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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实例出发,就新型双肢马凳筋固定楼板负筋施工技术的工艺原理以及施工工艺流程及操作要点进行了详细分

析,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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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艺原理

前言
随着我国城市建设发展迅速,大量现浇钢筋混凝土结构

新型双肢马凳筋尾部扣在纵向负筋上,端部开口双肢下

得到空前发展,随之而来的是混凝土结构的质量缺陷日益凸

穿横向负筋(或分布筋),纵横十字交叉的负筋与双肢马凳筋

显。现浇混凝土楼板负筋保护层厚度不合格历来都是常见工

形成稳定的三角互锁装置,相互限制各自的位移,从而达到

程质量通病,也是施工过程控制难点。针对传统的“几”字型

马凳筋与负筋不需绑扎的效果；同时,双肢马凳筋端头向下

马凳筋在人为踩踏等外力作用下容易变形失去作用特点,广

弯曲的两端点紧贴模板形成支点,与尾部互锁装置形成杠杆

西建工集团联合建设有限公司开展技术创新,在福瑞中央公

装置,在人为踩踏等外力作用后新型双肢马凳筋和负筋协同

园一期、福瑞中央公园二期、香槟公馆等工程成功开发出新

工作利用杠杆装置自行反弹复位,避免楼板负筋变形移位造

型双肢马凳筋。新型双肢马凳筋和楼板负筋协同工作形成具

成楼板负筋保护层厚度不合格现象。
图 2 新型马凳筋构造原理图

有弹性的杠杆装置,在人为踩踏等外力作用后能利用杠杆装
置自行反弹复位,其稳定性强,不需绑扎,且可小范围调节高
低,使负筋可随时调整至合格标准。新型双肢马凳筋固定楼板
负筋施工技术,有效解决了传统马凳支撑没有弹性,踩踏后负
筋容易永久性变形无法自行复位的质量通病。本工法技术先
进、质量可靠,具有明显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图 1 传统马凳筋、新型马凳筋

4 施工工艺流程及操作要点
4.1 施工工艺流程
施工准备→新型双肢马凳筋制作→楼板钢筋绑扎→新
型双肢马凳筋安装→验收
4.2 操作要点
1 技术特点

4.2.1 施工准备：施工前应进行图纸分析,计算马凳筋

1.1 新型双肢马凳筋和楼板负筋协同工作形成具有弹性
的杠杆装置,在人为踩踏等外力作用后能自行反弹复位。

4.2.2 新型双肢马凳筋制作。①材料选择。马凳筋不属

1.2 不需绑扎,节省工作时间,大大的提高了工作效率。

于结构构造钢筋,钢筋类型无特殊要求,可选择直径 10mm 钢

1.3 可小范围调节高低,在混凝土浇筑时可以随时检查调整。

筋,尽量利用废旧钢筋,截取 700mm 长弯制成型。②钢筋切

1.4 新型双肢马凳筋可利用短钢筋头制作,节约材料,达

断。断料时应减少损耗,避免用长料,宜在工作台上标出尺寸

到环保节能效果。

刻度线并设置控制断料尺寸用挡板。③钢筋弯曲：钢筋在弯

2 适用范围

曲机上分两次弯曲成型,轴心直径为钢筋直径的 4 倍,第一

本工法可广泛应用于工业与民用建筑钢筋混凝土结构

次弯曲平直部分长度为楼板厚度减去负筋保护层厚度再减

现浇楼板的施工。
16

用量,对马凳筋的制作参数、安放要求对工人进行技术交底。

去负筋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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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马凳筋制作

图 6 复核及调整负筋保护层

第二次弯曲点在钢筋中点,平直段与弯曲面垂直,弯曲
角度 160 度。熟练工人可将钢筋叠放整齐后弯制,可大幅提

③马凳筋放置时,距支座距离控制在约 60cm,横向间距
为 1m,遇角部上层钢筋有重合的部位可适当减小间距。

高成型速度。

4.3 验收
按《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4-2015

图 4 马凳筋第二次弯制成型

相关要求进行验收。
钢筋检查验收程序：施工班组自检、交接检—→钢筋工
长、质检员—→项目技术负责人—→专业监理工程师(建设
单位代表)。
验收内容包括：钢筋原材料、钢筋制作、钢筋安装位置、
保护层厚度、楼板负筋骨架抗踩踏效果。
5 材料与设备
选用符合国标要求的钢筋材料：直径 10mm 的钢筋；
采用的机具设备见表 1。
表1

机具设备表

序号

设备名称

设备型号

单位

数量

用途

4.2.3 楼板钢筋绑扎：板筋绑扎施工顺序为:弹顶板下

1

钢筋调直机

GT6/14

台

1

调直钢筋

层钢筋线→摆放下层钢筋→绑扎下层钢筋→摆放上层钢筋

2

钢筋切断机

QJ40

台

1

切断钢筋

→绑扎上层负筋。

3

钢筋弯曲机

GW-40

台

2

钢筋弯曲、成型

4.2.4 新型双肢马凳筋安装。在上层负筋绑扎完成后,
安放新型马凳筋,间距为 1m。安放步骤：
①抬起在绑好的负筋,将马凳筋放到负筋与分布筋绑扎
点下方位置,绑扎点必须牢固。如图 4。
图 5 工人提起负筋网架放置马凳筋

6 质量、经济效果分析
6.1 传统几字型马凳筋的竖向支撑为简单的两点刚性支
撑,在放置后,需与负筋绑扎,否则在踩踏情况易失去稳定；
而新型马凳筋利用杠杆原理,与楼板上层钢筋形成整体受力
结构,不需绑扎,节省了工作时间,大大的提高了工作效率。
6.2 传统几字型马凳支撑刚性太大没有弹性,踩踏后负
筋容易永久性变形无法自行复位,导致保护层厚度偏差过
大；而新型马凳筋支撑设计巧妙具有弹性,踩踏后负筋容易
回弹回复原型,保持对负筋保护层偏差的控制,保证了楼板
结构的可靠性,有效减少了质量缺陷。
新型双肢马凳筋已在我公司项目上成功应用,获得建设
方及监理单位的充分肯定,混凝土保护层的控制取得了较好
的成效。所应用的武鸣福瑞中央公园一期工程、武鸣福瑞中
央公园二期工程、武鸣香槟公馆 2#、3#楼工程三个项目均

②移动调整马凳筋位置,符合楼板厚度及保护层厚度的
要求。如图 5。

获得了南宁市建筑工程优质结构奖,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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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科学技术的不断革新。建筑行业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建筑物逐步趋于高层化、智能化,建筑结

构也在不断发展。为了满足建筑施工的需要,建筑施工技术也在不断的发展。
[关键词] 建筑施工技术；工艺方法；后浇带；顶板防水
1 后浇带施工技术

1.2.1 后浇沉降带的做法

随着建筑行业的快速发展,建筑结构也在趋于高层化以

在建筑基础施工过程中,高层建筑与低层群房的基础是

及结构复杂化发展,后浇带在这些建筑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

同时施工的,这样做是为了保证建筑场地的平整,为上部结

位。目前的建筑设计经常将高层主楼与低层裙房连接到一起,

构的施工提供方便。

使得高楼被大部分的群防所包围。为了确保此类建筑项目的

在上部结构的施工中,无论是先开始高层的建设还是低

质量安全,就需要设置变形缝,为了美观要求,不希望变形缝

层群房的建设,都要严格按照设计图纸的要求预留后浇带。

在建成之后表现出来,所以后浇带就应运而生来。

当高层主楼与低层裙房基础梁、上部结构的梁和板连接时,

1.1 后浇带的分类

应该预留出施工后浇带,等到主体施工结束以后再进行后浇

按照后浇带的功能可以将其分为后浇沉降带、后浇收缩

带的浇筑,使用微膨胀混凝土进行浇筑,使两侧地梁、上部梁

带和后浇温度带三种类型。下面笔者对后浇带的功能进行简

和板连接成一个整体。如果进度不紧张,最好拖延后浇带的

要的介绍。后浇带是为了解决裙房以及高楼由于自重不同所

施工时间,因为在建筑过程中,各主体已经完成了 60%～80%

产生的不同的沉降,并降低混凝土收缩产生的收缩变形以及

的沉降量,可以有效的降低高层楼房与裙房之间的沉降差

减小温度应力的作用。后浇带具备了多种变形缝的功能要求,

异。剩余的沉降差异所产生的结构应力,不设永久变形缝的

在设置过程中,应该抓住其主要功能。后浇带,之所以称作带,

结构可以承担。

而不是缝,是因为后浇带是为整个建筑物包括其基础以及上

1.2.2 后浇收缩带的做法

部结构所留设的一条较宽的缝,之后用后浇带混凝土补齐,

施工后浇带的施工应该在主体结构完成之后两个月之

在解决高度不同的建筑产生的差异性沉降问题,又达到了不

后进行,因为在主体结构施工结束之后两个月混凝土的收缩

设永久变形缝的目的。

已经达到百分之六十以上。后浇带的施工位置应该设置在梁

1.2 后浇带的做法

板变形缝的反弯点附近这些位置的结构受力较小,并且剪力

7 应用实例

武鸣香槟公馆 2#、3#楼工程位于广西南宁市武鸣区香

7.1 工程实例一

山大道北侧,建筑面积 63300m2,最高 33 层,在钢筋分项工程

福瑞中央公园一期工程位于武鸣县东鸣路延长线西侧,

中采用了新型双肢马凳筋固定楼板负筋施工技术。施工质量

是一个集高层住宅楼、商铺、社区服务用房、地下车库、室

良好,各项技术指标均符合设计及规范要求,得到了业主、监

外休闲娱乐设施为一体的花园式住宅小区。项目建筑面积

理等单位的一致好评。先后组织过 4 次现场观摩会,该项目

69793 ㎡,最高 26 层,是我公司应用新型双肢马凳筋固定楼

获评南宁市建筑工程优质结构奖。

板负筋施工技术的第一个项目。实施后砼实体质量良好,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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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工程实例三
18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