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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建筑工程的数量及规模不断扩大,大跨度空间高支模施工工艺在工业及民用建筑中得到
广泛应用。本文结合工程实例,对大跨结构的高模板支架施工工艺及技术进行初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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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跨度空间结构的结构
1.1桁架结构与网架结构
桁架一种大跨度结构。桁架结
构虽然能跨越较大的空间,但因自
身具有一定的高度,而且上弦一般
又呈两坡后曲线的形式,所以只适
合当作屋顶结构。
网架结构也是一种新型大跨度
空间结构。它具有刚度大、变形小、
应力分布均匀、能大幅度地减轻结
构自重和节省材料等优点。网架结
构可分为单层平面网架、单层曲面
网架、单层平板网架和双层穹隆网
架等多种形式。单层平面网架多由
两组互相正交的正方形网格组成。
这种网架适合于正方形或接近于正
方形的巨型平面建筑。若把单层平
面网架改变为曲面、拱或穹隆网架,
可以进一步提高结构的刚度并减小
构件所承受的弯曲力。
当今,空间平板网架结构在
我国已有较大发展,而由于网架
结构多采用金属管材制造,能承
受 较大 的纵向 弯曲 力,与 一般 钢
结 构相 比,可 节约 大量钢 材和 降
低施工费用。因此,空间网架的结
构形式,用于大跨度建筑具有很
大的经济意义。
1.2拱形结构及穹隆结构
拱形结构在承受荷载后除产生
竖向作用力外还要产生横向的水平
推力,为保持稳定,这种结构必须要
有坚实、宽厚的支座。例如以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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拱来形成空间,反映在平面上必须
有两条互相平行的厚实的侧墙,拱
的跨度越大,支承它的墙则越厚。这
必然会影响空间组合的灵活性。为
克服这种局限,在长期的实践中人
们又在单向筒形拱的基础上,创造
出一种双向交叉的筒形拱。
2 高支模模板支架的设计
模板支架的设计及荷载的取值
组合计算,根据《建筑施工模板安全
技术规范》、《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
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及《建筑施
工手册(第四版)》等有关规定设计
计算,重点针对32m跨梁板底模板、
木方、钢管水平杆、钢管立杆、扣
件等部件进行抗弯强度、挠度、抗
滑及稳定性验算,并按照立体仓库
井格梁平面尺寸、层高设计排列模
板及钢管支撑杆件,确保现场放线、
模板支架的搭设及模板钢筋安装的
可操作性,并符合规范和相关安全
操作规程的要求,该专项方案经过
专家组审议通过,总监理工程师批
准后实施。
3 施工工艺及技术
3.1模板支架的施工流程
按施工图纸进行楼板模板设计
→备料→按模板图弹线确定立杆位
置→立钢管排架立杆并安装横杆→
根据设计标高确定安装钢管背楞的
水平标高→安装钢管背楞→摆放50
×100mm木方→铺楼板模板→校正
标高→预检→绑扎钢筋→浇筑混凝

土→混凝土强护度达到拆模强度要
求后→拆除排架顶的钢管背楞→拆
除50×100mm楞木→拆除最上端的
立杆及横杆→拆除楼板模板→拆除
整个排架体系→清理施工面。
3.2排架支撑体系的稳定性
体育馆舞台位置的排架支撑体
系的基础为地下室顶板,上部钢管
排 架体 系的自 重加 上部结 构的 模
板、钢管及砼结构的自重不能满足
承载力的要求,故地下室梁板浇筑
后高支模部位的下部模板支撑体系
不得拆除,应待上部混凝土浇筑达
到一定龄期后方能拆除,确保排架
基础的稳定。
3.3预应力梁模板支撑加固
工 程 预 应 力 梁 断 面 为 600 ×
2000mm,考虑到梁板之间荷载差距
较大,在增设竖向剪刀撑和梁下部
立杆间距加密的基础上,同时在梁
下水平横杆上增设八字斜向支撑,
确保预应力大梁的侧向稳定。
4 施工安全技术
工程高支模满堂排架搭设期间,
由于梁板面积、荷载、跨度大,层次
高,施工中除按常规作法实施外,在
14.00m标高处实行排架的全封闭并
着重抓安全技术。
4.1材料质量
扣件作为模板支撑体系主要受
力节点,由于目前建筑市场扣件质
量参次不齐,为确保施工安全,对进
入现场的所有扣件质量必须按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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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建筑工程不仅可以满足人们的生活和使用需求,而且可以促进社会和经济发展。根据建筑施工
的现状,人们对工程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这对工程的造价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
展,越来越多的新技术的出现将有助于工程造价管理,在此基础上,本文分析了工程造价咨询在建设项目
管理运用,希望对我国建设项目的发展具有借鉴作用。
[关键词] 工程造价咨询；管理中运用；策略分析
1 我国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及
现状
工程造价咨询工作有严格的规
定,必须始终遵循公平、公开、科学
的原则进行工程造价工作。工程造
价咨询企业开展工程造价咨询工作
时,具有通过上述标准和规范进行
工程造价咨询活动的有关技术手段
和法律规范和标准。工程造价咨询
从业人员主要是在各个省市注册的
造 价工 程师和 造价 人员或 概算 人
员。工程造价咨询工作主要负责投
资估算、工程设计预算、工程结算、
工程招标、投标报价的准备和审查
以及总体过程成本控制建设意义重
大。在工程造价咨询的初期,存在很
多问题,例如工程造价技术不规范,
管理方法不科学,造价咨询人员匮

乏等。
2 工程造价咨询在管理中运用
工程造价咨询服务一般是在接
受委托后,由社会承担投资估算、招
标基础、经济评估、预算、结算和
决算编制以及对建设项目的审查。
从全过程管理的角度出发,它针对
建设项目从项目可行性研究到项目
竣工验收的所有过程。成本方面实
际上与这个过程一一对应,即可行
性研究对应于估算,调查设计对应
于预算估算、优化设计、图纸对应
于预算,然后合同价格为在招标中
形成后,该项目开始实施,由施工单
位进行结算。最后,施工单位将进行
最终结算。该过程实际上是造价形
成的过程。工程造价咨询就是要渗
透到这一过程中,以帮助施工单位

或施工单位优化造价管理。工程造
价形成过程中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
因此工程造价咨询应用于全过程管
理,对于控制成本,实现增产节支,
加强经济核算,提高企业整体管理
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3 工程造价咨询在项目管理中
的策略分析
3.1决策阶段
对于工程建设项目,决策期是
从项目启动到初步设计的阶段,关
键是可行性研究,它与上述项目估
算相对应。估算是项目投资者进行
造价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也是形
成成本的前提。它对整个项目的造
价有很大的影响,但实际上,在施工
阶段要更加注意成本控制。许多单
位认为这部分很关键,但是在决策

进行判定,采用力矩板手检测,测力
达到40N.m以上无滑丝的判定为合格。
4.2模板安装
铺设的主梁模板应按全跨长度
的1/1000～3/1000起拱,对预应力
梁侧模板必须在波纹管绑扎固定、
预应力筋、端部构造处理完成后方
能封堵,张拉端的模板必须封堵严
实,防止该处漏浆。
4.3支撑体系的的拆除
4.3.1拆除时间控制
所有支撑用脚手架的拆除要以
混凝土是否达到拆模时间为依据。

模板的拆除必须持有项目技术负责
人出具的拆模通知书,一般非承重
模板砼终凝后,砼强度达到1.2Mpa
即可拆除,对于承重模板必须待砼
强度达到100%后,方可拆除,对有预
应力和后浇带的部分应待后浇带混
凝土浇筑结束达到强度并张拉结束
才能拆除。
4.3.2拆除顺序控制
对于大跨度、高空模板拆除特
别注意施工安全,拆除时,底部一定
距离范围内,必须设置围栏警戒线
和警戒标志,现场由专业人员看护,

拆除时所有材料必须自上而下传递,
拆除方法自上而下分段拆除,先拆
平杆,后拆立杆及剪刀撑、最后拆除
连墙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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