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2110530099.6

(22)申请日 2021.05.14

(71)申请人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地址 250000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文化东

路16号中建文化城二期办公楼1单元

17层

(72)发明人 王云升　贾海波　房海波　顾耀文　

王超　王学洲　刘永涛　

(74)专利代理机构 山东知圣律师事务所 37262

代理人 陈晓辉

(51)Int.Cl.

E04B 1/34(2006.01)

E04B 1/35(2006.01)

E04B 1/00(2006.01)

E04B 2/88(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环保型钢结构螺旋坡道及其施工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环保型钢结构螺旋坡道，包

括连续设置的坡道板和竖直设置的若干个预应

力钢拉杆，所述钢拉杆的顶部连接屋盖、底部固

设于地面、中部穿设固定其所经过的坡道板材，

所述坡道板与主体墙面之间设有若干个间隔布

置的连接组件。本发明还涉及了对环保型钢结构

螺旋坡道的施工方法，符合强度、寿命和安全性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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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环保型钢结构螺旋坡道，其特征在于：包括连续设置的坡道板（1）和竖直设置的

若干个预应力钢拉杆（2），所述钢拉杆（2）的顶部连接屋盖（3）、底部固设于地面、中部穿设

固定其所经过的坡道板材（1），所述坡道板（1）与主体墙面（4）之间设有若干个间隔布置的

连接组件。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环保型钢结构螺旋坡道，其特征在于：所述钢拉杆（2）包括上

接头（21）、数个牛腿组件、中螺杆（25）、下螺杆（26）和下接头（27）；

所述上接头（21）下端连接有一个牛腿组件且两者之间设有锁紧环（22），所述下螺杆

（26）的上端连接一个牛腿组件、下端连接下接头（27），相邻牛腿组件之间通过中螺杆（25）

连接，所述牛腿组件用于穿设坡道板材（1）。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环保型钢结构螺旋坡道，其特征在于：所述牛腿组件包括铸钢

套筒（24）、牛腿座（28）和橡胶套管（23），所述橡胶套管（23）套设在铸钢套筒（24）外表面。

4.一种如权利要求1至3中任一项所述环保型钢结构螺旋坡道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

于，包括以下步骤：

S1)在屋盖（3）与地面之间吊装拉设所需数量的钢拉杆（2），所述钢拉杆（2）以屋盖（3）

的几何中心为中心在螺旋坡道所在的水平面内均匀分布；

S2)对钢拉杆进行预应力第一阶段张拉；

S3)安装螺旋形坡道的结构梁，以钢拉杆为固定的节点；

S4)在结构梁上以钢拉杆为固定的节点安装螺旋形坡道的坡道板（1）和连接组件，监测

螺旋形坡道的整体位移和各个坡道板（1）连接节点的位移；

S5)对钢拉杆进行预应力第二阶段张拉至规定的预应力值。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环保型钢结构螺旋坡道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上述步骤S2

中，所述钢拉杆（2）的第一阶段张拉的方式为：钢拉杆（2）在螺旋坡道所在的水平面内上均

匀划分为五组张拉单元，

第一组张拉单元的钢拉杆（2）呈十字方位同心布置将水平面均分为四个相同的直角装

的一号扇形区；

第二组张拉单元的钢拉杆（2）的布置是将四个所述一号扇形平均划分共计得到八个相

同的二号扇形区；

第三组张拉单元的钢拉杆（2）的布置是将八个所述二号扇形区平均划分共计得到十六

个相同的三号扇形区；

第四组张拉单元的钢拉杆（2）的布置是将其中间隔分布的八个所述三号扇形区平均划

分共计得到十六个四号扇形区；

第五组张拉单元的钢拉杆（2）的布置是将剩余的间隔分布的八个所述三号扇形区平均

划分共计得到十六个五号扇形区；

每次张拉时，选取该组张拉单元以所述中心对称分布的四根钢拉杆（2）同时张拉，每根

钢拉杆（2）各用两台千斤顶张拉，预拉力为240±10kN。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环保型钢结构螺旋坡道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上述步骤S4

中，第一阶段张拉中所述的五组张拉单元最终将螺旋坡道划分成了三十二个相同的扇形

区，所述坡道板（1）安装在扇形区内，所述坡道板（1）的安装方式为：首先，以屋盖（3）的几何

中心为中心在间隔的扇形区内对称安装坡道板（1）及所述连接组件，共执行8次，坡道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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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间隔布置；然后，在空余的扇形区内对称安装坡道板（1），形成连续完整的螺旋坡道。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环保型钢结构螺旋坡道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上述步骤S4

中，对每个扇形区中坡道板（1）及其节点进行位移检测和相对变形监测，所述位移变化量从

地面到屋盖为增大趋势且每个坡道板（1）靠近主体墙面（4）侧的位移变化量小于远离主体

墙面（4）侧的位移变化量。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环保型钢结构螺旋坡道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上述步骤S5)

中所述第二阶段张拉后，钢拉杆（2）上端的预拉力为250+（‑15~10）kN、下端的预拉力为200+

（‑15~10）k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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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环保型钢结构螺旋坡道及其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异形建筑技术，具体是一种环保型钢结构螺旋坡道及其施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建筑主体外部多数是幕墙结构，对于一些与科技匹配的建筑，设计师需要将表达

的主题与建筑外形实现高契合度，这就给实际的施工结构和施工方法带来难度。

[0003] 设计要求在建筑主体的外围设置螺旋坡道，建筑主体的外围是圆锥或者圆柱结

构，螺旋坡道呈螺旋形从下到上连续“缠绕”在建筑主体外围。在具体结构设计和施工中，保

证钢结构体系施工中的模拟准确度与现场施工时实际受力情况的重合度是存在的关键问

题，螺旋坡道是连续的，若某处结构失效容易造成整个体系受力变化，维修复杂，寿命低，存

在安全隐患。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环保型钢结构螺旋坡道及其施工方法，该

螺旋坡道设置为悬挂式，无需混凝土支模，直接悬挂在屋盖系统的悬挑管桁架上，通过竖向

钢拉杆的张拉保证在螺旋坡道施工时屋盖系统的稳定，施工过程中确保对螺旋坡道结构的

实时性健康检测。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一种环保型钢结构螺旋坡道，包括连续设置的坡道板和竖直设置的若干个预应力

钢拉杆，所述钢拉杆的顶部连接屋盖、底部固设于地面、中部穿设固定其所经过的坡道板

材，所述坡道板与主体墙面之间设有若干个间隔布置的连接组件。

[0005] 上述环保型钢结构螺旋坡道，所述钢拉杆包括上接头、数个牛腿组件、中螺杆、下

螺杆和下接头；

所述上接头下端连接有一个牛腿组件且两者之间设有锁紧环，所述下螺杆的上端

连接一个牛腿组件、下端连接下接头，相邻牛腿组件之间通过中螺杆连接，所述牛腿组件用

于穿设坡道板材。

[0006] 上述环保型钢结构螺旋坡道，所述牛腿组件包括铸钢套筒、牛腿座和橡胶套管，所

述橡胶套管套设在铸钢套筒外表面。

[0007] 一种对所述环保型钢结构螺旋坡道的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S1)在屋盖与地面之间吊装拉设所需数量的钢拉杆，所述钢拉杆以屋盖的几何中

心为中心在螺旋坡道所在的水平面内均匀分布；

S2)对钢拉杆进行预应力第一阶段张拉；

S3)安装螺旋形坡道的结构梁，以钢拉杆为固定的节点；

S4)在结构梁上以钢拉杆为固定的节点安装螺旋形坡道的坡道板和连接组件，监

测螺旋形坡道的整体位移和各个坡道板连接节点的位移；

S5)对钢拉杆进行预应力第二阶段张拉至规定的预应力值。

[0008] 上述步骤S2中，所述钢拉杆的第一阶段张拉的方式为：钢拉杆在螺旋坡道所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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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面内上均匀划分为五组张拉单元，

第一组张拉单元的钢拉杆呈十字方位同心布置将水平面均分为四个相同的直角

装的一号扇形区；

第二组张拉单元的钢拉杆的布置是将四个所述一号扇形平均划分共计得到八个

相同的二号扇形区；

第三组张拉单元的钢拉杆的布置是将八个所述二号扇形区平均划分共计得到十

六个相同的三号扇形区；

第四组张拉单元的钢拉杆的布置是将其中间隔分布的八个所述三号扇形区平均

划分共计得到十六个四号扇形区；

第五组张拉单元的钢拉杆的布置是将剩余的间隔分布的八个所述三号扇形区平

均划分共计得到十六个五号扇形区；

每次张拉时，选取该组张拉单元以所述中心对称分布的四根钢拉杆同时张拉，每

根钢拉杆各用两台千斤顶张拉，预拉力为240±10kN。

[0009] 上述步骤S4中，第一阶段张拉中所述的五组张拉单元最终将螺旋坡道划分成了三

十二个相同的扇形区，所述坡道板安装在扇形区内，所述坡道板的安装方式为：首先，以屋

盖的几何中心为中心在间隔的扇形区内对称安装坡道板及所述连接组件，共执行8次，坡道

板形成间隔布置；然后，在空余的扇形区内对称安装坡道板，形成连续完整的螺旋坡道。

[0010] 上述步骤S4中，对每个扇形区中坡道板及其节点进行位移检测和相对变形监测，

所述位移变化量从地面到屋盖为增大趋势且每个坡道板靠近主体墙面侧的位移变化量小

于远离主体墙面侧的位移变化量。

[0011] 上述步骤S5)中所述第二阶段张拉后，钢拉杆上端的预拉力为250+（‑15~10）kN、下

端的预拉力为200+（‑15~10）kN。

[0012]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其一，螺旋坡道设置在主体墙面的外围，通过在屋盖与地面之间设置预应力的钢

拉杆结构以及与主体墙面之间的连接组件，来固定的螺旋坡道的钢结构梁及其坡道板，对

坡道钢结构有个提拉的作用，极大提高了连接的稳固性。整体为钢结构，无需混凝土养护、

支模浇筑，施工能耗低、环保节能，便于维护，若数年后需要改造装修等，钢结构还能回收重

炼，避免资源浪费。

[0013] 其二，螺旋坡道采用对称布局、间隔施工安装，保证屋盖受力的稳固性，提高施工

效率。

[0014] 其三，钢拉杆两次张拉的，减少螺旋坡道的应力形变，保证螺旋坡道的寿命和安装

强度。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螺旋坡道外部示意图；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螺旋坡道的局部放大示意图；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的钢拉杆结构示意图；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第钢拉杆第一阶段张拉的顺序示意图；

图5本发明实施例螺旋坡道的对称施工过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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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为本发明实施例螺旋坡道的节点整体位移模拟示意图；

图7为本发明实施例螺旋坡道的节点最大位移监测示意图；

图8为本发明实施例螺旋坡道的坡道板相对变形监测示意图；

图9为本发明实施例螺旋坡道安装完成后钢拉杆上端和下端的预应力值；

图中：1为坡道板、2为钢拉杆、3为屋盖、4为主体墙面、21为上接头、22为锁紧环、23

为橡胶套管、24为铸钢套筒、25为中螺杆、26为下螺杆、27为下接头。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进一步解释说明。

[0017] 本实施例涉及一种环保型钢结构螺旋坡道，该螺旋形坡道总重205吨，坡道围绕主

体墙面4约4.5周，螺旋坡道宽3m、总长约280m，由64根预应力钢拉杆吊装于屋盖3上。螺旋坡

道包括连续设置的坡道板1和竖直设置的若干个预应力钢拉杆2，所述钢拉杆2的顶部连接

屋盖3、底部固设于地面、中部穿设固定其所经过的坡道板材1，所述坡道板1与主体墙面4之

间设有若干个间隔布置的连接组件。

[0018] 上述环保型钢结构螺旋坡道，所述钢拉杆2包括上接头21、数个牛腿组件、中螺杆

25、下螺杆26和下接头27；所述上接头21下端连接有一个牛腿组件且两者之间设有锁紧环

22，所述下螺杆26的上端连接一个牛腿组件、下端连接下接头27，相邻牛腿组件之间通过中

螺杆25连接，所述牛腿组件用于穿设固定坡道板1。钢拉杆2的组装精度要求高，必须保证安

装后顺直，节点设计要求稳定可靠。

[0019] 上述环保型钢结构螺旋坡道，所述牛腿组件包括铸钢套筒24、牛腿座28和橡胶套

管23，铸钢套筒24通过螺纹结构实现节点可调，能够保证螺旋坡道标高的精准控制。所述橡

胶套管23套设在铸钢套筒24外表面，实现节点的软连接，有利于结构的震动吸收，解决了减

震问题。

[0020] 对上述环保型钢结构螺旋坡道的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S1)在屋盖3与地面之间吊装拉设所需数量的钢拉杆2，所述钢拉杆2以屋盖3的几

何中心为中心在螺旋坡道所在的水平面内均匀分布；

S2)对钢拉杆进行预应力第一阶段张拉；

S3)安装螺旋形坡道的结构梁，以钢拉杆为固定的节点；

S4)在结构梁上以钢拉杆为固定的节点安装螺旋形坡道的坡道板1和连接组件，监

测螺旋形坡道的整体位移和各个坡道板1连接节点的位移；

S5)对钢拉杆进行预应力第二阶段张拉至规定的预应力值。

[0021] 上述步骤S2中，所述钢拉杆2的第一阶段张拉的方式为：钢拉杆2在螺旋坡道所在

的水平面内上均匀划分为五组张拉单元，

第一组张拉单元的钢拉杆2呈十字方位同心布置将水平面均分为四个相同的直角

装的一号扇形区；

第二组张拉单元的钢拉杆2的布置是将四个所述一号扇形平均划分共计得到八个

相同的二号扇形区；

第三组张拉单元的钢拉杆2的布置是将八个所述二号扇形区平均划分共计得到十

六个相同的三号扇形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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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组张拉单元的钢拉杆2的布置是将其中间隔分布的八个所述三号扇形区平均

划分共计得到十六个四号扇形区；

第五组张拉单元的钢拉杆2的布置是将剩余的间隔分布的八个所述三号扇形区平

均划分共计得到十六个五号扇形区；

每次张拉时，选取该组张拉单元以所述中心对称分布的四根钢拉杆2同时张拉，每

根钢拉杆2各用两台千斤顶张拉，预拉力为240±10kN。

[0022] 上述步骤S4中，第一阶段张拉中所述的五组张拉单元最终将螺旋坡道划分成了三

十二个相同的扇形区，所述坡道板1安装在扇形区内，所述坡道板1的安装方式为：首先，以

屋盖3的几何中心为中心在间隔的扇形区内对称安装坡道板1及所述连接组件，共执行8次，

坡道板1形成间隔布置；然后，在空余的扇形区内对称安装坡道板1，形成连续完整的螺旋坡

道。

[0023] 施工前，通过对环保型钢结构螺旋坡道的有限元模态分析结果，为系统健康检测

提供数据参考值，如图6所示。具体施工时，上述步骤S4中，对每个扇形区中坡道板1及其节

点进行位移检测和相对变形监测，所述位移变化量从地面到屋盖为增大趋势且每个坡道板

1靠近主体墙面4侧的位移变化量小于远离主体墙面4侧的位移变化量。

[0024] 基于LORA无线物联网技术，监测系统包括数采集线模块和图像识别模块，所述数

采集线模块包括应变传感器和振动  传感器。图像识别采用嵌入系统平台、低照度COMS图像

传感器开发，远距离、非接触式、多测点的变形实时监测。整体位移监测是利用红外目标靶

刚性安装在变形监测点，远程位移传感器安装在节点处，位移传感器对被测坡道板1进行实

时拍照，即可监测目标靶位随时间变化的参数，并经过分析计算得到坡道板1的位移。

[0025] 结合图9，上述步骤S5)中当第二阶段张拉后，钢拉杆2上端的预拉力为250+（‑15~
10）kN、下端的预拉力为200+（‑15~10）k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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