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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现 浇 钢 筋 混凝 土 空 心楼 盖 的设 计 与施 工 

南 昕 容 

(临汾市建筑勘察设计院，山西 临汾 041000) 

摘 要：对现浇钢筋混凝土空心楼盖的设计原理及技术特点进行了阐述，并结合相关规范，详细列举了设计和施工过程中现浇钢 

筋混凝土空心楼盖的具体技术措施和优缺点等，为空心楼盖在同类工程中的应用和推广提供了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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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人们对现代建筑层高、自重、大空间、自由间隔等要求的 

提出，科研人员不断提出各种各样的新型结构体系。现浇钢筋混 

凝土空心楼盖作为一种较新型的现浇楼盖结构体系，是我国建筑 

新材料领域的一项创新，在实际工程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其性 

能价格比较优越，具有很大的社会经济价值。 

1 现浇钢筋混凝土空心楼盖的设计原理及特点 

1)现浇钢筋混凝土空心楼盖是在预制空心楼板和现浇钢筋混 

凝土无梁楼盖的基础上，克服了传统楼盖体系的不足，由与楼板 

同高的实心明、暗肋梁和空心楼板组成。其设计原理类似于密肋 

梁的设计原理。该楼盖结构具有强度较高、抗震性能较好、吸水 

率略低、不易燃、安装施工快捷等优点。 

2)因为节省了混凝土用量，所以自重比较轻。广泛应用于各 

种跨度和荷载的建筑，尤其适用于大跨度和大荷载、大空间的多 

层和高层工业及民用建筑。 

3)空心楼盖体系相当于一块厚的双向板，整体刚度较大，变 

形很小 ，抗震性能好。小隔墙下面无需设现浇梁，非常利于房间的 

3)由以上计算图表可以得出以下结论：a．计算抗剪承载力远 

远小于产品手册抗剪承载力(详见下段产品手册参数分析)；b．计 

算抗剪承载力随植入深度增长缓慢(此条由计算公式也可看出)， 

故不能简单靠增加植入深度来提高抗剪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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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梁上化学锚栓锚入深度一抗剪承载力 

2 产品手册参数分析 

化学锚栓自身抗剪能力(根据某进口品牌厂商的产品手册) 

见表 l。 

表 1 化学锚栓自身抗剪能力 

r 类型 f锚入深度f钢材 f破坏剪力／kNf设计剪力／kN 备注 

高强化学锚栓M24l 210 l 5．8级l 110．1 I 64．6 最大边距、间距 
【定型化学锚栓M24l 220 l 8．8级l 149．2 I 119．4 最大边距、间距 

5．8级化学锚栓抗剪强度为 180 MPa，8．8级化学锚栓抗剪强 

度为290 MPa，其设计剪力之比119．4／64．6=1．84，其设计抗剪强 

度之比为290／180=1．61，可见其设计剪力的提高，主要因素在于 

其钢材强度的提高。 

由此可见 ，定型化学锚栓的自身抗剪能力之所以大于高强化 

学锚栓，是因为其采用的钢材是高强度钢材，而在混凝土结构中， 

锚栓抗剪承载力的决定因素是混凝土基材抗剪承载力，采用 

HRB300钢筋甚至都可以满足要求，采用 8．8级钢材完全没有必 

要，将产生较大的浪费。 

3 《钢筋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中关于钢筋抗剪的计算 

说明：《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中的9．7条预埋件进行抗剪计 

算时，采用HRB300钢筋也可，而《混凝土结构加固设计规范》中 

对钢筋抗剪及高强化学锚栓抗剪并无交代。钢筋以及高强化学 

锚栓应该可以使用在后锚固的抗剪工况下(受剪和受压直锚筋的 

锚固长度不应小于 15d)。 

4 结语 

1)《加固规范》中的锚栓计算仅针对素混凝土；在钢筋混凝土 

结构中植入锚栓时其适用性存疑；2)《加固规范》中，锚栓计算方 

法在植入到梁上和植入到柱上的计算方法应不同；3)《混凝土规》 

中，钢筋可受剪，那么在钢筋混凝土中，普通锚栓或锚杆也应该可 

以受剪，其锚固深度建议参照《混凝土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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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分隔，更适合于大开问功能的布置，减少 了分割现浇楼板次 

梁的设置，空间宽敞，楼板平整，可以减少部分吊顶的装潢费用， 

并且方便管道的布置和安装。 

4)可降低结构梁高约0．3 m～0．7 m，相应降低了建筑层高，从 

而减少了各种配套设施的费用，进一步降低了工程的总体造价。 

5)因为空心楼盖基本上都是暗梁，大平板模板，施工相对简 

便，速度较快，减少了梁的模板支撑的施工工序，降低了模板的损 

耗，在这方面缩短了一些施工工期，也相应地降低了施工成本。 

6)楼盖的填充体材料轻质隔热，提高了隔声保温效果，在降 

低噪声、节能等方面效果十分明显。 

2 现浇钢筋混凝土空心楼盖在实际工程应用中的技术 

概况 

1)根据结构软件分析的结果，空心楼盖的受力特点与普通双 

向板平板楼盖相似，仍为双向受弯结构，适合承受面荷载，而不宜 

抵抗较大集中荷载。根据 JGJ／T 268-2012现浇混凝土空心楼盖 

技术规程(以下简称《技术规程》)中4．1．4条直接承受较大集中 

静力荷载的楼板区域，不宜布置填充体；直接承受较大集 中动力 

荷载的楼板区域，不应采用空心楼板。楼板的空心截面不利于承 

受比较大的集中荷载。在承受较大的集中荷载部位，宜采用实心 

楼板。 

2)《建筑抗震设计规范》规定，板柱结构体系的最大高度不能 

超过40 m且应设剪力墙。因此，在大于40 m的高层建筑中，使用 

现浇空心无梁楼盖仅限于跨内，框架梁应设计成普通框架梁。 

3)现浇混凝土空心楼盖的适用跨度为 7 m一25 m，跨高比一 

般为 30—45。现浇混凝土空心楼板上、下翼缘的厚度宜为板厚的 

1／8～1／4，且不宜小于50／Bin，以确保上下层楼板钢筋的保护层厚度。 

4)现浇混凝土空心楼盖不能作为种植屋面的楼板结构。根 

据 JGJ 155-2007种植屋面工程技术规程 5．1．7条花园式屋面种植 

的布置应与屋面结构相适应；乔木类植物和亭台，水池，假山等荷 

载较大的设施，应设在承重墙或柱的位置。出于安全考虑，不应 

设置在受弯构件梁，板上面。《种植屋面工程技术规程》5．4．2 

条，地下建筑顶板现浇钢筋混凝土结构层宜采用防水混凝土，其 

厚度不应小于250 mm，可作为一道防水设防。空心楼板的面层混 

凝土厚度一般不大于 120 mm，不能满足作为种植屋面防水结构 

层厚度 250 mm的要求。关于空心楼盖在种植屋面防水方面的应 

用，还需要在理论和工程实际中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5)现浇混凝土空心楼盖不能作为高层建筑上部结构嵌固部 

位的地下室楼层的顶板。根据 JGJ 3-2010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 

技术规程中3．6．3条的规定：地下室楼层的顶楼盖如果作为上部 

结构嵌固部位的，必须采用现浇钢筋混凝土梁板结构，楼板厚度 

要求不小于180 mm，并应采用双层双向配筋。但是空心楼盖显然 

不能够满足该条规范的要求。 

6)市面上出售的预埋内模产品强度一般不够高。规范规定： 

施工中应采取措施防止损坏填充体，如上层板面钢筋在安装之前 

已经破损的填充体必须替换掉，在楼板面钢筋安装之后有损坏的 

填充体，必须采取修补或者封堵等措施，以防止混凝土漏入内模 

空腔内。空心内模的质量还需要进一步提高。在施工过程中，由 

于空心内模的破损，造成混凝土在浇筑时灌入了内部空腔，楼盖 

的自重也增加了，造成混凝土的实际用量超过了理论计算量约 

20％；另外，填充体的尺寸理论值和实测值有差别，最高能达到 

20％ ，这部分误差在实际施工中只能用混凝土来弥补 ，这样必然 

造成楼盖混凝土的用量增加 ，预算难以考虑进去。 

7)建造成本有所增加。空心内模的进场价较高，空心楼盖增 

加了很多的纵横向的暗梁，由此增加的纵筋和箍筋，与实心平板 

相比，它的含钢量高出约 10％。 

8)空心楼盖的施工工序有所增加。施工工艺流程如下：测量 

放线一安装平板模一放暗框架扁梁及填充构件位置线一绑扎框 

架宽扁梁及底板的钢筋一绑扎肋梁钢筋，安放填充构件一绑扎板 

面筋。填充体的安装顺序为：先放置与底板同厚度的混凝土垫 

块，然后放置填充体，再进行抗浮筋的安装。浇筑混凝土时要求 

分两次进行，以确保浇筑和振捣的质量，第一次浇筑的高度不宜 

超过楼盖厚的3／5，振捣密实后再进行第二次浇筑振捣。每个填 

充体四周的混凝土宜用振捣器在其周边进行四点振捣，这样才能 

使下部的混凝土密实；并且在下部混凝土初凝前必须紧接着进行 

上部混凝土的浇筑，这样可以减少填充体上部一次堆载过多的混 

凝土而破损的几率。由于下层楼板较薄，暗梁也较窄，只能使用 

小功率的平板振捣器进行振捣 ，才能避免不振破填充体，确保底 

板混凝土的浇筑质量。 

9)填充体在运输和堆放时应轻装轻卸，严禁甩扔，运输中应 

捆紧绑牢。填充体安装和混凝土浇筑过程中，宜铺设架空施工通 

道，禁止将施工机具和材料直接放置在填充体上，施工操作人员 

不得直接在填充体上踩踏。 

3 结语 

目前对现浇钢筋混凝土无梁楼盖的研究，从试验上和理论上 

都还不是很充分。当前社会上的设计计算方法还良莠不齐，且各 

部位构件尺寸的范围还不是很明确。所以对现浇钢筋混凝土无 

梁楼盖的空间受力性能的分析计算和各部位的构件经济、合理的 

构造的研究方面，还需要工程技术人员做艰辛的工作，进一步为 

空心楼盖在工程中的应用和推广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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