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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厂房屋架保护性拆除的施

工方法，包括：于N跨、N+1跨以及N+2跨单元段内

的腹杆之间设置第一临时支撑，并拆除对应的行

车梁，其中N为1；于N跨、N+1跨以及N+2跨单元段

内的立柱之间设置第二临时支撑，拆除对应的屋

面板，并于N+1跨以及N+2跨单元段的腹杆的顶部

安装水平的顶撑；由上至下依次拆除N跨单元段

内的第一临时支撑、腹杆、第二临时支撑和立柱；

于N+3跨单元段内的腹杆之间设置第一临时支

撑，并拆除对应的行车梁，于对应的立柱之间设

置第二临时支撑，拆除对应的屋面板，并于腹杆

的顶部安装顶撑。本发明有效地解决了爆破拆除

对周边建筑影响较大的问题，减少了扬尘、噪音

等污染，拆下的结构可重复使用，经济效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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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厂房屋架保护性拆除的施工方法，所述厂房屋架包括间隔支设于地面的若干立

柱、水平安装于若干所述立柱的顶部的行车梁、竖直固定于所述立柱顶部的腹杆以及固定

安装于相邻两个所述腹杆的顶部的屋面板，其特征在于，所述施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S11.将所述厂房屋架沿水平方向依次划分为若干跨单元段；

S12.于N跨单元段、N+1跨单元段以及N+2跨单元段内的腹杆之间设置第一临时支撑，并

拆除N跨单元段、N+1跨单元段以及N+2跨单元段内的行车梁，其中N为1；

S13.于N跨单元段、N+1跨单元段以及N+2跨单元段内的立柱之间设置第二临时支撑，拆

除N跨单元段、N+1跨单元段以及N+2跨单元段内的屋面板，并于N+1跨单元段以及N+2跨单元

段的腹杆的顶部安装水平的顶撑；

S14.由上至下依次拆除N跨单元段内的第一临时支撑、腹杆、第二临时支撑和立柱；

S15 .于N+3跨单元段内的腹杆之间设置第一临时支撑，并拆除N+3跨单元段内的行车

梁，于N+3跨单元段内的立柱之间设置第二临时支撑，拆除N+3跨单元段内的屋面板，并对应

于所述腹杆的顶部安装顶撑；

接着令N＝N+1并重复步骤S14～S15，直至所述厂房屋架全部拆除。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厂房屋架保护性拆除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将N跨单元段的第一临时支撑和第二临时支撑运送至N+3跨单元段，并将所述第一临时

支撑安装于N+3跨单元段的腹杆之间，将所述第二临时支撑安装于N+3跨单元段的立柱之

间。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厂房屋架保护性拆除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临时支

撑包括两根相互交叉呈X形的剪力撑，所述剪力撑的端部以可拆卸的方式固定于所述腹杆。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厂房屋架保护性拆除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剪力撑的端

部转动连接有第一夹持件；

利用所述第一夹持件夹住所述腹杆，使得所述剪力撑与所述腹杆固定连接。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厂房屋架保护性拆除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夹持件

包括转动连接于所述剪力撑的端部的第一固定板以及与所述第一固定板相对设置的第二

固定板；

利用所述第一固定板和所述第二固定板夹住所述腹杆，进而通过螺栓固定连接所述第

一固定板和所述第二固定板，使得所述第一夹持件夹固于所述腹杆。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厂房屋架保护性拆除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临时支

撑包括两根相互交叉呈X形的斜撑以及水平支撑于所述立柱的顶部的横撑，所述斜撑和所

述横撑的端部均以可拆卸的方式固定于所述立柱。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厂房屋架保护性拆除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斜撑和所述

横撑的端部均转动连接有第二夹持件；

利用所述第二夹持件夹住所述立柱，使得所述斜撑或所述横撑能够与所述立柱固定连

接。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厂房屋架保护性拆除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夹持件

包括转动连接于所述斜撑或横撑的端部的第一夹板以及与所述第一夹板相对设置的第二

夹板；

利用所述第一夹板和所述第二夹板夹住所述立柱，进而通过螺栓固定连接所述第一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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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和所述第二夹板，使得所述第二夹持件夹固于所述立柱。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厂房屋架保护性拆除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顶撑的底部

对应所述腹杆形成有卡槽；

将所述卡槽对应卡设于所述腹杆的顶端，使得所述顶撑固定连接于所述腹杆的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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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房屋架保护性拆除的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建筑施工领域，特指一种厂房屋架保护性拆除的施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对于最常用的工业建筑，预制装配式混凝土厂房，大多采用破坏性拆除的方

法，即爆破拆除，但是在厂房的爆破拆除过程中，对周边建筑的影响较大，且伴随有扬尘、噪

音等环境问题，厂房的结构也被破坏，无法再次利用，经济效益差。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缺陷，提供一种厂房屋架保护性拆除的施工方

法，解决了爆破拆除对周边建筑影响较大的问题，减少了扬尘、噪音等污染，拆下的结构可

重复使用，经济效益好。

[0004] 实现上述目的的技术方案是：

[0005]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厂房屋架保护性拆除的施工方法，该厂房屋架包括间隔支设于

地面的若干立柱、水平安装于若干立柱的顶部的行车梁、竖直固定于立柱顶部的腹杆以及

固定安装于相邻两个腹杆的顶部的屋面板，该施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6] S11.将厂房屋架沿水平方向依次划分为若干跨单元段；

[0007] S12.于N跨单元段、N+1跨单元段以及N+2跨单元段内的腹杆之间设置第一临时支

撑，并拆除N跨单元段、N+1跨大暖段以及N+2跨单元段内的行车梁，其中N为1；

[0008] S13.于N跨单元段、N+1跨单元段以及N+2跨单元段内的立柱之间设置第二临时支

撑，拆除N跨单元段、N+1跨单元段以及N+2跨单元段内的屋面板，并于N+1跨单元段以及N+2

跨单元段的腹杆的顶部安装水平的顶撑；

[0009] S14 .由上至下依次拆除N跨单元段内的第一临时支撑、腹杆、第二临时支撑和立

柱；

[0010] S15.于N+3跨单元段内的腹杆之间设置第一临时支撑，并拆除N+3跨单元段内的行

车梁，于N+3跨单元段内的立柱之间设置第二临时支撑，拆除N+3跨单元段内的屋面板，并对

应于腹杆的顶部安装顶撑；

[0011] 接着令N＝N+1并重复步骤S14～S15，直至厂房屋架全部拆除。

[0012] 本发明采用厂房屋架保护性拆除的施工方法，通过于腹杆之间设置第一临时支撑

后，拆除单元段内的行车梁，进而于立柱之间支设第二临时支撑后，拆除屋面板，再由上至

下拆除第一临时支撑、腹杆、第二临时支撑和立柱，从而实现将厂房屋架拆除，拆除的结构

可重复使用，另外第一临时支撑和第二临时支撑也可周转使用，支护成本较低，解决了爆破

拆除对周边建筑影响较大的问题，减少了扬尘、噪音等污染，拆下的结构可重复使用，经济

效益好。

[0013] 本发明厂房屋架保护性拆除的施工方法的进一步改进在于，还包括：

[0014] 将N跨单元段的第一临时支撑和第二临时支撑运送至N+3跨单元段，并将第一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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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安装于N+3跨单元段的腹杆之间，将第二临时支撑安装于N+3跨单元段的立柱之间。

[0015] 本发明厂房屋架保护性拆除的施工方法的进一步改进在于，该第一临时支撑包括

两根相互交叉呈X形的剪力撑，该剪力撑的端部以可拆卸的方式固定于腹杆。

[0016] 本发明厂房屋架保护性拆除的施工方法的进一步改进在于，该剪力撑的端部转动

连接有第一夹持件；

[0017] 利用第一夹持件夹住腹杆，使得剪力撑与腹杆固定连接。

[0018] 本发明厂房屋架保护性拆除的施工方法的进一步改进在于，第一夹持件包括转动

连接于剪力撑的端部的第一固定板以及与第一固定板相对设置的第二固定板；

[0019] 利用第一固定板和第二固定板夹住腹杆，进而通过螺栓固定连接第一固定板和第

二固定板使得第一夹持件夹固于腹杆。

[0020] 本发明厂房屋架保护性拆除的施工方法的进一步改进在于，第二临时支撑包括两

根相互交叉呈X形的斜撑以及水平支撑于立柱的顶部的横撑，该斜撑和横撑的端部均以可

拆卸的方式固定于立柱。

[0021] 本发明厂房屋架保护性拆除的施工方法的进一步改进在于，该斜撑和横撑的端部

均转动连接有第二夹持件；

[0022] 利用第二夹持件夹住立柱，使得斜撑或横撑能够与立柱固定连接。

[0023] 本发明厂房屋架保护性拆除的施工方法的进一步改进在于，该第二夹持件包括转

动连接于斜撑或横撑的端部的第一夹板以及与第一夹板相对设置的第二夹板；

[0024] 利用第一夹板和第二夹板夹住立柱，进而通过螺栓固定连接第一夹板和第二夹

板，使得第二夹持件固定于立柱。

[0025] 本发明厂房屋架保护性拆除的施工方法的进一步改进在于，该顶撑的底部对应腹

杆形成有卡槽；

[0026] 将卡槽对应卡设于腹杆的顶端，使得顶撑固定连接于腹杆的顶部。

附图说明

[0027] 图1为本发明厂房屋架保护性拆除的施工方法的流程图。

[0028] 图2为本发明厂房屋架保护性拆除的施工方法中顶撑、第一临时支撑和第二临时

支撑的放大示意图。

[0029] 图3为本发明厂房屋架保护性拆除的施工方法中第一临时支撑安装后的示意图。

[0030] 图4为本发明厂房屋架保护性拆除的施工方法中屋面板和行车梁拆除后的示意

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32] 参阅图1，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厂房屋架保护性拆除的施工方法，通过于腹杆之间设

置第一临时支撑后，拆除单元段内的行车梁，进而于立柱之间支设第二临时支撑后，拆除屋

面板，再由上至下拆除第一临时支撑、腹杆、第二临时支撑和立柱，从而实现将厂房屋架拆

除，拆除的结构可重复使用，另外第一临时支撑和第二临时支撑也可周转使用，支护成本较

低，解决了爆破拆除对周边建筑影响较大的问题，减少了扬尘、噪音等污染，拆下的结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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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使用，经济效益好。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厂房屋架保护性拆除的施工方法进行说明。

[0033] 参阅图1，图1为本发明厂房屋架保护性拆除的施工方法的流程图。下面结合图1，

对本发明厂房屋架保护性拆除的施工方法进行说明。

[0034] 如图1、图3和图4所示，本发明厂房屋架保护性拆除的施工方法，该厂房屋架包括

间隔支设于地面的若干立柱21、水平安装于若干立柱21的顶部的行车梁23、竖直固定于立

柱21顶部的腹杆22以及固定安装于相邻两个腹杆22的顶部的屋面板24，该施工方法包括如

下步骤：

[0035] 执行步骤S11 .将厂房屋架沿水平方向依次划分为若干跨单元段；接着执行步骤

S12

[0036] 执行步骤S12.于N跨单元段、N+1跨单元段以及N+2跨单元段内的腹杆之间设置第

一临时支撑11，并拆除N跨单元段、N+1跨大暖段以及N+2跨单元段内的行车梁23，其中N为1；

接着执行步骤S13

[0037] 执行步骤S13.于N跨单元段、N+1跨单元段以及N+2跨单元段内的立柱之间设置第

二临时支撑12，拆除N跨单元段、N+1跨单元段以及N+2跨单元段内的屋面板24，并于N+1跨单

元段以及N+2跨单元段的腹杆22的顶部安装水平的顶撑13；接着执行步骤S14

[0038] 执行步骤S14.由上至下依次拆除N跨单元段内的第一临时支撑11、腹杆22、第二临

时支撑12和立柱21；接着执行步骤S15

[0039] 执行步骤S15.于N+3跨单元段内的腹杆之间设置第一临时支撑11，并拆除N+3跨单

元段内的行车梁23，于N+3跨单元段内的立柱21之间设置第二临时支撑12，拆除N+3跨单元

段内的屋面板24，并对应于腹杆22的顶部安装顶撑13；

[0040] 接着令N＝N+1并重复步骤S14～S15，直至厂房屋架全部拆除。

[0041] 较佳地，在拆下的屋面板24、腹杆22、立柱21和行车梁23上写上编号，以方便后续

再次安装使用。

[0042] 具体的，还包括：

[0043] 将N跨单元段的第一临时支撑11和第二临时支撑12运送至N+3跨单元段，并将第一

临时支撑11安装于N+3跨单元段的腹杆22之间，将第二临时支撑12安装于N+3跨单元段的立

柱21之间，以实现支护材料的周转使用。

[0044] 作为本发明的一较佳实施方式，结合图2所示，该第一临时支撑11包括两根相互交

叉呈X形的剪力撑111，该剪力撑的端部以可拆卸的方式固定于腹杆22。

[0045] 具体的，该剪力撑111的端部转动连接有第一夹持件1111；

[0046] 利用第一夹持件1111夹住腹杆22，使得剪力撑111与腹杆22固定连接。

[0047] 较佳地，第一夹持件1111包括转动连接于剪力撑111的端部的第一固定板以及与

第一固定板相对设置的第二固定板；

[0048] 利用第一固定板和第二固定板夹住腹杆22，进而通过螺栓固定连接第一固定板和

第二固定板使得第一夹持件1111夹固于腹杆22。

[0049] 又佳地，该剪力撑的端部固定有第一耳板，该第一固定板的侧部对应第一耳板固

定有第一连接板，通过销轴将第一耳板与第一连接板固定连接，使得第一固定板转动连接

于剪力撑111的端部。

[0050] 进一步的，第二临时支撑12包括两根相互交叉呈X形的斜撑121以及水平支撑于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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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的顶部的横撑，该斜撑121和横撑的端部均以可拆卸的方式固定于立柱21。

[0051] 具体的，该斜撑121和横撑的端部均转动连接有第二夹持件1211；

[0052] 利用第二夹持件1211夹住立柱21，使得斜撑121或横撑能够与立柱21固定连接。

[0053] 较佳地，该第二夹持件1211包括转动连接于斜撑121或横撑的端部的第一夹板以

及与第一夹板相对设置的第二夹板；

[0054] 利用第一夹板和第二夹板夹住立柱21，进而通过螺栓固定连接第一夹板和第二夹

板，使得第二夹持件固定于立柱21。

[0055] 又佳地，该斜撑121和横撑的端部均固定有第二耳板，该第一夹板的侧部对应第二

耳板固定有第二连接板，通过销轴将第二耳板与第二连接板固定连接，使得第一夹板转动

连接于斜撑和横撑的端部。

[0056] 进一步的，该顶撑13的底部对应腹杆形成有卡槽131；

[0057] 将卡槽131对应卡设于腹杆22的顶端，使得顶撑13固定连接于腹杆22的顶部。

[0058] 较佳地，可以在顶撑13的底部焊接两个钢板，相对的两个钢板之间形成卡槽131。

[0059] 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如下：

[0060] 将厂房屋架沿水平方向依次划分为若干跨单元段；

[0061] 在第一跨单元段、第二跨单元段以及第三跨单元段内的腹杆22之间设置第一临时

支撑11，并拆除第一跨单元段、第二跨单元段以及第三款单元段内的行车梁23；

[0062] 在第一跨单元段、第二跨单元段以及第三跨单元段内的立柱21之间设置第二临时

支撑12，并拆除第一跨单元段、第二跨单元段以及第三跨单元段内的屋面板24，并在第二跨

单元段以及第三跨单元段的顶部安装水平的顶撑13；

[0063] 由上至下依次拆除第一跨单元段内的第一临时支撑11、腹杆22、第二临时支撑12

和立柱21；

[0064] 在第四跨单元段内的腹杆22之间设置第一临时支撑11，并拆除第四跨单元段内的

行车梁23，在第四跨单元段内的立柱21之间设置第二临时支撑12，拆除第四跨单元段内的

屋面板24，并对应于腹杆22的顶部安装顶撑13，此时使用的第一临时支撑11和第二临时支

撑12为第一跨单元段中拆卸下来的部分；

[0065] 进而拆除第二跨单元段的屋面板24、腹杆22和立柱21，重复上述步骤，直至厂房屋

架全部拆除完毕；

[0066] 在安装第一临时支撑11时，将剪力撑111的两端通过第一夹持件1111夹固于腹杆

22上，以使得剪力撑111固定于腹杆22，在安装第二临时支撑12时，将斜撑121和横撑的两端

通过第二夹持件1211夹固于立柱21上，以使得斜撑121和横撑固定于立柱21；

[0067] 利用上述保护性拆除方法拆除厂房屋架，实际只需要三跨单元段的支护结构即

可，支护成本较低，可以周转使用，另外拆下的腹杆22、立柱21、屋面板24和行车梁23均能够

再次使用，经济效益好，且在拆除的过程中对周围影响小，扬尘、噪声污染少，能够达到文明

施工的要求。

[0068] 以上结合附图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说明，本领域中普通技术人员可根据上

述说明对本发明做出种种变化例。因而，实施例中的某些细节不应构成对本发明的限定，本

发明将以所附权利要求书界定的范围作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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