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桁架钢筋混凝土叠合板设计、生产、施工一体化研究
王文静 1,2,刘春原 1,殷泽辉 2,周艳芳 2

1. 河北工业大学土木与交通学院, 天津 300401
2. 山东理工大学建筑工程学院, 山东 淄博 255049

摘 要: 随着我国建筑工业化政策的推广，桁架钢筋混凝土叠合板大量应用于装配式混凝土住宅建筑中。本文结合济

南市某装配式住宅工程实例，对桁架钢筋板的设计、生产、施工进行一体化研究，结果证明，为确保装配式建筑的

建造质量，需要整合全产业链的资源，产业链上各企业要密切配合、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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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Integration of Design, Manufacture and Construction
for Reinforced Concrete Superimposed Slab of Tru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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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popularization of building industrialization policy in China, the truss reinforced concrete superimposed
slab is widely used in the prefabricated concrete residential buildings. The integration of design, produc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truss reinforced concrete superimposed slab was researched with an example of an assembled residential project in Jinan.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order to ensure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of prefabricated buildings, it is necessary to integrate the
resources of the whole industrial chain, and the enterprises in the industrial chain should cooperate closely and make joint
eff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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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行的混凝土结构建筑大多采用现浇体系，这种施工方法虽然技术成熟、有其自身优势，

但由此带来的高污染、高能耗、施工技术落后、劳动成本提高等一系列问题也日益突出，且与现阶

段国内节能减碳、绿色环保、发展可持续建筑的大方向相悖。为此，国家大力发展建筑工业化，提

高建筑安全水平，推动化解过剩产能，进行低碳、节能、节约型建设。而实现建筑工业化的关键环

节是要更新建筑建造模式，采用预制装配式混凝土结构[1]。

对于预制装配式混凝土建筑，为确保其建造质量，不能孤立地研究设计、生产或施工的某一方

面，而是要整合全产业链的资源，进行一体化研究。本文结合济南市某装配式住宅工程，对其桁架

钢筋混凝土叠合板设计生产施工一体化展开研究。

1 桁架钢筋混凝土叠合板及其技术特点

桁架钢筋混凝土叠合板又称桁架钢筋板，是由带桁架钢筋的预制混凝土板及后浇钢筋混凝土叠

合层组成，如图 1 所示[2]。目前，德国是桁架钢筋板生产与应用水平最高的国家，我国装配式住宅

建筑的应用技术受德国、日本两个国家的影响较深[3]。借鉴国外的经验，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国

内常用的桁架钢筋混凝土叠合板预制底板厚度一般为 60 mm 厚，现浇混凝土叠合层厚度一般为 70
mm厚。其构成如下：预制混凝土底板由 15 mm 保护层、不小于 16 mm（2层钢筋）的底部钢筋层、

不小于 30 mm的桁架钢筋锚固层[4]组成，总厚度不宜小于 60 mm[5]。叠合层由预埋管线层 20 mm(不
考虑管线交叉时)、30 mm（入户电缆穿管时）、40 mm（考虑管线交叉时）、不小于 16 mm（2 层

钢筋）的顶部钢筋层和 15 mm的钢筋保护层组成，理论总厚度不应小于 51 mm，考虑施工误差等其

他因素不应小于 60 mm[5]。由以上得出桁架钢筋叠合板总厚度不宜小于 120 mm，常用厚度为 130 mm
（60 mm预制板+70 mm 叠合层），如图 2所示。我国常规现浇楼板厚度多为 120 mm，目前来说，

在保证受力性能的前提下，桁架钢筋叠合板的总厚度能否做的同现浇板一样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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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住宅建筑中采用叠合板结构体系可以实现“构配件生产工厂化，现场施工机械化”，具有以下

特点：

（1）提高施工质量。与现浇板相比，叠合板进行工厂化生产，机械化程度高，专业技术熟练，

构件质量高，板底平整度好，湿作业量少，楼板的抗裂性能好；

（2）提高施工安全性。采用叠合板施工减少了模板使用量，降低了模板安装、拆除过程中的安

全风险，安全可靠性更高；

（3）缩短施工工期。预制构件安装方便、快捷；后浇叠合层施工时，可利用预制构件做模板，

省工省料，与传统现浇体系相比，可节约工期 30%左右；

（4）降低施工难度。因采用机械化吊装施工，减少了施工现场的人员数量，降低了工作强度；

在工程生产时预埋水电管线和预留洞口，避免了二次开孔、开槽可能出现的质量问题；钢管支撑间

隙大，给施工人员提供了更大的操作空间。

图 1 桁架叠合板 图 2 桁架钢筋叠合板构成

Fig.1 Truss superimposed slab Fig.2 Structure of truss superimposed slab

2 桁架钢筋混凝土叠合板设计

目前，装配式结构的设计一般是分两步，第一步，进行构件拆分，对节点连接部位按现浇结构

进行常规的建筑、结构设计，第二步，对预制装配式构件进行深化设计。前者主要是从结构安全性、

建筑美观性及使用功能等方面进行设计，后者是为了方便生产和施工。预制构件的深化设计包括构

件自身设计（构件从生产、脱模、厂内倒运、装车、运输、卸车、起吊安装、调整就位、临时固定

全过程分析及所需的预留预埋设计）、构件连接设计（根据每类预制构件与现浇部分的连接方式，

确定为满足连接所需的预留预埋方案）和构件功能设计（根据设计方案中每类预制构件的功能要求

确定预留预埋方案），是以原结构设计为基础，再根据生产、施工单位的不同需求进行深化设计，

需经原设计单位复核认可，最终形成深化设计图纸。构件的深化设计是一个反复复核的过程，构件

生产单位和施工单位的各项要求均需经设计单位各专业协同复核，每个预留预埋均需考虑对结构安

全的影响，避免与结构钢筋、水电埋管等产生碰撞，再由施工单位、构件生产单位重新对预留预埋

位置进行调整，再复核，不断循环，直到确保满足结构安全及施工使用要求[6]。预制构件的深化设

计过程就是一个设计、生产、施工一体化研究的过程，各单位要相互协作、密切配合。

济南市某住宅工程，共 13栋高层住宅楼，大量采用桁架钢筋混凝土叠合板施工，主要使用部位

是 6F-32F，其典型板块是 DBS1-67-3615-11、DBS2-67-3615-11，最大板块 DBS1-67-4120-11-350，
板块实际尺寸 2920*2000，底板厚度 60 mm。为保证结构的安全性，本工程各栋楼底部加强部位 1F-5F
采用现浇楼盖[5]。为了方便生产和施工，该项目叠合板的深化设计是由构件生产单位完成并经设计

单位复核的，这样可做到设计、生产、施工的一体化。

以 5#楼 DLB8板为例，其叠合板的深化设计图如下：

图 3 叠合板平面布置图 图 4 DBS1-67-4120-11-350模板图

Fig.3 Plane layout of superimposed slabs Fig.4 Template diagram of DBS1-67-4120-11-350

3 桁架钢筋混凝土叠合板工厂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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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设计图纸以及合同约定，优选叠合板生产厂家，并报业主、监理审核批准。开始加工前结

合各专业图纸进行深化设计，并组织结构、建筑、装修、机电等各专业审核确认，确认合格后，构

件生产厂家再依据审核批准后的深化设计图纸组织工厂化生产。

3.1 桁架钢筋混凝土叠合板生产工艺

图 5 桁架钢筋混凝土叠合板的生产工艺

Fig.5 The production technology of truss reinforced concrete superimposed slab

3.2 质量要求

（1）预制底板的制作、堆放、运输、吊装、质量验收及叠合板的施工过程应遵守《混凝土结构

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4-2015的规定；

（2）叠合板如需开洞，需先在底板上预留孔洞，孔洞内钢筋暂不切断，待浇筑完混凝土达到强

度后再切除孔洞内钢筋。洞口处加强钢筋及开洞板承载力由设计人员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设计；

（3）预制钢筋桁架板与后浇混凝土结合面做成凹凸不小于 4 mm的粗糙面；

（4）底板混凝土的强度必须达到设计强度等级的 100%时，方可脱模、吊装、运输及堆放；

（5）预制构件应在工厂进行预吊装，在施工现场，吊装前应做好临时支撑；

（6）该住宅工程执行“样板引路”，采用试验段指导施工。开始一到二层为预制构件吊装试验段，

在试验阶段边施工边总结，施工单位与建设单位、监理单位以及桁架钢筋板生产厂家共同研究、总

结经验，不断改善施工方法，以期高质量的完成装配式建筑的建造过程。

4 桁架钢筋混凝土叠合板的施工

在项目开工前，生产单位应根据预制构件的类型和规格，确定模板配置方案，并根据施工总体

安排确定各规格构件的具体数量，用于指导生产；在施工过程中，施工单位要分阶段提前拟定好构

件需要量计划，注明构件的名称、规格、数量和进场时间，汇集成表格发送给生产单位，考虑到外

界因素的影响，施工现场应存放一定数量的构件，以保证施工的连续进行；同时，要根据设计、施

工变更及时调整构件的生产和供应，以满足施工进度计划的安排。

4.1 预制构件的运输、验收和堆放

4.1.1 构件运输 开工前，由构件生产厂家编制构件运输专项方案，各方确认后实施，同时也作为计

算构件运输费用的依据；叠合板采用平板车平放层叠方式运输，垫块应在一条垂直线上。

4.1.2 构件验收 为防止个别叠合板运至现场后因质量达不到规范要求而不能吊装，项目部跟甲方、

构件生产厂家共同沟通，对叠合板质量进行二次验收，即第一次在厂家验收，第二次在叠合板运至

现场开始吊装时验收。到场的预制构件，其外观质量、结构性能要符合预制构件质量验收标准，不

应出现严重的外观缺陷和影响结构性能、安装和使用功能的尺寸偏差。不符合要求的构件予以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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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构件堆放 在进行施工现场平面布置时，要依据设计原则画出构件堆放范围，标明警示标志，

构件的堆场应尽量靠近使用位置或在塔式起重机服务范围之内，最大限度地缩小场地内运输量，尽

可能避免而二次搬运，并考虑运输和装卸的方便；预制混凝土叠合板可采用板肋朝上叠放式堆放，

堆放时水平分层，不宜超过 6层，各层之间应垫平、垫实，垫木上下对齐，最下面一层垫木应通常

设置，并按施工顺序、构件类型、规格、所用位置等进行分类分区堆放。

4.2 叠合板的施工工艺

本工程叠合板由 60 mm厚的预制桁架钢筋板和 70 mm厚的现浇混凝土叠合层组成，其施工工艺

如下：搭设支架、弹标高控制线→搭设叠合板支撑及拼缝模板→叠合板起吊→按编号在设计位置就

位、调整→敷设后浇层内的水电管线、各种预埋件→楼板上层钢筋安装→预留洞口支模→预制楼板

底部拼缝处理→检查验收→浇筑混凝土（图 6）。

搭设支撑及模板拼缝 Support and seaming 起吊 Lifting 就位 Location 调整 Adjustment

管线敷设、预埋 Pavingpipeline 安装板上层钢筋 Steel bar installation 拼缝处支撑 Support on seams 拼缝处弹线清理 Cleaning elastic line at seams
图 6 叠合板的施工流程

Fig.6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superimposed slab
采用预制叠合楼板，减少了楼板支撑，节省了底模；楼板底面平整度好，省去了抹灰找平环节，

观感质量好，后期装修可直接刮腻子。

5 结 论

通过桁架钢筋混凝土叠合板设计、生产、施工的一体化研究，可以总结出要确保预制装配式建

筑的建造质量，需要整合全产业链的资源，而且产业链上各企业要密切配合、共同努力[7]。

（1）设计单位不能只关注图纸，在方案设计阶段要确定合理的预制率和预制构件范围，在施工

图设计阶段需要与厂商、施工单位密切配合，对构件生产、施工中出现的问题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

（2）构件生产企业要与设计、施工单位密切联系，根据深化设计图纸和施工单位的施工进度，

及时提供需要的构件，进行定制生产；

（3）施工单位要监控构件生产、运输的全过程，编制合理的施工计划，对预制构件关键节点的

安装采取有效的施工措施，施工中遇到问题，设计、生产、施工三方协作共同解决。

综上所述，装配式建筑的发展离不开全产业链各企业的密切配合，设计、生产、施工的一体化

是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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