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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建施工中的高支模施工技术探究
刘　领

（单县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山东 菏泽 274300）

摘　要　我国进入城市化高速发展阶段后，对于模板施工技术的应用要求也在不断提升。高支模施工技术作为土

建施工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支模施工技术的应用可满足现代建筑模板工程需求，强化土建工程项目的结构稳

定性，而高支模技术应用水平也会对土建项目的施工流程带来极大的影响。本文对于高支模施工技术应用土建施

工的案例进行研究，旨在为缩短土建工程项目的施工效果，提升土建工程项目的经济效益与综合价值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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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施工技术在建筑工程项目应用空间不断扩大，
高支模技术本身具备良好的支撑性能，将其应用至土
建工程项目中可全面提升建筑工程项目的施工效果，
为土建工程项目顺利开展提供保障。[1]高支模施工技术
存在施工技术复杂、工序多以及施工难度过大的情况，
在高支模施工技术应用期间存在一定的危险性，为充
分发挥高支模施工技术应用价值，需要严格按照土建
施工标准执行施工技术，顺利完成土建工程项目施工
作业，为人民群众提供高品质的居住服务。

1 高支模施工技术

高支模施工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大跨度、高层次的
房屋建筑中，其对于土建项目施工作业高度有一定的
要求，对于所应用的混凝土模板构件形状也有所要求，
借助高支模施工技术可在保障建筑施工质量的前提下
缩短土建项目施工工期。[2]土建项目的混凝土构件高度
需要超出 8m，构件跨度需要超出 18m，模板构件的总
重量要远远高于 10kN/m2，施工人员在应用竖向构件时
构件的支撑高度需要超出 6m，继而完成整体高支模项
目施工设计、测量以及安装等活动。对于土建工程项
目而言，利用高支模施工技术可确保工程施工符合环
保要求，合理化把控土建项目的施工材料与设备。

2 工程概述

案例工程项目中低温冷库建筑物的高度为 19.1m，地
上建筑面积为 4369.2m2；米粮加工车间的高度为 17.3m，
地上建筑面积为 3052.4m2；高支模施工区域面积为 800m2，
楼板厚度为 10cm，所应用的混凝土标号为 C30。

3 土建施工中高支模施工技术应用分析

3.1 前期准备活动

土建工程项目的主要特征便是极为复杂的施工条
件以及项目工序的繁多性，施工人员需要严格控制土

建工程项目的施工材料，明晰土建项目的混凝土性能，

明确模板工程的各项参数。高支模施工技术对于土建

项目施工参数精确度有着相对较高的要求，在项目施

工前期人员需要以施工需求为基础进行施工模型的构

建活动，强化对模板荷载质量的关注水平，在进行各

项参数设计时需要与项目施工方位状况相结合，合理

化设计模板的安装高度以及面积，有机协调统一模板

的建设效果以及土建需求。[3]此外，在土建项目前期准

备环节，需要由专门测量人员完成测量放样工作，帮

助施工人员科学、精确化地确定轴线方位，借助墨线

进行边线与中线的标记工作，在各项土建项目前期施

工工序完成后需要复核模板标高，全面提升土建项目

测量放样的准确性。[4]

3.2 模板支架设计

3.2.1 底板模板的支架设计

施工人员需要利用小型挖掘机进行挖槽处理工作，

而槽宽度也要超出梁模板设计宽度的 10cm至 20cm，

向其浇筑 15cm厚度的C20混凝土作为施工作业防水层，

浇筑 5cm厚度的 C20混凝土作为防水保护层，绑扎钢

筋并浇筑混凝土。

底板翻梁所采取的技术是“吊模”体系，利用

18mm厚度的模板，纵方向两侧需要设置 10cm×5cm

的方木，木模板间距设计为 30cm，竖向设置的钢管间

距为 90cm，同时设置三道 M14对拉螺栓，支撑体系

φ48mm钢管进行斜向支撑，所设计的间隔为 120cm，同

时施工人员需要利用 φ28mm钢筋进行模板的锚固定。

3.2.2 侧模板支架设计

施工人员在测模板支架设计时所选择的材料是木

胶合板，模板的厚度设计为 18mm，所选择的方木规格

为 10cm×5cm，侧模板沿水平方向进行 60cm的间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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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置。之后施工人员需利用 φ40×3mm的碗扣式满堂

支架来强化模板稳定性，其中纵向与横向的间距均设

计为 0.9m。

3.2.3 端墙模板支架设计

施工人员所应用的端墙模板材料为木胶合板，为

保障端墙模板的稳定性，施工人员需要利用横向同长

铜管对于槽钢进行合理支撑。同时施工人员需要通过

实现十字扣件、纵向立杆与斜撑钢管与脚手架，继而

强化端墙模板支架的稳定性。

3.2.4 柱模板支架设计

施工人员需要通过合理化组合木模板来设计柱模

板，通过选择 18mm厚度的木模板作为支架的木模板，

将 10cm×5cm规格的方木进行竖向布置，布置的方木

间距为 25cm，将槽钢以沿水平方向每隔 60cm进行设置，

同时施工人员需要采取对拉螺栓进行连接，在模板支

架的最外侧选择 φ40×3mm钢管实现与地面锚筋的相

互顶紧，进一步提升柱模板支架的稳定性。

3.2.5 梁模板支架设计

梁模板中的底部面选择 18cm厚度的木模板，在模

板下方铺设 10cm×5cm规格的方木，将方木沿纵向每

间隔 25cm进行布置，10mm的槽钢需要设置在支架的

顶托沿着横向每间隔 30cm进行布置，同时施工人员需

要将φ40×3mm的碗扣式满堂支架沿着纵向每间隔0.9m

进行布置，沿着横向 0.9m进行布置。

梁侧模选择 18cm厚度的模板，将 10cm×5cm规

格沿着纵向方向每间隔 25cm进行布置。同时需要选择

φ40mm的双拼钢管沿着竖向每间距 80cm进行布置，借

助 M16对拉螺栓进行模板对拉，而螺杆杆之间需要按

照 80cm×80cm的间距进行布置。

3.3 模板安装

3.3.1 侧墙模板安装技术

施工人员在进行侧墙模板安装过程中，需要清楚

墙体钢筋内部的碎屑以及杂物等，有效打磨模板的表

面，在进行隔膜剂涂抹过程中不可出现钢筋被玷污的

情况，确保模板的装置拼缝的平整性，避免侧墙模板

出现错台、变形等问题。同时墙体模板下口施工人员

可利用海绵条进行粘贴，而合模过程中需仔细检验钢

筋的完整性与稳定性。

3.3.2 板与梁模板安装技术

第一，施工人员需要在板与梁模板支架底部布置

设计规格的方木，顺着梁模板长度每间隔 900mm搭置

碗扣脚手架。在丝杠装置调节过程中，施工人员需要严

格按照设计要求来调节拱高度，在U托上设置背肋系统。

第二，在钢筋绑扎完毕后施工人员需及时装置梁

侧模以及梁低模，每一个脚手架立杆下部分需要放置

20cm×20cm的多层垫板，实现模板受力的均匀性。梁

体与板支撑碗扣间的配合性，每一条碗扣立杆中的横

杆均需要横着布置，确保脚手架体系的稳定性。此外

模板与模板之间的缝隙需要利用橡胶粘条来避免漏浆

问题的发生，对于已经外漏的区域则需要利用道具进

行刮除。

3.3.3 柱板安装技术

在测量放线过程中，施工人员需要精确测量出柱

模板的外皮线，结合测量人员的测量结果确定柱模板

的控制线，确保控制线与柱模板中线的垂直性。同时

施工人员需要结合弹出柱外皮线来安放海绵条，海绵

条的胶贴不可粘接混凝土，需要粘接与楼板或是梁柱

的表面。此外施工人员需要紧紧结合柱截面的尺寸来

组装柱模板，利用螺栓牢牢紧固柱模板的连接区域。

3.4 混凝土浇筑

在进行混凝土浇筑过程中，为了避免由于高度过

大影响混凝土浇筑效果，施工人员需要结合土建项目

的实际情况合理化设置现场浇筑速度。混凝土浇筑时

施工人员可选择以 2h为周期，将混凝土浇筑控制在

1m左右，混凝土分层浇筑厚度需要控制在 50cm以内，

同时选择从中端至两端的形式进行混凝土的均匀化浇

筑，施工人员需要以连续、稳定化的状态进行混凝土

振捣，避免由于过度振捣影响混凝土浇筑质量。此外，

施工人员需要加强对于混凝土浇筑施工过程的监督管

理水平，时刻检查混凝土的浇筑厚度，全面提升土建

工程高支模施工技术水平。[5]

3.5 高支模验收

高支模验收环节，施工人员需要对高支模性能进

行检测，对于单个支架严格审查，确保各个模板衔接

的牢固性。验收人员需要结合技术工艺施工规范检验

高支模搭建质量，对于土建项目的用量、支撑高度以

及高支模效果进行验收。基于此并对脚手架的架体、

模板拆卸等环节项目施工质量进行综合化评定，并向

管理人员给出相应的验收成果。此外，在验收过程中

需要先由土建项目施工单位自行检查，在检验合格后

通知主管部门再次进行检查，由监理部门再次进行验

收，在通过所有部门验收后方可投入应用。如支架搭

接验收工艺规范如表 1所示。

3.6 高支模拆除

第一，在高支模拆除期间需要结合混凝土凝结情

况进行分析，拆模工作需要控制在混凝土浇筑的 1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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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施工人员需要借助专业化工具进行混凝度强度检

测。如高支模高度低于 8m时混凝土仅需要达到 75%

便可进行拆模工作，如若混凝土检测强度未能达到标

准则严令禁止开展拆模工作。

第二，高支模拆除作业时施工人员需要遵循“拆

除→分级→分段拆除”的施工流程，先对高支模中的

从属模板进行拆除，之后再进行主要模板的拆除工作。

第三，土建项目需要根据拆模要求构建拆除平台，

将拆除的构件按照规定区域分类堆放，在拆除过程中

施工人员需要尽可能避免拆除构件对建筑主体结构带

来负面影响，将已拆除的模板进行清理与运输。此外，

模板拆除后需要对临时堆放模板区域划分在间隔建筑

主体 1m区域，拆除模板的高度需要控制在 1m以下，

严令禁止在楼层以及脚手架附近堆放拆除的模板。同

时施工人员需要在模板完全拆除后，对浇筑的混凝土

进行质量检测，一旦发现混凝土存在质量问题则需要

采取针对性的解决措施。

第四，施工人员需要对拆除模板构件进行杂物处

理，同时对拆除的模板构件进行维护，确保已拆除的

模板构件能够应用于其他土建工程项目。

4 土建施工中高支模施工技术应用保障策略

4.1 强化施工人员的技术能力

高支模施工技术应用工序相对繁琐，需要由技术

人员进行专业化操作，为此施工人员需要严格按照高

支模项目施工要求进行技术施工，全面提升施工技术

人员自身的综合素质水平，提升土建项目施工的安全

性。施工人员需要跟随自身的实际情况出发，积极与

其他高能力施工技术人员进行沟通与交流，帮助高支

模施工人员充分认识到自身的不足之处，不断学习新

的知识与技能，继而全面提升施工人员的机械设备操

作能力。[6]

4.2 维护高支模施工安全性

高支模施工技术主要应用于高空作业的土建项目，

将会对施工人员的安全带来极大的威胁，为此需要加

强对员工安全意识的培养程度，积极开展针对施工人

员技术强化的培训活动，要求施工人员严格按照高支

模施工技术的操作步骤进行各项环节的施工作业，最

大程度地确保员工的人身安全。此外，土建项目管理

人员需要对高支模施工技术进行重点化监控，确保施

工作业人员能够严格按照高支模技术施工方案进行施

工作业，同时对施工人员的施工作业进行规范性考核，

最大程度地避免土建项目安全事故的发生。

4.3  强化施工过程管控水平

土建工程项目管理人员需要将高支模施工阶段划

分为前期准备环节、模板架设环节以及验收拆除环节，

管理人员需要严格管控各个环节的施工风险，对于土建

项目施工中的问题进行针对性管控，保障高支模施工活

动的顺利开展，全面提升土建项目的施工管理质量。

综上所述，土建项目施工应用高支模施工技术可

提升项目工程质量，缩短项目施工周期。为此需要做

好高支模施工过程的全面监管活动，全面管控施工技

术应用存在的施工风险，避免土建项目施工中出现较

大的安全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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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支架搭接验收工艺规范

项目 允许偏差 检验方法

立杆垂直度
离地 10m 土 30mm 利用经纬仪进行吊线检测

离地 15m 土 50mm 利用经纬仪进行吊线检测

立杆间距 土 50mm 利用钢板尺进行检测

横杆间距 土 50mm 利用钢板尺进行检测

横杆步距 土 50mm 利用钢板尺进行检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