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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体育宫建筑装置，包括体育宫色彩透明

板顶面A，色彩警示软包防撞柱支承B，环形跑道

及场地C；在环形跑道及场地C位置的内圈内侧和

外圈外侧安装色彩警示软包防撞柱支承B，体育

宫色彩透明板顶面A通过色彩警示防撞软包防撞

柱支承B连接固定在环形跑道及场地C上方；所述

色彩警示软包防撞柱支承B中的支承柱在地面以

上2米以下位置在采用上述材料的外部用胶水连

接固定设置的防撞缓冲材料，防撞缓冲材料外部

用胶水连接固定设置的不同颜色标线或色块的

防撞警示材料；使体育宫建筑无论是防晒还是下

雨雪天或晴天太阳直射，人们都可以使用体育运

动跑道、场地；进行田径运动各类文化文娱和体

育运动，提高了体育运动跑道及场地的利用率和

活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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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体育宫建筑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体育宫色彩透明板顶面A，色彩警示软包防

撞柱支承B，环形跑道及场地C；在环形跑道及场地C位置的内圈内侧和外圈外侧安装色彩警

示软包防撞柱支承B，体育宫色彩透明板顶面A通过色彩警示防撞软包防撞柱支承B连接固

定在环形跑道及场地C上方；

色彩警示软包防撞柱支承B包括顶内支柱B1、顶外支柱B2、顶内支柱基础B3、顶外支柱

基础B4、顶梁架B5；顶梁架B5包括檩条B6、顶梁架内圈梁B7、顶梁架外圈梁B8、顶梁架内外连

接梁B9；顶内支柱B1、顶内支柱基础B3位于环形跑道及场地C内圈内侧；顶外支柱B2、顶外支

柱基础B4位于环形跑道及场地C外圈外侧；顶梁架B5及檩条B6位于环形跑道及场地C上方，

顶梁架B5的顶梁架内圈梁B7位于环形跑道及场地C内圈内侧上方能够通过连接板孔及螺栓

螺母连接固定组成顶梁架内圈梁B7，顶梁架B5的顶梁架外圈梁B8位于环形跑道及场地C外

圈外侧上方能够通过连接板孔及螺栓螺母连接固定组成场顶梁架外圈梁B8，顶梁架内外连

接梁B9位于顶梁架外圈梁B8及顶梁架内圈梁B7的上方，顶梁架内外连接梁B9是顶梁架外圈

梁B8与顶梁架内圈梁B7之间的连接梁，通过相应的连接板孔及螺栓螺母连接固定；檩条B6

位于顶梁架内外连接梁B9的上方过螺栓螺母连接固定；顶外支柱B2上部与顶梁架外圈梁

B8、顶内支柱B1上部与顶梁架内圈梁B7、顶内支柱B1下部与顶内支柱基础B3、顶外支柱B2下

部与顶外支柱基础B4、通过相应的连接板孔及螺栓螺母连接固定；顶内支柱基础B3、顶外支

柱基础B4由预埋螺栓和钢筋混凝土基础构成；

所述体育宫色彩透明板顶面A采用色彩透明板的建筑材料产品，色彩透明板是通过打

印机在材料表面进行色彩打印而成；色彩指由2种及以上的颜色分布构成，相邻的颜色是不

同种颜色；

所述色彩警示软包防撞柱支承B中的支承柱在地面以上2米以下位置在采用上述材料

的外部用胶水连接固定设置的防撞缓冲材料，防撞缓冲材料外部用胶水连接固定设置的不

同颜色标线或色块的防撞警示材料。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体育宫建筑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体育宫环形跑道及

场地C包括：彩色塑胶沥青混凝土防撞标志警示廊道C；所述的彩色塑胶沥青混凝土防撞标

志警示廊道C是用于人们骑行、步行、跑步的通道，廊道路面采用防撞标志的彩色塑胶沥青

混凝土，通过防撞标志的彩色塑胶沥青混凝土路面的防撞标志及色块色差设置防撞标志警

示彩色塑胶沥青混凝土分运动道；所述环形跑道采用彩色沥青混凝土砖分运动道的防撞警

示跑道及场地。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体育宫建筑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智能系统，具体包

括：网络层、感知层、应用层；

网络层包括智能管理服务器电脑、交换机、人脸对比平台、LAN(TCP/IP)局域网；

感知层包括：人脸识别终端及摄像机、人脸识别高拍仪、服务机器人及无人机；

应用层包括：自动贩卖机F、存取物物联柜F、智能门、广告、音响、照明、服务机器人及无

人机；

所述网络层中人脸对比平台包括数据接口安全认证系统、人脸对比系统、特征提取模

块、人脸模板数据库管理系统，物联智能网络层能够将人脸、身份证通过人脸识别高拍仪的

人脸摄像机进行人脸采集建立档案并授权进入人脸模板数据库管理系统；人员需要在通过

智能门时，已经建档授权人员站在人脸识别的识别区域内人脸识别终端就会快速对人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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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采集、特征提取、比对、记录并通过控制器给智能门门控信号，识别成功则开门、识别失败

则拒绝开门，这样物联智能网络层通过智能门控制器开通和关合进出智能门G能够对进出

体育宫的人员实现智能管理、发挥分廊道分时段分通道的人员进出管理作用；智能门的进

行开合的门能够采用出入口三辊闸、伸缩门翼闸、摆闸和三翼旋转门；

无人飞机飞行进入体育宫区域和服务机器人通过无线网的信息传输及自身的智能服

务功能够对体育宫内人员及设施进行识别、通知和监管；

体育宫内物联柜的自动贩卖机能够智能提供日用品和饮用水及体育用品器具，存取物

联电柜F能够提供人们存取运动用品和私人物品的便利，发挥物联网智能系统应用层的作

用；

摄像机及探头用于体育宫内场景的拍摄、识别、信息提取传输，通过管理信息和数据发

挥物联网智能系统感知层的作用。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体育宫建筑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智能系统还包括体育

宫智能附件F，具体包括自动贩卖机F、服务机器人，进出智能门G在廊道路上安装有人脸识

别设备；自动贩卖机F是体育宫内的物联柜能够智能提供日用品和饮用水及体育用品器具

存取和私人物品的便利；服务机器人是在体育宫区域的服务机器人能够通过无线网的信息

传输及自身的智能服务功对体育宫内人员及设施进行识别、通知和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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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体育宫建筑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体育宫建筑产品、装置及智能系统，特别是涉及一种晴天和

雨雪天能够用来遮阳防雨雪进行室外体育运动场地和环形跑道的各类文体活动尤其是田

径运动、健身活动、跳舞活动、文艺活动、娱乐活动、展览活动、展销活动、商务活动以及跑

步、乒乓球、羽毛球、足球、篮球、排球、皮球、藤球、网球、曲棍球、棒球、艺术体操、武术、摔

跤、柔道、跆拳道、沙袋、溜冰、跳绳、板球、拳击、体操、举重、卡巴迪、蹦床的体育运动活动的

文体活动体育宫产品、方法及智能系统；体育宫产品、装置及智能系统中的体育宫能够的其

他名称为：运动宫、康乐宫、体育运动宫、跑道宫、文体宫、避雨宫。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公知的人们室外体育运动跑道及场地的各类田径运动、文体活动都是在各

种体育场跑道或场地上露天进行的；人们户外体育运动跑道及场地上的田径运动、跑步、步

行、球类、武术、搏击类、体操、跳舞、体操等体育运动在露天条件下当下雨雪或烈日下是无

法进行的；由于室外体育运动跑道及场地不能遮阳或防雨雪，因而阻碍了人们雨雪天在户

外环形跑道及运动场地进行文体活动；

[0003] 目前公知的户外体育运动跑道及场地在下雨雪天或烈日照射情况下的田径运动

等体育运动因人们怕淋雨或雪无法使用或不便使用，因此室外露天体育运动跑道及场地不

能用于雨雪天或大晴天太阳照射情况下进行正常的户外田径运动、健身活动、健美活动、广

场舞活动、交谊舞活动、文艺活动、表演活动、娱乐活动、展览活动、展销活动、商务活动、比

赛活动、培训活动、仪式礼仪活动、教育活动；这些导致了雨雪天或太阳暴晒天气不能使用

室外体育运动跑道及场地，降低了其利用率和活动效果。

[0004] 针对上述问题，为了克服因雨雪天或太阳暴晒天气给室外体育运动跑道及场地无

法使用或不便使用进行田径运动及文体活动的状况，同时解决避雨防暴晒或避雨不采光的

室外体育运动跑道及场地的运动环境，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体育宫产品、装置及智能系

统能够避免室外体育运动跑道及场地因雨雪天或烈日暴晒导致许多人无法进行田径运动

等体育运动的情况，能够满足人们雨雪天或烈日暴晒恶劣天气在跑道及场地上照常进行田

径运动及文体活动，达到避雨透光不暴晒的技术效果及提高体育运动跑道及场地利用率的

效果，由于体育宫的类型结构比现有体育馆的造价低，体育宫有利于少花钱多办事有良好

的社会经济效益和促进雨天及烈日暴晒恶劣天气也能够通过运动促进人们身体健康的价

值。

发明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的目的是这样实现的：本发明提供

一种体育宫建筑产品、装置及智能系统，提供的一种用于体育运动跑道及场地遮阳挡雨进

行田径运动及文体活动的体育宫建筑产品、装置及智能系统；其中体育宫顶面形式能够任

选一种及2种和  2种以上的形式组合、体育宫顶面形状能够选用内圈形状和外圈形状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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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成的体育宫顶面环形形状以及它们的近似环形形状、能够采用1直长“U”字跑道环环形

(图20)、2直长  2弯短方环形(图21)、体育宫顶面形状能够选用其他任一种环形及近似环形

形状、体育宫顶面形态能够选用一种及2种和2种以上的形态组合，体育宫顶面类型由体育

宫顶面形式、形状和形态组合构成，体育宫顶面类型能够构成该体育宫智能系统类型；包括

体育宫顶柱支承(B)所述的产品或方法，包括体育宫跑道及场地(C)所述的方法；能够包括

所述的体育宫护栏面(E)的相关方法，能够包括所述的物联网智能系统的相关方法；能够包

括所述的连接廊及分廊的相关方法，能够包括所述的组合器械及设施的相关方法；所述体

育宫智能系统为按照上述产品及其方法的选择和组合能够构成进行相关文化娱乐和体育

运动的体育宫智能系统；体育宫智能系统能够根据体育宫顶面形式、形状和形态的组合构

成体育宫智能系统类型，也能够根据体育宫顶面形状和形态的组合构成体育宫智能系统类

型图11至图32的体育宫智能系统或外长方形、外长方圆角形、外长2半椭圆形、外跑道环形、

外长椭圆形、外圆形、外长六边形、外长八边形、外多边形外圈的中空顶开合全顶体育宫智

能系统或全顶形的外长方形、外长方圆角形、外长2半椭圆形、外跑道环形、外长椭圆形、外

圆形、外长六边形、外长八边形、外多边形外圈的全顶形体育宫智能系统。这些体育宫产品、

智能方法及智能系统不仅能在下雨或雪天而且在或大晴天太阳直射人们都能够进行正常

田径运动及健身活动、健美活动、广场舞活动、交谊舞活动、文艺活动、表演活动、文化活动、

艺术活动、娱乐活动、游戏活动、展览活动、展销活动、商务活动、比赛活动、培训活动、仪式

礼仪活动、教育活动、演讲活动，使雨雪天或大晴天太阳直射许多人不会放弃在体育运动跑

道及场地进行田径运动及各类文化文娱和体育运动，提高了体育运动跑道及场地的利用率

和活动效果。

[0006] 所述的体育宫顶A包括体育宫顶面、体育宫顶梁架；体育宫顶面安装固定在体育宫

顶梁架的上方，体育宫顶梁架位于体育宫顶面的下方对体育宫顶面起固定和支承作用；体

育宫顶面和体育宫顶梁架组合构成体育宫顶；如(图1)体育宫顶面形状为中空环形形状，体

育宫顶面中空环形形状为体育宫中心场地Z上方的体育宫顶面内圈ZU、ZV、ZX、ZY和体育宫

顶面外圈  TU、TV、TX、TY之间的形状；体育环形跑道及场地位于体育宫顶面形状下方的体育

宫场地上；体育宫顶面类型由体育宫顶面形式、形状和形态组合构成：

[0007] 体育宫顶面形式能够采用平面形式(图3)、双弧曲面形式(图4)、斜面形式(图5)、

双斜面形式(图6)、弧曲面形式(图7)、八字面形式(图8)以及上述形式的组合；

[0008] 体育宫顶面形状能够采用(图11)至(图19)及上述体育宫顶面形状的内圈ZU、ZV、

ZX、  ZY形状的内长方形、内长方圆角形、内长2半椭圆形、内跑道环形、内长椭圆形、内圆形、

内长六边形、内长八边形、内多边形和体育宫顶面外圈TU、TV、TX、TY形状的外长方形、外长

方圆角形、外长2半椭圆形、外跑道环形、外长椭圆形、外圆形、外长六边形、外长八边形、外

多边形的内圈形状和外圈形状能够任意组合成新的体育宫顶面环形形状以及它们的近似

环形形状；

[0009] 体育宫顶面形状还能够采用(图20)至(图26)及上述形状的近似环形形状；

[0010] 体育宫顶面形态能够采用内支承柱形态(图2)、外支承柱上拉形态(图9)、悬空梁

上拉形态(图10)、悬索上拉形态(图10)、分廊形形态(图27)、连接廊形形态(图28)、双层顶

廊场道形态(图29、30)、中空顶开合全顶形态(图31)、全顶形形态(图32外圈长方形全顶、不

限于且能够以上述外圈构成该外圈全顶形形态)以及上述形态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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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体育宫顶面能够采用平面连续、平面高低错开连续、平面间断方式或连续、顶面固

定或能够自动开启闭合方式；体育宫顶面能够采用太阳能光伏电池面板(用于光伏发电)、

色彩玻璃纤维板、色彩透明板、色彩耐力板、色彩遮阳雨棚膜布、色彩钢化玻璃、色彩中空阳

光板、植物图案色彩的玻璃纤维板、附着植物的透明板、植物色彩图案的耐力板、植物图案

色彩的遮阳雨棚膜布、植物图案色彩钢化玻璃、绿化色彩的中空阳光板、蓝天白云色彩的玻

璃纤维板、蓝天白云色彩的耐力板或遮阳雨棚膜布或钢化玻璃或中空阳光板；钢材面板、棚

顶膜、木材面板、塑胶面板、塑料面板、水泥钢筋混凝土面板、跑道橡胶面板，仿树木或绿化

外观颜色色彩的面板、含有树木或绿化植物色彩图案外观的面板、草绿色的面板、树木植物

图案色彩的迷彩面板、湖水河水色彩的面板、蓝天白云色彩的面板、湖水河水色彩的迷彩面

板、树木植物图案色彩的迷彩山路色彩的面板、体育设施场馆颜色色彩的面板、耐力板、透

明板、半透明板、不透明板、合成材料面板、玻璃钢采光瓦透明瓦、复合材料面板、玻璃板、钢

化玻璃板、彩钢瓦板、彩钢夹芯板、非金属面板、金属面板、玻璃纤维板、遮阳雨棚膜布、遮阳

棚帆布、树木植物图案色彩的迷彩遮阳雨棚膜布、帆布、附着树木、植物、绿化的面板以及上

述材料或面板的组合使用；上述色彩透明板、色彩耐力板、色彩遮阳雨棚膜布、色彩钢化玻

璃、色彩中空阳光板的加工方法是：透明板、耐力板、遮阳雨棚膜布、钢化玻璃、中空阳光板

通过打印机在材料表面进行色彩打印分别加工成色彩透明板、色彩耐力板、色彩遮阳雨棚

膜布、色彩钢化玻璃、色彩中空阳光板，同质材料或不同质材料连接边能够通过密封胶相互

重叠搭接连接并通过自攻螺丝自带密封圈连接固定在檩条上面，其中钢化玻璃需要安装前

加工好连接孔，色彩指由2种及以上的颜色分布构成，相近的颜色是不同种颜色；

[0012] 体育宫顶面形状的内长方外长方环形(图11)是体育宫顶面内圈ZU、ZV、ZX、ZY为长

方形，外圈TU、TV、TX、TY为长方形，内圈长方形外圈长方形组成的内长方外长方环形体育宫

顶面；体育宫顶面形状的内长方圆角外长方圆角环形(图12)是体育宫顶面内圈ZU、ZV、ZX、

ZY  为4个圆角的长方形，外圈TU、TV、TX、TY为4个圆角的长方形，内圈4个圆角的长方形与外

圈4个圆角的长方形组成的内长方圆角外长方圆角环形体育宫顶面；

[0013] 体育宫顶面形状的内长2半椭圆外长2半椭圆环形(图13)是体育宫顶面内圈ZU、

ZV、ZX、  ZY为长2个半椭圆形，外圈TU、TV、TX、TY为长2个半椭圆形，内圈长2半椭圆形与外圈

长2个半椭圆形组成的长2个半椭圆环形体育宫顶面；

[0014] 体育宫顶面形状的内跑道环外跑道环环形(图14)是体育宫顶面内圈ZU、ZV、ZX、ZY

为跑道环形，外圈TU、TV、TX、TY为跑道环形，内圈跑道环形与外圈跑道环形组成的内跑道环

外跑道环环形体育宫顶面，内跑道环外跑道环环形体育宫顶面的内圈能够大于跑道内圈投

影挡雨几条部分跑道；

[0015] 体育宫顶面形状的内长椭圆外长椭圆环形(图15)是体育宫顶面内圈ZU、ZV、ZX、ZY

为长椭圆形，外圈TU、TV、TX、TY为长椭圆形，内圈长椭圆形与外圈长椭圆形组成的内长椭圆

外长椭圆环形体育宫顶面；

[0016] 体育宫顶面形状的内圆外圆环形(图16)是体育宫顶面内圈ZU、ZV、ZX、ZY为圆形，

外圈  TU、TV、TX、TY为圆形，内圈圆形与外圈圆形组成的内圆外圆环形体育宫顶面；

[0017] 体育宫顶面形状的内长六边外长六边环形(图17)是体育宫顶面内圈ZU、ZV、ZX、ZY

为长六边形中ZU、ZX为长边，外圈TU、TV、TX、TY为长六边形中TU、TX为长边，内圈长六边形与

外圈长六边形组成的内长六边外长六边环形体育宫顶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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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体育宫顶面形状的内长八边外长八边环形(图18)是体育宫顶面内圈ZU、ZV、ZX、ZY

为长八边形中ZU、ZX为长边，外圈TU、TV、TX、TY为长八边形中TU、TX为长边，内圈长八边形与

外圈长八边形组成的内长八边外长八边环形体育宫顶面；

[0019] 体育宫顶面形状的内多边外多边环形(图19)是体育宫顶面内圈ZU、ZV、ZX、ZY为多

边形中的边能够等长或不等长，外圈TU、TV、TX、TY为多边形中的边能够等长或不等长，内圈

多边形外圈多边形组成的内多边外多边环形体育宫顶面；

[0020] 体育宫顶面形状的1直长“U”字跑道环环形(图20)是体育宫顶面内圈ZU为直线、

ZV、ZX、ZY为“U”字跑道环形，外圈TU为直线、TV、TX、TY为U跑道环形，内圈1直长“U”字跑道环

形外圈1直长“U”字跑道环形组成的1直长U跑道环形体育宫顶面；1直长长方形的大跨度能

够在其下方布置跑道和较大的运动场；

[0021] 体育宫顶面形状的2直长2弯短方环形(图21)是体育宫顶面如(图1)UY长方形与U

长方形及UV长方形组成的跑道直道上方长方形、如(图1)XY长方形与X长方形及XV长方形组

成的跑道直道上方长方形、跑道弯道上方Y长方形、跑道弯道上方V长方形组成的2直长方  2

弯短方环形体育宫顶面；

[0022] 体育宫顶面形状的2直短2弯长方环形(图22)是体育宫顶面如(图1)跑道直道上方

U长方形、跑道直道上方X长方形、跑道弯道上方XY和Y及UY组成长方形、跑道弯道上方XV和V

及UV组成长方形构成的2直长方2弯短方环形体育宫顶面；跑道弯道上方XY和Y及UY组成长

方形、跑道弯道上方XV和V及UV组成长方形的大跨度能够在其下方布置跑道和较大的运动

场；

[0023] 体育宫顶面形状的1直短2弯长方环形(图23)是体育宫顶面如(图1)跑道直道上方

X长方形、跑道弯道上方XY和Y及UY长方形、跑道弯道上方XV和V及UV长方形组成的2直长方2

弯短方环形体育宫顶面；跑道弯道上方XY和Y及UY组成长方形、跑道弯道上方XV和V  及UV组

成长方形的大跨度能够在其下方布置跑道和较大的运动场；

[0024] 体育宫顶面形状的1弯长方“U”字跑道环环形(图24)是体育宫顶面如(图1)跑道弯

道上方XY和Y及UY组成长方形、跑道SU、SV、SX上方的“U”字形跑道

[0025] 环形组成的1弯长方“U”字跑道环环形体育宫顶面；跑道弯道上方XY和Y及UY组成

长方形的大跨度能够在其下方布置跑道和较大的运动场；

[0026] 体育宫顶面形状的2直长2弯半圆环形(图25)是体育宫顶面如(图1)UY长方形与U

长方形及UV长方形组成的跑道直道上方长方形、如(图1)XY长方形与X长方形及XV长方形组

成的跑道直道上方长方形、跑道弯道上方Y的半圆形、跑道弯道上方V的半圆形组成的2直长

2弯半圆环形体育宫顶面；如(图1)UY长方形与U长方形及UV长方形组成的跑道直道上方长

方形、如(图1)XY长方形与X长方形及XV长方形组成的跑道直道上方长方形的大跨度能够在

其下方布置跑道和较大的运动场；

[0027] 体育宫顶面形状的2直长2弯角环形(图26)是体育宫顶面如(图1)UY长方形与U长

方形及UV长方形组成的跑道直道上方长方形、如(图1)XY长方形与X长方形及XV长方形组成

的跑道直道上方长方形、跑道弯道上方Y的角形、跑道弯道上方V的角形组成的2直长2弯角

环形体育宫顶面；如(图1)UY长方形与U长方形及UV长方形组成的跑道直道上方长方形、如

(图1)XY长方形与X长方形及XV长方形组成的跑道直道上方长方形的大跨度能够在其下方

布置跑道和较大的运动场；

说　明　书 4/20 页

7

CN 213269122 U

7



[0028] 体育宫顶面形态的分廊形(图27)是体育宫顶面有分廊顶面Q、Q1的体育宫顶面的

分廊形体育宫顶面；

[0029] 体育宫顶面形态的连接廊形(图28)是体育宫顶面有连接廊顶面XYOPQXV的连接廊

形体育宫顶面；

[0030] 体育宫顶面形态的双层顶廊场道(图29、30)是体育宫顶面如(图1)上下2层的双层

环形体育宫顶面；跑道外侧位置有上下进出第2层的楼梯；第一层的顶面上有顶第2层的环

形跑道，第2层顶面能够采用无顶露天或体育宫顶面投影包含部分跑道的几个分道、体育宫

顶面投影包含全部跑道的体育宫顶面；

[0031] 体育宫顶面形态的中空顶开合全顶(图31)是体育宫顶面如(图1)ZU、ZV、ZX、ZY的

中空顶的中空位置安装了能够开合的开合屋顶的中空顶开合全顶体育宫顶面，中空顶开合

屋顶开时为上述环形体育宫顶面，中空顶开合屋顶合时为上述或下述的外圈全顶形体育宫

顶面；中空顶开合全顶体育宫顶面的开合屋顶能够采用活动屋盖水平直线移动开合屋顶、

水平旋转移动开合屋顶、空间旋转移动开合屋顶、空间曲面移动开合屋顶、膜褶皱移动开合

屋顶、膜平行折叠开合屋顶、膜平行卷帘式卷叠开合屋顶的开合方式；中空顶开合全顶体育

宫顶面的大跨度能够在其下方布置跑道和较大的运动场；中空顶开合全顶体育宫顶面的外

圈TU、TV、TX、  TY能够如上述外圈构成外长方形、外长方圆角形、外长2半椭圆形、外跑道环

形、外长椭圆形、外圆形、外长六边形、外长八边形、外多边形外圈的中空顶开合全顶体育宫

顶面。

[0032] 体育宫顶面形态的外圈长方形全顶(图32)是体育宫顶面如(图1)外圈TU、TV、TX、

TY如长方形，内圈为全顶的外圈长方形全顶体育宫顶面；外圈长方形全顶形体育宫顶面的

大跨度能够在其下方布置跑道和较大的运动场；外圈能够为上述外圈形的全顶体育宫顶面

由于其大跨度能够在其下方布置跑道和较大的运动场；全顶形体育宫顶面的外圈TU、TV、

TX、TY能够如上述外圈构成外长方形、外长方圆角形、外长2半椭圆形、外跑道环形、外长椭

圆形、外圆形、外长六边形、外长八边形、外多边形外圈的全顶形体育宫顶面。

[0033] 所述的体育宫柱支承B包括顶梁架、支承柱、支承基础；支承柱位于体育宫场地地

面上、体育运动跑道内圈以内和外圈以外的两侧，支承柱的上部位于体育宫顶的下方与体

育宫顶的体育宫顶梁架连接固定；支承基础位于体育宫场地地面下，支承基础上部连接处

与支承柱下部连接固定其位于体育运动跑道内圈以内和外圈以外的两侧；支承柱能够安装

体育运动器械及设施的连接板；柱支承B能够采用含有植物图案色彩的防撞警示柱支承B、

附着植物的绿化柱支承B、仿植物造型艺术柱支承B、含有植物图案色彩的柱支承B、含有监

控智能装置防撞警示柱支承B、含有“黄色榴莲果”植物图案色彩的防撞警示柱支承B、附着

植物的绿化柱支承B、红色西红柿植物色彩图案外观的防撞警示柱支承B、仿植物造型艺术

柱支承B、含有植物图案色彩的柱支承B、监控智能装置防撞警示柱支承B；

[0034] 支承柱和支承基础钢结构材料能够采用钢材、玻璃钢、水泥钢筋混凝土材料、合成

材料、复合材料、金属型材、非金属材料、塔架、构造柱、空间桁架、平面桁架、钢结构型材、剪

力墙体、钢结构实腹柱、钢结构格构柱、金属材料、预应力钢筋混凝土材料、树木或绿化外观

颜色色彩、树干树枝外观色彩、树叶植物枝叶外观色彩、含有树木或绿化植物色彩图案的外

观、草绿色、树木植物图案色彩、湖水河水色彩、蓝天白云色彩、湖水河水色彩、树木植物图

案色彩、体育设施场馆颜色色彩、加工结构件以及上述材料的组合使用；支承柱能够采用现

说　明　书 5/20 页

8

CN 213269122 U

8



有各种结构支撑的支撑柱体、支撑墙体、围墙、支撑梁体的材料、形状和外观；支承柱能够能

够采用警示软包防撞支承柱，支承柱在地面以上2米以下位置在采用上述材料的外部用胶

水连接固定设置的防撞缓冲材料，防撞缓冲材料外部用胶水连接固定设置的不同颜色标线

或色块的防撞警示材料；防撞缓冲材料能够采用橡胶、塑胶、海绵复合材料、充气弹性材料、

化工弹性材料、弹性材料或充气弹性缓冲材料；防撞警示材料能够采用人造革、皮革、橡胶、

塑胶、海绵复合材料、化工面料，在外观具有明显的防撞击颜色或标志警示；；胶水能够采用

瞬间胶、环氧树脂粘结类、厌氧胶水、UV胶水、热熔胶、压敏胶、乳胶、聚合物结构胶、折叠丙

烯酸酯胶、折叠复合型结构胶、折叠热固性高分子胶、折叠密封胶粘剂、折叠热熔胶、折叠水

基胶粘剂、折叠压敏胶、折叠溶剂型胶、折叠无机胶粘剂、折叠胶粘剂、折叠天然胶粘剂、折

叠橡胶粘合剂、折叠聚合物胶粘剂、塑胶修补剂；支承柱能够在地面以上  2米以下位置在支

承柱采用上述材料的外部用胶水连接固定包裹软包装垫，软包装垫能够是一种材料同时具

有防撞缓冲材料的弹性和防撞警示材料的警示色彩色块或标线的外观，在外观具有明显的

防撞击颜色；软包装垫能够采用彩色橡胶、彩色塑胶、彩色海绵复合材料、彩色充气弹性材

料、彩色化工弹性材料、彩色弹性材料或彩色充气弹性缓冲材料；

[0035] 支承柱能够根据体育宫的尺寸要求在跑道外圈外侧或内圈内侧或场地T处布置多

数量相同或不同类型的警示软包防撞支承柱；

[0036] 支承基础能够采用钢筋混凝土支撑基础、廊顶支撑构件预埋基础、结构件预埋基

础、廊顶支撑B直埋式基础、螺栓预埋基础、柱下单独扩大基础、条形基础、桩基础、沉箱基

础、混合基础、连续墙基础、刚性基础、独立式基础、井格式基础、箱形基础；支承柱、支承基

础的连接能够采用支承柱连接板与支承基础连接板焊接连接、螺丝紧固支承柱及支承基础

连接板螺孔连接、螺丝紧固支承柱及支承基础连接板螺孔加焊接连接、支承柱及支承基础

凹凸结构连接、支承柱及支承基础凹凸结构连接加螺丝螺孔连接支承柱及支承基础连接板

或焊接连接、混凝土浇筑支承柱及支承基础连接板焊接连接、钢筋混凝土浇筑连接，支承柱

及支承基础钢结构能够加工为一体，支承柱与刚架型顶梁架钢结构能够加工为一体，支承

柱、支承基础和刚架型顶梁架能够加工为一体；

[0037] 体育宫顶梁架能够采用悬挑梁、简支梁、连续梁、连续刚梁、刚架梁、平面桁架、空

间桁架、网架及其上方含有用于连接固定体育宫顶面的檩条；

[0038] 檩条能够与体育宫顶面通过螺丝螺孔连接固定、六角法兰面自钻自攻螺钉通过密

封垫圈连接固定、自钻自攻螺钉加密封圈连接固定、钻尾自攻自钻螺丝加密封胶连接固定、

螺钉连接固定；

[0039] 体育宫顶梁架能够采用钢材、玻璃钢、木材、水泥钢筋混凝土材料、合成材料、复合

材料、金属型材、非金属材料、金属型材材料、预应力钢筋混凝土材料、树木或绿化外观颜色

色彩、树干树枝外观色彩、树叶植物枝叶外观色彩、含有树木或绿化植物色彩图案的外观、

草绿色、树木植物图案色彩、湖水河水色彩、蓝天白云色彩、湖水河水色彩、与景区环境相近

色彩、树木植物图案色彩、山路色彩、体育设施场馆颜色色彩、风景区各种色调色彩、加工结

构件、砖混材料等以及上述材料的组合使用；

[0040] 体育宫顶梁架与体育宫顶面的连接能够采用螺丝螺孔连接固定、六角法兰面自钻

自攻螺钉通过密封垫圈连接固定、自钻自攻螺钉加密封圈连接固定、钻尾自攻自钻螺丝加

密封胶连接固定、螺钉连接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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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1] 体育宫顶梁架能够与下方的柱支撑B连接固定，也能够与上方支撑柱(图9外支承

柱上拉)  或悬空梁(图10悬空梁上拉)或悬索(图10悬索上拉)的拉索下方连接同时与下方

的柱支撑B连接共同固定；体育宫顶梁架与下方的柱支撑B能够采用体育宫顶梁架和柱支撑

各自的连接板螺丝孔通过螺丝连接固定，也能够采用各自的连接板焊接连接固定或螺丝孔

通过螺丝连接与焊接共同固定；

[0042] 所述的体育宫跑道及场地C包括：体育运动环形跑道、文体活动场地，体育宫跑道

及场地C 中的场地能够包括看台；体育运动环形跑道上能够根据跑道尺寸作为小型文体活

动场地开展文娱活动和小型体育运动，体育运动环形跑道上的小型文体活动场地能够直接

开展文体活动或增加小型文体活动场地或添加小型文体活动场地地垫能够开展小型文娱

活动；在体育宫地面上的支承柱之间的中、大型场地能够作为中、大型文体活动场开展中、

大文体活动，能够增加中、大型文体活动场地标线或添加中、大型文体活动场地地垫能够开

展中、大文娱活动；所述的体育运动环形跑道为600米环形跑道、400米环形跑道、350米环形

跑道、300米环形跑道、250米环形跑道、200米环形跑道、150米环形跑道、100米环形跑道、50

米环形跑道、  30米环形跑道以及其他非标准长度和形状的体育运动环形跑道；体育运动环

形跑道是原有的或原有基础上改扩建的或新建的体育运动环形跑道；体育运动环形跑道能

够设置多条分运动道且平行布置(图1)，体育运动环形跑道能够采用彩色沥青混凝土的复

合材料分运动道的防撞警示跑道及场地、彩色塑胶沥青混凝土防撞标志警示跑道及场地、

彩色沥青混凝土砖防撞警示跑道及场地、彩色塑胶混凝土砖防撞警示跑道及场地、彩色塑

胶瓷砖防撞警示跑道及场地、彩色塑胶沥青混凝土砖防撞警示跑道及场地、自结纹型塑胶

跑道、复合型塑胶跑道、透气型塑胶跑道、EPDM塑胶跑道、混合型塑胶跑道、预制型塑胶跑

道、全塑型塑胶跑道、能够采用石材、钢材、木材、防腐木材、塑胶、瓷砖、砖、沥青、水泥、混凝

土、合成材料、复合材料、草坪、泥土等以及上述材料的组合使用；

[0043] 所述的文体活动场地是原有的或原有基础上改扩建的或新建的文体活动场地；

[0044] 文体活动场地的文体活动能够包括人们体育运动活动、健身活动、健美活动、广场

舞活动、交谊舞活动、文艺活动、表演活动、文化活动、艺术活动、娱乐活动、游戏活动、展览

活动、展销活动、商务活动、比赛活动、培训活动、仪式礼仪活动、教育活动、演讲活动的场

地，文体活动场地上能够设置广场舞活动场地、交谊舞活动场地、文艺活动场、娱乐活动场

地、展览活动场地、展销活动场地、商务活动场地、比赛活动场地、羽毛球场地、足球场地、篮

球场地、排球场地、乒乓球场地、网球场地、手球场地、曲棍球场地、棒球场地、垒球场地、板

球场地、藤球场地、摔跤场地、武术场地、拳击场地、柔道场地、跆拳道场地、击剑场地、举重

场地、体操场地、艺术体操场地、台球场、皮球场地、沙袋场地、溜冰场地、跳绳场地、飞镖场

地、卡巴迪场地、自行车场地、慢跑场地、散步场地、自动跑台场、跑步机场地、射击场地、射

箭场地、跳高场地、跳远场地、投掷场地、蹦床场地的标线或装置；文体活动场地地面能够采

用石材、钢材、木材、防腐木材、塑胶、瓷砖、砖、沥青、水泥、混凝土、合成材料、复合材料、涂

料、玻璃、草坪、泥土等以及上述材料的组合使用，文体活动场地上的文体活动场地地垫能

够是地垫上没有或有具体文体活动场地标线的塑胶地垫、纯PU塑胶球场、硅PU塑胶球场、丙

烯酸塑胶球场、羽毛球地垫、悬浮拼装地板、足球场人造草坪、幼儿园人造草坪、PVC卷材塑

胶地板、人造草坪、安全地垫。

[0045] 所述体育宫附件的体育宫护栏面(E)包括：无孔的实体面、有孔的格栅面、卷帘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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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开合面、护栏式的栏杆面；体育宫护栏面能够和体育宫顶面外圈或内圈一侧的体育宫

柱支承的支承柱连接构成柱面结构，体育宫顶面外圈或内圈一侧与跑道之间的体育宫柱支

承B能够独立不与体育宫护栏面(E)连接固定；体育宫柱支承体育宫护栏面也能够独立位于

体育宫顶面外圈一侧的支承柱外侧设置安装；支承柱与无孔的实体面、有孔的格栅面、卷帘

门式的开合面、护栏式的栏杆面的连接能够采用螺丝连接固定、焊接连接固定、铆钉加连接

胶连接固定、瓦钉连接固定、钢筋混凝土连接固定；无孔的实体面、有孔的格栅面、卷帘门式

的开合面能够位于体育宫顶面外圈或内圈一侧支承柱的上段、中段、下段，护栏式的栏杆面

能够位于体育宫顶面外圈或内圈一侧支承柱的下段；无孔的实体面能够采用钢材面板、棚

顶膜板、木材面板、塑胶面板、塑料面板、水泥钢筋混凝土面板、玻璃钢采光瓦透明瓦、石棉

瓦、石材面板、仿树木或绿化外观颜色色彩的彩钢板、含有树木或绿化植物色彩图案外观的

面板、草绿色的彩面板、树木植物图案色彩的迷彩面板、蓝天白云色彩的面板、湖水河水色

彩的迷彩面板、体育设施场馆颜色色彩的面板、风景区各种色调色彩的面板、耐力板、透明

板材、半透明板材、不透明板材、合成材料面板、复合材料面板、玻璃板、钢化玻璃板、彩钢瓦

板、彩钢夹芯板、非金属面板、金属面板、玻璃纤维板、遮阳雨棚膜布、遮阳棚帆布、树木植物

图案色彩的迷彩遮阳雨棚膜布、帆布以及上述材料或面板的组合使用；有孔的格栅面能够

采用仓库隔离栅、三角折弯护栏、双边丝护栏、双圈护栏、波浪形护栏、框架护栏网、三角折

弯护栏网、双边丝护栏网、双圈护栏网、波浪形护栏网、体育场护栏网、刀片刺网‑护栏网、刺

绳护栏网、钢格栅板护栏、围栏隔离栅、格栅围墙围栏、钢格板护栏、框架护栏网、三角折弯

护栏网、双边丝护栏网、双圈护栏网、波浪形护栏网、C型柱护栏网、勾花护栏网、美格网护

栏、钢板网护栏、刀片刺网‑护栏网、刺绳护栏网、浸塑护栏网；卷帘门式的开合面能够采用

铝合金卷帘门、彩钢板卷帘门、网格卷帘门、水晶卷帘门、PVC材料卷帘门、不锈钢卷帘门；

[0046] 护栏式的栏杆面能够采用铁质护栏、石材护栏、PVC护栏、木制护栏、水泥护栏、塑

钢护栏、不锈钢护栏、铁艺护栏、玻璃护栏、钢材、木材、水泥钢筋混凝土材料、合成材料、玻

璃钢、复合材料、金属型材、非金属材料、玻璃、广告栏、金属材料、仿树木或绿化外观颜色色

彩的护栏、含有树木或绿化植物色彩图案外观的护栏、草绿色的护栏、树木植物图案色彩的

迷彩护栏、湖水河水色彩的护栏、蓝天白云色彩的护栏、湖水河水色彩的迷彩护栏、树木植

物图案色彩的护栏、体育设施场馆颜色色彩的护栏、风景区各种色调色彩的护栏、预应力钢

筋混凝土材料、墙体、砖混材料、绿化植物等以及上述材料的组合使用；护栏式的栏杆面护

栏能够采用现有钢材、玻璃钢、木材、水泥钢筋混凝土材料、合成材料、复合材料、金属型材、

非金属材料、塔架、构造柱、墙体、各种围墙、剪力墙体、金属材料、预应力钢筋混凝土材料及

各种结构的护栏、广告栏、栏杆、栏架、墙体、绿化植物的材料、形状和外观；护栏式的栏杆面

护栏能够位于体育宫内场地或体育宫外场地，用于区隔功能区和功能通道。

[0047] 所述体育宫附件的连接廊及分廊包括：连接廊(图28)、分廊(图27)；连接廊

(XYOPQXV)、分廊(Q、Q1)与体育宫连接(图1)，连接廊(XYOPQXV)能够连接体育宫与建筑或场

地(O、  P)形成环形廊通道，连接廊(XYOPQXV)能够通过(P)建筑或场地以及在建筑或场地外

侧(O)  与建筑形成相互位置关系，连接廊(图28)由廊顶、廊顶支撑柱、廊道路构成；分廊(Q、 

Q1)能够形成进出体育宫的限制通道，分廊(图27)由廊顶、廊顶支撑柱、廊道路、廊道路两侧

墙体或护栏、进出智能门G构成；廊顶由下方的廊顶支撑柱支撑固定用于下方廊道路的遮阳

挡雨，廊顶支撑柱和墙体或护栏位于廊道路两侧，进出智能门G在廊道路上用于廊通道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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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通和关合，进出智能门G能够进行人工开关或智能识别控制系统开通和关合。

[0048] 所述体育宫附件的物联网智能系统(图33)包括：物联智能系统网络层、感知层、应

用层；物联智能系统网络层包括智能管理服务器电脑、交换机、人脸对比平台、LAN(TCP/IP)

局域网；

[0049] 物联智能系统感知层包括：人脸识别终端及摄像机、人脸识别高拍仪、服务机器人

及无人机；物联智能系统应用层包括：自动贩卖机F、存取物物联柜F、智能门、广告、音响、照

明、服务机器人及无人机；

[0050] 物联智能系统网络层包括的智能管理服务器电脑、交换机、脸对比平台、LAN(TCP/

IP)局域网，其中人脸对比平台包括数据接口安全认证系统、人脸对比系统、特征提取模块、

人脸模板数据库管理系统，物联智能网络层能够将人脸、身份证通过人脸识别高拍仪的人

脸摄像机和身份证读卡器进行人脸采集建立档案并授权进入人脸模板数据库管理系统；人

员需要在通过智能门时，已经建档授权人员站在人脸识别的识别区域内人脸识别终端就会

快速对人脸图像采集、特征提取、比对、记录并通过控制器给智能门门控信号，识别成功则

开门、识别失败则拒绝开门，这样物联智能网络层通过智能门控制器开通和关合进出智能

门G能够对进出体育宫的人员实现智能管理、发挥分廊道分时段分通道的人员进出管理作

用；智能门的进行开合的门能够采用出入口三辊闸、伸缩门翼闸、摆闸和三翼旋转门；

[0051] 无人飞机飞行进入体育宫区域和服务机器人通过无线网的信息传输及自身的智

能服务功能够对体育宫内人员及设施进行识别、通知和监管；

[0052] 体育宫内物联柜的自动贩卖机能够智能提供日用品和饮用水及体育用品器具，存

取物联电柜能够提供人们存取运动用品和私人物品的便利，发挥物联网智能系统应用层的

作用；

[0053] 摄像机及探头用于体育宫内场景的拍摄、识别、信息提取传输，通过管理信息和数

据发挥物联网智能系统感知层的作用；

[0054] 物联网智能系统能够对体育宫内的照明灯具、音响和宣传广告栏以及物联网装

置、监控智能装置进行智能控制和管理，照明灯具能够采用钢化玻璃或高强透明放撞材料

并位于宫顶或支承柱上部位置，用来满足人们文体活动的照明、音响、宣传广告、物业及社

会管理的需要，满足人们文体活动信息和文化医疗养生信息传播交流以及物流传输的需

要。

[0055] 所述体育宫附件的组合器械和设施包括移动看台、移动运动器械、移动运动比赛

设施；移动看台是组装式可移动看台，需要时安装在体育宫内，不需要时拆卸移开；体育宫

运动场上及支承柱上有连接运动器械的连接板用于连接相关的体育运动器械，与连接板连

接的相关的体育运动器械为移动运动器械；比赛设施在比赛阶段在体育宫内安装，日常可

以拆卸移开的比赛设施为移动运动比赛设施；外圈、内圈B支承柱的支承柱上有体育运动器

械及设施连接板能够用于组合器械和设施的连接安装，如支承柱中上段的篮球架连接板、

支承柱中下段的球网固定环连接板、单杠连接板，Y下方跑道内侧的场内盖板下有跳远沙

坑；这样既满足相关体育运动或运动比赛的需要，又充分利用体育宫内场地开展各顶体育

运动和文娱活动。

[0056]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无论是防晒还是下雨雪天或晴天太阳直射，人们都可

以使用体育运动跑道及场地进行田径运动及文体活动的体育宫产品、智能方法及智能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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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能够正常进行体育运动跑道及场地进行田径运动及健身活动、健美活动、广场舞活动、

交谊舞活动、文艺活动、表演活动、文化活动、艺术活动、娱乐活动、游戏活动、展览活动、展

销活动、商务活动、比赛活动、培训活动、仪式礼仪活动、教育活动、演讲活动，使雨雪天或大

晴天太阳直射许多人不会放弃体育运动跑道及场地进行田径运动各类文化文娱和体育运

动，提高了体育运动跑道及场地的利用率和活动效果。

附图说明

[0057] 图1是本实用新型体育宫建筑产品、装置及智能系统的平面示意图；

[0058] 图2是体育宫建筑产品、方法及智能系统的体育宫顶面内支承柱形态示意图；

[0059] 图3是体育宫建筑产品、装置及智能系统的体育宫顶面平面形式示意图；

[0060] 图4是体育宫建筑产品、装置及智能系统的体育宫顶面双弧曲面形式示意图；

[0061] 图5是体育宫建筑产品、装置及智能系统的体育宫顶面斜面形式示意图；

[0062] 图6是体育宫建筑产品、装置及智能系统的体育宫顶面双斜面形式示意图；

[0063] 图7是体育宫建筑产品、装置及智能系统的体育宫顶面弧曲面形式示意图；

[0064] 图8是体育宫产品、装置及智能系统的体育宫顶面八字面形式示意图；

[0065] 图9是体育宫建筑产品、装置及智能系统的外支承柱上拉形态示意图；

[0066] 图10是体育宫建筑产品、装置及智能系统的悬空梁上拉形态和悬索上拉形态示意

图；

[0067] 图11是体育宫建筑产品、装置及智能系统的体育宫顶面内长方外长方环形形状示

意图；

[0068] 图12是体育宫建筑产品、装置及智能系统的体育宫顶面内长方圆角外长方圆角环

形形状示意

[0069] 图13是体育宫建筑产品、装置及智能系统的体育宫顶面内长2半椭圆外长2半椭圆

环形形状示意图；

[0070] 图14是体育宫建筑产品、装置及智能系统的体育宫顶面内跑道环外跑道环环形状

示意图；

[0071] 图15是体育宫建筑产品、装置及智能系统的体育宫顶面内长椭圆外长椭圆环形形

状示意图；

[0072] 图16是体育宫建筑产品、装置及智能系统的体育宫顶面内圆外圆环形形状示意

图；

[0073] 图17是体育宫建筑产品、装置及智能系统的体育宫顶面内长六边外长六边环形形

状示意图；

[0074] 图18是体育宫建筑产品、装置及智能系统的体育宫顶面内长八边外长八边环形形

状示意图；

[0075] 图19是体育建筑宫产品、装置及智能系统的体育宫顶面内多边外多边环形形状示

意图；

[0076] 图20是体育宫建筑产品、装置及智能系统的体育宫顶面1直长“U”字跑道环环形形

状示意

[0077] 图21是体育宫建筑产品、装置及智能系统的体育宫顶面2直长2弯短方环形形状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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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图；

[0078] 图22是体育宫建筑产品、装置及智能系统的体育宫顶面2直短2弯长方环形形状示

意图；

[0079] 图23是体育宫建筑产品、装置及智能系统的体育宫顶面1直短2弯长方环形形状示

意图；

[0080] 图24是体育宫建筑产品、装置及智能系统的体育宫顶面1弯长方“U”字跑道环形状

示意图；

[0081] 图25是体育宫建筑产品、装置及智能系统的体育宫顶面2直长2弯半圆环形形状示

意图；

[0082] 图26是体育建筑宫产品、装置及智能系统的体育宫顶面2直长2弯角环形形状示意

图；

[0083] 图27是体育宫建筑产品、装置及智能系统的体育宫顶面分廊形形态示意图；

[0084] 图28是体育宫建筑产品、方法及智能系统的体育宫顶面连接廊形形态示意图；

[0085] 图29是体育宫建筑产品、装置及智能系统的体育宫顶面双层顶廊场道形态示意

图；

[0086] 图30是体育宫建筑产品、装置及智能系统的体育宫顶面双层顶廊场道形态示意

图；

[0087] 图31是体育宫建筑产品、装置及智能系统的体育宫顶面中空顶开合全顶形态示意

图；

[0088] 图32是体育宫建筑产品、装置及智能系统的体育宫顶面外圈长方形全顶形态示意

图；

[0089] 图33是智能系统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90]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的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

[0091] 如图1及图中XX剖面图包括体育宫顶A、体育宫顶柱支承B、体育宫跑道及场地C、体

育宫护栏面E，其中体育宫顶A能够与体育宫顶柱支承B的上部连接固定并能够用于体育运

动跑道场地上方的遮阳挡雨，体育宫顶柱支承B下部与地面的固定位置能够位于体育宫地

面运动跑道外圈外侧或跑道内圈内侧的地面位置，体育宫顶柱支承B能够与体育宫顶A连接

固定的部位为体育宫顶柱支承B的上部，体育宫顶柱支承B能够与体育运动跑道内外圈以外

侧边地面连接固定的部位为体育宫顶柱支承B的下部；体育宫顶A包括的体育宫顶面、体育

宫顶梁架通过螺钉连接固定；体育宫顶柱支承B支承柱上部与体育宫顶A通过螺栓连接固

定；体育宫顶柱支承B支承柱下部通过高螺栓与结构件预埋混凝土基础连接固定；体育宫跑

道C位于内圈、外圈体育宫顶柱支承B之间，当内圈、外圈体育宫顶柱支承B之间间距大时能

够将跑道外边的场地与跑道一起作为运动场地C；体育宫护栏面E能够与体育宫顶面外圈或

内圈一侧的体育宫柱支承的支承柱通过螺丝连接固定；

[0092] 图1及XX剖面图中体育宫顶面形状为中空环形形状：体育宫顶面中空环形形状是

体育宫中心场地Z上方的体育宫顶面内圈ZU、ZV、ZX、ZY和体育宫顶面外圈TU、TV、TX、TY之间

的顶面形状，体育宫顶面内圈ZU、ZV、ZX、ZY以内是空的；体育环形跑道及场地位于体育宫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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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形状下方的体育宫场地上；体育宫顶柱支承B布置在体育宫地面环形跑道内圈以内和跑

道外圈以外的位置；体育宫顶面XY、Y、UY及XV、V、UV的跨度较大采用网架或空间桁架的顶面

梁架钢结构，钢结构顶面梁架上的型钢檩条与上面顶面的玻璃钢采光瓦透明瓦；体育宫顶

面  U及X的跨度较小采用刚架或桁架的顶面梁架钢结构，钢结构顶面梁架上的型钢檩条与

上面顶面的玻璃钢采光瓦透明瓦；内柱支承B采用厚壁型钢其上部连接板的螺孔与梁架钢

结构连接板上的螺孔通过高强螺栓连接固定；内柱支承B下部的结构件预埋混凝土基础及

连接板螺孔通过高强螺栓与内柱支承B的支承柱下部连接板螺孔连接固定；内柱支承B能够

根据设计要求在地面跑道内圈内侧或外圈外侧确定数量及位置；体育宫护栏面E能够通过

螺丝与内柱支承B的支承柱连接安装固定，外圈B支承柱上段安装无孔实体面的玻璃钢采光

瓦透明瓦，外圈B支承柱中段及下段的支承柱外侧安装有孔格栅面的体育场护栏网、外圈B

支承柱中段及下段的支承柱上的跑道一侧安装PVC材料卷帘门，内圈B支承柱上段安装无孔

实体面的玻璃钢采光瓦透明瓦，内圈B支承柱下段安装护栏式栏杆面的PVC护栏；分廊Q、分

廊Q1是进出体育宫的限制通道廊，由廊顶、廊顶支撑柱、廊道路、廊道路两侧墙体或护栏、进

出智能门G构成；廊顶由下方的廊顶支撑柱支撑固定用于下方廊道路的遮阳挡雨，廊顶支撑

柱和墙体或护栏位于廊道路两侧，进出智能门G在廊道路上用于廊通道门的开通和关合，物

联智能网络层通过智能门控制器开通和关合进出智能门G能够对进出体育宫的人员实现智

能管理、发挥分廊道分时段分通道的人员进出管理作用，人脸识别终端及摄像机安装在分

廊Q、分廊  Q1的智能门G的内上方，人脸识别高拍仪安装在分廊Q、分廊Q1的智能门G的旁边；

智能门的进行开合的门能够采用出入口三辊闸；连接廊(XV‑Q1‑R1体育宫至R500体育宫‑P‑

O‑XY)  是连接体育宫与场地T内的R1体育宫至R500体育宫及建筑O、P或场地P、O形成与体育

宫相连的环形廊通道廊，建筑O、P能够是办公楼、车间、教教学楼、图书馆建筑，场地O、P  能

够是运动场及广场；自动贩卖机、存取物物联柜F安装在外圈B支承柱中段及下段的支承柱

外侧安装彩钢板边的体育宫内，广告栏、音响安装在外圈B支承柱中段的支承柱上的跑道一

侧；照明的钢化玻璃的防爆照明灯安装在支承柱B的上部或梁架下方，外圈、内圈B支承柱的

支承柱中下部2米以下有红白色块相间的防撞缓冲橡胶软包装垫，外圈、内圈B支承柱的支

承柱上有连接板能够用于组合器械和设施的连接安装，如支承柱中上段的篮球架连接板、

支承柱中下段的羽毛球、排球网固定环连接板，Y下方跑道内侧的场内盖板下有跳远沙坑；

图1的体育宫系统的平面示意图能够是城市体育宫的系统平面示意图，图1中R为方案体育

宫及连接廊，R1、R2至R500共有500个体育宫及连接廊，R”为方案体育宫R3至R498省略部分

的示意图，R1、R2至R500共有500个方案体育宫能够容纳本发明的图2至图32的示意图方案，

也能够满足容纳本发明根据体育宫顶面形状和形态的组合构成体育宫智能系统类型的方

案；其中R1体育宫：图2体育宫顶面内支承形态；R3体育宫顶面平面形式(图3)；  R4体育宫顶

面双弧曲面形式(图4)；R5体育宫顶面斜面形式(图5)；R6体育宫顶面双斜面形式(图6)；R7

体育宫顶面弧曲面形式(图7)；R8体育宫顶面八字面形式(图8)：  R11体育宫顶面形状内长

方外长方环形(图11)；R12：体育宫顶面形状内长方圆角外长方圆角环形(图12)；R13：内长2

半椭圆外长2半椭圆环形(图13)；R14：体育宫顶面形状内跑道环外跑道环环形(图14)；R15

体育宫顶面形状内长椭圆外长椭圆环形(图15)；R16  体育宫顶面形状内圆外圆环形(图

16)；R17体育宫顶面形状内长六边外长六边环形(图17)；  R18体育宫顶面形状内长八边外

长八边环形(图18)；R19体育宫顶面形状内多边外多边环形(图19)；R20体育宫顶面形状1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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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U”字跑道环环形(图20)；R21体育宫顶面形状  2直长2弯短方环形(图21)；R22体育宫顶

面形状2直短2弯长方环形(图22)；R23体育宫顶面形状1直短2弯长方环形(图23)；R24体育

宫顶面形状1弯长方“U”字跑道环环形(图24)；R25：体育宫顶面形状2直长2弯半圆环形(图

25)；R26体育宫顶面形状2  直长2弯角环形(图26)；R27体育宫顶面形态外支承柱上拉形态

(图9)；R49体育宫顶面形态悬空梁上拉形态(图10)；R51体育宫顶面形态悬索上拉形态(图

10)；R53体育宫顶面形态分廊形形态(图27)；R55体育宫顶面形态连接廊形形态(图28)；R57

体育宫顶面形态双层顶廊场道形态(图29、30)；R59体育宫顶面形态中空顶开合全顶形态

(图31)；  R61体育宫顶面形态全顶形形态(图32)；其他R方案体育宫能够容纳本发明根据体

育宫顶面形状和形态的组合构成体育宫智能系统类型的内支承柱的内长方外长方环形、内

长方圆角外长方圆角环形、内长2半椭圆外长2半椭圆环形、内跑道环外跑道环环形、内长椭

圆外长椭圆环形、内圆外圆环形、内长六边外长六边环形、内长八边外长八边环形、内多边

外多边环形、1直长“U”字跑道环环形、2直长2弯短方环形、2直短2弯长方环形、1直短2弯长

方环形、1弯长方“U”字跑道环环形、2直长2弯半圆环形、2直长2弯角环形体育宫智能系统方

案或外支承柱上拉形态、悬空梁上拉形态)、悬索上拉形态外上拉的内长方外长方环形、内

长方圆角外长方圆角环形、内长2半椭圆外长2半椭圆环形、内跑道环外跑道环环形、内长椭

圆外长椭圆环形、内圆外圆环形、内长六边外长六边环形、内长八边外长八边环形、内多边

外多边环形、1直长“U”字跑道环环形、2直长2弯短方环形、2直短2弯长方环形、  1直短2弯长

方环形、1弯长方“U”字跑道环环形、2直长2弯半圆环形、2直长2弯角环形体育宫智能系统方

案或双层顶廊场道的内长方外长方环形、内长方圆角外长方圆角环形、内长2半椭圆外长2

半椭圆环形、内跑道环外跑道环环形、内长椭圆外长椭圆环形、内圆外圆环形、内长六边外

长六边环形)、内长八边外长八边环形、内多边外多边环形、1直长“U”字跑道环环形、2直长2

弯短方环形、2直短2弯长方环形、1直短2弯长方环形、1弯长方“U”字跑道环环形、2直长2弯

半圆环形、2直长2弯角环形体育宫智能系统方案或外长方形、外长方圆角形、外长2半椭圆

形、外跑道环形、外长椭圆形、外圆形、外长六边形、外长八边形、外多边形外圈的中空顶开

合全顶体育宫智能系统方案或全顶形的外长方形、外长方圆角形、外长2半椭圆形、外跑道

环形、外长椭圆形、外圆形、外长六边形、外长八边形、外多边形外圈的全顶形体育宫智能系

统方案；R方案体育宫还能够容纳体育宫顶面形状的内圈ZU、ZV、ZX、ZY形状的内长方形、内

长方圆角形、内长2半椭圆形、内跑道环形、内长椭圆形、内圆形、内长六边形、内长八边形、

内多边形和体育宫顶面外圈TU、TV、TX、TY形状的外长方形、外长方圆角形、外长2半椭圆形、

外跑道环形、外长椭圆形、外圆形、外长六边形、外长八边形、外多边形的内圈形状和外圈形

状能够任意组合成新的体育宫顶面环形形状方案；R方案体育宫廊还能够容纳体育宫顶面

形状的外圈TU、TV、TX、TY形状的外长方形、外长方圆角形、外长2半椭圆形、外跑道环形、外

长椭圆形、外圆形、外长六边形、外长八边形、外多边形的全顶形形态新的体育宫顶面环形

形状方案；

[0093] 体育宫顶面类型由体育宫顶面形式、形状和形态组合构成，也能够由体育宫顶面

形状和形态组合构成：

[0094] 上述图1中体育宫智能系统根据体育宫顶面形式、形状和形态的组合构成体育宫

智能系统类型，或根据体育宫顶面形状和形态的组合构成但不限于体育宫智能系统类型的

内支承柱的内长方外长方环形、内长方圆角外长方圆角环形、内长2半椭圆外长2半椭圆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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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内跑道环外跑道环环形、内长椭圆外长椭圆环形、内圆外圆环形、内长六边外长六边环

形、内长八边外长八边环形、内多边外多边环形、1直长“U”字跑道环环形、2直长2弯短方环

形、2直短2弯长方环形、1直短2弯长方环形、1弯长方“U”字跑道环环形、2直长2弯半圆环形、 

2直长2弯角环形体育宫智能系统或外支承柱上拉形态、悬空梁上拉形态)、悬索上拉形态外

上拉的内长方外长方环形、内长方圆角外长方圆角环形、内长2半椭圆外长2半椭圆环形、内

跑道环外跑道环环形、内长椭圆外长椭圆环形、内圆外圆环形、内长六边外长六边环形、内

长八边外长八边环形、内多边外多边环形、1直长“U”字跑道环环形、2直长2弯短方环形、2直

短2弯长方环形、1直短2弯长方环形、1弯长方“U”字跑道环环形、2直长2弯半圆环形、2直长2

弯角环形体育宫智能系统或双层顶廊场道的内长方外长方环形、内长方圆角外长方圆角环

形、内长2半椭圆外长2半椭圆环形、内跑道环外跑道环环形、内长椭圆外长椭圆环形、内圆

外圆环形、内长六边外长六边环形)、内长八边外长八边环形、内多边外多边环形、1直长“U”

字跑道环环形、2直长2弯短方环形、2直短2弯长方环形、1直短2  弯长方环形、1弯长方“U”字

跑道环环形、2直长2弯半圆环形、2直长2弯角环形体育宫智能系统或外长方形、外长方圆角

形、外长2半椭圆形、外跑道环形、外长椭圆形、外圆形、外长六边形、外长八边形、外多边形

外圈的中空顶开合全顶体育宫智能系统或全顶形的外长方形、外长方圆角形、外长2半椭圆

形、外跑道环形、外长椭圆形、外圆形、外长六边形、外长八边形、外多边形外圈的全顶形体

育宫智能系统。

[0095] 如图2是体育宫建筑产品、方法及智能系统的体育宫顶面内支承柱形态示意图；

[0096] 图中体育宫中空色彩玻璃纤维板顶面A，软包防撞柱支承B、环形跑道及场地C、体

育宫护栏面E，图2为图1中的ZY1‑ZY2‑TY2‑TY1‑ZY1局部示意图；

[0097] 图2采用的体育宫建筑装置包括如下：

[0098] 一：在环形跑道及场地C位置的内圈内侧和外圈外侧安装软包防撞柱支承B；

[0099] 二：在软包防撞柱支承B的檩条B6的上方安装色彩玻璃纤维板顶面A通过自攻螺丝

连接固定；

[0100] 体育宫中空蓝天白云色彩玻璃纤维板顶面A通过色彩防撞软包防撞柱支承B连接

固定在环形跑道及场地C上方：蓝天白云色彩玻璃纤维板顶面A对下方的环形跑道及场地C

提供避雨、透光、防暴晒、与环境协调和晴朗天空良好感觉的体育运动条件；

[0101] 其中体育宫顶面A采用色彩玻璃纤维板材料的中空顶面；体育宫建筑顶面A采用的

色彩玻璃纤维板的建筑材料产品；所述的色彩玻璃纤维板是含有色彩的玻璃纤维板，色彩

指由2种及以上的颜色分布构成，相近的颜色是不同种颜色，色彩能够采用蓝天白云色彩、

植物绿化色彩、自然环境色彩、风景区色彩；含有色彩的玻璃纤维板用于体育宫建筑顶面A

具有遮雨、半透明透光、半透明防暴晒、遮阳不刺眼、与自然环境、运动环境色彩协调、置身

其中运动能够感受心境好的技术效果；优选的采用蓝天白云色彩玻璃纤维板材料。

[0102] 图2柱支承B采用色彩警示软包防撞柱支承B包括顶内支柱B1、顶外支柱B2、顶内支

柱基础B3、顶外支柱基础B4、顶梁架B5；顶梁架B5包括檩条B6、顶梁架内圈梁B7、顶梁架外圈

梁B8、顶梁架内外连接梁B9；顶内支柱B1、顶内支柱基础B3位于环形跑道及场地C  内圈内

侧；顶外支柱B2、顶外支柱基础B4位于环形跑道及场地C外圈外侧；顶梁架B5及檩条B6位于

环形跑道及场地C上方，顶梁架B5的顶梁架内圈梁B7位于环形跑道及场地C内圈内侧上方能

够通过连接板孔及螺栓螺母连接固定组成顶梁架内圈梁B7，顶梁架B5的顶梁架外圈梁B8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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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环形跑道及场地C外圈外侧上方能够通过连接板孔及螺栓螺母连接固定组成场顶梁架外

圈梁B8，顶梁架内外连接梁B9位于顶梁架外圈梁B8及顶梁架内圈梁B7的上方，顶梁架内外

连接梁B9是顶梁架外圈梁B8与顶梁架内圈梁B7之间的连接梁，通过相应的连接板孔及螺栓

螺母连接固定；檩条B6位于顶梁架内外连接梁B9的上方过螺栓螺母连接固定；顶外支柱B2

上部与顶梁架外圈梁B8、顶内支柱B1上部与顶梁架内圈梁B7、顶内支柱B1下部与顶内支柱

基础B3、顶外支柱B2下部与顶外支柱基础B4、通过相应的连接板法兰孔及螺栓螺母连接固

定；顶内支柱基础B3、顶外支柱基础B4由预埋螺栓和钢筋混凝土基础构成；顶梁架B5为图1

中的ZY1‑ZY2‑TY2‑TY1‑ZY1局部示意图为局部示意图，顶梁架B5的体育宫全景示意图能够

全部如ZY1‑ZY2‑TY2‑TY1‑ZY1局部示意图所示；采用的软包防撞柱支承B的顶内支柱B1、顶

外支柱B2采用钢材材料外表面周围包裹了外观色彩警示软包材料；外观色彩能够采用不同

颜色的标线或色块或标志，软包材料能够采用橡胶、塑胶、海绵复合材料、充气弹性材料、弹

性材料或弹性缓冲安全圈；外观色彩软包材料使软包防撞支撑B具有外观色彩防撞警示和

软包材料防撞的技术效果；实施例优选的软包防撞柱支承B的顶内支柱B1、顶外支柱B2采用

厚壁圆钢管，其下部含螺孔的连接板法兰分别与顶内支柱基础B3、顶外支柱基础B4上部有

连接板法兰的高强预埋螺栓连接固定，其上部含螺孔的连接板法兰与顶梁架下部含螺孔的

连接板法兰通过高强螺栓连接固定；顶内支柱基础B3、顶外支柱基础B4采用上部有连接板

法兰的高强预埋螺栓进行混凝土浇筑预埋基础；顶梁架B5的顶梁架内圈梁  B7、顶梁架外圈

梁B8、顶梁架内外连接梁B9在XY‑Y‑UY及XV‑V‑UV顶面区域采用空间桁架钢结构，在X及U顶

面区域采用H钢钢结构；其相互之间的连接通过顶梁架内圈梁B7、顶梁架外圈梁B8、顶梁架

内外连接梁B9连接部位含螺孔的连接板通过高强螺栓实现相互连接固定；顶梁架B5上部的

檩条B6采用C型钢与顶梁架内圈梁B7、顶梁架外圈梁B8、顶梁架内外连接梁B9其连接部位的

螺孔通过螺栓连接固定；顶梁架外圈梁B8、顶梁架内外连接梁B9在  XY‑Y‑UY及XV‑V‑UV顶面

区域采用空间桁架钢结构与在X及U顶面区域采用H钢钢结构在连接部位设置连接板孔通过

高强螺栓连接固定；上述连接板孔能够设置焊接在上述结构件的连接部位；

[0103] 蓝天白云色彩玻璃纤维板的顶面材料在檩条B6做饭上方通过自攻螺丝自带密封

圈连接固定形成中空顶面的体育宫顶A，具有避雨、采光、防暴晒、遮阳不刺眼、与环境色彩

协调、置身其中运动能够感受天空大自然环境心境好利于运动；

[0104] 环形跑道及场地C优选采用彩色塑胶沥青混凝土防撞标志警示廊道C；所采用的彩

色塑胶沥青混凝土防撞标志警示廊道C是用于人们骑行、步行、跑步或其他体育运动活动的

通道，通道指来往畅通的道路，廊道路面采用防撞标志的彩色塑胶沥青混凝土，通过防撞标

志的彩色塑胶沥青混凝土路面的防撞标志及色块色差设置防撞标志警示彩色塑胶沥青混

凝土分运动道，运动道路防撞标志能够具有文字、图案标志的道路运动减速标志、道路交叉

标志、运动方向标志、坡道标志、道路宽窄标志、道路长度标志的安全警示标志能够使运动

人员避免碰撞伤害及彩色塑胶沥青混凝土廊道路面的彩色分运动道具有有序体育运动及

专用道路安全防碰撞区域的文字、图案、色彩标志防撞警示的技术效果。

[0105] 其中体育宫顶A能够与体育宫顶柱支承B的上部连接固定并能够用于体育运动跑

道场地上方的遮阳挡雨，体育宫顶柱支承B下部与地面的固定位置能够位于体育宫地面运

动跑道外圈外侧或跑道内圈内侧的地面位置，体育宫顶柱支承B能够与体育宫顶A连接固定

的部位为体育宫顶柱支承B的上部，体育宫顶柱支承B能够与体育运动跑道内外圈以外侧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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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连接固定的部位为体育宫顶柱支承B的下部；体育宫顶A包括的体育宫顶面、体育宫顶

梁架通过螺钉连接固定；体育宫顶柱支承B支承柱上部与体育宫顶A通过螺栓连接固定；体

育宫顶柱支承  B支承柱下部通过高螺栓与结构件预埋混凝土基础连接固定；体育宫跑道C

位于内圈、外圈体育宫顶柱支承B之间，当内圈、外圈体育宫顶柱支承B之间间距大时能够将

跑道外边的场地与跑道一起作为运动场地C；体育宫护栏面E能够与体育宫顶面外圈或内圈

一侧的体育宫柱支承的支承柱通过螺丝连接固定；

[0106] 如图3是体育宫建筑产品、装置及智能系统的体育宫顶面平面形式示意图；

[0107] 图中体育宫顶A、体育宫顶柱支承B。

[0108] 如图4是体育宫建筑产品、装置及智能系统的体育宫顶面双弧曲面形式示意图；

[0109] 图中体育宫顶A、体育宫顶柱支承B。

[0110] 如图5是体育宫建筑产品、装置及智能系统的体育宫顶面斜面形式示意图；

[0111] 图中体育宫顶A、体育宫顶柱支承B。

[0112] 如图6是体育宫建筑产品、装置及智能系统的体育宫顶面双斜面形式示意图；

[0113] 图中体育宫顶A、体育宫顶柱支承B。

[0114] 如图7是体育宫建筑产品、装置及智能系统的体育宫顶面弧曲面形式示意图；

[0115] 图中体育宫顶A、体育宫顶柱支承B。

[0116] 如图8是体育宫产品、装置及智能系统的体育宫顶面八字面形式示意图；

[0117] 图中体育宫顶A、体育宫顶柱支承B。

[0118] 如图9是体育宫建筑产品、装置及智能系统的外支承柱上拉形态示意图；

[0119] 图中体育宫顶A、体育宫顶柱支承B、上拉索；体育宫顶梁架能够与上方支撑柱通过

拉索连接。

[0120] 如图10是体育宫建筑产品、装置及智能系统的悬空梁上拉形态和悬索上拉形态示

意图；

[0121] 图中体育宫顶A、体育宫顶柱支承B、上拉索、悬空梁、悬索；体育宫顶梁架能够与上

方的悬空梁(图10悬空梁上拉)或悬索(图10悬索上拉)的拉索连接固定；体育宫顶梁架与下

方的柱支撑B能够采用体育宫顶梁架和柱支撑各自的连接板螺丝孔通过螺丝连接固定，也

能够采用各自的连接板焊接连接固定或螺丝孔通过螺丝连接与焊接共同固定；

[0122] 如图11是体育宫建筑产品、装置及智能系统的体育宫顶面内长方外长方环形形状

示意图；

[0123] 图中体育宫顶面内圈ZU、ZV、ZX、ZY为长方形，外圈TU、TV、TX、TY为长方形，内圈长

方形外圈长方形组成的内长方外长方环形体育宫顶面；

[0124] 如图12是体育宫建筑产品、装置及智能系统的体育宫顶面内长方圆角外长方圆角

环形形状示意图；图中体育宫顶面内圈ZU、ZV、ZX、ZY为4个圆角的长方形，外圈TU、TV、TX、TY

为  4个圆角的长方形，内圈4个圆角的长方形与外圈4个圆角的长方形组成的内长方圆角外

长方圆角环形体育宫顶面。

[0125] 如图13是体育宫建筑产品、装置及智能系统的体育宫顶面内长2半椭圆外长2半椭

圆环形形状示意图；图中体育宫顶面内圈ZU、ZV、ZX、ZY为长2个半椭圆形，外圈TU、TV、TX、TY 

为长2个半椭圆形，内圈长2半椭圆形与外圈长2个半椭圆形组成的长2个半椭圆环形体育宫

顶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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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6] 如图14是体育宫建筑产品、装置及智能系统的体育宫顶面内跑道环外跑道环环形

状示意图；

[0127] 图中体育宫顶面内圈ZU、ZV、ZX、ZY为跑道环形，外圈TU、TV、TX、TY为跑道环形，内

圈跑道环形与外圈跑道环形组成的内跑道环外跑道环环形体育宫顶面，内跑道环外跑道环

环形体育宫顶面的内圈能够大于跑道内圈投影挡雨几条部分跑道。

[0128] 如图15是体育宫建筑产品、装置及智能系统的体育宫顶面内长椭圆外长椭圆环形

形状示意图；

[0129] 图中体育宫顶面内圈ZU、ZV、ZX、ZY为长椭圆形，外圈TU、TV、TX、TY为长椭圆形，内

圈长椭圆形与外圈长椭圆形组成的内长椭圆外长椭圆环形体育宫顶面；

[0130] 如图16是体育宫建筑产品、装置及智能系统的体育宫顶面内圆外圆环形形状示意

图；

[0131] 图中体育宫顶面内圈ZU、ZV、ZX、ZY为圆形，外圈TU、TV、TX、TY为圆形，内圈圆形与

外圈圆形组成的内圆外圆环形体育宫顶面；

[0132] 如图17是体育宫建筑产品、装置及智能系统的体育宫顶面内长六边外长六边环形

形状示意图；

[0133] 图中体育宫顶面内圈ZU、ZV、ZX、ZY为长六边形中ZU、ZX为长边，外圈TU、TV、TX、TY

为长六边形中TU、TX为长边，内圈长六边形与外圈长六边形组成的内长六边外长六边环形

体育宫顶面；

[0134] 如图18是体育宫建筑产品、装置及智能系统的体育宫顶面内长八边外长八边环形

形状示意图；

[0135] 图中体育宫顶面内圈ZU、ZV、ZX、ZY为长八边形中ZU、ZX为长边，外圈TU、TV、TX、TY

为长八边形中TU、TX为长边，内圈长八边形与外圈长八边形组成的内长八边外长八边环形

体育宫顶面；

[0136] 如图19是体育建筑宫产品、装置及智能系统的体育宫顶面内多边外多边环形形状

示意图；图中体育宫顶面内圈ZU、ZV、ZX、ZY为多边形中的边能够等长或不等长，外圈TU、TV、

TX、  TY为多边形中的边能够等长或不等长，内圈多边形外圈多边形组成的内多边外多边环

形体育宫顶面；

[0137] 如图20是体育宫建筑产品、装置及智能系统的体育宫顶面1直长“U”字跑道环环形

形状示意图；图中体育宫顶面内圈ZU为直线、ZV、ZX、ZY为“U”字跑道环形，外圈TU为直线、 

TV、TX、TY为U跑道环形，内圈1直长“U”字跑道环形外圈1直长“U”字跑道环形组成的  1直长U

跑道环形体育宫顶面；1直长长方形的大跨度能够在其下方布置跑道和较大的运动场；如图

21是体育宫建筑产品、装置及智能系统的体育宫顶面2直长2弯短方环形形状示意图；图中

体育宫顶面如(图1)UY长方形与U长方形及UV长方形组成的跑道直道上方长方形、如  (图1)

XY长方形与X长方形及XV长方形组成的跑道直道上方长方形、跑道弯道上方Y长方形、跑道

弯道上方V长方形组成的2直长方2弯短方环形体育宫顶面；

[0138] 如图22是体育宫建筑产品、装置及智能系统的体育宫顶面2直短2弯长方环形形状

示意图；图中体育宫顶面如(图1)跑道直道上方U长方形、跑道直道上方X长方形、跑道弯道

上方  XY和Y及UY组成长方形、跑道弯道上方XV和V及UV组成长方形构成的2直长方2弯短方

环形体育宫顶面；跑道弯道上方XY和Y及UY组成长方形、跑道弯道上方XV和V及UV组成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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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的大跨度能够在其下方布置跑道和较大的运动场；

[0139] 如图23是体育宫建筑产品、装置及智能系统的体育宫顶面1直短2弯长方环形形状

示意图；图中体育宫顶面如(图1)跑道直道上方X长方形、跑道弯道上方XY和Y及UY长方形、

跑道弯道上方XV和V及UV长方形组成的2直长方2弯短方环形体育宫顶面；跑道弯道上方XY 

和Y及UY组成长方形、跑道弯道上方XV和V及UV组成长方形的大跨度能够在其下方布置跑道

和较大的运动场；

[0140] 如图24是体育宫建筑产品、装置及智能系统的体育宫顶面1弯长方“U”字跑道环形

状示意图；

[0141] 图中体育宫顶面如(图1)跑道弯道上方XY和Y及UY组成长方形、跑道SU、SV、SX上方

的“U”字形跑道环形组成的1弯长方“U”字跑道环环形体育宫顶面；跑道弯道上方XY和Y及 

UY组成长方形的大跨度能够在其下方布置跑道和较大的运动场；

[0142] 如图25是体育宫建筑产品、装置及智能系统的体育宫顶面2直长2弯半圆环形形状

示意图；

[0143] 图中体育宫顶面如(图1)UY长方形与U长方形及UV长方形组成的跑道直道上方长

方形、如  (图1)XY长方形与X长方形及XV长方形组成的跑道直道上方长方形、跑道弯道上方

Y的半圆形、跑道弯道上方V的半圆形组成的2直长2弯半圆环形体育宫顶面；如(图1)UY长方

形与U长方形及UV长方形组成的跑道直道上方长方形、如(图1)XY长方形与X长方形及  XV长

方形组成的跑道直道上方长方形的大跨度能够在其下方布置跑道和较大的运动场；

[0144] 如图26是体育建筑宫产品、装置及智能系统的体育宫顶面2直长2弯角环形形状示

意图；

[0145] 图中体育宫顶面如(图1)UY长方形与U长方形及UV长方形组成的跑道直道上方长

方形、如  (图1)XY长方形与X长方形及XV长方形组成的跑道直道上方长方形、跑道弯道上方

Y的角形、跑道弯道上方V的角形组成的2直长2弯角环形体育宫顶面；如(图1)UY长方形与U 

长方形及UV长方形组成的跑道直道上方长方形、如(图1)XY长方形与X长方形及XV长方形组

成的跑道直道上方长方形的大跨度能够在其下方布置跑道和较大的运动场；

[0146] 如图27是体育宫建筑产品、装置及智能系统的体育宫顶面分廊形形态示意图；

[0147] 图中体育宫顶面有分廊顶面Q、Q1的体育宫顶面的分廊形体育宫顶面，如图1的R方

案廊；如图28是体育宫建筑产品、方法及智能系统的体育宫顶面连接廊形形态示意图；

[0148] 图中是体育宫顶面有连接廊顶面XYOPQXV的连接廊形体育宫顶面；

[0149] 如图29是体育宫建筑产品、装置及智能系统的体育宫顶面双层顶廊场道形态示意

图；

[0150] 图中体育宫顶A、体育宫顶柱支承B、跑道C、栏杆E，体育宫顶面如(图1)上下2层的

双层环形体育宫顶面；外圈体育宫顶柱支承B和内圈体育宫顶柱支承B位于跑道的两外侧位

置，第2层外圈体育宫顶柱支承B支承体育宫顶A，第2层内圈体育宫位置安装护栏面E；第1层

的顶面上有顶第2层的环形跑道，第2层顶面能够采用无顶露天或体育宫顶面投影包含部分

第1层顶面及跑道的部分分道、第2层体育宫顶面投影包含全部第1层顶面及跑道的体育宫

顶面，第2层体育宫顶面投影包含全部第1层顶面及跑道的体育宫顶面能够采用第2层外圈

体育宫顶柱支承B和内圈体育宫顶柱支承B同时支承第2层体育宫顶面，第2层外圈体育宫顶

柱支承B和内圈体育宫顶柱支承B下段安装护栏面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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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51] 如图30是体育宫建筑产品、装置及智能系统的体育宫顶面双层顶廊场道形态示意

图；图中体育宫顶面如(图1)上下2层的双层环形体育宫顶面；跑道外侧位置有上下进出第2

层的楼梯；第一层的顶面上有顶第2层的环形跑道，第2层顶面能够采用无顶露天或体育宫

顶面投影包含部分跑道的几个分道、体育宫第2层顶面及投影包含第1层全部跑道的体育宫

顶面；如图31是体育宫建筑产品、装置及智能系统的体育宫顶面中空顶开合全顶形态示意

图；

[0152] 图中体育宫顶面如(图1)ZU、ZV、ZX、ZY的中空顶的中空位置安装了能够开合的开

合屋顶的中空顶开合全顶体育宫顶面，中空顶开合屋顶开时为上述环形体育宫顶面，中空

顶开合屋顶合时为上述或下述的外圈全顶形体育宫顶面；中空顶开合全顶体育宫顶面的开

合屋顶能够采用活动屋盖水平直线移动开合屋顶、水平旋转移动开合屋顶、空间旋转移动

开合屋顶、空间曲面移动开合屋顶、膜褶皱移动开合屋顶、膜平行折叠开合屋顶、膜平行卷

帘式卷叠开合屋顶的开合方式；中空顶开合全顶体育宫顶面的大跨度能够在其下方布置跑

道和较大的运动场；中空顶开合全顶体育宫顶面的外圈TU、TV、TX、TY能够如上述外圈构成

外长方形、外长方圆角形、外长2半椭圆形、外跑道环形、外长椭圆形、外圆形、外长六边形、

外长八边形、外多边形外圈的中空顶开合全顶体育宫顶面。

[0153] 如图32是体育宫建筑产品、装置及智能系统的体育宫顶面外圈长方形全顶形态示

意图；

[0154] 图中体育宫顶面如(图1)外圈TU、TV、TX、TY如长方形，内圈为全顶的外圈长方形全

顶体育宫顶面；外圈长方形全顶形体育宫顶面的大跨度能够在其下方布置跑道和较大的运

动场；外圈能够为上述外圈形的全顶体育宫顶面由于其大跨度能够在其下方布置跑道和较

大的运动场；全顶形体育宫顶面的外圈TU、TV、TX、TY能够如上述外圈构成外长方形、外长方

圆角形、外长2半椭圆形、外跑道环形、外长椭圆形、外圆形、外长六边形、外长八边形、外多

边形外圈的全顶形体育宫顶面。

[0155] 所述的体育宫智能建筑系统还包括：体育宫附件E；体育宫附件D包括护栏面(E)、

连接廊(图  28)、分廊(图27)；护栏面(E)能够是无孔的实体面、有孔的格栅面、卷帘门式的

开合面、护栏式的栏杆面，体育宫护栏面能够和体育宫顶面外圈或内圈一侧的体育宫柱支

承的支承柱连接构成柱面结构，支承柱与无孔的实体面、有孔的格栅面、卷帘门式的开合

面、护栏式的栏杆面的连接能够采用螺丝连接固定，无孔的实体面能够采用透明板材，有孔

的格栅面能够采用体育场护栏网，卷帘门式的开合面能够采用PVC材料卷帘门，护栏式的栏

杆面能够采用树木植物图案色彩的迷彩护栏；连接廊(图28)是体育宫连接建筑或场地(O、

P)形成环形廊通道；分廊是进出体育宫的限制通道，分廊(图27)由廊顶、廊顶支撑柱、廊道

路、廊道路两侧墙体或护栏、进出智能门G构成；廊顶由下方的廊顶支撑柱支撑固定用于下

方廊道路的遮阳挡雨，廊顶支撑柱和墙体或护栏位于廊道路两侧，进出智能门G在廊道路上

安装有人脸识别设备用于廊通道门的开通和关合，进出智能门G能够进行人工开关或智能

人脸识别识别控制系统开通和关合，智能门控制器开通和关合进出智能门G能够对进出体

育宫的人员实现智能开合管理、发挥分廊道分时段分通道的人员进出管理作用；智能门进

行开合的门能够采用出入口摆闸门。

[0156] 所述的体育宫智能建筑系统还包括：体育宫智能附件F(图33)；体育宫智能附件F

包括自动贩卖机F、服务机器人，进出智能门G在廊道路上安装有人脸识别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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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57] 自动贩卖机F是体育宫内的物联柜能够智能提供日用品和饮用水及体育用品器具

存取和私人物品的便利；服务机器人是在体育宫区域的服务机器人能够通过无线网的信息

传输及自身的智能服务功对体育宫内人员及设施进行识别、通知和监管。进出智能门G在廊

道路上安装有人脸识别设备。

[0158] 以上所述的仅是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方式但不仅局限于上述最佳实施方式，在

这里使用的术语与措辞是揭示内容的术语，但没有局限性，在采用这些术语和措辞时，不排

除其它与这里所揭示和描述的特征(或特征的一部分)相似的等同物，应当指出，对于本领

域的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整体构思前提下，还能够作出多种修改、若干改变

和改进，任何人在发明的启示下都可得出其他各种形式的产品、方法，但不论在其形状、结

构或材料上作任何变化，凡是具有与本实用新型相同或相近似的技术方案，应该视为本实

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这些都不会影响本发明实施的效果和专利的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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