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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大面积冷库地面密集预

埋件超高精度快速施工工艺，包括下列步骤：

（一）施工准备；（二）花篮螺栓预制；（三）预埋件

预制；（四）预埋件安装、固定及校正；（五）混凝土

浇筑；（六）验收、交接。本发明的应用，可有效对

所有预埋件进行支撑及快速调平等集群控制，可

快速、高精度施工大面积密集的货架预埋件，施

工效率高、施工质量好，可有效节约大量工期，节

约施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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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面积冷库地面密集预埋件超高精度快速施工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下列步骤：

（一）施工准备

1  建立完善的施工技术、质量管理体系，所有技术人员认真掌握施工图纸，进行相关技

术交底；

2  所有测量仪器准备齐全，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实施细则》规定检验合格；施

工图纸审核完毕，并完成设计交底；

3  专业测绘设计单位提供的工程水准测量成果、高程测量成果等资料齐全；

4  依据工程实际情况及设计要求确定预埋件位置及形式，确定花篮螺栓制作工艺及材

料需求；

（二）花篮螺栓预制

依据深化设计图纸制作花篮螺栓，依据工程实际需求，花篮螺栓采用两根100mm长直径

20的螺纹钢筋头、2个内径20的标准螺母以及一块50mm×50mm薄垫铁板焊接制作；

（三）预埋件预制

将预埋钢板、花篮螺栓以及预埋件固定爪按要求焊接在一起；要求两个花篮螺栓垂直

于预埋件，两块螺栓下垫铁平行于预埋件；花篮螺栓及预埋件高度按混凝土浇筑厚度确定；

（四）预埋件安装、固定及校正

按设计要求对货架位置进行定位放线，确定预埋件安装位置；单块预埋件采用两个花

篮螺栓下垫铁临时支撑、固定，并初步调至设计标高，允许标高误差在5mm以内，预埋件中心

位置偏差控制住2mm以内；

待每个施工段内预埋件安装完成后，采用两道直径20螺纹钢筋将所有预埋件纵横连

接，形成一个固定整体；

然后重新校正每块预埋件，通过花篮螺栓进行标高微调，确保每块预埋件标高偏差控

制在2mm以内；

（五）混凝土浇筑

1  混凝土浇筑采用架设泵管方式，且泵管应架设牢固、不与预埋件及连接钢筋有扰动

性接触；

2 混凝土浇捣时，安排专职安装人员同步、全过程旁站监督；

3  混凝土严格采用分层浇筑，泵送混凝土喂料时，应避免冲击预埋件及连接钢筋，使预

埋件位置正确，无任何扰动现象；

（六）验收、交接

在每一块预埋件上标出轴线、标高，会同监理、设计安装单位对预埋件逐个进行验收，

做好书面验收、交接记录，施工周期长无法立即交接时，预埋件应做好临时保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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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面积冷库地面密集预埋件超高精度快速施工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大面积冷库地面密集预埋件超高精度快速施工工艺，属于建筑施工技

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仓储、冷库以及快递业的高速发展，储物货架在其单体规模、高度、工作温度、

结构形式等方面要求越来越高，因此施工过程中对大面积的密集货架预埋件在工期、质量、

安全等方面的要求也越来越严格。且在以后工程中还会遇到越来越多的仓储、车间等大面

积密集预埋件安装问题，行业迫切需要形成标准化、规范化且施工工艺先进、技术含量高、

质量有保证、经济合理的施工方法。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大面积冷库地面密集预埋件超高精度快

速施工工艺。

[0004]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包括下列步骤：

大面积冷库地面密集预埋件超高精度快速施工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下列步骤：

（一）施工准备

1 建立完善的施工技术、质量管理体系，所有技术人员认真掌握施工图纸，进行相关技

术交底；

2  所有测量仪器准备齐全，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实施细则》规定检验合格；施

工图纸审核完毕，并完成设计交底；

3  专业测绘设计单位提供的工程水准测量成果、高程测量成果等资料齐全。

[0005] 4  依据工程实际情况及设计要求确定预埋件位置及形式，确定花篮螺栓制作工艺

及材料需求。

[0006] （二）花篮螺栓预制

依据深化设计图纸制作花篮螺栓，依据工程实际需求，花篮螺栓主要采用两根100mm长

直径20的螺纹钢筋头、2个内径20的标准螺母以及一块50mm×50mm薄垫铁板焊接制作。

[0007] （三）预埋件预制

将预埋钢板、花篮螺栓以及预埋件固定爪按要求焊接在一起。要求两个花篮螺栓垂直

于预埋件，两块螺栓下垫铁平行于预埋件。花篮螺栓及预埋件高度按混凝土浇筑厚度确定。

[0008] （四）预埋件安装、固定及校正

按设计要求对货架位置进行定位放线，确定预埋件安装位置。单块预埋件采用两个花

篮螺栓下垫铁临时支撑、固定，并初步调至设计标高，允许标高误差在5mm以内，预埋件中心

位置偏差控制住2mm以内。

[0009] 待每个施工段内预埋件安装完成后，采用两道直径20螺纹钢筋将所有预埋件纵横

连接，形成一个固定整体（焊接过程中注意随时校正预埋件中心位置偏差不超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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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然后重新校正每块预埋件，通过花篮螺栓进行标高微调，确保每块预埋件标高偏

差控制在2mm以内。

[0011] （五）混凝土浇筑

1  混凝土浇筑采用架设泵管方式，且泵管应架设牢固、不与预埋件及连接钢筋有扰动

性接触。

[0012] 2 混凝土浇捣时，应安排专职安装人员同步、全过程旁站监督。

[0013] 3  混凝土严格采用分层浇筑，泵送混凝土喂料时，应避免冲击预埋件及连接钢筋，

使预埋件位置正确，无任何扰动现象。

[0014] （六）验收、交接

在每一块预埋件上标出轴线、标高，会同监理、设计安装单位对预埋件逐个进行验收，

做好书面验收、交接记录，施工周期长无法立即交接时，预埋件应做好临时保护措施。

[0015] 本发明的工法特点

  该工艺通过设置简易花篮螺栓对所有预埋件进行支撑及快速调平等集群控制，可快

速、高精度施工大面积密集的货架预埋件，施工效率高、施工质量好，可有效节约大量工期，

节约施工成本。

[0016] 该工艺采用的简易花篮螺栓可通过钢筋头废料及标准螺母现场预制，节约施工材

料，符合绿色施工节材理念，节约施工工期及施工成本。

[0017] 本工艺具有工艺可靠、施工精度高，易于理解、掌握，便于操作等优点，可操作性及

推广性强。

[0018] 本发明适用范围

工法适用于仓储、冷库等大面积货架的密集预埋件预留预埋施工，预埋件设计精度指

标范围：同组预埋件中心位移≤2mm，顶标高偏差≤2mm。

[0019] 本发明工艺原理

大面积冷库地面密集预埋件超高精度快速施工技术是在有保温要求的大面积冷库地

面基础上，快速、高精度安装大量、密集的货架预埋件的施工技术。该技术主要是在预埋件

预制加工时，通过在预埋件底部两侧分别设置一个带支座钢板的简易花篮螺栓进行临时支

撑及初步调平，预埋件全部安装完成后，采用直径20的钢筋将全部预埋件连接固定形成一

个整体，最后通过花篮螺栓进行平整度及高度微调，确保所有预埋件快速、高精度安装，具

体原理如图1。

[0020] 有益效果：

经济效益

本工法中的简易花篮螺栓均采用现场钢筋头废料及标准螺母现场预制，节约施工材

料，充分响应绿色施工科技示范理念，节约施工工期及施工成本。同时，通过该工法的应用，

可有效对所有预埋件进行支撑及快速调平等集群控制，可快速、高精度施工大面积密集的

货架预埋件，施工效率高、施工质量好，可有效节约大量工期，节约施工成本。

[0021] 社会效益

本工艺通过采用简易花篮螺栓进行快速、高精度对大面积货架预埋件进行集群控制，

有效解决了大面积密集货架预埋件安装效率低、精度差的问题。同时，本工艺具有工艺可

靠、施工精度高，易于理解、掌握，便于操作等优点，可操作性及推广性强。本工法在青岛易

说　明　书 2/4 页

4

CN 111058644 A

4



邦生物科技产业园项目-成品库项目中的应用，确保了工程货架安装的施工精度与安装质

量，大大缩短了施工工期，赢得了业主及主管部门的一致好评。

附图说明

[0022] 图1是单块预埋件安装示意图。图中1是预埋钢板；2是20孔径螺母；3是20直径钢

筋；4是50*50垫铁。

[0023] 图2是预埋件通过花篮螺栓固定。

[0024] 图3是预埋件通过钢筋群控固定。

[0025] 图4是固定混凝土泵管、准备混凝土地面浇筑。

[0026] 图5是预埋件螺栓焊接施工。

[0027] 图6是预埋件定位螺栓完成效果。

[0028] 图7是货架及轨道固定安装完成效果。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本实施例提供的大面积冷库地面密集预埋件超高精度快速施工工艺，包括下列步

骤：

（一）施工准备

1 建立完善的施工技术、质量管理体系，所有技术人员认真掌握施工图纸，进行相关技

术交底；

2  所有测量仪器准备齐全，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实施细则》规定检验合格；施

工图纸审核完毕，并完成设计交底；

3  专业测绘设计单位提供的工程水准测量成果、高程测量成果等资料齐全。

[0030] 4  依据工程实际情况及设计要求确定预埋件位置及形式，确定花篮螺栓制作工艺

及材料需求。

[0031] （二）花篮螺栓预制

依据深化设计图纸制作花篮螺栓，依据工程实际需求，花篮螺栓主要采用两根100mm长

直径20的螺纹钢筋头、2个内径20的标准螺母以及一块50mm×50mm薄垫铁板焊接制作。

[0032] （三）预埋件预制

将预埋钢板、花篮螺栓以及预埋件固定爪按要求焊接在一起。要求两个花篮螺栓垂直

于预埋件，两块螺栓下垫铁平行于预埋件。花篮螺栓及预埋件高度按混凝土浇筑厚度确定。

[0033] （四）预埋件安装、固定及校正

按设计要求对货架位置进行定位放线，确定预埋件安装位置。单块预埋件采用两个花

篮螺栓下垫铁临时支撑、固定，并初步调至设计标高，允许标高误差在5mm以内，预埋件中心

位置偏差控制住2mm以内。

[0034] 待每个施工段内预埋件安装完成后，采用两道直径20螺纹钢筋将所有预埋件纵横

连接，形成一个固定整体（焊接过程中注意随时校正预埋件中心位置偏差不超偏）。

[0035] 然后重新校正每块预埋件，通过花篮螺栓进行标高微调，确保每块预埋件标高偏

差控制在2mm以内。

[0036] （五）混凝土浇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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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混凝土浇筑采用架设泵管方式，且泵管应架设牢固、不与预埋件及连接钢筋有扰动

性接触。

[0037] 2 混凝土浇捣时，应安排专职安装人员同步、全过程旁站监督。

[0038] 3  混凝土严格采用分层浇筑，泵送混凝土喂料时，应避免冲击预埋件及连接钢筋，

使预埋件位置正确，无任何扰动现象。

[0039] （六）验收、交接

在每一块预埋件上标出轴线、标高，会同监理、设计安装单位对预埋件逐个进行验收，

做好书面验收、交接记录，施工周期长无法立即交接时，预埋件应做好临时保护措施。

[0040] 具体实施过程和效果图见图2-7。

[0041] 实施例2  应用实例

本工法已成功应用于真空泵生产车间扩建项目、青岛易邦生物科技产业园项目（新型

兽用生物制品GMP车间）工程、易邦生物科技产业园项目-成品库等项目，工程质量达到预期

要求，现以青岛易邦生物科技产业园项目（新型兽用生物制品GMP车间）工程为例。

[0042] 工程概况

青岛易邦生物科技产业园项目（新型兽用生物制品GMP车间）工程得以应用。该项目位

于青岛高新区和源路260号，系工业厂房，建筑面积27540 .4㎡、二层、高度17 .9m、造价

12189.1887万元、地基基础为预制钢筋混凝土方桩基础，主体为框架结构。建筑结构的安全

等级为二级，抗震等级：三级。

[0043] 施工情况

青岛易邦生物科技产业园项目（新型兽用生物制品GMP车间）工程，位于青岛易邦生物

科技产业园院区内，该车间是一座集科技研发、生产、冷藏为一体的现代化疫苗生产车间。

其中包含低温冷库与高温冷库合计8829平方米，内部地面货架预埋件3324块。为满足冷库

货架密集预埋件快速、高精度预埋施工，项目部采用了大面积密集冷库地面预埋件超高精

度快速施工工法，达到了预期目标。

[0044] 工程监测及应用效果

该工法中的简易花篮螺栓对所有预埋件进行支撑及快速调平等集群控制，通过该工法

的应用，可快速、高精度施工大面积密集的货架预埋件，施工效率高、施工质量好，可有效节

约大量工期。该工法采用的简易花篮螺栓可通过钢筋头废料及标准螺母现场预制，节约施

工材料，符合绿色施工节材理念，节约施工成本。本工艺具有工艺可靠、施工精度高，易于理

解、掌握，便于操作等优点，可操作性及推广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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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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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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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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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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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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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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