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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环形大悬挑索承网格结构

的无支架施工方法，所属空间索结构技术领域，

包括首先进行钢结构外围的结构安装，接着铺放

环索，并安装环索索夹。再完成径向索的铺放安

装。先铺设安装支撑架，然后完成上部内顶钢结

构、上部外顶钢结构和环梁的钢结构安装。再安

装上部内斜拉索、上部外斜拉索和上部底斜拉

索。实现完成径向索、环索索夹与撑杆相连接。而

后通过整体张拉张拉径向索使结构成形至外圈

胎架脱离，再完成内侧斜撑杆的安装，之后拆卸

上部内斜拉索、上部外斜拉索和上部底斜拉索。

最后完成屋面、马道等，完成整体结构的施工。具

有安装快速、施工成本低、施工质量高、减低施工

安全隐患和周期短的优点。解决了屋盖前端产生

向下变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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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环形大悬挑索承网格结构的无支架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操作步骤：

第一步：进行钢结构外围的结构安装：先安装钢结构基座（1）、钢结构支撑架（2）和钢结

构顶架（3）的环形钢结构外围结构；

第二步：测量放线定位环索（6）铺放位置和搭设环索索夹（15）安装操作平台，在看台上

铺放环索（6），并安装环索索夹（15）；

第三步：接着在看台上铺设径向索安放架（16），并完成径向索（7）的铺放安装；

第四步：铺设安装支撑架（14），然后完成上部内顶钢结构（4）、上部外顶钢结构（13）和

环梁（8）的钢结构安装；

第五步：安装上部内斜拉索（10）、上部外斜拉索（11）和上部底斜拉索（12）；

第六步：提升工装的安装，提升环索（6）、径向索（7）和环索索夹（15）到相应标高位置，

使得完成径向索（7）、环索索夹（15）与撑杆（5）相连接；

第七步：整体张拉张拉径向索（7）使结构成形至外圈胎架脱离；

第八步：完成内侧斜撑杆（9）的安装；

第九步：拆卸上部内斜拉索（10）、上部外斜拉索（11）和上部底斜拉索（12）；

第十步：最后完成屋面、马道等，完成整体结构的施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环形大悬挑索承网格结构的无支架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内

侧斜撑杆（9）呈V形支撑结构，并悬挑在径向索（7）前端。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环形大悬挑索承网格结构的无支架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钢

结构基座（1）采用钢筋混凝土做钢结构的柱脚，钢结构支撑架（2）采用钢柱和斜撑杆的支撑

结构，钢结构顶架（3）采用外环梁和斜撑筋的环形框架结构，实现钢结构外围结构。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环形大悬挑索承网格结构的无支架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

括如下钢结构外围安装步骤：

1）首先做钢结构基座（1），先挖柱脚坑孔，在柱脚坑孔中放入钢筋笼并浇灌混凝土，钢

筋笼延伸出地基上层，在地基上层采用封框架进行混凝土浇筑固型；

2）接着完成钢结构支撑架（2）的基建工作，先装配钢柱，然后完成钢柱间的斜撑杆安装

作业；

3）最后完成钢结构顶架（3）的环形框架装配作业。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环形大悬挑索承网格结构的无支架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上

部内斜拉索（10）、上部外斜拉索（11）和上部底斜拉索（12）为临时张拉结构，在内侧斜撑杆

（9）安装时，消除结构内力保证结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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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形大悬挑索承网格结构的无支架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空间索结构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环形大悬挑索承网格结构的无支

架施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大跨度、大面积网架结构的不断涌现，大面积网架的施工高度及跨度不断的

增加，传统的施工方法不仅使施工成本增加、施工周期加长，且施工安全性降低。因此，寻求

安全快捷、成本低廉的施工方法为当前大面积大跨度网架施工研究的重点之一。

[0003] 体育场屋盖平面近似为圆形，南北向约为263m，东西向约为233m，建筑最大标高

48.5m。索承网格结构是一个单轴对称的结构形式,  西侧悬挑大,达到47.8m,东侧悬挑较小

为36m。南北向悬挑长度为30.8m。体育场上部结构主要由屋盖钢结构、拉索结构及屋面围护

系统三大部分组成。

[0004] 目前索承网格结构施工常规方法有：搭设支架，分单元吊装上部网格，然后安装和

张拉拉索。具体施工步骤为：①安装柱子和外环梁；②搭设上部网格的拼装支架；③分单元

吊装上部网格支架上；④安装竖向撑杆；⑤安装径向索与撑杆下端、环向索和外环梁连接；

⑥预紧和张拉径向索，并卸载支架，则结构成型； 安装屋面系统等。其中上部网格拼装支

架一般有两种：一是满堂支架，则上部网格吊装单元划分为散件；二是独立支撑架，分块吊

装。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主要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施工成本高、施工周期加长和施工安全性降低的

不足，提供了一种环形大悬挑索承网格结构的无支架施工方法，其具有安装快速、施工成本

低、施工质量高、减低施工安全隐患和周期短的优点。解决了屋盖前端产生向下变形的问

题。

[0006] 本发明的上述技术问题主要是通过下述技术方案得以解决的：

一种环形大悬挑索承网格结构的无支架施工方法，包括如下操作步骤：

第一步：进行钢结构外围的结构安装：先安装钢结构基座、钢结构支撑架和钢结构顶架

的环形钢结构外围结构。

[0007] 第二步：测量放线定位环索铺放位置和搭设环索索夹安装操作平台，在看台上铺

放环索，并安装环索索夹。

[0008] 第三步：接着在看台上铺设径向索安放架，并完成径向索的铺放安装。

[0009] 第四步：铺设安装支撑架，然后完成上部内顶钢结构、上部外顶钢结构和环梁的钢

结构安装。

[0010] 第五步：安装上部内斜拉索、上部外斜拉索和上部底斜拉索。

[0011] 第六步：提升工装的安装，提升环索、径向索和环索索夹到相应标高位置，使得完

成径向索、环索索夹与撑杆相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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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第七步：整体张拉张拉径向索使结构成形至外圈胎架脱离。

[0013] 第八步：完成内侧斜撑杆的安装。

[0014] 第九步：拆卸上部内斜拉索、上部外斜拉索和上部底斜拉索。

[0015] 第十步：最后完成屋面、马道等，完成整体结构的施工。

[0016] 作为优选，内侧斜撑杆呈V形支撑结构，并悬挑在径向索前端。

[0017] 作为优选，钢结构基座采用钢筋混凝土做钢结构的柱脚，钢结构支撑架采用钢柱

和斜撑杆的支撑结构，钢结构顶架采用外环梁和斜撑筋的环形框架结构，实现钢结构外围

结构。

[0018] 作为优选，包括如下钢结构外围安装步骤：

1）首先做钢结构基座，先挖柱脚坑孔，在柱脚坑孔中放入钢筋笼并浇灌混凝土，钢筋笼

延伸出地基上层，在地基上层采用封框架进行混凝土浇筑固型。

[0019] 2）接着完成钢结构支撑架的基建工作，先装配钢柱，然后完成钢柱间的斜撑杆安

装作业。

[0020] 3）最后完成钢结构顶架的环形框架装配作业。

[0021] 索承网格结构是一种新型的预应力钢结构形式，体育场一般采用这种新型的预应

力钢结构形式，由上部钢结构、撑杆、下部索网、外环梁、柱子、斜撑等构成，其中下部索网包

括径向索和环向索。

[0022] 预应力结构施工技术设计中着重注意的技术要点体现在制索、挂索和预应力钢索

张拉过程以及为了保证构件受力状态与设计状态一致，从而确定整个预应力结构的安装过

程次序、步骤、采用的方式方法、预应力的张拉等，同时控制结构的形状变化，因为结构的形

状是与预应力分步相匹配的。

[0023] 作为优选，上部内斜拉索、上部外斜拉索和上部底斜拉索为临时张拉结构，在内侧

斜撑杆安装时，消除结构内力保证结构稳定性。

[0024] 本发明能够达到如下效果：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环形大悬挑索承网格结构的无支架施工方法，与现有技术相比较，

具有安装快速、施工成本低、施工质量高、减低施工安全隐患和周期短的优点。解决了屋盖

前端产生向下变形的问题。

附图说明

[0025] 图1是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2是本发明的局部轴测图。

[0027] 图3是本发明的外围安装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4是本发明的内部安装基建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5是本发明的上部结构安装的结构示意图。

[0030] 图6是本发明的斜拉结构安装的结构示意图。

[0031] 图7是本发明的提升工装安装的结构示意图。

[0032] 图8是本发明的斜撑安装的结构示意图。

[0033] 图9是本发明的单元编号的结构示意图。

[0034] 图中：钢结构基座1，钢结构支撑架2，钢结构顶架3，上部内顶钢结构4，撑杆5，环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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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径向索7，环梁8，内侧斜撑杆9，上部内斜拉索10，上部外斜拉索11，上部底斜拉索12，上部

外顶钢结构13，安装支撑架14，环索索夹15，径向索安放架16。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下面通过实施例，并结合附图，对发明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具体的说明。

[0036] 实施例：如图1-9所示，一种环形大悬挑索承网格结构的无支架施工方法，包括如

下操作步骤：

第一步：进行钢结构外围的结构安装：先安装钢结构基座1、钢结构支撑架2和钢结构顶

架3的环形钢结构外围结构。钢结构基座1采用钢筋混凝土做钢结构的柱脚，钢结构支撑架2

采用钢柱和斜撑杆的支撑结构，钢结构顶架3采用外环梁和斜撑筋的环形框架结构，实现钢

结构外围结构。

[0037] 包括如下钢结构外围安装步骤：

1）首先做钢结构基座1，先挖柱脚坑孔，在柱脚坑孔中放入钢筋笼并浇灌混凝土，钢筋

笼延伸出地基上层，在地基上层采用封框架进行混凝土浇筑固型。

[0038] 2）接着完成钢结构支撑架2的基建工作，先装配钢柱，然后完成钢柱间的斜撑杆安

装作业。

[0039] 3）最后完成钢结构顶架3的环形框架装配作业。

[0040] 第二步：测量放线定位环索6铺放位置和搭设环索索夹15安装操作平台，在看台上

铺放环索6，并安装环索索夹15。

[0041] 第三步：接着在看台上铺设径向索安放架16，并完成径向索7的铺放安装。

[0042] 第四步：铺设安装支撑架14，然后完成上部内顶钢结构4、上部外顶钢结构13和环

梁8的钢结构安装。

[0043] 第五步：安装上部内斜拉索10、上部外斜拉索11和上部底斜拉索12。上部内斜拉索

10、上部外斜拉索11和上部底斜拉索12为临时张拉结构，在内侧斜撑杆9安装时，消除结构

内力保证结构稳定性。

[0044] 第六步：提升工装的安装，提升环索6、径向索7和环索索夹15到相应标高位置，使

得完成径向索7、环索索夹15与撑杆5相连接；

第七步：整体张拉张拉径向索7使结构成形至外圈胎架脱离；

第八步：完成内侧斜撑杆9的安装。内侧斜撑杆9呈V形支撑结构，并悬挑在径向索7前

端。

[0045] 第九步：拆卸上部内斜拉索10、上部外斜拉索11和上部底斜拉索12。

[0046] 第十步：最后完成屋面、马道等，完成整体结构的施工。

[0047] 综上所述，该环形大悬挑索承网格结构的无支架施工方法，具有安装快速、施工成

本低、施工质量高、减低施工安全隐患和周期短的优点。解决了屋盖前端产生向下变形的问

题。

[0048]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但本发明的结构特征并不局限于此，任何本

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的领域内，所作的变化或修饰皆涵盖在本发明的专利范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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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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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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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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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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