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模板工程设计与施工专项方案编制指南 

（承插型盘扣式） 

 

         工程名称：                              

         文件编号：CSCEC5-FAZN-2（项目自拟编号） 

 

发布日期：             执行日期： 

 

插入项目效果图 



[工程名称]                                  模板工程设计与施工专项方案 

I 

目 录 

一、编制说明 ········································································· 1 

1.1 编制依据 ··································································· 1 

1.2 编制人员 ··································································· 1 

1.3 发放范围 ··································································· 1 

二、工程概况 ········································································· 2 

2.1 工程概况 ··································································· 2 

2.2 构件概况 ··································································· 2 

2.3 施工平面布置 ····························································· 3 

2.4 施工要求和技术保证条件··············································· 3 

2.5 分项工程重难点 ·························································· 4 

三、施工计划 ········································································· 5 

3.1 施工进度计划 ····························································· 5 

3.2 劳动力配置 ································································ 5 

3.3 主要材料配置计划 ······················································· 5 

3.4 机械设备配置计划 ······················································· 6 

四、施工管理及作业人员配备和分工 ··········································· 7 

4.1 施工管理人员 ····························································· 7 

4.2 专职安全管理人员 ······················································· 7 

4.3 特种作业人员 ····························································· 7 

4.4 其他作业人员 ····························································· 7 

五、施工工艺技术 ··································································· 8 

5.1 技术参数 ··································································· 8 

5.2 工艺流程 ································································· 14 

5.3 施工方法与操作要求 ·················································· 14 

5.4 操作要求 ································································· 16 

六、验收要求 ······································································· 18 



[工程名称]                                  模板工程设计与施工专项方案 

II 

6.1 验收标准 ································································· 18 

6.2 验收程序及人员 ························································ 19 

6.3 验收内容 ································································· 19 

七、施工保证措施 ································································· 21 

7.1 安全保证措施 ··························································· 21 

7.2 环境及职业健康管理保证措施······································· 21 

7.3 监测监控措施 ··························································· 21 

八、应急处置措施 ································································· 23 

8.1 目的 ······································································· 23 

8.2 应急组织机构及职责 ·················································· 23 

8.3 应急措施 ································································· 23 

九、计算书 ·········································································· 26 

9.1 计算原则 ································································· 26 

9.2 主要荷载取值 ··························································· 27 

十、 相关施工图纸 ································································ 28 



[工程名称]                                  模板工程设计与施工专项方案 

             1 

一、编制说明 

1.1 编制依据 

序号 类别 名 称（规范如有更新须作相应更改） 

1 

标准 

规范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4-2015 

2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50009-2012 

3 《钢管脚手架扣件》GB/15831-2006 

4 《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JGJ80-2016 

5 《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JGJ59-2011 

6 《建筑施工承插型盘扣式钢管支架安全技术规程》JGJ 231-2010 

7 《建筑施工脚手架安全技术统一标准》GB51210-2016 

8 …… 

9 

相关 

文件 

**工程施工合同文件 

10 **施工图纸、图纸会审、设计变更及交底记录等 

11 **工程施工组织设计 

12 中建五局现场施工红线管理规定 

13 …… 

14 

法律 

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国家主席令第 91 号） 

15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国家主席令第 70 号） 

16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393 号） 

17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办法（2018 住建部 37 号令） 

18 …… 

19 验算软件  PKPM 安全计算软件，品茗安全 V12.3 

1.2 编制人员 

序号 编制人 职务 编制时间 

1 张三 项目总工程师 2019.1.1 

2 …… …… …… 

1.3 发放范围 

序号 单位 部门 

1 公司/分公司 工程管理部、技术质量部、安全部 

2 项目部 工程部、技术部、质量部、安全部、合约部…… 

3 …… …… 

http://www.csres.com/detail/21384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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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程概况 

2.1 工程概况 

工程概况一览表 

项目 内容 

工程组成 由*层地下室、*栋高层组成，总建筑面积*m
2
 

单位工程 塔楼（*栋） 裙楼（*栋） 地下室（*栋） 

结构形式 框架—核心筒 框架 框架—剪力墙 

建筑总高度 99.9m 17.6m 12.5m 

总层数/标准层层数 地上*层、地下*层 地上*层、地下*层 地下*层 

标准层层高 3.9m 3.9m …… 

其他情况 …… …… …… 

…… …… …… …… 

2.2 构件概况 

**栋主要结构构件一览表 

说明：对构件进行分类并自行编号，计算选型构件应为同类型构件

中最大构件，墙、柱、梁、板构件计算选型数量分别不超过 4 个。 

构件

名称 

构件 

编号 

构件截

面形状 

计算及图纸选型构

件截面尺寸 

模架

高度 

同类构件截面尺寸 

（与计算选型同类型构件） 

墙 

墙 1 矩形 250mm 厚 3.0m 250mm 厚、200mm 厚；…… 

墙* …… …… …… …… 

…… …… …… …… …… 

柱 

柱 1 矩形 0.4×0.4m 3.0m 0.4×0.4m；…… 

柱* …… …… …… …… 

…… …… …… …… …… 

梁 

梁 1 矩形 350×800mm 2.2m 350×800mm；350×700mm；…… 

梁* …… …… …… …… 

…… …… …… …… …… 

板 

板 1 矩形 120mm 厚 2.9m 120mm、100mm 厚；…… 

板* …… …… …… …… 

…… …… …… …… …… 

**栋（或地下室）主要结构构件一览表 

构件

名称 

构件 

编号 

构件截面

形状 

计算及图纸选型构

件截面尺寸 

模架

高度 

同类构件截面尺寸 

（与计算选型同类型构件）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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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施工平面布置 

（根据项目策划及施工组织设计，列表或使用 CAD 图纸进行区段划

分。按照地下室后浇带、楼栋、劳务分区、塔吊布置、开发节奏及材料

周转等综合考虑。） 

根据后浇带和现场实际情况，地下室施工阶段共划为 5 个分区，施

工顺序为 1 区、2 区→3 区→5 区→4 区。 

 

图 3.3 地下室施工区域划分图（1区为主楼） 

地下室施工阶段配置 3 套水平模板和 1 套竖向模板。1 区（主楼）模

板在地下室施工完成后周转到地上部分，2区模板周转到 3 区，再周转到

4、5 区，最后周转到地上裙楼。主楼地上部分除利用地下室周转上来的

模板外，另配 1套新水平模板和 2套竖向模板。 

2.4 施工要求和技术保证条件 

（1）施工要求 

序号 现场准备 

1 划分好现场施工区域，将施工层的杂物清理干净…… 

2 
保护好工程轴线控制桩、控制点、半永久性水准点和坐标点，并组织技术人员对施工

区域情况进行检查、验收…… 

3 现场加工场地合理安排，各种材料、设备及构配件堆放场地均合理安排； 

4 
模板、木枋、架管等材料进场，按规格、大小堆放整齐，并标识；对模板进行加工制

作配置模板加工工具应完备…… 

5 临时供水、供电管线敷设及配电箱设置应全部到位并完成测试； 

6 施工机械设备的久违、调试等…… 

2区

4区

3区 1区

5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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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上道工序完成，并达到合格移交下道工序的条件…… 

8 …… 

（2）技术保证条件 

序号 技术准备 

1 
项目总工组织施工员、班组长熟悉图纸、会审纪要、设计变更、规范、标准、图集等

技术资料，所有相关会审纪要、设计变更必须按公司要求标注在施工图上…… 

2 
编制施工方案，按规定进行论证、审批；对管理人员进行模板技术交底，施工员对劳

务班组进行技术、质量、安全交底…… 

3 计量器具的送检和校正；  

4 轴线及墙柱定位线、支模架控制标高的复核； 

5 施工前提前熟悉图纸以及本方案，找出高支模区域，按方案要求进行不同的加固处理； 

6 钢管、扣件、木枋、模板等材料的合格验收； 

7 

模板加工前班组长应进行模板放样，经专业工长审核无误后方可进行加工。对各段墙

柱模板尺寸，应按模板规格配备一定数量的标准长度模板，再根据墙柱长度确定剩余长度

模板，半成品加工完成后清点数量核对模板尺寸。拼装前要对模板进行背面编号，以便周

转使用安装时能对号入座； 

8 …… 

2.5 分项工程重难点 

本工程重难点分析如下表（可无）。 

序号 重难点 分析 

1 
定型化承插型模

板支撑体系 
施工前需对杆件、配模进行深化，并在现场由专业工人进行安装。 

2 关键部位模板支设 
降板 50mm、350mm 位置吊模施工；梁下挂板施工；屋面设备基

础一次浇筑成型 

3 …… …… 



[工程名称]                                  模板工程设计与施工专项方案 

             5 

三、施工计划 

3.1 施工进度计划 

本工程施工进度计划如下： 

施工段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工期（天） 

A-1 区 2019年 1月 1日 2019年 1月 15日 15 

A-2 区 2019年 1月 10日 2019年 1月 25日 15 

…… …… …… …… 

B-1 区 2019年 1月 1日 2019年 1月 15日 15 

B-2 区 2019年 1月 10日 2019年 1月 25日 15 

…… …… …… …… 

1#楼 2019年 1月 10日 2019年 1月 20日 10 

…… …… …… …… 

3.2 劳动力配置 

根据施工安排，划分为*个木工班组，各阶段工种人数如下表所示： 

工种 
劳动力配置人数 

地下室阶段 主体结构阶段 …… 

木工 *** *** …… 

架子工 *** *** …… 

普工 *** *** …… 

电工 *** *** …… 

…… *** *** …… 

3.3 主要材料配置计划 

机械名称 型号 数量 进场说明 

覆膜竹胶板 915×1830×15(18)mm 厚 …… 

根据进度计划、分区分

段、周转情况对材料分批进

场数量、时间进行说明 

钢管（承插式） Ф48×3.2mm …… 

木枋 50×100mm …… 

矩形钢管（仅用于 5cm

高吊模） 

50×60mm …… 

可调底托、可调顶托 …… …… 

槽钢 …… …… 

高强对拉螺栓（含止水

螺杆）； 

Φ1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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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机械设备配置计划 

机械名称 型号 数量 进场说明 

塔吊 QTZ5513 *台 **时间由项目部配置到位 

圆盘锯 DJ-500 *台 **时间由劳务分包配置到位 

木工刨床  *台 **时间由劳务分包配置到位 

电动钻 Z512B-1Z4116 *台 **时间由劳务分包配置到位 

手提锯  *台 **时间由劳务分包配置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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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施工管理及作业人员配备和分工 

4.1 施工管理人员 

序号 姓名 岗位 小组职务 岗位职责（模板工程施工） 

1 张三 项目经理 组长 全面负责模板施工。 

2 李四 生产经理 副组长 
负责模板施工过程中的质量、安全，材料、人力等

资源的组织，参与模板支撑体系验收。 

3 *** 项目总工 副组长 
负责模板施工前方案编制，负责模板施工过程中的

安全技术交底，组织模板支撑体系验收。 

4 *** 技术员 组员 
参与模板施工前方案编制，参与模板施工过程中的

安全技术交底，参与模板支撑体系验收。 

5 *** 质量员 组员 *** 

6 *** 木工班长 组员 *** 

7 …… ……  …… 

4.2 专职安全管理人员 

序号 姓名 管理岗位 岗位职责 

1 张三 安全总监 *** 

2 李四 安全主管 *** 

3 *** 安全员 *** 

8 …… …… …… 

4.3 特种作业人员 

序号 工种 姓名 特种作业证证号 特种作业证有效期 

1 
架子工 

*** *** *** 

2 *** *** *** 

3 
电工 

*** *** *** 

4 *** *** *** 

…… …… …… …… …… 

4.4 其他作业人员 

工种 人数 工种 人数 

木工 *** 杂工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