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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大跨度网架双机抬吊分

区合拢的施工方法，包括网架的制作和网架的安

装，所述的网架的制作包括：杆件制作--螺栓球

制作--六角套筒制作--封板与锥头制作--支托

制作；所述的网架的安装总体顺序如下：先地面

进行十字架组装，整体吊装、高空对接吊装形成

十字架形状，剩余部分高空散装；在现场具备施

工安装条件的区域同时组织人员施工；依据施工

区域划分对构件进行分区堆放；具体包括：地面

拼装施工方案--划分预吊装区域--吊装顺序--

吊装方法--高空散装施工方案--单元网架安装

质量安全控制。本发明在生产、运输、施工安装等

各个环节中穿插交叉进行，对各阶段的进度、人

员安排、物力资源进行了优化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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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大跨度网架双机抬吊分区合拢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网架的制作和网

架的安装，具体操作步骤如下：所述的网架的制作包括如下步骤：杆件制作--螺栓球制作--

六角套筒制作--封板与锥头制作--支托制作；其中：

所述的杆件制作：钢管下料在带锯机和专用切管机上进行，然后和锥头、封板焊接；焊

接前，在专用定位焊接胎具上进行长度定尺，并控制两端面的距离、钢管同轴度及锥头、封

板端面的垂直度；夹具夹紧后进行点焊定位；杆件长度误差控制在1mm以内，锥头或封板两

端面对钢管轴线垂直误差控制在0.2mm以内，杆件焊接后继续进行车间检验及半成品仓库

检验；杆件焊接质量控制，首先从工艺上保证焊缝有足够的高度与宽度，焊缝能充分与母材

融合，根据焊缝不同，焊缝分2-3次完成，每次焊后均由检验员检验，无焊接缺陷继续焊接，

焊后打焊工号钢印，焊缝检验采用GTS-22型和GTS-12型超声波探伤仪进行无损探伤，每种

类形按3％抽样进行成品破坏试验，且不少于3组，同时由市建筑工工程质量监督站抽检并

出具报告单；杆件采用喷砂除锈达到Sa2.5级要求，除锈后立即进行涂刷防锈底漆；

所述的网架的安装总体顺序如下：先地面进行十字架组装，整体吊装、高空对接吊装形

成十字架形状，剩余部分高空散装；在现场具备施工安装条件的区域同时组织人员施工；依

据施工区域划分对构件进行分区堆放；具体包括如下步骤：地面拼装施工方案--划分预吊

装区域--吊装顺序--吊装方法--高空散装施工方案--单元网架安装质量安全控制；

所述的地面拼装施工方案：

备料：在作好准备工作的前提下网架零部件运抵施工现场后，施工队员分每队分三组，

一组进行卸货；一组分类、运料；一组根据施工图纸编号对网架零部件进行地面拼装组合，

同时依据施工区域划分对货物进行分类堆放，各种规格进行挂牌，以供施工时寻找；完成后

从中抽出4人一组为找料人员，找料人员配备应贯穿整个网架施工过程，以保证配备好物

料；

地面拼装：安装人员分为两个队各8～15人，每队分为地面、高空两个小组，地面组分为

拼小锥单元、地面组装及找料几个工种，各岗人员在组长的统一领导下相互协调完成小单

元的拼装；

所述的吊装方法：

吊装前先请吊车司机进行现场勘察，网架先地面拼装好，并检查每个螺栓的紧固程度，

确保每个螺栓紧固到位，对拼装好待吊装的网架进行整体尺寸测量，确保网架总体尺寸无

误，吊车先到吊装最佳位置，根据网架结构及受力特点选择吊点；

吊点选择宜选在网架重心对称点，且结构稳定距吊车位置不宜太远，这样起吊时才能

确保网架平衡，杆件不宜出现变形，吊车起重达到要求；吊点选择好后，绑扎钢丝绳，在网架

四角处绑上标志绳，起吊前对吊车司机及工作人员集中起来进行技术交底，明确分工，统一

指挥，各人员到位后开始起吊；

起吊时，网架四个角绑上缆风绳，吊车先提升离地面约2.5m时停止提升，使各吊点平

衡，这时待网架受力平衡后检查各吊点紧固，杆件有无弯曲变形，然后各小组迅速将柱帽部

分拼装就位，检查一切正常后，四台吊车再同时提升，提升时各角点派人观察起吊高度，保

证提升速度一致，直至提升到设计标高；提升到设计标高待网架平衡后，四台吊车同时同向

平移，使网架支座移动到支撑点位置，待网架支座中线和柱子轴线对正后，吊车钢丝绳下

落，网架就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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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大跨度网架双机抬吊分区合拢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螺栓球制作：螺栓球精加工在CA6140车床上进行，顺序为：首先定位夹紧毛坯球，然后转

动分度盘加工各弦杆孔，最后转动夹具加工各腹杆孔；夹具的转动定位偏差为±5°，保证了

各螺纹孔的夹角误差控制在±5°之内，加工后，用角度盘、角度尺和芯棒进行角度检测；螺

纹孔端面，与球中心距离D，允差在D<150mm时为+0.2mm，D>150mm时，为+0.26mm，用高度尺，

芯棒，游标卡尺进行检测。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大跨度网架双机抬吊分区合拢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六角套筒制作：M30以上的六角套筒用150Kg空气锤模锻，M30以下为精密铸造。六角套筒

的精加工在CA6140车床上加工，两端面平行度偏差不大于0.5mm。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大跨度网架双机抬吊分区合拢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封板与锥头制作：采用Q235-A钢，毛坯由150Kg空气锤和300T磨擦压力机模锻而成，封板

和锥头的精加工在CA6140车床上进行加工，三爪卡盘夹住端面和内孔，两端面平行度偏差

不大于0.3mm。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大跨度网架双机抬吊分区合拢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支托制作：小立柱采用圆钢管制作，支托板采用φ200×10mm钢扳制作，钢扳周边用车床

加工或砂轮磨光，保证边缘整齐。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大跨度网架双机抬吊分区合拢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吊装顺序中，网架吊装共分两步：第一步、分五部分地面组装3-4轴，完成后进行整体吊

装、高空对接形成稳固整体；第二步、再分五部分地面组装4-10/D-E轴部分，与原吊装部分

对接形成十字架形状，剩余部分高空散装。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大跨度网架双机抬吊分区合拢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高空散装施工方案：将网架材料拼装成一球四杆的小单元后，在20T吊车的配合下高空散

装人员5人一组负责将小单元安装到设计位置。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大跨度网架双机抬吊分区合拢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单元网架安装质量安全控制如下：本工程网架依据质量、安全、进度和经济等要求，结合

现场施工技术和现场条件，定为先地面拼装，形成一个几何不变体系后，四台大吨位吊车吊

装就位，完成整体吊装；再按上弦分条空中拼装小单元进行高空散装；同时用经纬仪定位，

网架每安装到支承点时，在支承位置上由一个负责网架安装质量的检查人员，对网架支座

就位情况进行监督，如偏差过大应查明原因后予以纠正，保证网架支座中心对准柱基础轴

线位置，防止网架安装轴线误差过大；为防止安装挠度过大，在安装的整个过程中，在未形

成刚度单元的网架下弦节点处加可靠的临时支承，待形成刚度单元后撤除；网架完成一个

整体单元的安装，再进行下一单元网架安装。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大跨度网架双机抬吊分区合拢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安装

前必须复测柱子的轴线位置、标高，并把基准控制点引到网架支座钢柱上，安装时保证网架

支座中线和轴线重合，特别是第一块网架的安装，起到稳定和定位作用更应确保支座中线

和轴线重合，以后每到一个柱子检查网架支座是否偏移，如有偏移及时分析原因并修正，确

保达到安装精度要求；为保证安全，每个小单元先用专用工具临时固定再行吊装；由于网格

大，杆件长，为保证高空人员的安全，在高空作业人员的安全带必须扣在安装好的固定杆件

上；为保证安全，下部及周边应拉设必需的安全围护；施工人员严禁站在安装区域下面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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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以保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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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大跨度网架双机抬吊分区合拢的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建筑施工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大跨度网架双机抬吊分区合拢的施工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生产施工内容多,结构复杂，对网架的拼装、焊接、吊装都有特殊的要求，施工生产

各工序交错繁杂，主要包括网架系统的生产、运输、安装等各个环节。工程结构复杂，现场安

装难度高，要求生产、运输、安装同步协调交叉进行，确保工程工期质量满足要求。

发明内容

[0003] 发明目的：为了解决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大跨度网架双机抬吊分

区合拢的施工方法。

[0004] 技术方案：一种大跨度网架双机抬吊分区合拢的施工方法，包括网架的制作和网

架的安装，具体操作步骤如下：所述的网架的制作包括如下步骤：杆件制作--螺栓球制作--

六角套筒制作--封板与锥头制作--支托制作；其中：

[0005] 所述的杆件制作：钢管下料在带锯机和专用切管机上进行，然后和锥头、封板焊

接；焊接前，在专用定位焊接胎具上进行长度定尺，并控制两端面的距离、钢管同轴度及锥

头、封板端面的垂直度；夹具夹紧后进行点焊定位；杆件长度误差控制在1mm以内，锥头或封

板两端面对钢管轴线垂直误差控制在0.2mm以内，杆件焊接后继续进行车间检验及半成品

仓库检验；杆件焊接质量控制，首先从工艺上保证焊缝有足够的高度与宽度，焊缝能充分与

母材融合，根据焊缝不同，焊缝分2-3次完成，每次焊后均由检验员检验，无焊接缺陷继续焊

接，焊后打焊工号钢印，焊缝检验采用GTS-22型和GTS-12型超声波探伤仪进行无损探伤，每

种类形按3％抽样进行成品破坏试验，且不少于3组，同时由市建筑工工程质量监督站抽检

并出具报告单；杆件采用喷砂除锈达到Sa2.5级要求，除锈后立即进行涂刷防锈底漆；

[0006] 所述的网架的安装总体顺序如下：先地面进行十字架组装，整体吊装、高空对接吊

装形成十字架形状，剩余部分高空散装；在现场具备施工安装条件的区域同时组织人员施

工；依据施工区域划分对构件进行分区堆放；具体包括如下步骤：地面拼装施工方案--划分

预吊装区域--吊装顺序--吊装方法--高空散装施工方案--单元网架安装质量安全控制；

[0007] 所述的地面拼装施工方案：

[0008] 备料：在作好准备工作的前提下网架零部件运抵施工现场后，施工队员分每队分

三组，一组进行卸货；一组分类、运料；一组根据施工图纸编号对网架零部件进行地面拼装

组合，同时依据施工区域划分对货物进行分类堆放，各种规格进行挂牌，以供施工时寻找；

完成后从中抽出4人一组为找料人员，找料人员配备应贯穿整个网架施工过程，以保证配备

好物料；

[0009] 地面拼装：安装人员分为两个队各8～15人，每队分为地面、高空两个小组，地面组

分为拼小锥单元、地面组装及找料几个工种，各岗人员在组长的统一领导下相互协调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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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单元的拼装；

[0010] 所述的吊装方法：

[0011] 吊装前先请吊车司机进行现场勘察，网架先地面拼装好，并检查每个螺栓的紧固

程度，确保每个螺栓紧固到位，对拼装好待吊装的网架进行整体尺寸测量，确保网架总体尺

寸无误，吊车先到吊装最佳位置，根据网架结构及受力特点选择吊点；

[0012] 吊点选择宜选在网架重心对称点，且结构稳定距吊车位置不宜太远，这样起吊时

才能确保网架平衡，杆件不宜出现变形，吊车起重达到要求；吊点选择好后，绑扎钢丝绳，在

网架四角处绑上标志绳，起吊前对吊车司机及工作人员集中起来进行技术交底，明确分工，

统一指挥，各人员到位后开始起吊；

[0013] 起吊时，网架四个角绑上缆风绳，吊车先提升离地面约2.5m时停止提升，使各吊点

平衡，这时待网架受力平衡后检查各吊点紧固，杆件有无弯曲变形，然后各小组迅速将柱帽

部分拼装就位，检查一切正常后，四台吊车再同时提升，提升时各角点派人观察起吊高度，

保证提升速度一致，直至提升到设计标高；提升到设计标高待网架平衡后，四台吊车同时同

向平移，使网架支座移动到支撑点位置，待网架支座中线和柱子轴线对正后，吊车钢丝绳下

落，网架就位。

[0014] 作为优化：所述的螺栓球制作：螺栓球精加工在CA6140车床上进行，顺序为：首先

定位夹紧毛坯球，然后转动分度盘加工各弦杆孔，最后转动夹具加工各腹杆孔；夹具的转动

定位偏差为±5°，保证了各螺纹孔的夹角误差控制在±5°之内，加工后，用角度盘、角度尺

和芯棒进行角度检测；螺纹孔端面，与球中心距离D，允差在D<150mm时为+0.2mm，D>150mm

时，为+0.26mm，用高度尺，芯棒，游标卡尺进行检测。

[0015] 作为优化：所述的六角套筒制作：M30以上的六角套筒用150Kg空气锤模锻，M30以

下为精密铸造。六角套筒的精加工在CA6140车床上加工，两端面平行度偏差不大于0.5mm。

[0016] 作为优化：所述的封板与锥头制作：采用Q235-A钢，毛坯由150Kg空气锤和300T磨

擦压力机模锻而成，封板和锥头的精加工在CA6140车床上进行加工，三爪卡盘夹住端面和

内孔，两端面平行度偏差不大于0.3mm。

[0017] 作为优化：所述的支托制作：小立柱采用圆钢管制作，支托板采用φ200×10mm钢

扳制作，钢扳周边用车床加工或砂轮磨光，保证边缘整齐。

[0018] 作为优化：所述的吊装顺序中，网架吊装共分两步：第一步、分五部分地面组装3-4

轴，完成后进行整体吊装、高空对接形成稳固整体；第二步、再分五部分地面组装4-10/D-E

轴部分，与原吊装部分对接形成十字架形状，剩余部分高空散装。

[0019] 作为优化：所述的高空散装施工方案：将网架材料拼装成一球四杆的小单元后，在

20T吊车的配合下高空散装人员5人一组负责将小单元安装到设计位置。

[0020] 作为优化：所述的单元网架安装质量安全控制如下：本工程网架依据质量、安全、

进度和经济等要求，结合现场施工技术和现场条件，定为先地面拼装，形成一个几何不变体

系后，四台大吨位吊车吊装就位，完成整体吊装；再按上弦分条空中拼装小单元进行高空散

装；同时用经纬仪定位，网架每安装到支承点时，在支承位置上由一个负责网架安装质量的

检查人员，对网架支座就位情况进行监督，如偏差过大应查明原因后予以纠正，保证网架支

座中心对准柱基础轴线位置，防止网架安装轴线误差过大；为防止安装挠度过大，在安装的

整个过程中，在未形成刚度单元的网架下弦节点处加可靠的临时支承，待形成刚度单元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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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除；网架完成一个整体单元的安装，再进行下一单元网架安装。

[0021] 作为优化：安装前必须复测柱子的轴线位置、标高，并把基准控制点引到网架支座

钢柱上，安装时保证网架支座中线和轴线重合，特别是第一块网架的安装，起到稳定和定位

作用更应确保支座中线和轴线重合，以后每到一个柱子检查网架支座是否偏移，如有偏移

及时分析原因并修正，确保达到安装精度要求；为保证安全，每个小单元先用专用工具临时

固定再行吊装；由于网格大，杆件长，为保证高空人员的安全，在高空作业人员的安全带必

须扣在安装好的固定杆件上；为保证安全，下部及周边应拉设必需的安全围护；施工人员严

禁站在安装区域下面施工，以保安全。

[0022] 有益效果：本发明要求总体工程在生产、运输、施工安装等各个环节中必须穿插交

叉进行，对各阶段制订科学而又周密的进度计划，人员安排计划，对厂内现有人力、物力资

源进行优化配置，加强管理监督，在保证按业主规定的工期完成工程的前提下，确保施工质

量一次合格。

附图说明

[0023] 图1是本发明的整体吊装结构示意图；

[0024] 图2是本发明的吊装顺序平面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将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以使本领域的技术

人员能够更好的理解本发明的优点和特征，从而对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做出更为清楚的界

定。本发明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

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

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6] 实施例

[0027] 一、网架的制作安装

[0028] (1)杆件制作

[0029] 钢管下料在带锯机和专用切管机上进行，然后和锥头、封板焊接。焊接前，在专用

定位焊接胎具上进行长度定尺，并控制两端面的距离、钢管同轴度及锥头、封板端面的垂直

度。夹具夹紧后进行点焊定位。杆件长度误差控制在1mm以内。锥头或封板两端面对钢管轴

线垂直误差控制在0.2mm以内，杆件焊接后继续进行车间检验及半成品仓库检验。杆件焊接

质量控制，首先从工艺上保证焊缝有足够的高度与宽度，焊缝能充分与母材融合。根据焊缝

不同，焊缝分2-3次完成，每次焊后均由检验员检验，无焊接缺陷继续焊接，焊后打焊工号钢

印。焊缝检验采用GTS-22型和GTS-12型超声波探伤仪进行无损探伤。每种类形按3％(且不

少于3组)抽样进行成品破坏试验，同时由市建筑工工程质量监督站抽检并出具报告单。杆

件采用喷砂除锈达到Sa2.5级要求，除锈后立即进行涂刷防锈底漆。

[0030] (2)螺栓球制作

[0031] 螺栓球精加工在CA6140车床上进行，程序为：首先定位夹紧毛坯球，然后转动分度

盘加工各弦杆孔，最后转动夹具加工各腹杆孔。夹具的转动定位偏差为±5°，保证了各螺纹

孔的夹角误差控制在±5°之内(按GJ7-91规定为允差±20°)，加工后，用角度盘、角度尺和

说　明　书 3/5 页

7

CN 110158774 A

7



芯棒进行角度检测。螺纹孔加工精度按照GBG7-81《普通螺纹公差与配合》中《6H》(JGG7-91K

中规定为满足三级精度)。螺纹孔端面，与球中心距离D，允差在D<150mm时为+0 .2mm，D>

150mm时，为+0.26mm，用高度尺，芯棒，游标卡尺进行检测。

[0032] (3)六角套筒制作

[0033] M30以上的六角套筒用150Kg空气锤模锻，M30以下为精密铸造。六角套筒的精加工

在CA6140车床上加工，两端面平行度偏差不大于0.5mm(JGJ7-91中无要求)。

[0034] (4)封板与锥头制作

[0035] 采用Q235-A钢，毛坯由150Kg空气锤和300T磨擦压力机模锻而成。封板和锥头的精

加工在CA6140车床上进行加工，三爪卡盘夹住端面和内孔。两端面平行度偏差不大于

0.3mm，(JGJ7-91无要求)。

[0036] (5)支托制作

[0037] 小立柱采用圆钢管制作，支托板采用φ200×10mm钢扳制作，钢扳周边用车床加工

或砂轮磨光，保证边缘整齐。

[0038] 二、网架的安装

[0039] (1)安装前的准备工作

[0040] a .对混凝土柱的安装测量结果复查，并记录，确认无误并经监理单位认可并做交

接。

[0041] b.杆件分类：根据施工图中杆件的分布情况将杆件以方便记忆、方便施工的原则

分区摆放。

[0042] c.施工班组安排：根据工程工作面和进度情况，合理分班组，各道工序进行衔接。

[0043] d .吊车司机的培训：主要向司机进行安装技术、安装工艺以及安全方面的交底工

作。作到心中有数、配合默契。

[0044] e.焊工、起重工等特殊工种培训和技术交底。

[0045] (2)总体安装顺序

[0046] 总体安装顺序结合现场情况进行，其大致顺序如下：先地面进行十字架组装，整体

吊装、高空对接吊装形成十字架形状，剩余部分高空散装；在现场具备施工安装条件的区域

同时组织人员施工；依据施工区域划分对构件进行分区堆放。

[0047] 三、网架安装具体施工方案

[0048] (1)地面拼装施工方案

[0049] 备料：在作好准备工作的前提下网架零部件运抵施工现场后，施工队员分每队分

三组，一组进行卸货；一组分类、运料；一组根据施工图纸编号对网架零部件进行地面拼装

组合(如无纹螺母与高强度螺栓的连接)，同时依据施工区域划分对货物进行分类堆放，各

种规格进行挂牌，以供施工时寻找；完成后从中抽出4人一组为找料人员，找料人员配备应

贯穿整个网架施工过程，以保证配备好物料。

[0050] 地面拼装：安装人员分为两个队各8～15人，每队分为地面、高空两个小组，地面组

分为拼小锥单元、地面组装及找料几个工种，各岗人员在组长的统一领导下各尽其责，相互

协调完成小单元的拼装。

[0051] (2)划分预吊装区域

[0052] 以网架一为例，网架整体吊装部分共分10块，其分布如图1整体吊装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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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3] (3)吊装顺序

[0054] 网架吊装共分两步：

[0055] 第一步、分五部分地面组装3-4轴，完成后进行整体吊装、高空对接形成稳固整体。

[0056] 第二步、再分五部分地面组装4-10/D-E轴部分，与原吊装部分对接形成十字架形

状，剩余部分高空散装。吊装方案如图2吊装顺序平面示意图所示。

[0057] (4)吊装方法

[0058] 吊装前先请吊车司机进行现场勘察。网架先地面拼装好，并检查每个螺栓的紧固

程度，确保每个螺栓紧固到位。对拼装好待吊装的网架进行整体尺寸测量，确保网架总体尺

寸无误。吊车先到吊装最佳位置，根据网架结构及受力特点选择吊点。

[0059] 吊点选择宜选在网架重心对称点，且结构稳定距吊车位置不宜太远，这样起吊时

才能确保网架平衡，杆件不宜出现变形，吊车起重达到要求.。吊点选择好后，绑扎钢丝绳，

在网架四角处绑上标志绳。起吊前对吊车司机及工作人员集中起来进行技术交底，明确分

工，统一指挥。各人员到位后开始起吊。起吊时，网架四个角绑上缆风绳。吊车先提升离地面

约2.5m时停止提升，使各吊点平衡。这时待网架受力平衡后检查各吊点紧固，杆件有无弯曲

变形，然后各小组迅速将柱帽部分拼装就位。检查一切正常后，四台吊车再同时提升。提升

时各角点派人观察起吊高度，保证提升速度一致，直至提升到设计标高。提升到设计标高待

网架平衡后，四台吊车同时同向平移，使网架支座移动到支撑点位置，待网架支座中线和柱

子轴线对正后，吊车钢丝绳下落，网架就位。

[0060] (5)高空散装施工方案

[0061] 将网架材料拼装成一球四杆的小单元后，在20T吊车的配合下高空散装人员5人一

组负责将小单元安装到设计位置。

[0062] (6)单元网架安装质量安全控制

[0063] 本发明的网架依据质量、安全、进度和经济等要求，结合现场施工技术和现场条

件，定为先地面拼装，形成一个几何不变体系后，四台大吨位吊车吊装就位，完成整体吊装；

再按上弦分条空中拼装小单元进行高空散装。同时用经纬仪定位，网架每安装到支承点时，

在支承位置上由一个负责网架安装质量的检查人员，对网架支座就位情况进行监督，如偏

差过大应查明原因后予以纠正，保证网架支座中心对准柱基础轴线位置，防止网架安装轴

线误差过大。为防止安装挠度过大，在安装的整个过程中，在未形成刚度单元的网架下弦节

点处加可靠的临时支承，待形成刚度单元后撤除。

[0064] 本发明的网架完成一个整体单元的安装，再进行下一单元网架安装。

[0065] 本发明在安装前必须复测柱子的轴线位置、标高，并把基准控制点引到网架支座

钢柱上，安装时保证网架支座中线和轴线重合，特别是第一块网架的安装，起到稳定和定位

作用更应确保支座中线和轴线重合，以后每到一个柱子检查网架支座是否偏移，如有偏移

及时分析原因并修正，确保达到安装精度要求。为保证安全，每个小单元先用专用工具临时

固定再行吊装。由于网格大，杆件长，为保证高空人员的安全，在高空作业人员的安全带必

须扣在安装好的固定杆件上。为保证安全，下部及周边应拉设必需的安全围护；施工人员严

禁站在安装区域下面施工，以保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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