体的结合性能，实现了模板免拆，模壳与混凝

土墙体连接可靠、与结构同寿命。模壳外侧仅需

在连接位置进行少量封堵工作，无需抹灰，节省

工序，提高了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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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模壳结构，包括模壳A(1)和模壳B(2)，其特征在于，所述模壳A(1)在事先选定的

位置留有供固定螺杆穿过的预留孔(3)，预留孔(3)在与现浇混凝土不接触的表面有凹槽，

凹槽内预埋钢板(6)；

模壳B(2)在与模壳A(1)对应的位置预埋固定用的螺母(5)，螺母(5)预埋在与现浇混凝

土相接触一侧的表面。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模壳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模壳A(1)和模壳B(2)采用纤

维混凝土、普通混凝土材料制作而成。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模壳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模壳A(1)和模壳B(2)可以为

包括“一”字形、“L”形在内的多种形状，适用于直线墙段或转角墙段。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模壳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模壳A(1)和模壳B(2)厚度范

围为20-100mm。

5.一种免拆模具，其特征在于，包括固定组件和如权利要求1-4任一项所述的模壳结

构。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免拆模具，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组件包括对拉螺杆(7)、

垫片(8)和临时固定螺母(9)；

所述对拉螺杆(7)同时穿过两块模壳A(1)上的预留孔(3)，所述两组垫片(8)和临时固

定螺母(9)套接在对拉螺杆(7)的两端，且垫片(8)和临时固定螺母(9)位于凹槽中。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免拆模具，其特征在于，所述对拉螺杆(7)一端穿过模壳A

(1)上的预留孔(3)，另一端与模壳B(2)上的螺母(5)可拆卸连接，且垫片(8)和临时固定螺

母(9)均套接在对拉螺杆(7)远离螺母(5)的一端。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免拆模具，其特征在于，所述对拉螺杆(7)与螺母(5)螺纹

连接。

9.一种混凝土墙，包括墙体，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如权利要求6-8任一项所述的免拆模

具。

10.一种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混凝土墙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施工方法包括以下

步骤：

步骤一，在工厂批量预制生产模壳A(1)和模壳B(2)并预埋必要的预埋件，根据所选择

的免拆模体系不同，可以选择仅批量预制模壳A(1)或批量预制模壳A(1)和模壳B(2)两种类

型模壳，模壳的尺寸根据实际需要进行确定；

步骤二，在施工现场，根据选择的免拆模体系类型将墙体一侧的模壳A(1)或模壳B(2)

进行定位并设置临时支撑(14)进行临时固定，模壳底边距离楼板(15)上表面留有调平用的

安装缝，与此同时，进行墙体钢筋笼绑扎工序，钢筋笼包括墙体水平钢筋(10)、墙体竖向钢

筋(11)、拉结筋(12)；

步骤三，根据选择的免拆模体系进行后续步骤：若选择的是免拆模体系类型一即采用

两块模壳A(1)进行组装，则在步骤二中一侧模壳A(1)临时固定后紧接着进行定位，设置临

时支撑(14)固定另一侧模壳A(1)，模壳A(1)底边距离楼板(15)上表面留有调平用的安装

缝，两侧模壳A(1)均固定好后，将绑扎好的钢筋笼吊装放入两片模壳A(1)内侧，对拉螺杆

(7)穿过两侧模壳A(1)的预留孔(3)后，两端在模壳A(1)预留的凹槽内采用垫片(8)和临时

固定螺母(9)进行连接固定、限位；若选择的是免拆模体系类型二即采用一块模壳A(1)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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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模壳B(2)，则在步骤二中一侧模壳B(2)临时固定后将该模壳B(2)上的预埋固定螺母(5)

作为支撑点与墙体钢筋笼连接固定，然后进行定位、设置临时支撑(14)固定另一侧模壳A

(1)，模壳B(2)底边距离楼板(15)上表面留有调平用的安装缝，将对拉螺杆(7)穿过模壳A

(1)预留的预留孔(3)后一端与模壳B(2)预埋的螺母(5)进行连接固定，另一端在模壳A(1)

预留的凹槽内采用垫片(8)和临时固定螺母(9)进行连接固定、限位；

步骤四，向两片模壳内浇筑墙体混凝土(4)，采用高频振捣器振捣，振捣完成后进行养

护；

步骤五，养护完成后撤去临时支撑(14)，对拉螺杆(7)端部在模壳A(1)凹槽内进行切割

并与预埋的钢板(6)进行穿孔塞焊连接；

步骤六，对模壳A(1)连接位置凹槽、水平和竖向安装缝采用包括水泥砂浆类的密封材

料(13)进行封堵，完成墙体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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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模壳结构、免拆模具以及混凝土墙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建筑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模壳结构、免拆模具以及混凝土墙施工

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和其它结构类型相比，混凝土剪力墙结构具有整体性能好、刚度大、在水平作用下

侧向变形小的特点，因此被大量应用于住宅建筑或酒店等商业建筑中，除此之外在高层、超

高层建筑中也有大量的使用。目前，混凝土剪力墙主要有现浇施工和装配式施工两种施工

方式。其中，装配式建造方式在当前阶段存在预制构件自重大、运输吊装成本高、安装操作

不便捷、套筒灌浆连接质量参差补齐、连接质量难以验收、建筑整体性降低等问题。和装配

式建造方式相比，现浇施工方式具有结构整体性能更好、施工质量易于检验等优点，但是现

浇施工需要绑扎钢筋、支设模板、浇筑混凝土、养护拆模、表面抹灰处理等多道工序，各专业

工种工人依次施工，导致施工周期长、现场作业多等不足，同时还存在模板等材料损耗、建

筑垃圾多等问题。

[0003] 目前已有的免拆模建造体系大多针对于非承重墙体(即除混凝土剪力墙之外的隔

墙)，少数能应用于混凝土剪力墙建造的免拆模体系板材多为无机材料组成，强度较低，容

易变形，浇筑混凝土时容易发生涨模，与墙体连接不牢固，另外目前的免拆模体系的内外侧

板大部分通过拉结件连接为一个整体，导致钢筋绑扎困难、运输和安装过程容易变形等缺

点。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缺点，而提出的一种模壳结构、免拆

模具以及混凝土墙施工方法，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与现浇剪力墙紧密连接、材料强度

高、不易变形、浇筑混凝土时不发生涨模、便于生产和运输、施工方便、使用寿命长的钢筋混

凝土墙免拆模板体系及施工方法。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了如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模壳结构，包括模壳A和模壳B，所述模壳A在事先选定的位置留有供固定螺杆

穿过的预留孔，预留孔在与现浇混凝土不接触的表面有凹槽，凹槽内预埋钢板；

[0007] 模壳B在与模壳A对应的位置预埋固定用的螺母，螺母预埋在与现浇混凝土相接触

一侧的表面。

[0008] 优选地，所述模壳A和模壳B采用纤维混凝土、普通混凝土材料制作而成。

[0009] 优选地，所述模壳A和模壳B可以为包括“一”字形、“L”形在内的多种形状，适用于

直线墙段或转角墙段。

[0010] 优选地，所述模壳A和模壳B厚度范围为20-100mm。

[0011] 一种免拆模具，包括固定组件和模壳结构。

[0012] 优选地，所述固定组件包括对拉螺杆、垫片和临时固定螺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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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所述对拉螺杆同时穿过两块模壳A上的预留孔，所述两组垫片和临时固定螺母套

接在对拉螺杆的两端，且垫片和临时固定螺母位于凹槽中。

[0014] 优选地，所述对拉螺杆一端穿过模壳A上的预留孔，另一端与模壳B上的螺母可拆

卸连接，且垫片和临时固定螺母均套接在对拉螺杆远离螺母的一端。

[0015] 优选地，所述对拉螺杆与螺母螺纹连接。

[0016] 一种混凝土墙，包括墙体，还包括免拆模具。

[0017] 一种混凝土墙施工方法，该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8] 步骤一，在工厂批量预制生产模壳A和模壳B并预埋必要的预埋件，根据所选择的

免拆模体系不同，可以选择仅批量预制模壳A或批量预制模壳A和模壳B两种类型模壳，模壳

的尺寸根据实际需要进行确定；

[0019] 步骤二，在施工现场，根据选择的免拆模体系类型将墙体一侧的模壳A或模壳B进

行定位并设置临时支撑进行临时固定，模壳底边距离楼板上表面留有调平用的安装缝，与

此同时，进行墙体钢筋笼绑扎工序，钢筋笼包括墙体水平钢筋、墙体竖向钢筋、拉结筋；

[0020] 步骤三，根据选择的免拆模体系进行后续步骤：若选择的是免拆模体系类型一即

采用两块模壳A进行组装，则在步骤二中一侧模壳A临时固定后紧接着进行定位，设置临时

支撑固定另一侧模壳A，模壳A底边距离楼板上表面留有调平用的安装缝，两侧模壳A均固定

好后，将绑扎好的钢筋笼吊装放入两片模壳A内侧，对拉螺杆穿过两侧模壳A的预留孔后，两

端在模壳A预留的凹槽内采用垫片和临时固定螺母进行连接固定、限位；若选择的是免拆模

体系类型二即采用一块模壳A和一块模壳B，则在步骤二中一侧模壳B临时固定后将该模壳B

上的预埋固定螺母作为支撑点与墙体钢筋笼连接固定，然后进行定位、设置临时支撑固定

另一侧模壳A，模壳B底边距离楼板上表面留有调平用的安装缝，将对拉螺杆穿过模壳A预留

的预留孔后一端与模壳B预埋的螺母进行连接固定，另一端在模壳A预留的凹槽内采用垫片

和临时固定螺母进行连接固定、限位；

[0021] 步骤四，向两片模壳内浇筑墙体混凝土，采用高频振捣器振捣，振捣完成后进行养

护；

[0022] 步骤五，养护完成后撤去临时支撑，对拉螺杆端部在模壳A凹槽内进行切割并与预

埋的钢板进行穿孔塞焊连接；

[0023] 步骤六，对模壳A连接位置凹槽、水平和竖向安装缝采用包括水泥砂浆类的密封材

料进行封堵，完成墙体施工。

[002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25] 1、本发明的混凝土墙模壳可以在工厂内批量生产，运至施工现场后进行拼装，模

壳和墙体钢筋钢筋笼互不影响，墙体钢筋设置灵活，模壳的拼装和钢筋笼的绑扎工序可以

同时进行，有效提升施工效率。

[0026] 2、模壳通过对拉螺杆与混凝土墙体进行连接，同时在模壳与混凝土接触的内侧表

面可以通过增设粗糙面的方式来提高模壳与混凝土墙体的结合性能，实现了模板免拆，模

壳与混凝土墙体连接可靠、与结构同寿命。

[0027] 3、模壳外侧仅需在连接位置进行少量封堵工作，无需抹灰，节省工序，提高了功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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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8] 图1是本发明模壳A的三视图；

[0029] 图2是本发明模壳B的三视图；

[0030] 图3是本发明免拆模体系类型一的平面示意图及各组成部分的爆炸示意图；

[0031] 图4是本发明免拆模体系类型二的平面示意图及各组成部分的爆炸示意图；

[0032] 图5是本发明施工示意图；

[0033] 图6是本发明一典型实施例的平面示意图；

[0034] 图7是本发明一典型实施例的钢筋示意图；

[0035] 图8是本发明免拆模体系类型一的节点示意图；

[0036] 图9是本发明免拆模体系类型二的节点示意图。

[0037] 图中：模壳A1、模壳B2、预留孔3、墙体混凝土4、螺母5、钢板6、对拉螺杆7、垫片8、临

时固定螺母9、墙体水平钢筋10、墙体竖向钢筋11、拉筋12、密封材料13、临时支撑14、楼板

15。

具体实施方式

[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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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

[0039] 参照图1-9，一种模壳结构，包括模壳A1和模壳B2，模壳A1在事先选定的位置留有

供固定螺杆穿过的预留孔3，预留孔3在与现浇混凝土不接触的表面有凹槽，凹槽内预埋钢

板6；

[0040] 模壳B2在与模壳A1对应的位置预埋固定用的螺母5，螺母5预埋在与现浇混凝土相

接触一侧的表面。

[0041] 模壳A1和模壳B2采用纤维混凝土、普通混凝土材料制作而成。

[0042] 模壳A1和模壳B2可以为包括“一”字形、“L”形在内的多种形状，适用于直线墙段或

转角墙段。

[0043] 模壳A1和模壳B2厚度范围为20-100mm。

[0044] 一种免拆模具，包括固定组件和如权利要求1-4任一项的模壳结构。

[0045] 固定组件包括对拉螺杆7、垫片8和临时固定螺母9；

[0046] 对拉螺杆7同时穿过两块模壳A1上的预留孔3，两组垫片8和临时固定螺母9套接在

对拉螺杆7的两端，且垫片8和临时固定螺母9位于凹槽中。

[0047] 对拉螺杆7一端穿过模壳A1上的预留孔3，另一端与模壳B2上的螺母5可拆卸连接，

且垫片8和临时固定螺母9均套接在对拉螺杆7远离螺母5的一端。

[0048] 对拉螺杆7与螺母5螺纹连接。

[0049] 一种混凝土墙，包括墙体，还包括如权利要求6-8任一项的免拆模具。

[0050] 一种混凝土墙施工方法，该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51] 步骤一，在工厂批量预制生产模壳A1和模壳B2并预埋必要的预埋件，根据所选择

的免拆模体系不同，可以选择仅批量预制模壳A1或批量预制模壳A1和模壳B2两种类型模

壳，模壳的尺寸根据实际需要进行确定；

[0052] 步骤二，在施工现场，根据选择的免拆模体系类型将墙体一侧的模壳A1或模壳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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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定位并设置临时支撑14进行临时固定，模壳底边距离楼板15上表面留有调平用的安装

缝，与此同时，进行墙体钢筋笼绑扎工序，钢筋笼包括墙体水平钢筋10、墙体竖向钢筋11、拉

结筋12；

[0053] 步骤三，根据选择的免拆模体系进行后续步骤：若选择的是免拆模体系类型一即

采用两块模壳A1进行组装，则在步骤二中一侧模壳A1临时固定后紧接着进行定位，设置临

时支撑14固定另一侧模壳A1，模壳A1底边距离楼板15上表面留有调平用的安装缝，两侧模

壳A1均固定好后，将绑扎好的钢筋笼吊装放入两片模壳A1内侧，对拉螺杆7穿过两侧模壳A1

的预留孔3后，两端在模壳A1预留的凹槽内采用垫片8和临时固定螺母9进行连接固定、限

位；若选择的是免拆模体系类型二即采用一块模壳A1和一块模壳B2，则在步骤二中一侧模

壳B2临时固定后将该模壳B2上的预埋固定螺母5作为支撑点与墙体钢筋笼连接固定，然后

进行定位、设置临时支撑14固定另一侧模壳A1，模壳B2底边距离楼板15上表面留有调平用

的安装缝，将对拉螺杆7穿过模壳A1预留的预留孔3后一端与模壳B2预埋的螺母5进行连接

固定，另一端在模壳A1预留的凹槽内采用垫片8和临时固定螺母9进行连接固定、限位；

[0054] 步骤四，向两片模壳内浇筑墙体混凝土4，采用高频振捣器振捣，振捣完成后进行

养护；

[0055] 步骤五，养护完成后撤去临时支撑14，对拉螺杆7端部在模壳A1凹槽内进行切割并

与预埋的钢板6进行穿孔塞焊连接；

[0056] 步骤六，对模壳A1连接位置凹槽、水平和竖向安装缝采用包括水泥砂浆类的密封

材料13进行封堵，完成墙体施工。

[0057] 本发明解决了如下问题：

[0058] 1.解决混凝土剪力墙现浇施工需要支设模板，导致工序增加、施工复杂、施工周期

长、建筑产业化程度低等问题；

[0059] 2.解决混凝土剪力墙装配式施工难以安装、连接质量参差不齐、难以检验等问题；

[0060] 3.解决现有免拆模体系面板材料强度低、易变形，浇筑墙体混凝土易涨模，与结构

连接不牢固导致后期开裂、脱落、鼓胀等缺点；

[0061] 4.解决现有免拆模体系通过拉结件连接为整体后钢筋工序施工困难，运输、安装

过程中易变形等不。

[0062]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

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根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及其

发明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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