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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施工方案报审表

工程名称 机关临时来队家属楼 编号 00- 

致：（项目监理机构）

我方已完成 屋面金属板 工程施工组织设计 / （专项）施工方案的编制，请予以审

查。

附：

1、专项施工方案

施工项目经理部（盖章）

项目负责人（签字）

2014 年 月 日

审查意见：

专业监理工程师（签字）

年 月 日

审核意见：

项目监理机构（盖章）

总监理工程师（签字、加盖执业印章）

年 月 日

审批意见（仅对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专项方案） ：

建设单位（盖章）

建设单位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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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编制依据

1、《屋面工程质量验收规范》 GB50207—2012 

2、《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50205—2001 

3、施工图纸

二、 施工准备

1、 材料要求

（1）、品种规格：

1)、0.5MM 厚彩钢瓦；

2)、紧固件：主要有膨胀螺栓、铆钉、自攻螺钉、垫板、垫圈、

螺帽等板材与板材板材与骨架固定连接的各种设计和安装所需要的

连接件；

（2）、质量要求：

1)、屋面板进场后要对外观进行检查。其边缘应整齐、表面光

滑、色泽均匀；外形规则，不得有扭翘、脱膜和锈蚀等缺陷。必须有

出厂合格证及检测报告。

2)、檩型钢厚度、刚度必须符合设计要求。

3)、紧固件：膨胀螺栓、铆钉、自攻螺钉、垫板、垫圈、螺帽

等板材与板材板材与骨架固定连接的各种设计和安装所需要的连接

件必须是镀锌件，防止锈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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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机具

手动切机、电动锁边机、扳手、电焊机、手电钻、拉铆枪、云石锯、

钳子、胶锤、钢丝线、紧线器、钢丝绳及吊装设备。

3、作业条件

（1）、屋面板安装前，技术人员应仔熟悉生产制造商图纸，并针

对施工操作人员进行技术措施、施质量要求和成品保护认真交底。

（2）、压型屋面板及各种配件进场后， 要仔细核对其尺寸、 规格、

数量与安装图纸是否一致。

（3）、屋面钢结构己安装安毕，验收合格。

（4）、用于安装屋面板的脚手架搭设完毕。

三、 材料和质量要点

1、 材料的关键要求：

1)、金属板材和辅助材料的质量，是确保金属板材屋面质量

的关键，金属板材的材质及涂层厚度必须符合设计要求。涂层完

整与否直接影响压型钢板的使用寿命。施工前要对材料外观进行

检查，并对材料出厂质量证明书和相关检测报告进行认真审核。

2)、泛水板、屋脊盖沿、天沟板等配件的折弯宽度和折弯

高度是保证建筑物外观质量的重要指标，其造型将直接影响建筑

物的观感。

2、 技术关键要求：

提前做好屋面板材的排版布置图，对细部节点做法及不同

部位的紧固件的使用，施工前对操作人员做好技术交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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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质量关键要求：

金属彩钢板屋面安装前的紧固、保温、密封是三个关键要

素。施工时要对屋面板的关键部位：板材搭接、固定、檐沟安装、

屋脊盖沿等安装节点要进行周密布置，对连接紧固件的数量、间

距、连接质量进行重点检查。

4、 职业健康安全及环境关键要求

屋面安装要求采取齐全、有效的安全措施，严防高空坠落

物体打击事故的发生。对施工过程中金属板材及保温棉剩余的边

角料的处理要符合相关有害废弃物的处理规定。

四、 施工工艺

1、 工艺流程：

测量放线 -----内天沟吊装 -----屋面衬板吊装 ------檩条吊装、安装

-----屋面衬板安装 ------滑动支架安装 ------保温棉铺设 ------屋面面

板吊装、安装 ------外檐沟安装 -------屋脊盖沿、封檐压型钢板安装。

2、 操作工艺：

（1）、测量定位放线：

使用紧线器拉钢丝线测出屋面轴线控制线的数量和位置， 依据

以上基准线在每个柱间钢梁上弹出用于焊接檩托板的控制线。 并认真

校核主体结构偏差，确认对屋面 Z200檩条的安装有无影响。

（2）、内天沟安装：

1)、天沟安装时，首先铺设保温棉， 将保温棉带铝箔一面朝下，

铺设在双檩条间，然后天沟压在其上，正好卡在双檩条间，找正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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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自攻螺钉连接，保温棉连接用订书针，钉住铝箔。天沟板后一块压

住前一块，互相搭接，用定位孔定位后，相互搭接处用不锈钢焊条焊

接，天沟落水口等装完后， 用云石锯在相应位置开泄水口，后将水落

口斗焊于其上（搭接焊），落水斗下安装落水管。

2)、内天沟分段安装时，搭接要工整，顺直；排水通畅，无积

水。天沟纵向坡度不应小于 1％；天沟采用镀锌钢板制作时，应伸入

压型钢板的下面，其长度不应小于 100MM。

（3）、屋面衬板吊装：

确定吊装方法，常用的吊装方法有：逐件流水吊装、节间综合

吊装、扩大节间综合吊装。根据吊装方法安排吊装机械、吊装顺序、

机械位置和行驶路线，按柱间、同一坡向内、分次吊装，每次 6～7

块衬板。

（4）、檩条的吊装、安装：

无檩条安装时，首先按图将所需檩条运至安装位置下方， 檩条

使用吊装设备按柱间、同一坡向内、分次吊装。每次成捆吊至相应屋

面梁上，每捆 8～9 跟檩条，水平平移檩条至安装位置，檩条板与另

一根檩条采用套插螺栓连接； 屋面檩条安装， 施工人员用小锤将探出

头砸弯、固定。

（5）、屋面衬板安装：

衬板安装前，预先在板面上弹出铆钉的位置控制线及相邻衬板

相互搭接位置线。 压型板的横向搭接不小于一个波距， 纵向搭接不小

于 120mm。安装时 4～6人一组配合安装，使用自攻螺栓进行屋面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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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的固定。

（6）、滑动支架安装：

滑动支架按设计间距， 采用自攻螺栓与檩条连接， 位置必须准

确，固定牢固。

（7）、保温棉铺设：

保温棉顺着坡度方向依照排版图铺设， 相互间用钉书针； 保温

棉安装时，要填塞饱满，不留空隙。

（8）、屋面板吊装、安装：

1)、 依据屋面面板板型、制作卡模，采用垂直运输设备逐块吊

装。

2)、 铺设压型钢板屋面时相邻两块应顺年最大频率风向搭接，

可避免刮风时冷空气灌入室内。

3)、屋面板端部通过板上的与檩条预钻孔相配就位和排列。

4)、所有的板材在建筑长度上的位置和排列需保持 300mm 的模

数。

5)、压型板应采用带防水垫圈的镀锌自钻螺钉固定，固定点应设

在波峰上。所有外露的自钻螺钉，均应涂抹密封材料保护。

6)、 金属板材屋面与立面墙体及突出屋面结构等交接处，均应

做泛水处理。两板间应放置通长密封条；螺栓拧紧后，两板的搭接口

处应用密封材料封严。

7)、 铺设首张板：首先定位第一张板，根据排版图及相应的檩

条上的孔位定屋面板位置， 第一张板由山墙边靠近天沟处起装， 用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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筋销子调整孔位， 在靠近板内一排孔上打自攻螺钉， 在天沟边上安装

橡胶泡棉堵头， 上下四周均用密封胶带， 堵头用自攻螺钉与天沟及檩

条固定。

8)、 屋面板与檩条连接：相邻一张板边相应地压在第一张板边

上，在每个檩条相应的板材搭接处安装滑动支架， 支架与檩条用自攻

钉固定之后，支架勾住板边，后一张板压在其上。根据施工季节的不

同，板材与滑动支架连接的位置也要相应调整， 春秋季节可安放在滑

动支架的中间，夏冬季节可安装在滑动支架任何一侧边缘。

9)、 屋面板的搭接：屋面板长度方向的搭接均采用螺栓连接，

连接处压密封胶条及打密封胶，防止渗漏，其接缝咬合严密、顺直。

屋面板材连接接头置于檩条正上方， 相应两条板材长度方向的搭接缝

应错开一个檩条距离且均匀布置。 压型板与泛水板与突出屋面的墙体

搭接高度不应小于 300mm。安装应平直。

10)、 脊瓦（屋脊盖沿）、封檐压型钢板安装：屋脊盖沿下要塞

保温棉，两侧边屋面板在内侧用橡胶泡棉堵头堵住， 保温棉堵头用密

封胶带粘住，屋脊盖沿与屋面板连接用支件。

在安装屋檐饰边前，预制橡皮防水块应安装充满整个屋面板皱

褶空隙。脊瓦、封檐搭接要严密，顺直。

11)、屋面板锁边：屋面板间侧边的直立拼缝采用锁边机械锁边，

操作前，首先用手动咬边机咬半米左右长度， 然后把电动锁边机垫平

放置于锁完处，辊轮加紧锁紧处，开动锁边机，让其均匀往前锁边。

（9）外檐沟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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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首先安装预制成型的角部密封圈，以便与山墙饰边和排水天

沟轮廓相配。

2)、安装排水天沟之前，用预制成型的橡胶密封圈完全填满屋面

板皱褶下的空隙。

3)、安装排水沟之前，先将预制成型的墙面密封钢条安装在墙面

皱褶中。预制成型的墙面密封钢条可由 0.6mm镀锌钢板制成。

4)、檐沟安装时，压型钢板应伸入檐沟内，起长度不应小于

150mm。

五、质量标准

1、主控项目

（1）、金属板材及保温棉等辅助材料进场后。 其规格、品种、质量、

颜色、线条必须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方法：检查出厂质量证明书及 技术性能检测报告。

（2）、金属彩板安装的连接、保温、密封处理三个关键要素必须符

合设计要求，不得有渗漏现象。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和雨后或淋水检验。

（3）、压型金属板安装的主控项目：压型金属板、泛水板和屋脊盖

沿等固定可靠、牢固，防腐涂层和密封材料敷设完好，连接件数量、

间距应符合设计要求和国家现行钢结构及屋面施工规范有关标准规

定。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及尺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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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压型金属屋面面板应在支承构件上可靠搭接， 搭接长度应符

合设计要求，且不应小于下表所规定的数值。

检查数量：按搭接部位总长度抽查 10%，且不应少于 10m。

检验方法：观察和用尺量。

压型金属屋面面板应在支承构件上搭接长度

项目 搭接长度（ mm）

相邻两块压型金属板搭接 （截面高度≥ 70） 375 

相邻两块压型金属板搭接

（截面高度≤ 70）

屋面坡度＜ 1/10 250 

屋面坡度≥ 1/10 200 

屋面压型板与泛水的搭接 200 

压型钢板屋面的泛水板与

突出屋面的墙板搭接高度
300 

2、一般项目

（1）、金属板材屋面应安装平整， 顺直，固定方法正确，密封完整；

板面不应有施工残留物和污物。 不应有经处理的错钻孔洞。 排水坡度

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按面积抽查 10%，且不应小于 10m2。

检查方法：观察和尺量检查。

（2）、金属板材屋面的檐口线的下端应呈直线，泛水段应顺直、无

起伏现象。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１２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3）、压型金属板屋面安装的允许偏差应符合下表的规定。

检查数量：檐口与屋脊的平行度： 按长度抽查 10%，且不应少于 10m；

其他项目：每 20m长度应抽查一处，不应少于 2处。

检验方法：用拉线、吊线和钢尺检查。

压型金属板屋面安装的允许偏差

项目 允许偏差（ mm）

屋面

檐口与屋脊的平行度 12.0 

压型金属板波纹对屋脊的垂直度 L/800，且不应大于 25.0 

檐口相邻两块压型金属板端部错位 6.0 

压型金属板卷边板件最大波浪高 4.0 

注：L 为屋面半坡或半坡长度。

六、成品保护

（1）、金属彩板垂直、水平运输时，所应的卡具、架子车必须捆

绑棉丝，安放牢固。严禁拖滑彩色钢板。

（2）、在屋面面板上面必须及时清理杂物， 避免工具、配件坠地，

造成彩板漆膜损坏。

（3）、压型钢板的堆放场地应平坦、坚实，且便于排除地面水。

堆放时应分层，并且每隔 1～2m加放垫木。

七、安全环保措施

（1）施工人员操作时，必须穿胶鞋，防止滑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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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施工现场严禁吸烟。

（3）施工现场必须戴安全帽，高空作业必须戴安全带。

（4）合理安排施工工艺流程，避免高低空同时作业。

（5）屋面施工材料必须随时捆绑固定，做好防风工作。

（6）电动工具必须设漏电保护装置。

八、质量记录、注意事项

1、 质量记录

（1）金属板材的出厂合格证及检测报告。

（2）金属板材紧固件、檩条材质证明。

（3）焊条的品牌、型号及合格证。

（4）隐检记录、质量检验评定记录。

2、注意事项

（1）屋面板安装

1)、板与板连接接头处的螺栓拧紧力不能过大，防止螺栓被拧

断，使该处成为漏水点。

2)、屋面板水平、垂直方向的螺钉要保证在一条线上，并且螺

钉等距。

3)、在安装了几块屋面板后要用仪器检查屋面的平面度，以防

止屋面凹凸不平，出现波浪。

4)、在彩钢板与钢架梁发生冲突的部位要将采光板位置移动

（此点在设计期间要引起注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