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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a 台面系统是一个高辛烷值、高性
能、工程化、模块化的面板支撑系统。

Tabla 台面比传统支撑系统提供更大的
架设、拆卸及财务满意度。这源自系统的刚
性面板结构，增强了操作性。锐意磨砺的 
Tabla 支柱具有集成的活动头，让您操控自
如，并确保安装可靠和拆卸容易，同时不影
响后支撑。这些优点造就了高生产率。

简介

Tabla 台面系统  
面板与支柱具有自动风锁，使得作业安

全，即使没有撑条，其刚性连锁系统也能防
止在架设过程中倾翻。系统在设计上可经受
近乎飓风的风力负荷。
 标准的 Tabla 台面系统是独一无二的，
从作业楼层架设，高度可达16' 6"/5030。 
Tabla 台面可容纳活动带、活动头，且其设
计也考虑了所有干扰。

*支柱评级，高度为11'6"/3505 

 在 4'x8'/2400x1200 网
格中，Tabla 台面可支持 
14"/355* 的混凝土（包括动
负荷），安全系数为 3 : l。 
 在 6'x4'/1800x1200 
网格中，Tabla 台面可支持 
22"/558* 的混凝土（包括动
负荷），安全系数为 3 : l。

 在 4'x4'/1200x1200的
网格中，Tabla 台面可支持 
34"/863* 的混凝土（包括动
负荷），安全系数为 3 : l。

左图和上图所示的正在架设的 Tabla 台面系统的简单性
是其速度与安全的关键。

 本手册将向您展示我们的台面系统的
简单性，以及架设过程中所需的极少组件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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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开始设计 Tabla 台面系统时，安全是第一个、也是最重要
的标准。对我们信任有加的工人，他们的安康关系重大。我们对
这些工人承诺，即使是有经济压力，我们也绝不在现场条件下使
用安全系数低于 3:1 的设备。

另一个决定性因素是创造世界上最为经济的系统。几千个小
时的设计及试验使之成为现实。终端操作不但简易，而且安全。
目前我们有超过两百万平方英尺，或180000平方米的 Tabla 台
面在操作之中，在北美和欧洲已浇筑了超过两亿平方英尺，或一
千八百万平方米的混凝土层。

我们的客户一致地能以超过每人每小时 300 平方英尺（或 
28 平方米）的速度架设高达 12'/3658（板厚 14"/356），以
及高达 11'/3353（板厚 16"/406）的 Tabla 面板和支柱，包括后
支撑及再支撑。此外，还可以在不到两天的固化时间内，以超过
每人每小时 600 平方英尺（或 56 平方米）的速度拆除面板，大
幅削减了人手。

我们承诺一如既往地忠实改进 Tabla 台面，保证我们的系统
始终是快捷、安全、高效的。在拉斯维加斯 2007 世界混凝土大
会上，我们推出了第二代 Tabla 台面系统，同时对我们新的速放
式再支撑及世界首个可拆卸（KD）面板进行了初步介绍。

未来另一项发布将是一种铝支柱，高度可达 22'/6706，最
重要的是，它可以即时调节。这将消除目前市场上普遍使用的螺
栓。

在 Tabla 工程部还有更多创意和设计在蕴醸中，所以请您晰
目以待。但是首先，我要向您介绍 Tabla 台面系统。

简介 

有了 Tabla, 未来就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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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a 发明者及创始人 
Paul A. Gillespie

Tabla 台面系统是工程化、模块化的面
板支撑系统，比传统支撑系统在架设和拆卸
上更加快捷，直接提高财务回报。

Tabla 面板的刚性构造增强其操作性及
耐用性。Tabla 支柱具有集成的活动头，可
保证组装可靠，从下层拆卸容易，同时不
影响后支撑。

面板及支柱的自动风锁设计可防止架设
时倾翻。Tabla 台面系统曾经抵受疾风荷载
而屹立不倒。

Tabla 装卸工具（aDT）的内杆有孔，
可纳入锁定销以进行调整。

aDT 的球柄可插入面板内部支柱的孔
里。插入工具后，将面板旋转（抬升）至水
平位置，支持着面板直到装上支柱。

要组装并架设Tabla台
面系统，只需要三种基
本组件：
 1 Tabla 支柱
 2 Tabla 面板 
 3 Tabla ADT
  （装卸工具）



ADT 工具 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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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a 系统：安全、快捷、高效 

标准的 Tabla 台面系统设计独特，可从
施工楼层架设至12'/3658的高度。利用支柱
延长件，台面系统可架设至16'/4877的高
度。对于更高的楼层，参见第 24 页的 Tabla 
Pioneer 系统。Tabla 台面系统可容纳活动带
和活动头，其设计也考虑了所有干扰。

Tabla支柱具有集成的活动头，确保架
设及拆卸方便，而不影响后支撑。Tabla 支
柱具有两种尺寸：10'-0"/3280 mm 和 12'-
0"/3936 mm。另外，还有支柱延长件，与 

第 1 步 
将面板挂到支柱上。

第 2 步 
将面板旋转（抬升）至水平
位置，并用 ADT 支撑。

第 3 步
然后将支柱插入到位，锁定
到面板中并支撑着面板。

重复步骤 1，2，3，继续架设。

面板 

要获得最佳性能和详细信息，请彻底阅
读本手册。

下面是从施工楼层安全架设 Tabla 台面系
统的三个简单步骤*。

关于损坏组件的更换，请联系 Tabla。总
要使用原装 Tabla 台面组件； 切勿使用
替代品。

Tabla支柱结合，即可以额外延长 4'-6"/1476 
mm。我们的支柱具有编号的调节孔，以及一
个全新的速放式再支撑基座。

Tabla 面板具有设计独特的 Tabla 紧固
件，可拆卸（KD）以便于远洋运输。这也
使得合资格人员更换损坏组件更快捷方便。
新的设计将能与现有Tabla 台面组件一起使
用。此外，Tabla 面板表面具有粉沫涂层和
颜色标示，可快速识别面板的边轨及端轨，
只需在架设时匹配颜色就行。

* Tabla 建议至少由两名操作工进行组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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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a 台面系统的步骤 

架设

架设 Tabla 台面时的建模工作组最少两
人一组*。图示的组装过程可在工地任何
作业地面进行（即：在立柱处，机车车
位中间等等。） 

第 1 步
延长支柱至所需的工
作高度，插入速放式
锁定销。

第 2 步
把 1 个撑闸和两个
支柱组装起来，准
备架设一个L状塔。
利用附属的楔子，
将闸撑插入并锁定
到支柱上。

第 3 步 
以第 2 步中同样的方
式，把第二个闸撑以 
90°连接到其中一
个支柱上。

第 4 步 
斜向抓起 Tabla 
总成，直到竖起，准
备将第三个支柱安装
到撑闸的活动端。

第 5 步 
摆正L型塔使每个角
成直角（3个支柱及
两个闸撑）。

第 6 步 
将面板吊在两个支
柱上，确保面板腿
牢牢固定于 Tabla 
头总成的杯型凹槽
中。旋转面板，以
便让 ADT 插入，继
续向上旋转。

利用闸撑进行系统组装*

* 建议两人一组进行系统组装。

插图显示 ADT 已插入
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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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步 
当 ADT 已插入面板
（第 6 步），旋转面
板至水平位置，并撑
住面板，直至装上第
四个支柱。

第 8 步 
将第四个支柱放在面
板角的插孔下，并将
面板嵌入支柱头。

第 10 步
当 ADT 已插入面板
（第 6 步），且面
板已旋转至水平位
置时，利用 ADT 暂
时支撑住面板，直
至安装完接下来的
两个支柱。

总体来讲，所有结构都需要横向撑条或横
向支撑。Tabla 台面系统也一样。随着施工
进展，Tabla 台面在荷载作用下及加载前，
通过牢固地抵住建筑结构组件、墙体、立
柱、核心部分、楼梯井等而取得其横向稳
定性。Tabla台面用户也可使用墙托、墙梁

及闸撑。架设人员必须了解在浇灌混凝土之
前将台面系统牢固地抵住建筑结构，这和架
设阶段需要确保系统横向固定不同，这点非
常重要。流程如果正确，Tabla 台面在架设
过程中无需支撑。

撑条与抵柱

有时还需要对角剪力撑，
参见图纸。

长尾作业支撑细部

抵柱（典型例子） 

长尾作业也需要撑条（参考布局图纸）。

竖直定义
（从任一方向）

Tabla 支柱水平 

最大3/4" 
（Tabla 支柱完全伸展时） 

第 9 步 
悬挂下一快面板，如
第 6 步所示，并旋转
至水平。

理论上的 
竖直 



6

Tabla台面系统的步骤 

拆卸 

第 1 步
浇筑位置。

第 5 步
利用 ADT 拉下面板（两端）。
如有必要，可利用轮齿及拆卸棒打破黏
结。

第 6 步
面板脱离，找平，然后啮合所有四个凹
槽。

第 7 步
推高面板尾部。将面板向前滑至凹槽，脱
离后面凹槽。

第 8 步
让足齿留在啮合凹槽内。放下（铰接）面
板。

第 9 步
面板准备好可以拆卸。

面板拆卸

Tabla 面板的拆卸
速 度 高 达 每 人 每
小时600 sqft /56 
m2。

当 混 凝 土 硬 度 达
到 2000 psi时，面
板 几 乎 总 可 以 被
拆除。

一旦浇筑凝结，面板就可拆除以便再利
用，而不会影响到支撑柱。

第 2 步
让ADT进入位置，以松开面板支撑机构。

第 3 步
接合ADT。

第 4 步
面板支撑机构解除锁定并脱离面板。

支撑槽 
与支撑盘 

负荷支撑扳手 
锥形座 锥形座 

负荷支撑扳手 
保险锁 
弹簧 

ADT进入位置 

弹簧受压缩 

保险锁撤回 

ADT 接合 

ADT 杠杆作用 

面板松开 

落下3"/ 7¾ 

支柱头下降 

降低负荷支撑扳手 

落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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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a拆卸棒是多用途工具，可用于释放面
板表面与平板底部之间的表面张力（参见图 

1将棒插入面板角的凹槽内。

2 旋转拆卸棒，释放表面张力。

3 将拆卸棒的钩子插入支柱套环。旋转套环
以升降支柱。

拆卸棒

拆卸棒 
1 和 2），拆卸棒也可用作支柱套环上的“作
弊用棒”。（参见图 3） 

惯性拆卸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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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a台面系统的步骤 

支撑，后支撑及再支撑 

第 1 步
从楼板架设 Tabla 台面系统

第 1 层/ 
斜坡上的平板 

第 2 步 
支撑完毕，浇筑第二层。

第 1 层/ 
斜坡上的平板 

第 2 层 

第 3 步 
一旦混凝土硬度达到2000 psi，就拆除 Tabla 
面板。让Tabla 支柱留在原位。

第 1 层/ 
斜坡上的平板 

第 2 层 

第 4 步 
用额外的支柱架设第三层。
让 Tabla 后支柱留在原位。

第 1 层/ 
斜坡上的平板 

第 2 层 

第 3 层 

第 6 步 
一旦混凝土硬度达到 2000 psi, 就从第三
层下拆除 Tabla  面板。让Tabla 支柱留在
原位。

第 5 步 
第三层支撑完毕，浇筑第三层。

第 1 层/ 
斜坡上的平板 

第 2 层 

第 3 层 

第 1 层/ 
斜坡上的平板 

第 3 层 

第 8 步 
敲击支柱套环上方的速放机制，将最底层
的支柱从后支撑转变为再支撑。
按现场工程师的要求，释放该部分的
负荷。
让楼层承载自身重量，然后松脱支柱。

第 7 步 
用额外支柱架设第四层。

第 9 步 
第四层支撑完毕，浇筑第四层。

第 1 层/ 
斜坡上的平板 

第 2 层 

第 3 层 

第 4 层 

第 1 层/ 
斜坡上的平板 

第 2 层 

第 3 层 

第 4 层 

第 2 层 

典型多层施工流程 

松开 



准备敲击。松开保险夹。 用锤敲击。 释放后的位置。

第 11 步
拆除支撑第二层的支柱，回收用于第四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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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步 
一旦混凝土达到2000 psi, 从第四层下面拆除 Tabla 面板，
让Tabla 支柱留在原位。

第 1 层/ 
斜坡上的平板 

第 2 层 

第 3 层 

第 4 层 

第 1 层/ 
斜坡上的平板 

第 2 层 

第 3 层 

第 4 层 

第 5 层 

PB 塑料阀

支柱头中的阀对于防止支柱在速放机制启
动后倾翻是很重要的。塑料阀随支柱一道
拆下。木质阀留在混凝土内，以后必要时
可切除。

WB 木质阀 

支柱头中的阀伸入
混凝土，以防止支
柱滑动。

启动速放机制，降
低支柱头及塑料或
钢质阀。

若平板变形使支柱不能松脱，回撤套环，
直 至 支 柱 松 脱 。 当 整 层 的 支 柱 变 松 ， 

速放式操作 

平板可承载自身重量之后，转动套环使
支柱松脱。



悬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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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a 悬臂系统 
Tabla 悬臂技术增加效率，并对平板边

缘作业提供卓越的安全性。边缘悬臂作业的
架设和施工具有潜在的危险。悬臂面板可形
成巨大的风帆，估计作用于高楼的上浮风力
可达 40 lbs/sq. fT, 或195 Kg/sqm，或产生
大于 120 mph/190K/hr 的风力。

若适当安装，Tabla 悬臂系统的设计可
克服这些作用力，若正确使用，可提供安全
的工作环境，和快速高效的架设。

Tabla台面系统的步骤 

操作悬臂设备时，使用人
身安全系索。
核对图纸，以求确切细
节。
对于大于60度的悬臂， 
请咨询工程部门。
对于非常状况，请咨询 
Tabla 工程部，
电话：905-844-5300，
电子邮件：
T E D @ t a b l a s h o r i n g .
com。

安全注意事项：
操作悬臂面板时，务必
系好安全带。

护轨面板 
c/u 趾板 

浇筑方向 
钢质阀 

塑料或木质阀（非必要） 

肘杆式安全销 

安全链 

护轨面板 
c/u 趾板 

悬臂支座 

悬臂柱 

交叉撑 

平板抓具反向压力阻止器 
安装底座 

微调螺栓 

浇筑方向 
C 

B A 

隔板
（边缘模板）

按要求 最大 
48" 

(1220)

Tabla 支撑作业楼层 
拆卸时沿
此方向 

架设时 
沿此方向 

平板抓具 

注意：在升起外侧面
板之前，必须安装好
安全链。
每次将悬臂支柱安装到
面板上时，同时装好肘
杆式保险销。

切勿
先浇筑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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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步 
按照作业方法说明取得 
PPE，并遵照执行。

第 3 步 
安 装 悬 臂 支 座 ， 悬 臂
支 柱 ， 悬 臂 底 座 ， 交
叉 撑 ， 以 及 上 方 护 轨
面板。

第 4 步 
在系好人身防护装置
之后，使用悬臂支柱
将 面 板 旋 转 到 水 平
位置。

第5步 
安装悬臂底座，利用平
板抓具固定，再装上交
叉撑和护轨。

架设悬臂 

边缘安装底座 

第 2步 
将面板竖直悬挂，通过
竖直面板与水平面板之
间的附件孔安装安全链
（每块面板2条）。

悬臂底座 

悬臂柱 

悬臂支座 

肘杆式安全销 

平板抓具 护轨面板 

系索 

交叉撑 

护轨面板 

安全链 

系索 

悬臂架设 

交叉撑 



Tabla台面系统的步骤 

悬臂拆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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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部 A 
已浇筑部位

护轨 

平板边缘模板 
由承包商供应 

端部护轨机构 

悬臂柱 

交叉撑 

边缘安装底座 

1  让安全链留在原位，卸下保险销。利用 
ADT  工具松开负荷支撑扳手，放下面
板。

2  系上安全索后ｓ，拆除下方护轨。

3  从平板松开安装底座。

4  利用悬臂支柱，向下旋转面板至垂直位
置。

5  卸下余下悬臂组件，在下一层使用。

钢筋混凝土悬臂面板的拆卸
步骤 

保险销穿过每块
面板及剪力头 

悬臂面板

钢质阀 

向内 
面板 

初级释放扳手处
于锁定位置 

1

红色保险销强制用于
所有悬臂面板上 

 1  每块面板 2 条安全链，置于悬臂面板和
向内面板之间。在架设悬臂面板之前，通过
面板端轨的附件孔安放。

护轨面板c/u 趾板 

细部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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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a 悬臂红色安全链。

细部 B
向内面板落下。

 2    下旋向内面板，并拆开安全链。利用链
连接器，围绕支撑柱将安全链连在一起。

细部 C
向内面板下旋，安全链相连。

 3 安全链利用绕于支撑柱的链连接器连
接。

向内面板 

钢质阀 

2

松开初级释放扳
手让面板落下 

红色保险销保留原
位直至后张拉完成 

悬臂面板

钢质阀 

3
面板
下旋 

后张拉钢筋 

4  当平板张拉后并且悬臂面板可以拆卸时，
拆除围绕在支撑柱上的一对安全链。确保
要拆卸的悬臂面板有一条安全链穿过，并
连接到支撑柱周围的其它面板。

5  把剪力销穿过悬臂面板向上推1/8"，将其
拆下。将面板下旋至悬挂位置。拆除余下
的安全链，将面板掀离凹槽。一次一块面
板。重复步骤 4 和 5 拆卸余下面板。

1  一旦混凝土达到拆卸强度，松开内支柱
上的初级释放扳手，并降低凹槽与套管
总成。

2  松开紧邻悬臂杆的外支柱上的初级释放
扳手。降低凹槽及套管总成。悬臂面板
末端只落下 1/8"。向内面板落下3"。参
见细部 B。

3  下旋向内面板，只从向内面板拆除安全
链。把安全链围绕支撑柱，利用链连接
器将它们连接在一起。参见细部 C。将
向内面板从凹槽掀起，移出该区域。

后张拉悬臂面板的拆卸步骤 

护轨 

平板边缘模板 
由承包商供应 

参见 
细部 
B 和 C 

端部护轨机构 

悬臂柱 

交叉撑 

边缘安装底座 

护轨面板c/u 趾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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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a台面系统的步骤 

斜面 

Tabla 台面系统具有独特的优势，可用
于斜面。右侧为斜面施工的典型范例。

请注意，在静负荷或动负荷加到 Tabla 
面板之前，终端剪力板必须锚固到混凝土
平板上。在 Tabla 台面单支柱设置的倾斜区
域，如果剪力锚钉或剪力撑条牢固到位，
并且面板抵到现有的墙或柱子（见布局图）

，则不需要额外的撑条加固。当混凝土由
上往下浇筑时，剪力负荷是累积的。这些
计算是基于上坡浇筑。若下坡浇筑，请咨询
Tabla 工程部。

关于本手册和/或工程公告未说明的情
况，请联系 Tabla工程部（TED）。

用泵将混凝土抽到用 Tabla 台面模块化支撑系统构筑的典型斜面上。

当支撑平板与被支撑平板间的坡度存在极
端情况时，请联系 Tabla 工程部。
支撑面与上方的斜面不在同一坡度时，
必须提供楔块以保持整个基板完全受到
承重。

欲知特殊撑条详情，请咨询 Tabla 工程
部（TED）电话：（905）844-5300 
电子邮件： TED@TablaShoring.com。



撑条长度决定安全工作负荷 

90° 
90° 

90°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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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斜坡 
3 / 4 "  H C A  H I L T I  锚
钉，3 1/4" 埋入混凝土 
负荷在2000 PSI混凝土
中，级数为3915 il，安
全系数 4:1

见视图 B 

提供的备用孔用于钢筋
接口（如果安装工遇到
钢筋，移到邻近的孔 

剪力角只
相对面板
边 缘 测
量 

对于双锚钉，使用剪力
角两侧每侧一个孔 

对于单个锚钉使用单个
孔 

Tabla
支柱 预制剪力板 

参见细部 C

3/4" HCA 
HILTI 锚钉 
参考细部 A 
（单个锚钉） 

可能需要双锚钉；
基板每侧一个（参
考负荷图） 

支柱头中心的钢质阀 

带对角剪力撑的斜坡设置 

用剪力头代替标准支柱头 

长材终端的预制剪力板 

参见细部D

细部 A 

视图 B
（平面图）

660 lbs/299 kg 
静负荷组成部分 

7200 lbs 
3265 kg 

在剪力角及锚钉还未牢固到位前
不可放置面板。

累积负荷 

1600 lbs/725 kg 动负荷 
5600 lbs/2540 kb 静负荷 
7200 lbs/3402 kb 总负荷

660 lbs/299 kg 
静负荷组成部分 

440 lbs/200 kg 
静负荷组成部分 

220 lbs/100 kg 
静负荷组成部分 

7200 lbs 
3265 kg 

注意支柱与斜面坡度成直角 以4%的坡度计算 

5600 lbs/2540 kg X 4% = 224 lbs/101½ kg
（200 lbs/99 kg 取整） 

90° 

参见细部 A

如果钢筋与锚钉位置
冲突，安装工应相
应调整板片位置。

对角剪力撑 

对角剪力撑 

细部 D 

细部 C 

Tabla 支柱必须用楔块垫起，以便能垂直
支撑斜面上的水平台面。



Tabla Pioneer是一种高楼层支撑系统，让
您可以建造任何高度（取决于支撑塔架的规
格）。该系统可利用 Tabla Pioneer 头总成（
细部 1）或 Tabla支柱（细部 2）来架设。两
种配置都可利用 Tabla Pioneer 连接器连接大
部分的标准支撑构架。该系统允许拆卸面板

高楼层支撑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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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a台面系统的步骤 

Tabla Pioneer 系统

而不影响后支撑。新的 Tabla 速放式再支撑
基座（细部 3）可使用 Tabla的 Pioneer 螺丝
接头连接到大多数螺旋千斤顶。这让系统可
以利用与 Tabla 台面系统相同的原理，提供
支撑、后支撑及再支撑。关于后支撑及再支
撑的详情，请参阅第 8 页和第 9 页。

关于 TABLA Pioneer 的详情请咨询 TABLA 工程部 

架设 
1 利用 Tabla 面板间隔架设支撑塔架
2 从 Pioneer 头总成或 Tabla支柱上卸下

头板
3 将 Pioneer 头总成或 Tabla支柱连到支撑

构架顶部 

4 将Ta b l a  面板从上面放下到位，卡入 
Tabla 支柱头，然后浇筑地板 

5 一旦混凝土硬度达到 2000 psi，并符合 
ACI，就拆卸Tabla 面板 注意：Tabla 建议使用安全接入系统执行

该作业。



细部 3 
Tabla 速放式再
支撑基座 

与 Pioneer 头总成配合图（见细部 1） 

与 Tabla 支柱配合图（见细部 2） 

细部 1
Pioneer 头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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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部 2
Tabla 支柱



Tabla台面系统的步骤 

填充组件 

侧面填充梁 

端部填充梁 

重力锁 

*公制尺寸的颜色相反。

Tabla 填充组件
Tabla 填充组件用于在面板之间、或面板、
墙及柱之间进行桥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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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Biola 的一个工程现
场，建筑工人正在利用
侧面及端部填充梁，
以及他们正扶持的伸
缩梁，对柱子周围进
行填充。

侧面及端部填充梁
侧面及端部填充梁允许3/4" 胶合板填充到面
板侧面。利用侧面及端部填充梁的好处： 

• 提供钉条以连接 3/4" 胶合板； 
• 消除胶合板在支柱头周围产生凹痕；
•  消除支柱上的偏心负荷；

• 具有颜色标示*，可快速识别面板侧轨及
端轨—只需在架设时匹配颜色即可。

将填充梁放入支柱凹槽，利用 Tabla 重力锁，
通过面板与填充梁的附件孔加以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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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缩梁 
Tabla 伸缩梁重量轻，负荷大。这种梁的设计
允许从 3'0"/914 到 10'0"/3050 的落差头及
填充条。伸缩梁直接连接填充梁。这些梁的
每一端都配有一个具有刻度的承重板。每个
承重板包含5个重力承载座，增量为1"。运用
最低的承载座，Tabla 伸缩梁以3/4"/19mm 
胶合板填料形成一个平台面。其他等级用于
不同平板厚度与落差头。

伸缩梁 

A-1 标志性支
柱支撑系统带
U型头 

辅助支撑
如果负荷或图纸要求“辅助支撑"，推荐的
流程如图示。总要确保在安装辅助支撑时，
不会将重力部位移离边缘支座。

如果伸缩梁落差较
大，则可使用伸缩
梁延长件。

利用伸缩梁梁托连接
到墙或柱的卧材。

不要过度锁紧支柱
使模板升起。

木工模板由承包商
制造。

确切细节请核对
图纸。
伸缩梁可能需要 
辅助支撑。

对于伸缩梁的间隔
及支撑，必须参阅 
工程图纸。

梁延长件 

梁托 

伸缩梁 

伸缩梁由 
U 型头支柱支撑系统在跨度中间给予支持。

切
勿过度上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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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 胶条 选项 B

ABS 胶条 B 设计侧
面图 

ABS 胶条 选项 A

ABS 胶条 A 设计侧
面图 

结构桥接胶条 

结构桥接胶条是预先裁剪、特
别设计的塑胶条，嵌入Tabla 面
板接缝之间，以限制混凝土渗
漏。Tabla 提供两种类型的ABS 
桥接胶条，让您决定想要哪种
类型的天花板表面。在架设面板
之后铺设钢筋之前，在面板之间
用脚嵌入选项 B 和选项 A 。ABS 
用颜色标示，以便快速识别面
板侧轨与端轨。只需匹配颜色
进行安装。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承包商、
建筑师及业主对车库要求这种
天花板表面（见选项A图）。在
拆除 Tabla 面板及支柱露出对称
的天花板表面之后，混凝土承包
商几乎不需要再做处理。凹进小
于 1/16" 深，若需要，可以在凹
槽上用面层砂浆覆盖。

ABS 选项 A 天花板印痕细部。

在面板之间铺设具有色标的胶条。

台面准备好浇筑。

Tabla台面系统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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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a 台面系统组件



Tabla 台面系统组件 

 支柱

 Pioneer

代码 组件      ft |  mm 

P10 支柱     10'0" | 3124

P12 支柱     12'0" | 3658

PE 支柱延长件     4'6" | 1372

PH Pioneer 头      

代码 组件          

支柱、插塞和阀以及工具 

P12 
支柱 

PE 
支柱 
延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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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 
Pioneer 
头 

P10 
支柱 



 插塞和阀 PP 塑料插塞 每2000件   

PB 塑料阀 每2000件（默认） 

WB 木料阀 每2000件   

STB 钢质阀 每250件    

ADT 组装和拆卸工具  

ADTLH 用于ADT的长柄     

SB 拆卸棒     

ISB 惯性拆卸棒    

PB 
塑料阀 

WB 
木料阀 

PP 
塑料插塞 

SB
拆卸棒 

代码 组件          

代码 组件        

STB
钢阀 

PP在不需要阀时用于支柱顶板上。
PB用于再支撑的支柱顶板上 – 可以回收再用。
WD用于再支撑的支柱顶板上 – 切除突出部分。
WS用于支柱顶板上固定悬臂，可回收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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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塞、阀和工具 

ADT 
组装和拆卸工具 

 工具

ISB 
惯性拆卸棒 



P44 

P64 

P84 

P1212 
P1812 
P2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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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2 面板     4x2 

P62 面板     6x2

P82 面板      8x2

P44 面板      4x4

P64 面板      6x4

P84 面板      8x4

代码 组件 英尺

 美国
 胶合板 

Tabla台面系统组件

面板表面选择 

P126 面板     1200x600 

P186 面板    1800x600 

P246 面板    2400x600

P1212 面板    1200x1200

P1812 面板    1800x1200

P2412 面板     2400x1200

 美国
 胶合板 
 公制面板 

P42P 面板        4x2 

P62P 面板       6x2

P82P 面板        8x2

P44P 面板        4x4

P64P 面板        6x4

P84P 面板        8x4

 MCO®砌面
 胶合板 

P126P 面板       1200x600 

P186P 面板      1800x600

P246P 面板      2400x600

P1212P 面板      1200x1200

P1812P 面板       1800x1200

P2412P 面板      2400x1200

 MCO®砌面
 胶合板 
 公制面板 

P42C 面板        4x2 

P62C 面板       6x2

P82C 面板        8x2

P44C 面板        4x4

P64C 面板        6x4

P84C 面板       8x4 

 MCO®砌面
 Futura轻型
 面板 

P126C 面板      1200x600 

P186C 面板      1800x600

P246C 面板      2400x600

P1212C 面板      1200x1200

P1812C 面板       1800x1200

P2412C 面板        2400x1200

 公制Futura
 轻型 
 公制面板 

Micro® 砌面Futura™ 
轻型面板
这些轻型面板取代了胶合板衬底，在提高耐用性
的同时，极大地减轻了重量。

Micro®砌面胶合板
这些面板由 MCO™ 工厂压到结构性胶合板上，然
后封边并添加防潮底层。

代码 组件 mm

代码 组件 mm

代码 组件 mm

代码 组件 英尺

代码 组件 英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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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CO®砌面
 Futura 
 轻型 
 转换 
 面板 

TP64R

TP1812R 

TP44C 转换面板    4x4 

TP84C 转换面板    8x4

TP64CL  转换面板 左手  6x4

TP64CR 转换面板 右手  6x4

 MCO®砌面
 Futura 
 轻型 
 转换 
 公制面板 

TP1212C 转换面板   1200x1200 

TP2412C 转换面板    2400x1200

TP1812CL 转换面板 左手  1800x1200

TP1812CR 转换面板 右手  1800x1200

面板 

 MCO®砌面
 胶合板 
 转换面板 

TP44P 转换面板    4x4 

TP84P 转换面板    8x4

TP64PL 转换面板 左手  6x4

TP64PR 转换面板 右手  6x4

 MCO®砌面
 胶合板 
 转换 公制面板 

TP1212P 转换面板   1200x1200 

TP2412P 转换面板    2400x1200

TP1812PL 转换面板 左手  1800x1200

TP1812PR 转换面板 右手  1800x1200

 美国
 胶合板 
 转换面板 

TP44 转换面板    4x4 

TP84 转换面板    8x4

TP64L 转换面板 左手  6x4

TP64R 转换面板 右手  6x4

代码 部件 英尺

代码 部件 英尺

代码 部件 英尺

 美国
 胶合板 
 转换公制面板 

TP1212 转换面板   1200x1200 

TP2412 转换面板    2400x1200

TP1812L 转换面板 左手  1800x1200

TP1812R 转换面板 右手  1800x1200

华盛顿建筑工地使用的面板、
支柱和ADT。

代码 部件 mm

代码 部件 mm

代码 部件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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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a 台面系统组件 
梁和梁托 

EF2 端部填充梁   2 

EF4 端部填充梁   4

SF4 侧边填充梁   4 

SF6 侧边填充梁   6 

SF8 侧边填充梁   8 

FB2x4 填充托架  2x4  三路   

UGL 万用重力锁  

代码 部件  英尺

 填充梁

EF6 端部填充梁   600 

EF12 端部填充梁   1200

SF12 侧边填充梁   1200 

SF18 侧边填充梁   1800 

SF24 侧边填充梁   2400 

FB2x4M 填充托架  2x4  三路   

UGL 万用重力锁    

 公制
 填充梁 

TSB3 伸缩梁   3 

TSB5 伸缩梁   5

TSB10 伸缩梁   10

 伸缩梁

TSB3 伸缩梁   914 

TSB5 伸缩梁   1524 

TSB10 伸缩梁 3048

 公制伸缩梁 

TSB3S 旋转伸缩梁   3 

TSB5S 旋转伸缩梁   5

TSB10S 旋转伸缩梁   10

 旋转伸缩梁 

TSB3S 旋转伸缩梁   914 

TSB5S 旋转伸缩梁   1524

TSB10S 旋转伸缩梁   3048

 公制旋转伸缩梁 

TBH 伸缩梁梁托    

代码 组件     

TBDE 伸缩梁落下延长件  

代码 组件       
  

FB 2x4
填充托架2x4 三路 

UGL
万用重力锁 

 伸缩梁托

 公制伸缩梁托

EF4
端部填充梁

SF4
侧面填充梁 

SF12
公制侧面填充梁 

TSB5
伸缩梁 

TBH
伸缩梁托 

EF12
公制端部填充梁 

TSB5S
伸缩梁 

代码 部件  mm

代码 部件  mm

代码 部件  mm

代码 部件  英尺

代码 部件  英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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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臂、护轨、支柱和闸撑

CP 悬臂柱 

CPE 悬臂柱延长件 

EMS 边缘安装底座 

SGR 平板抓具  

EPC 端板连接器 

SPC 侧板连接器 

代码 组件

 悬臂

GRP 护轨柱   4.5 

GR4 护轨面板   4.0 

GR6 护轨面板   6.0

GR8 护轨面板   8.0 

GRPC 护轨支柱连接器   

代码 部件  英尺

 护轨面板
 和支柱 

GRP 护轨柱   1372 

GR12 护轨面板   1200

GR18 护轨面板   1800

GR24 护轨面板   2400

GRPC 护轨支柱连接器   

代码 组件 mm

 公制护轨
 面板和支柱 

GB4 闸撑   4 

GB6 闸撑   6

GB8 闸撑   8 

代码 部件  英尺

 闸撑

GB12 闸撑   1200 

GB18 闸撑   1800

GB24 闸撑   2400 

代码 组件 mm

 公制闸撑

GB4
闸撑

GR4
护轨面板 

CP
悬臂柱 

EMS
边缘安装底座 

CPE
悬臂延长柱 

SG
平板抓具 

EPC
端板连接器 

SPC
侧板连接器 

GRP
护轨支柱 

GRPC
护轨支柱连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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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a 台面系统组件 

梁、梁托和撑条 

SB4 S梁   4 

SB6 S梁   6 

SB8 S梁   8  

SBP S梁销   

SBC S梁联接件连承重销钉 

代码 部件       英尺

 S梁

SB12 S梁   1200 

SB18 S梁   1800 

SB24 S梁   2400 

SBP S梁销    

SBC S梁连接件连承重销钉  

代码 组件       mm

 公制S梁

CCB4 交叉撑   4 

CCB6 交叉撑   6

CCB8 交叉撑   8 

代码 部件       英尺

 撑条

CCB12 交叉撑   1200 

CCB18 交叉撑   1800

CCB24 交叉撑   2400 

代码 组件       mm

 公制撑条

SC 安全链    

SRP 红色保险销    

代码 组件    

 安全用品
SC
安全链

CB4
交叉撑 

SBC
S梁联接件 

SB4
S梁 

SRP
红色保险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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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2E ABS 端件 *[桔黄]   每包50 2 

ABS4E ABS 端件 *[桔黄]   每包50 4

ABS4 ABS 侧件 *[绿色]   每包50 4

ABS6 ABS 侧件 *[绿色]   每包50 6

ABS8 ABS 侧件 *[绿色]   每包50 8

代码 组件  包装    英尺

 结构桥接胶条 

结构桥接胶条

ABS6EM ABS 端件 *[绿色]   每包50 600 

ABS12EM ABS 端件 *[绿色]   每包50 1200

ABS12M ABS 侧件 *[桔黄]   每包50 1200

ABS18M ABS 侧件 *[桔黄]   每包50 1800

ABS24M ABS 侧件 *[桔黄]   每包50 2400

代码 组件  包装    mm

 公制结构 
 桥接胶条 

FABS2E 扁平ABS 端件 *[桔黄]  每包50 2 

FABS4E 扁平ABS 端件 *[桔黄]   每包50 4

FABS4 扁平ABS 侧件 *[绿色]  每包50 4

FABS6 扁平ABS 侧件 *[绿色]  每包50 6

FABS8 扁平ABS 侧件 *[绿色]  每包50 8

代码 组件  包装    英尺

 扁平ABS

FABS6EM 扁平ABS 端件 *[绿色]  每包50 600 

FABS12EM 扁平ABS 端件 *[绿色]   每包50 1200

FABS12M 扁平ABS 侧件 *[桔黄]   每包50 1200

FABS18M 扁平ABS 侧件 *[桔黄]   每包50 1800

FABS24M 扁平ABS 侧件 *[桔黄]   每包50 2400

代码 组件  包装   mm

 公制扁平ABS

ABS4E
桥接胶条端件

ABS4
桥接胶条侧件 

ABS12EM
公制桥接胶条端件 

ABS12M
公制桥接胶条侧件 

*注意： 结构桥接胶条（ABS）侧件和端件的颜色表示，公制尺寸和
英制尺寸正好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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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实践准则 

架设和拆卸垂直支撑安全实践准则 

获准从脚手架行业协会(S.I.A)《安全实践准则》的第168页重印。
如果此通告并非现成可得，请剪下并张贴于工地。

所有雇主及用户有责任阅读并遵守下面的常
识性指南，这些指南旨在促进垂直支撑架
设、拆卸及使用的安全性。这些指南并非包
含一切，也不能排除或取代其它安全及预防
措施来涵盖寻常或异常情况。如果这些指南

以任何方式与任何州/省、地方或联邦/国家政
府法令或规章相抵触，上述法令或规章优先
于这些指南，相应的遵照及知晓这些法令或
规章是每个用户的责任。

给 您 的 工 人 这 份
指 南 ， 并 张 贴 于
工地。

这些安全指南（《安全实践准
则》）规定了安全架设、拆卸及
使用支撑系统的常识性步骤。但
是，设备和支撑系统有别，因
此，必须始终参考设备供应商和
（或）设备制造商的指导和步
骤。鉴于现场情况各异，并超出
了S.I.A.的掌控，对支撑系统的
安全、适当的使用是用户自己的
责任。

K）对暂时负荷要特别留意。暂时存放钢
筋、物料或设备的区域可能需要加固以
承受这些负荷。

L）不要攀越交叉撑。
M）当支撑作业触及倾斜表面时，采取特殊

预防措施。
N）支撑负荷应由垂直支架承担。水平构件

负荷需要特别考虑。关于水平构件可允
许的负荷，请咨询支撑系统供应商。

O） 通过将纵梁置中于U型头，顶端部位或
类似构件，避免对这些构件的偏心（离
心）负荷 。

III.  拆卸支撑系统指南 
A）未得到适当授权时，不要拆下支撑物、

松开调整螺丝或支柱 。
B） 拆下的设备应有计划地分散堆存，避免

对部分凝固的混凝土的集中负荷。
C）在拆卸过程中使用合适的接入设备 。

IV. 再支撑指南 
A）再支撑步骤应得到合资格工程师的认

可。

II. 支撑架设及使用指南 
A）提供并维护坚实的基础。用于支撑的底

槛或框架结实、坚硬，能够承载最大设
计负荷而不下陷或移动。

B）总是使用基板。当使用底槛或撑垫材料
时，基板必须对正置于其上。

C）应使用调整螺丝以适应坡度不均的状
况。将所有螺丝调整度维持在该设计负
荷的推荐高度内。

D）随着架设工程的进展，垂直及水平校正
所有的支撑框及单根支柱。切勿将支撑
物强行压到构架上。为支撑塔架找平，
直至安装合适。维持所有支撑塔架竖直
并水平。

E）按支撑图纸所示，维持支撑构架间距及塔
架高度。当工场条件要求与支撑图纸有
偏差时，请咨询合资格人员。

F）单根支柱应在两个方向固定。撑条应在
架设台面系统时一同安装。

G）不应使用超过一层高度的单根支柱。
当需要更高的支撑时，请咨询系统供
应商。

H）在混凝土浇筑期间不应调整支撑系统来
升降模板。

I）若使用机动混凝土设备，请确保支撑系统
布局的设计可使用此种设备，并在布局
或图纸上有指明。

J）当架设独立式支撑塔架时要小心。当高度
大于最小基板尺寸的四倍时，或在较低
高度而稳定性有问题时，通过安装支索
或撑条来防止倾翻。

I.  一般指南
A） 将此支撑安全指南张贴于显眼之处 ，确

保架设、拆卸或使用支撑的所有人员意
识到此指南，并在工具箱安全会议上使
用。

B） 遵守有关支撑工程的所有州/省、地方及
国家/联邦的法律、条例及规章。

C） 考察工地。应由胜任的人员对工地进行
考察，确保不存在危险因素，比如未夯
实的填土、沟渠、碎片、高压电线、未
经防护的坑洞、以及其它作业产生的危
险状况。这些状况应如下文所示加以纠
正或避免。

D） 提前计划支撑架设顺序和获取需要的接
入设备来完成工程。

E） 使用前检查所有的设备。决不使用损坏
的或在任何方面有缺陷的设备。应将其
标记为有缺陷设备，然后将其从工地搬
走。

F） 支撑图纸须由合资格人员（必要时由专
业工程师）制作，该图纸应符合支撑制
造商所推荐的安全工作负荷，并全程应
用于工地上。

G） 支撑设备的架设、拆卸或改变只能在合
资格人员的监督下进行。

H） 不要滥用或误用支撑设备。
I） 在如下时间检查所架设的支撑：（a） 

紧接在混凝土浇筑之前；（b）在混凝
土浇筑过程中；（c）振动混凝土时，
以及（d）浇筑混凝土之后，直至混凝
土凝固。

J） 对支撑的安全或使用有疑问时，切勿自
行改动，请咨询支撑供应商。

K） 只按既定目的或方式使用支撑设备。使
用合适工具来安装设备。

L）架设及拆卸支撑设备需要良好的体力。
如果感觉头晕不适、脚步不稳、或受到
药物或其它任何物质影响，请不要进行
支撑作业。



Tabla Construction Systems的额外注意事项。
开始架设前应寻求意见，并认真研究所提供的支撑布局图纸以及 Tabla 

台面系统手册，包括安全须知。用户如有疑问，不论大小，务必向专业人
员咨询以寻求建议。本资料不能囊括工地现场可能发生的诸多状况。有疑
问时，务必停工寻求建议。将所提供的所有支撑图纸与工地状况、结构
图、建筑图及规格一一进行比较，以判断是否适合情况。若有偏差之处，
请立即报告。有疑问时不要架设。

这些指南由Tabla Construction Systems 提供，仅是常识性指南，用
以提醒用户及工人需要避免或需要专业考虑的（一些）工地状况。本手册
不会涉及工地可能发生的所有状况，因此必须由现场专业管理人员和现场
安防人员进行识别和处理。

安全须知
本刊物包含 Tabla 台面系统的

使用说明。
我 们 已 尽 一 切 努 力 来 提 供

安全、可靠的设备。重要的是正
确、安全地架设和使用 Tabla 设
备，遵从政府监管部门、当地规
章、Tabla 建议、以及公认的可
用于 Tabla 台面系统的实践准则。 

咨询 Tabla ConsTruCTion 
sysTems，保证安全施工，在必要
时配备额外的设备，以维持最高
安全标准。

为保证设备使用适当、安全，
并按照政府规章及准则，请勿在该
设备中混杂其他设备的组件。 

Tabla Construction Systems
1541 Hurontario Street 
Mississauga, Ontario 
Canada L5G 3H7 
电话：905-844-5300 
传真：905-844-5303 
网址：www.tablashoring.com 
电子邮件：info@tablashor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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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a 安全 

安全规则 

使用该设备时，若无适当的监督，既不安全，也
不合法。

对悬臂及边缘状况要格外小心。注意风力（风是
强大的作用力）。 

遵照所有制造商及专业工程师的图纸及指示。如
有任何疑问，请立即停工并咨询您的主管。 

确保遵守主管给予的所有知情指示。

设备架设或使用不当，可能会使您严重受伤。

作为架设工人，您必须熟悉并遵守此处所有的安
全实践、指示及安全规则。

若觉得有任何不妥当，请立即停工；并咨询您的
主管。

安全实践准则的安全规则在对页。如果您的工地
需要额外的拷贝，请写信、发电子邮件或访问我们的
网址。 

每年都会由于操作人员没有穿戴、使用个人保护
设备 (PPE) 而导致多起损伤事故。别在工作中拿自己
的安全冒险，您的安全对于您、您的家人及您的雇主
都是至关重要的。

PPE 



本Tabla Construction Systems刊物及其他此类
刊物所包含的图示及规格乃基于最新的产品信息。  
Tabla Constructions Systems 保留随时更改的权
利，恕不通知。 

插图反映典型的概念，不应用于施工。它们没有经过
工程设计，仅用于图示目的。 

本Tabla Construction Systems刊物及其他此类
刊物所包含的图示及规格乃基于最新的产品信息。  
Tabla Constructions Systems 保留随时更改的权
利，恕不通知。 

插图反映典型的概念，不应用于施工。它们没有经过
工程设计，仅用于图示目的。 

特别注意事项： 
务必使用熟练的架设工。务必参考性能安全手册。
如无法获取，请访问：www.tablashoring.com。

特别注意事项： 
务必使用熟练的架设工。务必参考性能安全手册。
如无法获取，请访问：www.tablashoring.com。

Tabla Construction Systems
1541 Hurontario Street 
Mississauga, Ontario, Canada L5G 3H7 
电话：905-844-5300     •     传真：905-844-5303 
网址：tablashoring.com     •     电子邮件：info@tablashoring.com 

Tabla Construction Systems
1541 Hurontario Street 
Mississauga, Ontario, Canada L5G 3H7 
电话：905-844-5300     •     传真：905-844-5303 
网址：tablashoring.com     •     电子邮件：info@tablashoring.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