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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安装手册为Floorpro组合上弦楼层桁架次梁提供基本的安装指导，不可替代当地的建筑规范，当地的建筑规范在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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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进行经济的安装

1.

现浇混凝土楼板

钢筋网片 

托杆®

角钢
连续的混凝土板与墙体连接
形成良好的隔音效果

Floorpro® 桁架及端承支座

复合木模板
(4’ x 8’ ) 

备注: 通过旋转托杆可以很容易
地将托杆从桁架上取下同
时，模板也可以很轻松地
拆除。

桁架上弦 “S”形部分埋入
混凝土40mm构成混凝土组
合结构  

下弦临时支承所用的搭接片

托杆通过旋转90度角锁固在上弦杆
间用以支撑复合模板（托杆的标准
间距不大于53cm）

把手

桁架上弦开洞以支承
可再利用的托杆

1250

便捷的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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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桁架结构分布到位

桁架应当成捆地吊装到墙体或梁上，根据设计
分别安装到位，标准的桁架间距为1250mm，1500
mm的桁架间距也是另外一种标准情况，根据你
的荷载情况来选择使用哪一种间距标准。

现浇混凝土

现浇混凝土的最小厚度为64mm，混凝土强度大
于210Kn/cm2，在隔墙的上方，现浇混凝土与墙
体形成良好的隔声体系。伸入混凝土的桁架上
弦在起到组合上弦结构的同时，也作为施工阶段
承担施工荷载的钢桁架受压上弦。

组合安装模式

如上图所示，一整跨的桁架可以在地面上安装
成为一个整体，侧向由托杆组合提供侧向约束，
然后整体吊装到位。

安装托杆®

托杆设计用来支撑模板和混凝土的重量，同时
还应当承受100kg/M2的施工活荷载。当
托杆通过旋转锁定在桁架的上弦杆上后，托杆
可以作为桁架的侧向连接构件，为桁架的侧向
稳定提供限制条件。

拆模

通常在混凝土浇筑后的第二天或者是混凝土
强度达到35Kn/cm2时，托杆便可以拆除。模板
在混凝土强度达到70Kn/cm2时也可拆除，通
常在混凝土浇筑后的第48个小时，模板便可
用在下一个施工工位上。模板和托杆的运输
都十分方便。

铺设钢筋网片

8*20英尺的钢筋网片可以很容易地铺设在Floorpro
的上弦杆上，同时，将上弦杆的顶端作为支座
钢筋网片在支座处自然弯曲形成负弯矩钢筋。
如非必要，不需要为钢筋网片提供任何附加的
垫块。

3. 安装复合模板

同时，复合模板和托杆共同作用，构成了刚性
的承台，为混凝土的施工提供了操作平台。
Floorpro系统使用4英尺*8英尺的复合模板
（厚度为3/8英寸，1/2英寸或3/4英寸），参
见第9页的安装详图 

1. 2.

防火吊顶

次龙骨采用钢丝与桁架的下弦连接，防火石膏
板或其他的吊顶办可以十分方便地与这些龙骨
相连从而形成美观而连续的吊顶。

桁架的下弦支撑

在桁架的下弦通常焊接3处搭接片用以连接额外
的托杆以限制下弦在混凝土施工过程中的平面
外变形。但除非在设计中特别指明，下弦的托杆
是不需要安装的，详情参照第8页的安装详图。

如何进行经济的安装

4. 5. 6.

7. 8. 9.

1220mm

下弦杆搭接片



对安装队伍的培训

取两根Floorpro桁架，并且间距1.25米摆放，取标准的托杆5-6根，让两名安装工人站在桁架之间，反复进行托杆
的拆装训练。这样的训练能够让你的工人充分地了解托杆的作用和拆装方法。

Floorpro的安装步骤可以被拆解为以下非常简单的六个步骤。

5

1. 安装钢桁架 2. 安装托杆

*

3. 检测桁架上弦的弯曲度

4. 铺设复合模板 5. 检查桁架与主梁的连接
（根据设计要求进行固定）

6. 铺设钢筋网片

Floorpro ® 桁架的俯视示意图

* 桁架安装好后，桁架的平面外平变形应当
小于或等于长度的千分之5。

6.1米

2.简介

这些简单的步骤构成了Floorpro钢桁架的安装流程，快捷的安装进度可以满足任何苛刻的施工进度要求。

注意: Floorpro桁架次梁安装后，侧向变形不大于千分之5。

工具

安装Floorpro需要的工具非常少，但你需要保证有足够的工具使用，以确保现场的每一个工人都在正常工作。

安装Floorpro大约需要下面的一些工具:

1. 橡胶锤用以调整桁架的支承点以确保桁架安装在正确的位置。

2. 电动园锯。
3. 在有必要的条件下，需要带滚轮的移动脚手架用以安装托杆。
4.  1.25米长的钢管用以调整桁架的间距。
5. 模板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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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运输，吊装和储存

运输

Floorpro ®桁架出厂后都标记有项目情况，打包成捆由大型平板车运输. 卸货时应当采用适当的设备。

所有运输到现场的材料都应该有货主或是安装公司进行清点，如发生错发或运输中发生损坏，请及时与Floorpro
的材料供应商联系。

备注: 桁架在加工过程中应当考虑起拱* (* 基于自重荷载的设计.):

吊装

如采用吊车进行装卸，吊索应当至少连接在3个吊点上，吊点应当布置在上弦，起吊过程中吊索无论如
何不可以碰到腹杆。

储存

桁架应当略高于地坪储存，不可以多层堆放

受到损坏的桁架

在桁架的装卸和安装过程中必须非常当心以避免桁架受到损坏, 必须注意，哪怕仅仅是一个桁架的损坏，也会造
成整个桁架体系的破坏，因此，在桁架安装过程中，受损的桁架不许得到修复或是直接更换。

如果桁架次梁发生了损坏，千万不可在现场自行修复，在修复之前必须得到Floorpro工程师的认可
和书面授权，Floorpro会向业主提供免费的解决方案。

跨度    起拱

10’ to 20’ 0” to 3/4”
20’ to 30’ 3/4” to 1 1/2”
30’ to 40’ 1 1/2” to 2”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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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杆® 运输

在每一个工程施工时，托杆会以捆为包装，运送到现场，在施工完毕时，托杆也应该认真地包装，以备下一次
使用。

桁架的铭牌

Floorpro ® 桁架的编号标记于端部支承角钢的侧面，这一标识为鉴别桁架提供了依据。

铭牌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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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间距

Floorpro ®桁架的准确间距为1.22米., 为了便于安装，我们统一尺寸为1.25米，在某种情况下，1.5米的桁架间距
也是可以做到的，但为了使本安装手册比较容易理解，在本手册中，所有的桁架间距统一为1.25米。

4个需要特别注意的重点

A. 上弦的方向: 在楼层系统的断面中，桁架上弦朝向同一个方向是非常重要的，正如你在图3中所见，模板的一头
顶在桁架的上弦一侧，另一头伸入桁架上弦的另一侧，以便今后模板更容易拆卸。在实际安装中，可以通过将
有标识的一头放在同一个端头来达到这一目的。如果桁架的安装不正确，模板的宽度相对于桁架的间距将太宽
或是太窄。

B. 特殊的桁架 在安装开始之前，确定桁架的安装方向是非常重要的，在一些特殊设计的桁架中，桁架上的
“高脚支承”、挂板及垂直腹杆都是具有方向性的，因此，在安装之前对安装详图进行仔细
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只需要对这个问题稍加重视，你就可以节省将安装错误的桁架重新拆
装所带来的损失。

图 #3

图 #4

工厂制作的高脚支承 (DS)

工厂制作的吊板 (HP)

集中力 (PL)
支承用垂直腹杆（在需要的情况下）
(由 Floorpro提供)

4.桁架的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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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第一根桁架:靠近主梁, 主框架的第一根桁架与主梁和主框架的间距必须仔细的测量，因为这个间距通常不是
标准的1.25米，测量应以桁架的中心线为准。

D. 端部支承:将桁架正确地安装在主框架或是钢梁上，桁架的两端支撑宽度应该相等。如无特殊注明在砖墙、金
属檩条或是木结构上的最小支承宽度为3-1/2英寸，在钢结构上的最小支承宽度是2-1/2英寸。支承
宽度不够将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在安装钢桁架的同时应当安装托杆，特别是在一些较长的桁架上
在下一根桁架安装之前，所有已安装的桁架必须正确地安装托杆。

图 #5

图 #6

砌体,
混凝土, 木结构,
或是 金属檩条

支承

3-1/2” 最小支承宽度

2 1/2” 最小支承宽度
3 1/2” 最小支承宽度



SRB - 标准托杆 ®

TRB 1 - 可拉伸托杆 ® 1

TRB 2 - 可拉伸托杆 ® 2

TRB 3 - 可拉伸托杆 ® 3

EFB 1 - 边缘支撑 1

10

5.托杆形式

1/2" 4'-11/4"

3"2'-9" 合拢
4'-4" 展开

1'-103/4" 合拢
3'-1" 展开

1/2" 1/2"

3'-01/2" 合拢
4'-9" 展开

1/2" 1/2"

1/2"

8" 8"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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桁架上弦杆的椭圆孔尺寸为 15.9x 63.5mm 间距为152mm. 第一跨靠近主框架的托杆安装在连接于主梁上的角钢上，
所有托杆的上边缘都应贴紧木模板。

间距

为了安全地进行混凝土的浇筑, 对于混凝土厚度为60mm-90mm的楼板而言，托杆的间距应为530mm，不论在
何种情况下，托杆的间距都不能大于710mm，因为托杆和木模板的承载能力有限，托杆超过安全间距将是十分
危险的。不正确的托杆间距在混凝土浇筑过程中将带来极大的结构安全隐患。在模板的端头部分，托杆与端头的
间距不应超过180mm，如果在该间距范围内无法设置托杆，应按照图7所示，在托杆间设置板条以支承端头模板。

在托杆间水平设置的板条

当 “L” 不超过570mm时, 模板可以用1/2” 或者 7/16” 的小托杆件来支撑，这样的小托杆件可以正好被安
装在桁架上弦杆的长圆孔中。                              见图 #8.

图#7

模板 EFB 小托杆

图#8

支承件

立柱

L

支承墙体

6.托杆的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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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凝土楼板

当混凝土楼板的厚度确定之后, 托杆的安装间距也随之确定。当混凝土的厚度较大，而且在桁架上增加
了吊板（HP）之后，对于1 0 - 1 5 c m的混凝土板厚，托杆间距不应当超过3 5 0 m m，而混凝土板厚超
过1 5 c m后，托杆间距不应当超过1 8 0 m m。

托杆交错放置

如果条件允许，托杆应当交错放置，这意味着在同一个长圆孔中只放置一根托杆，这样可使脱模的过程更为简便。
但对于桁架的下弦支撑及首根桁架的托杆没有这样的要求。

临时的上弦支撑

安装在桁架上弦长圆孔中的托杆，不仅构成支承模板的平台，同时，作为临时支撑，也起到稳定桁架的作用.在
第一根桁架上，托杆被安装在托杆角钢上，以提供坚实的锚点。如果在桁架的平行方向没有支承的墙体或结构
如图10所示，将首根桁架的上弦与坚实的锚固点拉接即可。

婚凝土楼板厚度                 托杆间距

64 - 102 mm 533 mm C/C

108 - 152 mm                            356 mm C/C

158 及以上                 178 mm C/C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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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2” x 4”

临时下弦支撑

在混凝土浇筑过程中为了给桁架提供更为有效的侧向支撑,在桁架的下弦需要临时连接一些托杆，这些托杆安装
在焊接在桁架下弦的搭接片上，当婚凝土浇筑完成之后，由于组合系统本身的结构整体性能很好，这样的临时托
杆便可以拆掉。这些临时托杆应当与坚实的墙体或是筑结构连接，如图9所示，可用2*4英寸的支承与墙体连接。

注意: 下弦临时支撑的安装必须保证桁架的垂直度，在第一根桁架的位置上，如果没有墙体或是主框架结构，则
可将临时支撑固定在楼板或是其他坚实的结构上。 

为避免在施工过程中，临时下弦支撑为桁架上弦造成侧向弯矩，上弦杆应当采用标准的1.25米托杆，如果
第一跨的间距不是标准的1.25米，从而必须采用可伸缩的托杆，那么，在托杆设置之后，应当在桁架下弦
设置实当长度的支撑，如图9所示，用2*4英寸的杆件切割成适当的长度。

注意: 被切割成适当宽度的模板也可以作为桁架的侧向支撑。

图 #10

2” x 4” 支撑与楼面连接

2” x 4”
支撑

2” x 4”
支撑

可伸缩托杆
标准托杆 标准托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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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木模板形式

桁架的标准间距 (1.25M) 是被设计为供 4’ x 8’ 标准模板使用的。模板厚度为10mm 或者12mm。当模板的厚度
为10mm时，模板的铺设不必贴紧，在端头有缝的位置可以用另外一块小模板遮蔽，而当模板厚度超过12mm时，
模板必须紧密相连，因为两块模板的厚度超过了上弦杆的范围，从而影响组合上弦与婚凝土的结合力。当模板的厚
度超过19mm时，在使用前必须通过设计的认可。

第一跨模板

第一跨的模板在安装时，必须注意不要让模板搁置在侧面的主梁或是砖墙上，否则在混凝土凝固之后，模板将无
法拆卸。见图11及图12 

在铺设模板之前，在模板上涂覆脱模剂将大大节省拆模所需要的人工，而且，也可以延长模板使用的寿命。

敬告

1. 在任何一块模板安装之前，必须确保桁架间所有的托杆已安装完毕，而且，任何一块模板下支撑的托杆不得
少于3个，见13页图。

2. 我们推荐使用整张的模板，如果小片的模板必须使用的话，务必确保这样的模板可以安全地承受人员的重量
及施工的荷载。

3. 成捆的模板及托杆务必堆放在主框架或是楼层板上，桁架的设计未考虑在施工中承受这样的荷载，任何不正确
的堆放方式都会为工程带来不可估计的严重安全后果。 .

图#11

图#12

标准托杆

托杆角钢

可伸缩托竿

托杆角钢

7.安装可拆卸的复合木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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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安装钢筋网片

8’ x 20’ 的焊接钢筋网片由于更容易施工，被推荐在我们的桁架系统中使用。

搭接

确保钢筋网片的边缘相互之间都有足够长度的搭接，在钢筋网片伸入混凝土支座处，为保证混凝土的强度，需
确保至少100mm的锚固长度。见图13，钢筋网片的搭接。

除非在安装图中特别注明，单层的钢筋网片就足以满足设计的需要。

楼层混凝土的钢筋施工务必根据最新版本的施工图进行。

钢筋网片在桁架的两侧将自然下垂形成下层钢筋，请不要故意踩踏桁架两侧的钢筋网片。

欧
本
楼
层
桁
架

欧
本
楼
层
桁
架

150mm

300mm

图 #13

钢筋网片

图 #14

钢筋网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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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搅拌

混凝土的最低强度为210kn/cm2. 混凝土中的最大骨料粒径不超过20mm.

浇捣

在混凝土浇筑时，注意混凝土的厚度，例如，在浇捣65mm厚混凝土时，注意混凝土表面超过桁架上弦顶端25mm
即可,你会注意到我们的桁架在制作时有一些小的反拱，在混凝土浇捣之后，这样的反拱即被混凝土的自重压平。

注意: 欧本楼层桁架的起拱如下表所示*:

*该数据与楼层恒载相关

坡度

实验证明，在混凝土浇筑时预留10-12mm的坡度，可以使今后的清扫更为容易，而过大的坡度则会造成不必要的
渗漏和尘土。

警告:

过大的坡度会减少混凝土的强度或者会造成混凝土表面的开裂。

食品企业

在特殊的食品加工企业使用欧本楼层桁架产品，需要参照国家相应的法规，以满足其卫生要求。

振捣

混凝土需要得到轻微的但是充分的振捣，以确保：

1. 桁架的上弦与混凝土充分结合（将振捣棒轻轻接触上弦便可达到这一要求），这一点对于确保结构体系的承
载能力有非常大的意义。

2. 消除混凝土的“蜂窝麻面”

3. 另钢筋网片之下有足够的保护层。

施工缝

当楼层混凝土浇筑时，在工作量较大时，不需要一次性将混凝土浇捣完毕，可在两榀桁架的中部留出混凝
土的施工缝。但无论何种情况，施工缝与桁架的间距不得小于160mm.

长度                         起拱

 3-6M                                       0-2mm
6-9M                                        2-4mm
9-12M                                      4-5mm

9.现浇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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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施工中的安全措施

在混凝土浇筑之前，以下的5条安全防护措施应当得到实施：

1. 在混凝土浇筑前检查所有的桁架及托杆是仍保留在正确的位置。

2. 按照前文提及的方法，当混凝土的厚度超过90mm时，减小托杆的间距。

3. 在混凝土浇筑之前，检查所有的模板是否正确设置，搭接及拼缝是否符合要求，并且确保桁架的上弦没有被
其他材料所覆盖。

4. 在混凝土浇筑过程中，必须注意不要在桁架系统上施加超过设计能力的施工荷载，否则，桁架的安全性将无法
得到保障。注意不要让混凝土的厚度超过设计要求，并且不要让太重的斗车在施工面上直接压过。

5. 托杆的设计未考虑斗车的荷载，因此，施工便道必须设置在桁架的上弦，可以使用50*300的木板垂直于桁架
搭设施工便道。

图  #15

50*300木板（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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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混凝土早期强度达到35kn/cm2，模板和托杆就可以拆除，当混凝土的早期强度达到70kn/cm2时，混凝土的表面
可以实施一些操作，但仍须注意不要在混凝土表面施加过大的荷载。

在拆模时不要将模板直接仍到地上，这会严重地损坏模板的边缘，使模板无法进行循环使用。

也不要将托杆直接扔向地面，在损坏托杆的同时，也会损坏混凝土的表面。

将拆下来的托杆方回到架子上，并将架子放置在交通便利的地方。

图 #16

10.拆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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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在未得到欧本公司工程技术人员书面认定的情况下，请不要擅自对桁架进行任何改动。 

B. 同样的，如果工程必须作出变更，在得到欧本公司认可后，请向欧本公司索要最新版本的变更设计及施工
图，并将早期的图纸收回，以避免造成施工的误读。

C. 在楼层系统施工的任何步骤中，千万不要在桁架上堆放过重的物品 （例如砖块，沙，水泥，刚筋等）

图 17

11.重要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