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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卡新闻
拯救威尼斯 
在威尼斯建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防
洪系统 MOSE，该系统包括 78 个防
洪闸，如果存在洪水威胁，则切断
威尼湖与亚得里亚海的通道。 多卡
意大利分公司提供了 13,500 平方
米的楼板模板以及 15,500 平方米
的 Framax Xlife 胶板，以确保 18
个地基的快速施工进度。

亲爱的读者：
女士们、先生们，通过在
全球各大建筑工地半个多
世纪的实践，我们积累了
丰富的经验和专有技术，
形成了可为您提供突出竞
争优势的“知识库”。 我
们在全球的各大设计部
都能直接分享这些宝贵经
验，从而使您直接快速受
益。 对于特别重要的建筑
领域，我们拥有专门的技
术支持中心，为我们分公
司的设计部提供支持。 您
仅需联系最近的多卡分公
司。 无论您的项目有多么
复杂，我们都可以为您提
供最佳的建议以及世界一
流的模板技术支持。
本期Doka Xpress为您介绍
了很多工程实例。 例如，
在新加坡，台模提升系统
TLS 节省了漫长的塔吊时
间。 在首尔，安全防护屏
Xclimb 60 确保安全的楼
板组拼作业。 在东京，与
传统模板相比，钢框模板
Framax Xlife 节省了 80%
的人力；在中国，凭借多
卡的自动爬升技术，超级
塔以 4 天一周期爬升。

p 世界上最高的钟楼

p 进入快车道！

经过 8 年的建设，麦加的巨型建
筑“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发展基金
会”已经在近期完工。 该项目包括
7 座高层建筑物，其中渗渗泉大厦
为最高建筑，高为630米。 450多个
自动爬架是按时施工的标兵。

多卡匈牙利分公司为匈牙利提萨河
大桥提供了悬臂式挂篮。 多卡成功
完成该项目后，专门从事交通建筑
的匈牙利建筑集团Hídépítö再次向
多卡订购了两套悬臂式挂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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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标塔实现安全爬升

p 使用多卡爬升系统 SKE 浇

常州现代传媒中心由五座互相连接的建筑物组成，是
江苏省的超大型项目。 多卡中国分公司为 332 米高
的主塔提供了模板解决方案。

工程概况

245米高的主塔楼核心筒共58层，必
须现场浇注。 核心筒的施工进度对
整个项目起着只关重要的作用。 承
包商中建三局须在 48 个月内完成
5 座大楼的建筑。 为了确保在安全
作业条件下的快速周转，多卡中国
分公司为核心筒墙体提供了自动爬
升模板 SKE50 ，为核心筒内部的部
分墙体提供了爬升模板 MF240。 凭
借该模板解决方案，浇注节段周期
缩短至 4天，浇注高度提升到 4.15
米。
安全、快速、高效的爬升模板
28个自动爬升器 SKE50，井道提升
平台，爬架 MF240 和大约 1500 平
方米的大面积模板 Top 50，正在
施工现场使用。 SKE 系统因操作安
全，快速，高效脱颖而出。 因爬架
一直锚固在建筑结构上，所以确保
了每个施工阶段的最高安全。 全封

闭的施工平台非常宽敞，为施工人
员提供了足够的作业空间，并且可
通过无线遥控装置精确无误地控制
自动爬升作业。
多卡协助了 SKE 50 自动爬升模板和
大面积模板 Top 50 的现场安装，进
一步节省了时间。 此外，经验丰
富的多卡现场服务技术人员还指导
现场工作人员如何正确操作模板设
备。 这确保了顺利的组模和施工进
度。

筑 245 米高的核心筒。

施工地点 常州现代传媒
中心
位置 中国常州
客户 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
建筑高度 245 米
楼层数 58
施工期 48 个月
用途 广播电视塔、宾馆、
办公楼、传媒中心
应用的产品 爬升系统
SKE50 和 MF240 以及大面
积模板 Top 50

解决方案
该核心筒的浇注周期为4
天，在核心筒外围使用全
自动液压爬模系统 SKE50，
内部采用电梯井道提升平
台。 快速组模不受天气和
塔吊影响，从而为施工队
提供了巨大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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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移动台模和台模提升系统
TLS 在无需塔吊的情况下确保
了新加坡滨海湾金融中心的快
速楼板组拼。

工程概况
施工地点 滨海湾金融中
心，第 3 塔
位置 新加坡
要求 快速组拼47层楼板
模板，使用最少的塔吊时
间，确保最高的施工安全
性
应用的产品 Dokamatic台
模，台模提升系统TLS，防
护屏Xclimb60

解决方案
使用台模提升系统 TLS 将
Dokamatic 台模移动至下
一楼层，每个楼层最多可
以节省 131 次塔吊使用次
数。 自动爬升安全防护屏
Xclimb 60 将保护顶部四
个楼层施工区的安全。

Otaka Hiroyuki
鹿岛海外亚洲有
限公司副项目总
监

专家
多卡台模提升系统是
很出色的模板解决方
案。 有了该系统，
台模提升无需塔吊。因此
塔吊可以用于其他作业任
务。 有了台模提升系统，
每层楼爬升时间至少减少
1.5 天。 每 6-7 天爬升一
次。”

无需塔吊的快速楼板
组拼
Dokamatic 台模和台模提升系统 TLS 的组合将确保
新加坡滨海湾金融中心的快速施工进度。
在 230 米高的滨海湾金融中心第 3
塔的施工过程中，快速，低成本的
组拼模板是首要考虑的因素。该塔
的外壳须在 12 个月内完成施工。
为了浇筑现浇混凝土楼板，承包商

鹿岛集团和长成工程集团的合资企
业采用多卡快速低成本的模板解决
方案。 大面积移动台模预先安装随
时准备作业，从而确保快速安装作
业。 为了加快楼板组拼作业，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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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需按下按钮即可
实现台模提升

将提升平台 TLS 运输至
建设中的楼层。
将台模放置到提升平台。

塔吊使用压力，台模借助附加的驱
动装置上安装的移动台车环绕楼层
移动，并通过台模提升系统移到下
一楼层。
节省塔吊工时和人力
这些高性能重新定位解决方案的优
势不言而喻： 通常，施工队由五位
工人组成，使用移动小车后，现在
仅需要一位工人控制台模环绕楼层
移动。
对于滨海湾金融中心建筑构造，使
用多卡台模提升系统 TLS 将台模移
动至下一个楼层可以使每个楼层节
省 131 次塔吊使用次数 —— 这意
味着整个项目可以节省近 5000 次
塔吊使用次数。 只有重新定位 TLS
时才需要塔吊。 台模提升操作非常
高效和简单： 工人将台模从使用位

置移动至 TLS 平台。

从台模的下面将移动小
车 DF 推出。
通过提升平台将台模提
升至下一个楼层。

按下按钮即可将台模移动至下一个
楼层，这个过程仅需数秒钟。 在
上面的楼层中，另一名工人接管台
模，然后使用电动液压驱动的移动
小车将台模转移至新的使用位置。
通过该高性能模板和重新定位解决
方案，现场施工人员将施工周期缩
短至每层一天。
在任何高度都确保最高安全
为了创造安全的楼板组拼作业环
境，顶部四个楼层由全封闭的安全
防护屏 Xclimb 60 包围起来。 此
外，该防护屏通过液压爬升至顶
部，该过程无需塔吊。 与 TLS 配
合使用时，在该建筑工地，塔吊运
能可以减少至最低。

将台模运离平台。
将提升平台 TLS 运回
下面的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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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在哥达基线隧道的厄斯特
费尔德节段中，使用高性能、
全液压多卡隧道台车建造两个
Y 型分支结构。

复杂横截面的全液压
组装
在最短的施工周期内，多卡隧道台车浇筑了57千米长
的瑞士哥达基线隧道的两个Y型结构的内部壳体。

Beat
Blindenbacher,
AGN Strabag 项
目经理

专家
由于几何形状和物流
方面的限制，分支结
构的两条管道是该项
目中最困难的部分。 多卡
的专有工程技术和现场支
持为该项目的成功竣工发
挥了关键作用。”

第一个浇筑节段的横截面为 5.72
米宽× 7.92 米高，而最后一个浇
筑节段的的横截面为 17.65 米宽×
10.40 米高，横截面的显著变化是
Y 型支结构的关键设计特点。 该建
筑工程较大的一端位于前面，所以
对于 37 个连续的浇筑节段，包含
可租用系统组件的多卡隧道台车必
须逐步“裁减”。
台车每次都必须适应更新、更小的
横截面。 承包商 AGN Strabag 为该
项目规定较短的施工周期、直接组
模拆模和低成本的施工进度，所以
多卡隧道专家详细设计了全液压台
车，以满足该项目的要求，而可租
用的系统组件占总系统组件的 75%。
牢固无比，万无一失
顾名思义，多卡 SL-1 重型支撑系
统专门为重型负载而设计，可为隧
道顶部的两部分拱顶模板提供扭转

刚性支撑结构。 开始的横截面非常
宽，前 12 个浇筑节段的台车使用六
行支撑结构，以便为隧道中使用的
轨道车和其他现场交通建立入口。
台车经过 CE 认证，在所有工作面
和梯子上都有全封闭的平台，通过
防护围栏最大程度确保全体工作人
员的安全。 拱顶模板包括 Top50 模
板，由 144 个千斤顶承载。 模板
对结构宽度的变化必须简单可行，
因此组成两部分拱顶的大面积模板
组件通过强有力的液压千斤顶逐段
向内收缩。 然后拆除多余的模板部
分，精确封闭拱形模板。
周全的设计方案确保每个浇筑节段
都能快速顺利的施工。 在东部分支
的第 12 浇筑节段和西部分支的第
14 浇筑节段后，横截面椎体需要从
支撑结构中移除两行支柱，新的拱
顶模板将就位。

2011年4月

工程概况
施工地点 哥达基线隧道的
厄斯特费尔德节段
位置 瑞士
要求 具有高度适应能力的
隧道模板组装方案轻松应对
横截面的大幅度变化，并确
保了较短的施工周期。
应用的产品
重型支撑系统 SL-1，大面积模
板 Top 50

只需按下按钮
即可将 170 公吨重新定位
只需推下按钮，16 台高性能液压千
斤顶就可以全自动组装、拆卸、降

落和移动巨型台车的作业。 每次常
规操作把重达 170 多吨的支撑结构
和模板快速而准确地移动到下一个
浇筑节段。

解决方案
多卡隧道专家详细设计了
全液压台车，以满足该项
目的要求，而可租用的
系统组件占总系统组件的
75%。

t 只需推下按钮，高性能液压
千斤顶就可以全自动组装、拆
卸、降落和移动巨型台车的作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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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快速提升，无需塔吊。 轻
巧型液压动力柜将安全防护屏
提升到下一楼层。

工程概况
施工地点
全球设计中心
位置 韩国首尔
客户
Kwangyoung 建筑集团
建筑高度 59.2 米
楼层数
13 层
施工期
20 个月
用途 办公楼
应用的产品
安全防护屏 Xclimb 60

楼板的施工周期为
4 天
三星正在韩国首尔建造一座新的全球技术中心。
为了安全快速地组拼楼板，承包商 Kwangyoung 建筑
集团使用安全防护屏 Xclimb 60。
新大楼将进一步壮大三星总部，并
将所有技术专家汇集到同一办公
地点。 新办公楼包括两座大楼，
需要在短短的 20 个月内竣工。
虽然一号大楼正采用常规方法施
工，Kwangyoung
决定在二号大楼
上使用多卡的新产品安全防护屏
Xclimb 60。
选择 Xclimb 60 是为了保护楼板组
拼时施工人员的安全，并为在混凝
土楼板上的后张法施工提供安全宽
敞的平台。

从一开始就确保安全
多卡为世界上最高建筑迪拜塔开发
了 Xclimb 60。 建筑物的顶层完全
封闭，确保其内部任何作业绝对安
全，并不受任何气候的影响。 在三
星设计中心，63 个支架和大约 3400
平方米的安全防护屏正在使用中。
安全防护屏易于安装，因为所有平
台在到达现场前都经过预先组装。
由于在该系统在二号楼中使用，与
未安装安全防护屏之前相比，工人
们感觉更加安全，因此工作效率更

2011年4月

t 安全防护屏Xclimb为在混凝
土楼板上的后张法施工提供安
全宽敞的平台。

Kwangyoung建
筑集团项目经理
Soo-Chul Jung

专家
我非常高兴使用多卡
安全防护屏 Xclimb
60。它是完美的防护
系统，既保护了工人在楼
板上后张法作业过程中的
安全，也保护他们免受天
气的影响。”
高，现在能够按照 4 天施工周期浇
筑楼板。
建筑队获得的另一个优势是无需塔
吊，这样节省了提升安全防护屏的

时间。 轻型液压动力柜将该系统提
升至下一个浇筑步骤，由于整个装
置一直由结构引导，即使多风天气
也不会影响作业。

解决方案
为了加快楼板组拼作
业，并在楼板的后张法
作业中保护工人的安
全，Kwangyoung 建筑集团
选择了模块化的安全防护
屏 Xclimb 60。现在，3400
平方米的绝对安全和绝对
经济的系统正在该建筑物
中发挥作用。

t 建筑物的顶层完全封闭，确
保内部作业绝对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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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该高性能模板解决方案帮助
东京金町水处理厂节省了时间
和人力。

仅需少量劳动力即可
实现完美浇筑
由于日本建筑界的劳动力变得更加昂贵，许多建
筑公司正在寻求新的途径。
高性能的模板系统，例如钢框模板
Framax Xlife，可实现以更经济的
方式完成施工项目。
日本首批使用 Framax Xlife 的工
地之一是金町水处理厂。 这是东京
市区最大的水处理厂之一，从江户
川河引取水源，为大约250户用户提

供饮用水。 为了提高水处理厂的效
能，该处理厂正在扩建，并且正在
建设水臭氧处理的地下设施。 鹿岛
集团必须克服若干困难。 首先，在
狭窄的建筑空间中移动模板的空间
非常狭小。 其次，混凝土与饮用水
一直接触，要求混凝土表面非常光

2011年4月

滑，一些墙体和柱体采用对拉杆浇
筑。 此外，所有钢筋都必须覆盖至
少 8 厘米厚的混凝土以防止水渗
透，腐蚀钢部件。 另一个挑战是工
期紧，必须在 4 个月完成结构作
业。
分析了这些要求之后，多卡日
本分公司设计并提供了 750 平方
米的非常具有成本效益的钢框模
板 FramaxXlife。 首次安装模板
后，施工队对该新技术的质疑被打
消。 Framax Xlife 的高效和精确是
传统模板难以达到的。 此外，模板
的搬运也非常简单： 根据模数，模
板面板可以垂直和水平组合，当需
要时，仅需使用塔吊提升。 这样，

仅需很小规模的施工队就能实现更
快速的浇筑周期。
一次浇筑的单面墙体
为了浇筑无支撑墙体，多卡将
Framax Xlife 面板与支撑结构框架
Universal F 结合到一起。 这实现
了一次连续操作即可浇筑 5 米高的
墙体。 此外，模板的拆卸和重新组
装非常简单和快速，这是因为可以
把模板组装单元从一个位置运送到
另一个位置。 该解决方案也提高了
工地的安全性： 支撑结构框架安全
地转移混凝土作用力，浇筑平台用
于安全组模作业。 最终，包有塑料
层的面板Framax Xlife 浇筑出光滑
没有瑕疵的混凝土表面。

工程概况
施工地点 金町水处理厂
位置 日本，东京
客户 鹿岛合资公司
施工期 4 个月
要求 光滑的混凝土表面，
无对拉杆的墙体
应用的产品
钢框模板 Framax Xlife，
支撑结构框架

解决方案
750 平方米的 Framax Xlife
模板和 100 平方米的“支
撑结构框架”曾在该工地
中使用。 包有塑料层的面
板 Framax Xlife 浇筑出
光滑没有瑕疵的混凝土表
面，附加驱动装置加速了
单面模板的搬运。
t 单面模板拆卸非常简单，得

益于附加驱动装置。

11

12

Doka Xpress

简要概述
新闻、日期、媒体、奖项

 Fukasaka Komuten 参加决

赛。

 在 2010 年中国宝马展上，

多卡产品吸引了众多观众。

 获得欧洲结构工程领域安

全奖。

多卡荣获竹中奖
竹中集团是世界上最大的建筑公司
之一，为 200 多个建筑工地的承包
商提供参与此次竞赛的机会。 从中
挖掘能够更安全快速更简单施工的
施工单位。 由于多卡在建造欧力士
大厦时的出色表现，即“自动爬升
模板 SKE 50 plus”与传统建筑方
法相比实现了更快的浇筑周期和更
少的人力，多卡赢得了该奖项。
2010 年中国宝马展最具吸引力的
公司
2010 年 11 月 23-26 日宝马交易
展览会在中国上海举行。 多卡借此
机会向公众展示了其开创性的产品
和服务。 高性能系统的展示，例如
Framax Xlife、Frami Xlife 和
Staxo 100，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现代模板系统可以提高每个工地的
速度、安全性和生产力。 通过该机
会，多卡已经与众多建筑公司、承
包商、建筑师、顾问和模板工程行

业中的其他相关方建立联系。
多卡荣获安全奖
多卡凭借 Staxo 100 支撑塔架的高
安全性，在西班牙赢得了结构工程
领域的欧洲安全奖。 西班牙建筑技
术评审会为多卡颁发了“创新和研
发”奖，认可多卡在有效防止施工
事故方面做出的贡献。 创新的支撑
塔架 Staxo 100 的特点是极其安全
的组装和拆卸。 其简单的搬运有助
于减少人工费用，所以它可以为工
地节省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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