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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劣势环境的承台施工工艺，

尤指一种应用于厚淤泥层的混凝土预制模板施

工工艺，主要包括步骤：1）架设悬浮基台；2）搭建

模板运输通道；3）建立主传输道；4）建立分支传

输道；5）混凝土模板预制；6）混凝土模板板块输

送；7）起吊模板组装结构；8）混凝土模板辅助下

沉；9）开挖承台内淤泥；10）浇筑垫层；11）下放钢

筋笼；12）浇筑承台混凝土，本发明结合起重吊运

通道与快速运输通道的双方使用，加快工作进

展，减轻挖掘机吊装设备的工作负担；通过预制

钢筋混凝土模板代替传统的砖胎模板，具有早

强、强度高、可提前预制等优点，形成针对厚淤泥

层区域的高效安全的预制混凝土承台模板施工，

大幅度节约成本下完成地下室承台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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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应用于厚淤泥层的混凝土预制模板施工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施工工艺主

要包括：

1）架设悬浮施工基台：在厚淤泥层中心预埋立体钢架与临时桩体，然后在钢架上架设

安装施工基台以悬浮式设置在厚淤泥层上；

2）搭建模板快速运输通道：采用斜向钢筋从施工基台往模板预制基台方向倾斜向上搭

建，并在斜向钢筋上搭建临时通桥，形成快速运输通道；

3）建立悬空主传输道：沿运输通道的上方在直线方向上悬空设置主索道，主索道中点

设置在施工基台上，两端点跨越在厚淤泥层上方并向外延伸后加以固定；施工基台处设置

有用于起重吊装的电动葫芦，电动葫芦通过起重作用将吊装传输物体起吊至主索道的中点

处；

4）建立悬空分支传输道：根据预制模板安装于厚淤泥层的定位规划，进行坐标定位标

记，然后根据标记轨迹设置若干索道分支，再依据各项具体的坐标定位依次在索道分支处

对应设置定点亮片标记；进行定位标记时，可采用测量放样方式确定定位，或者从设计图中

按比例规划从而确定每一处的坐标定位并进行标记，确定定位标记后，规划传输路径，依次

将不同模板输送至相应位置；

5）混凝土模板预制：在模板预制基台进行模板浇筑预制，采用混凝土在钢筋网上进行

浇筑，钢筋网的一端成型有设置在模板外的起重吊环，完成模板浇筑并达到要求强度进行

储存堆放；预制模板成型为折弯板状，多个模板拼装成型为立体多面体结构，即模板组装结

构；

6）混凝土模板板块输送：沿运输通道从模板预制基台向施工基台输送，然后在施工基

台上进行焊接拼装以形成立体的模板组装结构；

7）起吊模板组装结构：利用电动葫芦将模板组装结构从施工基台起吊，等待从主索道

传输至分支索道，最后从分支索道处降落以安装模板组装结构于规划的模板定位处；

8）预制钢筋混凝土模板辅助下沉：利用预制钢筋混凝土模板自身重量及施工机械辅助

下沉，通过水准仪随时测量高程来控制下沉量；

9）挖除承台模板内淤泥：通过铺设钢板吊放小型挖掘机开挖承台内淤泥；

10）浇筑垫层：对完成承台内淤泥的开挖区域，对承台测设高程，设置模板后浇筑垫层

混凝土；

11）下放钢筋笼：在地下室承台面开挖时，进行承台钢筋笼的制作，待分块区域内的垫

层浇筑完成达到一定强度后，下放承台钢筋笼；

12）浇筑承台混凝土：地下室分区内承台钢筋笼及底板钢筋完成后一起进行混凝土浇

筑。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应用于厚淤泥层的混凝土预制模板施工工艺，其特征在

于，所述步骤1）的临时桩体高度为0.8-1.8m，施工基台高度为0.33-0.86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应用于厚淤泥层的混凝土预制模板施工工艺，其特征在

于，所述步骤1）中用以支撑施工基台的立体钢架设置有3-6个，通过三根临时桩体成立为三

角支撑桩以支撑每一立体钢架。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应用于厚淤泥层的混凝土预制模板施工工艺，其特征在

于，所述步骤2）的斜向钢筋设置为与水平线30°倾斜，并预埋安装在厚淤泥层中，且斜向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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筋的高度依次递增，形成从施工基台往模板预制基台的逐渐倾斜上坡的临时通桥。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应用于厚淤泥层的混凝土预制模板施工工艺，其特征在

于，所述的临时通桥设置为直线型通桥或设置为Y型结构的多方向通桥，其中Y型结构的多

方向通桥从半程中设置分叉口。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应用于厚淤泥层的混凝土预制模板施工工艺，其特征在

于，所述的斜向钢筋设置有辅助式钢筋支撑，辅助式钢筋支撑与斜向钢筋交错连接，以加强

固定斜向钢筋的安装。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应用于厚淤泥层的混凝土预制模板施工工艺，其特征在

于，所述步骤8）进行厚淤泥层回填时，可从索道分支处分区域逐一进行混凝土回填，或着通

过混凝土浇筑管道进行流动式浇筑回填。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应用于厚淤泥层的混凝土预制模板施工工艺，其特征在

于，步骤5）混凝土模板预制还包括步骤：

S1、制作预制钢筋混凝土模板的专用钢筋网，钢筋网整体为平板结构，在终端位置设置

有吊环，以配合起吊使用；

S2、对钢筋网进行混凝土浇筑，达到一定强度后的预制模板拼装为类“L”型的折弯板

状，然后堆放储存；

S3、将预制模板运输到施工基台后进行组装形成立体结构，然后准备吊装施工应用。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109267749 A

3



一种应用于厚淤泥层的混凝土预制模板施工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劣势环境的承台施工工艺，尤指一种应用于厚淤泥层的混凝土预

制模板施工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城市化改造中房屋建筑工程建设的日益广阔性，人类对土地资源的利用率随

城市化进程加快而日益提高，人类对地下空间的需求和依赖越来越强烈，地下室承台结构

作为房屋建筑工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对该结构的施工质量与成本要求也越来也高，

但是现建筑工程中各种特殊地质条件也越来越多，随之引发了承台施工的质量、效率、工程

造价以及施工难度的节节攀升，尤其是恶劣条件下的工程造价以及施工难度大幅度提升，

施工难度较高的是恶劣条件下的地下室承台工程建筑；如果套用传统的承台施工技术，没

有任何技术上突破和创新，很可能造成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成本突破造价，且承台施工费用

在整个房屋建筑工程造价的也有很大比重，一旦承台出现问题可能会危及整栋房屋造成不

可挽回的损失。

[0003] 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中，珠江三角洲属于冲积平原地貌，地下水丰富、淤泥层较厚，

在该地貌的建筑中，地下室承台处于厚淤泥层内，开挖深度大且流动性大，且承台施工过程

属于深基坑，高差超过6m，基坑支护受力情况及稳定性难以确定，因此在地下室承台施工要

保施工质量，任务非常地艰巨；若直接采用传统方法开挖支摸，模板无法固定，承台质量难

以得到控制，传统承台在厚淤泥层中开挖施工的开挖量远大于预制钢筋混凝土模板承台内

的开挖量，若以以传木模、砖胎模考虑作为模板施工，则无法实现经济效益最合理化，一方

面，传统的砖胎膜施工，由于承台在厚淤泥层，传统砖胎膜施工较慢，而本工程承台较多，总

体施工效率不高而地下室工期紧，另一方面，传统的木膜施工方，传统木膜施工成本较高，

而本工程承台较多，总体施工成本较高，因此这两种方案均不予以考虑。如何在厚淤泥层中

完成承台施工，并加快施工速度、保证安全、质量，又可节约成本情况下完成地下室承台的

施工，是目前仍需讨论解决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旨在公开一种劣势环境的承台施工工艺，尤指一种应用

于厚淤泥层的混凝土预制模板施工工艺。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应用于厚淤泥层的混凝土预制

模板施工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施工工艺主要包括：

1）架设悬浮施工基台：在厚淤泥层中心预埋立体钢架与临时桩体，然后在钢架上架设

安装施工基台以悬浮式设置在厚淤泥层上；

2）搭建模板快速运输通道：采用斜向钢筋从施工基台往模板预制基台方向倾斜向上搭

建，并在斜向钢筋上搭建临时通桥，形成快速运输通道；

3）建立悬空主传输道：沿运输通道的上方在直线方向上悬空设置主索道，主索道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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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在施工基台上，两端点跨越在厚淤泥层上方并向外延伸后加以固定；施工基台处设置

有用于起重吊装的电动葫芦，电动葫芦通过起重作用将吊装传输物体起吊至主索道的中点

处；

4）建立悬空分支传输道：根据预制模板安装于厚淤泥层的定位规划，进行坐标定位标

记，然后根据标记轨迹设置若干索道分支，再依据各项具体的坐标定位依次在索道分支处

对应设置定点亮片标记；进行定位标记时，可采用测量放样方式确定定位，或者从设计图中

按比例规划从而确定每一处的坐标定位并进行标记，确定定位标记后，规划传输路径，依次

将不同模板输送至相应位置；

5）混凝土模板预制：在模板预制基台进行模板浇筑预制，采用混凝土在钢筋网上进行

浇筑，钢筋网的一端成型有设置在模板外的起重吊环，完成模板浇筑并达到要求强度进行

储存堆放；预制模板成型为折弯板状，多个模板拼装成型为立体多面体结构，即模板组装结

构；

6）混凝土模板板块输送：沿运输通道从模板预制基台向施工基台输送，然后在施工基

台上进行焊接拼装以形成立体的模板组装结构；

7）起吊模板组装结构：利用电动葫芦将模板组装结构从施工基台起吊，等待从主索道

传输至分支索道，最后从分支索道处降落以安装模板组装结构于规划的模板定位处；

8）预制钢筋混凝土模板辅助下沉：利用预制钢筋混凝土模板自身重量及施工机械辅助

下沉，通过水准仪随时测量高程来控制下沉量；

9）挖除承台模板内淤泥：通过铺设钢板吊放小型挖掘机开挖承台内淤泥；

10）浇筑垫层：对完成承台内淤泥的开挖区域，对承台测设高程，设置模板后浇筑垫层

混凝土；目的在于：第一、保证承台模板高程，第二、保证组装承台模板的整体性，第三、防止

淤泥进入承台内；

11）下放钢筋笼：在地下室承台面开挖时，进行承台钢筋笼的制作，待分块区域内的垫

层浇筑完成达到一定强度后，下放承台钢筋笼。

[0006] 12）浇筑承台混凝土：地下室分区内承台钢筋笼及底板钢筋完成后一起进行混凝

土浇筑。

[0007] 优选地，所述步骤1）的临时桩体高度为0.8-1.8m，施工基台高度为0.33-0.86m。

[0008] 优选地，所述步骤1）中用以支撑施工基台的立体钢架设置有3-6个，通过三根临时

桩体成立为三角支撑桩以支撑每一立体钢架。

[0009] 优选地，所述步骤2）的斜向钢筋设置为与水平线30°倾斜，并预埋安装在厚淤泥层

中，且斜向钢筋的高度依次递增，形成从施工基台往模板预制基台的逐渐倾斜上坡的临时

通桥。

[0010] 优选地，所述的临时通桥设置为直线型通桥或设置为Y型结构的多方向通桥，其中

Y型结构的多方向通桥从半程中设置分叉口。

[0011] 优选地，所述的斜向钢筋设置有辅助式钢筋支撑，辅助式钢筋支撑与斜向钢筋交

错连接，以加强固定斜向钢筋的安装。

[0012] 优选地，所述步骤8）进行厚淤泥层回填时，可从索道分支处分区域逐一进行混凝

土回填，或着通过混凝土浇筑管道进行流动式浇筑回填。

[0013] 优选地，步骤5）混凝土模板预制还包括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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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制作预制钢筋混凝土模板的专用钢筋网，钢筋网整体为平板结构，在终端位置设置

有吊环，以配合起吊使用；

S2、对钢筋网进行混凝土浇筑，达到一定强度后的预制模板拼装为类“L”  型的折弯板

状，然后堆放储存；

S3、将预制模板运输到施工基台后进行组装形成立体结构，然后准备吊装施工应用。

[001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体现在：本发明针对地下室厚淤泥层的高难度施工条件，采用

应对施工条件的实施方法形成高效可行的预制模板运输安装等施工工艺，并实现了可控制

工期的关键目的；本发明首先结合起重吊运通道与快速运输通道的双方使用，不仅加快工

作进展，并且可减轻挖掘设备的工作负担；其次通过预制钢筋混凝土模板代替传统的砖胎

模板，具有早强、强度高、可提前预制等优点，形成了针对厚淤泥层区域的具有高效、安全施

工等特点的预制混凝土承台模板施工，并实现了地下室承台的高质量目标，既可加快施工

速度、保证安全及高质量，又可在大幅度节约成本情况下完成地下室承台的施工，有效节省

了施工成本、提高了施工效率，也缩短了地下室承台施工工期，并降低了施工作业风险。

[0015] 本发明的施工工艺使地下室承台结构减少土开挖量，减少土压力对承台结构的影

响，提高基坑支护结构的安全系数，节省工期和成本，用预制钢筋混凝土模板内开挖的土方

转至地下室结构物外做支护结构反压，实现了资源的有效利用；整体实施方案提供坚实的

基础，在保证承台实体质量与基坑支护稳定性的同时，极大地降低了施工成本和施工作业

风险，提高了施工效率，缩短了施工工期，社会效益显著。

[0016] 本发明在安全施工过程中先吊放预制模板，在厚淤泥层预埋支撑桩体或钢筋，实

现工作环境的有效改善，同时将预制模板放置在规划的承台位置后，可以阻挡淤泥进入承

台内，减少开挖量及土体的扰动，保证承台施工质量以及开挖对周围土体的扰动保证基坑

支护的稳定性。预制混凝土模板可以减少淤泥的开挖量及淤泥减少基坑支护结构土压力，

提高了基坑支护结构质量安全系数、施工效率并降低了施工成本，提前预制可节省工期，可

拼装拆卸等优势，保证了基坑及承台的安全性与施工质量的可控性。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下面详细说明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

一种应用于厚淤泥层的混凝土预制模板施工工艺，所述的施工工艺主要包括：

1）架设悬浮施工基台：在厚淤泥层中心预埋立体钢架与临时桩体，然后在钢架上架设

安装施工基台以悬浮式设置在厚淤泥层上；

本发明主要目的是在厚淤泥层处安装承台结构，因此在设立的施工基台逐一完成承台

建筑步骤，首先将预制模板组装为立体结构再运输至施工基台或运输至施工基台后进行组

装，然后通过施工基台的起重设备与悬空运输设备将预制模板运输至规划位置，从而快速

安装在厚淤泥层的确定定位，再然后对厚淤泥层进行回填、浇筑等处理，亦对由若干预制模

板安装后形成的承台结构进行后续的钢筋笼安装处理，由此完成在厚淤泥层的各项施工，

最终得到厚淤泥层处的稳定的承台结构；

2）搭建模板快速运输通道：采用斜向钢筋从施工基台往模板预制基台方向倾斜向上搭

建，并在斜向钢筋上搭建临时通桥，形成快速运输通道；

3）建立悬空主传输道：沿运输通道的上方在直线方向上悬空设置主索道，主索道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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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在施工基台上，两端点跨越在厚淤泥层上方并向外延伸后加以固定；施工基台处设置

有用于起重吊装的电动葫芦，电动葫芦通过起重作用将吊装传输物体起吊至主索道的中点

处；

4）建立悬空分支传输道：根据预制模板安装于厚淤泥层的定位规划，进行坐标定位标

记，然后根据标记轨迹设置若干索道分支，再依据各项具体的坐标定位依次在索道分支处

对应设置定点亮片标记；进行定位标记时，可采用测量放样方式确定定位，或者从设计图中

按比例规划从而确定每一处的坐标定位并进行标记，确定定位标记后，规划传输路径，依次

将不同模板输送至相应位置；

5）混凝土模板预制：在模板预制基台进行模板浇筑预制，采用混凝土在钢筋网上进行

浇筑，钢筋网的一端成型有设置在模板外的起重吊环，完成模板浇筑并达到要求强度进行

储存堆放；预制模板成型为折弯板状，多个模板拼装成型为立体多面体结构，即模板组装结

构；

6）混凝土模板板块输送：沿运输通道从模板预制基台向施工基台输送，然后在施工基

台上进行焊接拼装以形成立体的模板组装结构；

7）起吊模板组装结构：利用电动葫芦将模板组装结构从施工基台起吊，等待从主索道

传输至分支索道，最后从分支索道处降落以安装模板组装结构于规划的模板定位处；

8）预制钢筋混凝土模板辅助下沉：利用预制钢筋混凝土模板自身重量及施工机械辅助

下沉，通过水准仪随时测量高程来控制下沉量；

9）挖除承台模板内淤泥：通过铺设钢板吊放小型挖掘机开挖承台内淤泥；

10）浇筑垫层：对完成承台内淤泥的开挖区域，对承台测设高程，设置模板后浇筑垫层

混凝土；目的在于：第一、保证承台模板高程，第二、保证组装承台模板的整体性，第三、防止

淤泥进入承台内；

11）下放钢筋笼：在地下室承台面开挖时，进行承台钢筋笼的制作，待分块区域内的垫

层浇筑完成达到一定强度后，下放承台钢筋笼。

[0018] 12）浇筑承台混凝土：地下室分区内承台钢筋笼及底板钢筋完成后一起进行混凝

土浇筑。

[0019]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1）的临时桩体高度为0.8-1.8m，施工基台高度为0.33-0.86m，

保证施工基台提供的稳定施工作用；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1）中用以支撑施工基台的立体钢架设置有3-6个，通过三根临时桩

体成立为三角支撑桩以支撑每一立体钢架；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2）的斜向钢筋设置为与水平线30°倾斜，并预埋安装在厚淤泥层

中，且斜向钢筋的高度依次递增，形成从施工基台往模板预制基台的逐渐倾斜上坡的临时

通桥；

进一步地，所述的临时通桥设置为直线型通桥或设置为Y型结构的多方向通桥，其中Y

型结构的多方向通桥从半程中设置分叉口；通过多方向提供运输进入口，并送至同一目的

地，不仅可以分类运输，并且由此加快运输过程；

进一步地，所述的斜向钢筋设置有辅助式钢筋支撑，辅助式钢筋支撑与斜向钢筋交错

连接，以加强固定斜向钢筋的安装；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8）进行厚淤泥层回填时，可从索道分支处分区域逐一进行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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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填，或着通过混凝土浇筑管道进行流动式浇筑回填；

进一步地，步骤5）混凝土模板预制还包括步骤：

S1、制作预制钢筋混凝土模板的专用钢筋网，钢筋网整体为平板结构，在终端位置设置

有吊环，以配合起吊使用；

S2、对钢筋网进行混凝土浇筑，达到一定强度后的预制模板拼装为类“L”  型的折弯板

状，然后堆放储存；

S3、将预制模板运输到施工基台后进行组装形成立体结构，然后准备吊装施工应用。

[0020]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非对本发明的技术范围作任何限制，本行

业的技术人员，在本技术方案的启迪下，可以做出一些变形与修改，凡是依据本发明的技术

实质对以上的实施例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变化与修饰，均仍属于本发明技术方案的范围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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