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教文化

2022 年 6 期 ( 上 ) 总第 497 期

Broad Review Of Scientific Stories

现浇华夫板设计及施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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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重点阐述了华夫板设计与施工两个方面的具体内容，介绍了华夫板的一般设计尺寸，并从施工准备、

测量放线、钢筋绑扎、奇氏筒与砼浇筑等方面阐述了施工的全过程，旨在为实际施工的方案设计和执行提供必要
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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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华夫板简介

所有工作人员须全部熟悉模板施工技术方法，并掌握

华夫楼板是由华夫模块与钢筋混凝土构成的钢筋

模板施工技术质量标准。

混凝土构件。华夫板是在楼层上必须留出大量的空气

3. 现场施工班前教育：在每日上岗之前对各工作

孔隙的一类建筑楼板构件，其功能主要是通过保持空

人员开展班前教育，着重讲解在现场施工过程中所必

气在楼层孔隙中的正常流动与循环，将漂浮于空中的微

须把握的关键要领和现场工作人员安全，并每天由班

粒经由这些孔隙流入上层空气并进行集中处理，使室

组长进行班前教育签字记录。

内操作区域空气达到最高标准清洁目的 。由于新建电

4. 现场施工器械准备：在进驻工地区前，对检测

子工厂时对空气洁净能力要求很高，因此必须在楼层上

仪器设备、建筑施工机械等进行全方位检测校定，以

预留通风洞来保持空气洁净度，而电子生产装置相对较

保证仪器设备精确、建筑施工机械齐全。

[1]

重，对楼层的承重要求更高，故全部楼层都由密肋梁所
构成 [2]。

2 华夫板的设计
华夫板所用水泥采用预拌商品水泥，梁板强度水
泥强度等级为 C30，增强带水泥中加入了新型高性能
膨胀防裂添加剂，水泥强度等级为 C35。华夫板构架
主桥为井字暗梁，主桥规格为 250×800mm，与奇氏
筒间布设次梁，桥梁规格为 250×800mm。华夫板厚度
为 800mm，奇氏筒外径为时速 350mm，奇氏筒壁厚为
8mm，奇氏筒高度为 800mm。

3 华夫板施工方法
3.1 施工准备
华夫板施工困难较大，在施工之前应充分做好准
备工作，可以分为以下五个方面：
1. 施工岗前技术培训：华夫板施工之前对所有建
筑施工者进行了全面、详细的施工技术方案交底，保
证所有施工作业人员全面了解华夫板施工过程。

5. 班组安全收工汇总：每日建筑施工结束后，各
班组长组织开展当天的收工汇总，着重对当日工程中
存在的工程质量安全问题加以纠正，并汇总现场工地
经验，发现的问题及时汇报反馈 [3]。

3.2 华夫板孔洞的预留及封闭
华夫孔采用预埋奇氏筒成孔的方法，通过管帽封
堵孔，既保证了预留孔的建筑品质，同时也充分考虑
到了工程后期工作的顺利开展。

3.3 底模板铺设及板面标高的调平
底模板内选用 15mm 厚模板，板底支承小楞内选
用 50mm×100mm 木槎，步间隔为 200mm，板基支承
顶托内选用 ф48×2.8mm 双钢管，脚手架的搭设板底
立杆间隔为 600mm，步距为 1200mm，以上因素主次龙
骨结构调整符合要求后，再铺木模板，施工重点控制
在于控制底模板平整。
1. 龙骨木方应刨平整，木模板应选用尽量宽度误
差较小的覆膜模板。
2. 在与木制模板拼缝时要严格把控好接茬部位的

2. 建立样板施工引路机制：在华夫板大面积展开

平整性，避免出现错台，以样板上钢钉 30cm 为一个单

建筑施工之前，首先选取一块样板区域，通过样板区

位，即一个标准样板短边不少于四个钢钉，长边不少

域的施工，将建筑施工过程中的各控制要点标记明示，

于八个钢钉，沿短边之间各增钉四个钢钉，以确保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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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的平整度。

3.4 华夫板混凝土浇筑

仪准确地检测华夫板孔洞边缘处的标高，若出现了偏
差要对其进行校正并调换，保证在华夫板装配完成后，

华夫板砼施工按照整个施工部署分区分块实施，

全部的孔洞边缘处都在同一个水准面。对依行布置完

在浇筑砼前，必须首先检验奇氏筒模板是否有偏移，

成的华夫板，再用经纬仪检查其每个洞口边的整齐程

若出现移位则要及时处理，经全面检验合格后方可准

度，将发觉有误差的华夫板进行校正并调换。

许浇筑楼板砼。华夫梁板高度为 800mm，应分层浇筑，

6 华夫板的成品保护

并保证分层厚度限制在 400mm，杜绝一次性将砼浇筑

已装配完毕后的华夫板，在浇筑华夫板中的次梁

在施工标高处。砼施工中使用布料机施工时，将布料

时，应做好施工人员的技术交底和成品材料保管等工

机放置在主梁上，切勿放置在次梁上。布料机应随梁

作，并实施由专人负责管理，以保证华夫板在下道工

走管，并尽可能远离奇氏筒，料管尽可能抱柱子。布

序施工时，不被破坏。在华夫板区域内浇筑施工砂浆时，

料机的出料用制动软管随梁出料，不得直接正对奇氏

要用板子布设好砼运输泵管路的架设途径和砂浆浇筑

筒浇筑混凝土，搅拌时要平衡。在梁筋锚固上先铺设

施工时的工作人员步行道路，保证华夫板的构造完整

轮胎，向轮胎铺一层木槎，而后再捆扎砼输送泵管道，

性和在建筑施工中的稳定性，已完成的砂浆也要揉平

切勿将砼输送泵管直接置于梁筋锚固上。砼浇筑时，

或精光整平，同时，落实由专门工作组开展此道作业

尽量避免震动棒触及钢筋骨架，并特别注意震动棒不

工序的建设。

得接触华夫模板及奇氏筒，在浇筑振捣过程中应有专
人旁站，对振捣手进行专项交底。砼施工完毕后，将
表面漂浮物全部处理完毕，洗管等施工污水应倾倒到
污水筒中，严禁遗撒砼中。华夫板钢筋绑扎完毕后，
在钢筋上重新铺设模板，并建立临时通道，工人不得
故意踩踏已绑扎的华夫板钢筋。

3.5 梁钢筋绑扎及 ABS 材质底盘安装
为了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同时保证平台板的平
整度，在绑扎横梁钢筋时，从中央向两侧进行了布置，
首先优先完成东西方向横梁钢筋的安装绑扎与施工，
然后再布置奇氏筒，最后再安排钢筋绑扎南北方向的
横梁钢筋。钢筋直径绑扎前应当清楚画出主筋线和边
线部位，在绑扎钢筋时及时做好梁钢筋的绑扎部位调
整，且不得发生梁钢筋绑扎时偏出梁边线的情形。

4 华夫板区域的模板技术要求

7 华夫板质量提高的方面
7.1 人为因素
作为一项系统性强、难度高的工作，奇氏筒安装
与调整过程不仅需要占用较长的工期，还需耗费大量
的人力和物力。因此，参与奇氏筒安装与调整工作的
人员如果综合素质水平没有达到标准或是配备的管理
制度不符合实际，就可能会因为各种人为因素的存在，
而致使华夫板系统无法稳定运行或是在运行启动的过
程中出现故障。因此，在奇氏筒安装调整过程中，要
对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进行重视，首先是确保安装调
整过程的安全，保证所有参与建设的工作人员都已经过
安全培训，持证上岗。其次，在安装过程中要结合项目
规模以及工作落实实际需要，配合科学的管理制度以及
安装方案，保证安装与调整工作落实过程更加高效。

7.2 外部因素

模板的支排架构件，要具备适当的承载能力，其

外部环境通常是指华夫板系统中的部分华夫板设

强度要确保承担新浇筑砼的墙体自重，及其在浇筑过

备由于安装在室外，所以在安装与调试工作落实过程

程中产生的活荷载。华夫板的支承体系选用￠48 型钢，

中很容易会受到室外复杂的天气或气候条件影响，致

纵横方向 600*600 间距，以确保足够的强度和刚性，

使安装过程出现不安全因素或是质量问题。尤其是一

不仅适应现浇混凝土的重力，也同时适应满足在水泥

些温度较高、湿度较大的天气环境下，华夫板设备的

浇筑砼时产生的活荷载。华夫板安装于预先准备木盒

安装与调试过程将会遇到重重障碍。同时，电路铺设

上，在孔内用楔状木支撑固定，每套华夫板以对角二

很容易因为环境较为潮湿而出现漏电或是短路情况，

孔定位。排架固定支装完毕后，用测量仪精确测量在

致使华夫板设备出现故障。因此，在建筑华夫板系统

其顶部所铺设模板的水平钢管。

的华夫板设备安装与调试过程中，必须及时查看天气，

5 华夫板的安装
从已铺设完好平整的样板上弹出华夫板的装配线
条，按区段顺序分行装配，在装配的同时，通过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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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环境的实际情况协调工作组织开展时间。

7.3 施工问题
施工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施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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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另一个是施工管理问题。例如，参与华夫板系

推陈出新或是系统升级，所以技术操作人员的综合素

统安装技术工作落实的基层施工人员如果安全意识不

质水平必须与时俱进地进行提升，能够伴随新系统或

够高或者是操作技术水平不达标，就可能会给整个工

是新设备的应用，对应更加科学正确的设备维护与保

作落实过程预埋下诸多风险，致使设备的后期运行出

养措施，保证华夫板设备以及整个华夫板系统的运维

现问题。而管理方面，则是指所有的华夫板系统得到

工作持续以较高的水平开展。与此同时，技术操作人

有效安装与调试后，后续的运维管理工作没有配备科

员还要定期参与技术培训、学习活动，能够在设备故

学完善的制度，致使后续的其他工作在开展过程中因

障检测的过程中第一时间发现故障并排查出故障原因

为秩序混乱，而无法保证系统的运行稳定性。

所在，保障后期的安装与调试工作以更高的效率开展。

8 优化华夫板系统华夫板设备安装与调试

8.3 完善安装调试

8.1 注重施工管理

在对华夫板系统中的各类华夫板设备进行安装时，

在对建筑的华夫板系统、华夫板设备进行安装与
调试的过程中，施工技术操作人员首先要注意严格按
照施工管理条例落实相关举措。预防后期的华夫板设
备在实际运行过程中，若连接错误或是其他疏漏会导
致其无法正常稳定运行。
其次，施工技术操作人员还要严格按照施工图纸
规划以及现场的实际情况，对整个施工过程中的注意
事项进行有效明晰，让施工方案更加科学合理，更为
贴合实际，可间接提升安装与调试工作落实效率。
再次，为了保证施工现场工作落实秩序，技术操
作人员必须配合科学完善的质量监督与责任计划，维
护最终的设备安装与调试效果。
最后，参与施工的技术人员应秉承较高的质量控
制与安全责任意识，重点把控施工关键环节，并注意
华夫板设备以及其他材料的质量，预防安装或使用了
没有达到质量标准的设备与材料影响最终的华夫板系
统运行稳定性。
另外，还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在对相关设备与材

首先要注意在设备的安装与调试过程中严格按照设计
方案上的规划步骤一一落实技术实施，切不可在安装
调试过程中出现工序上的调动或是改变，这可能会导
致系统后续的稳定运行出现问题。伴随时代发展，城
市中的建筑规模越来越大，所以在根据华夫板系统华
夫板设备安装与调试、任务复杂度和项目大小进行人
员配置时，要结合实际情况保证人员数量充足，同时
也不会设置过多，浪费人力或是其他资源。需要的情
况下，应在成本科学核算的基础上适当增加或是缩减
工作人员数量，以保证安装和调试工作以最高的效率
落实。同时，项目负责人还要与安装工作人员进行有
效的沟通与合作，提升信息共享水平，及时发现并解
决华夫板设备安装与调试过程中的问题，并间接提升
工作落实效率。

9 结语
华夫板是一种能够降低楼板构件自重的新型构件，
在我国得到广泛使用。本文根据国际通用华夫板标准，
从华夫板的设计与施工两方面出发，进行了有关科学

料进行采购时，应严格按照图纸规划和施工要求保证

研究与实验活动，从而得到了其设计样板与施工的全

采购的材料符合质量标准，并在最低的成本预算下购

过程，对于其他工程的华夫板设计与施工也具有一定

买到性价比最高的产品，预防华夫板设备在安装与调

的参考意义。

试过程中出现故障或是其他质量问题。

8.2 加强设备保养
定期开展华夫板设备的维护与保养活动，能够有
效延长华夫板设备的使用寿命，并维护整个华夫板系
统的运行安全。因此，参与运维管理的工作人员必须
严格按照相关运维规定落实运维技术实施，防止华夫
板设备在维护与保养过程中因操作不当或其他问题的
存在，致使设备无法正常运转。与此同时，在设备保
养过程中，技术人员还要秉承维护保养措施以预防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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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的原则，通过预置措施提升维护保养效果，防患于
未然。伴随时代发展，建筑中的华夫板设备也会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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