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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属于建筑行业网架工程施工技术领

域，具体涉及一种承载式网架施工方法，所述承

载式网架采用正放四角锥螺栓球球形网架，其网

架支座的支撑形式为下弦单圈支撑，包括如下步

骤：1）构件分拣；2）组装四角小锥体单件；3）拼装

起步网架块体单元；4）拼装基准网架，5）采用高

空散装法进行后续网架的安装，随网架的不断升

高，两侧网架呈阶梯形安装，直至安装完毕。本发

明采用分段吊装与高空散装相结合的施工方法，

具有施工精度高、安装方便、工程成本低，施工难

度低，安装快捷高效的优点，大大减少了脚手架

等施工周转材料的损耗，节约了租赁费的投入，

降低了现场施工安全风险，有利于缩短工期，并

降低施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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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承载式网架施工方法，所述承载式网架采用正放四角锥螺栓球球形网架，其网

架支座的支撑形式为下弦单圈支撑，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1）构件分拣，将运至现场的杆件、螺栓球，根据规格、型号分类堆放，并作好标记；

2）组装四角小锥体单件，将步骤1）中的杆件、螺栓球按“4杆1球”组装成单个的四角小

锥体单件备用，所述四角小锥体单件分为下弦杆安装四角架和上弦杆安装四角架，所述下

弦杆安装四角架包括两根下弦杆和一根腹杆，所述上弦杆安装四角架包括两根上弦杆和一

根腹杆；

3）拼装起步网架块体单元，把网架支座对应的第一圈网架沿着支座圈梁等分成若干个

起步网架块体单元，所述起步网架块体单元采用地面散装法用步骤2）中的四角小锥体单件

拼接而成，其结构高度为所述承载式网架最下方一排下弦网格和两排上弦网格，结构宽度

为三个柱距，拼装时用方木或垫块将地面找平，以确保螺栓能安装到位，无过拧及假拧现

象；

4）拼装基准网架，选定一个起步网架块体单元作为基准块体单元，将基准块体单元用

25T吊车吊至3个相邻的网架支座上，在基准块体单元两端分别设双侧固定调节点，然后沿

基准块体单元的两侧方向依次将其余的起步网架块体单元吊装至对应的网架支座上，所述

基准块体单元两侧的起步网架块体单元在远离基准块体单元的一侧均有固定调整点，相邻

起步网架块体单元之间通过杆件连接，杆件连接时分初拧、终拧两步进行，终拧在全部对接

杆件初拧结束后，按腹杆、下弦杆、上弦杆的顺序分步进行，确保每一个杆件都能连接到位，

直至基准网架合拢，并用临时支撑加固牢固，使基准网架形成刚性，调整基准网架轴线与土

建轴线的偏差在允许范围内，将基准网架与网架支座的预埋件焊接固定；

5）采用高空散装法进行后续网架的安装，以基准网架自身为平台，将步骤2）中组装的

四角小锥体单件用25T吊车吊到设计位置高空组装,随网架的不断升高，两侧网架呈阶梯形

安装，直至安装完毕。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承载式网架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4）中所述基准网架的

临时固定及调整是靠固定调节点来完成的，每个固定调节点双向对称设置，采用10mm  钢丝

绳用地锚固定，每3个柱距设置一个临时固定调整点，两个临时固定调整点之间，用脚手架

杆扣马腿作为备用支撑，支撑高度小于设计标高5m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承载式网架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5）中在高空散装施工

操作时，分别将三根系绳系到球端和上弦杆或下弦杆上，将三根系绳与吊车吊钩连接，通过

吊车将地面拼装好的四角小锥体单件直接输送到安装部位，在每个连接点由一名安装人员

在高空接应，安装人员接到对应的安装杆件后将高强螺柱与螺柱球孔连接，初步连接时应

先拧入三～五扣，呼应其他安装队员的安装情况，待全部安装螺柱均旋入螺柱球的对应螺

纹孔后，再一起将高强螺柱紧固到位，全部杆件紧固完成后即可将系绳解下，松钩，进行四

角小锥体单件的安装，如此反复，直到完成全部安装工作。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11218987 A

2



一种承载式网架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建筑行业网架工程施工技术领域，具体地，涉及一种承载式网架施工

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钢网架的安装可采用高空散拼成形、整体吊装、整体提升及整体顶升、分段吊装高

空拼接、高空滑移等方法，并可分为跨内吊装和跨外吊装。对于现场施工环境复杂，例如石

灰石缓冲料棚网架工程与预筛土储存料棚网架工程，网架结构形式为正方四角锥螺栓螺栓

球螺栓球形网架，网架上部施工区域有廊道时，施工场地小、安装高度高，若采用高空散装

法因柱距较大需设置很多临时支撑，费用较大且施工质量、安全比较难控制，采用高空滑移

法、整体提升法、整体顶升法因场地和场地上方有廊道时均不现实。为保证施工进度如期完

成，亟需一种新的承载式网架施工方法。

发明内容

[0003]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承载式网架施工方法，所述承载式网

架采用正放四角锥螺栓球球形网架，其网架支座的支撑形式为下弦单圈支撑，包括如下步

骤：

1）构件分拣，将运至现场的杆件、螺栓球，根据规格、型号分类堆放，并作好标记，便于

取用。

[0004] 2）组装四角小锥体单件，将步骤1）中的杆件、螺栓球按“4杆1球”组装成单个的四

角小锥体单件备用，所述四角小锥体单件分为下弦杆安装四角架和上弦杆安装四角架，所

述下弦杆安装四角架包括两根下弦杆和一根腹杆，所述上弦杆安装四角架包括两根上弦杆

和一根腹杆，用于根据网架的不同网格层进行配合使用。

[0005] 3）拼装起步网架块体单元，把网架支座对应的第一圈网架沿着支座圈梁等分成若

干个起步网架块体单元，所述起步网架块体单元采用地面散装法用步骤2）中的四角小锥体

单件拼接而成，其结构高度为所述承载式网架最下方一排下弦网格和两排上弦网格，结构

宽度为三个柱距，拼装时用方木或垫块将地面找平，以确保螺栓能安装到位，无过拧及假拧

现象，以确保基准跨的施工精度。

[0006] 4）拼装基准网架，选定一个起步网架块体单元作为基准块体单元，将基准块体单

元用25T吊车吊至3个相邻的网架支座上，在基准块体单元两端分别设双侧固定调节点，然

后沿基准块体单元的两侧方向依次将其余的起步网架块体单元吊装至对应的网架支座上，

所述基准块体单元两侧的起步网架块体单元在远离基准块体单元的一侧均有固定调整点，

相邻起步网架块体单元之间通过杆件连接，杆件连接时分初拧、终拧两步进行，终拧在全部

对接杆件初拧结束后，按腹杆、下弦杆、上弦杆的顺序分步进行，确保每一个杆件都能连接

到位，直至基准网架合拢，并用临时支撑加固牢固，使基准网架形成刚性，调整基准网架轴

线与土建轴线的偏差在允许范围内，将基准网架与网架支座的预埋件焊接固定。这样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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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基准网架安装完毕，此时网架已形成足够的钢性，自身可以承受网架的施工荷载，可以

放心在基准网架上进行安装施工。

[0007] 5）采用高空散装法进行后续网架的安装，以基准网架自身为平台，将步骤2）中组

装的四角小锥体单件用25T吊车吊到设计位置高空组装,随网架的不断升高，两侧网架呈阶

梯形安装，直至安装完毕，以确保安装过程中网架的稳定性。

[0008] 优选的，步骤4）中所述基准网架的临时固定及调整是靠固定调节点来完成的，每

个固定调节点双向对称设置，采用10mm  钢丝绳用地锚固定，每3个柱距设置一个临时固定

调整点，两个临时固定调整点之间，用脚手架杆扣马腿作为备用支撑，支撑高度小于设计标

高  5mm，作为对临时固定调节点的支撑补充。

[0009] 优选的，步骤5）中在高空散装施工操作时，分别将三根系绳系到球端和上弦杆或

下弦杆上，将三根系绳与吊车吊钩连接，通过吊车将地面拼装好的四角小锥体单件直接输

送到安装部位，在每个连接点由一名安装人员在高空接应，安装人员接到对应的安装杆件

后将高强螺柱与螺柱球孔连接，初步连接时应先拧入三～五扣，呼应其他安装队员的安装

情况，待全部安装螺柱均旋入螺柱球的对应螺纹孔后，再一起将高强螺柱紧固到位，全部杆

件紧固完成后即可将系绳解下，松钩，进行四角小锥体单件的安装，如此反复，直到完成全

部安装工作，以确保施工的安全性和施工精度。

[0010] 本发明还包括能够使该承载式网架施工方法正常使用的其它组件，均为本领域的

常规技术手段。另外，本发明中未加限定的装置或组件均采用本领域中的常规技术手段。

[0011] 本发明采用分段吊装与高空散装相结合的施工方法，具有施工精度高、安装方便、

工程成本低，施工难度低，安装快捷高效的优点，大大减少了脚手架等施工周转材料的损

耗，节约了租赁费的投入，降低了现场施工安全风险，有利于缩短工期，并降低施工成本。

附图说明

[0012]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

[0013] 图1是本发明中承载式网架的整体安装结构示意图。

[0014] 图2是本发明中基准网架的安装方向示意图。

[0015] 图3是本发明中下弦杆安装四角架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4是本发明中上弦杆安装四角架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下面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以及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清楚地描述，在此

处的描述仅仅用来解释本发明，但并不作为对本发明的限定。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

域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所做的任何修改、等

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实施例

[0018] 如图1~4所示，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承载式网架施工方法，所述承载式网架1采用正

放四角锥螺栓球球形网架，其网架支座8的支撑形式为下弦单圈支撑，包括如下步骤：

1）构件分拣，将运至现场的杆件、螺栓球，根据规格、型号分类堆放，并作好标记，便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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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用。

[0019] 2）组装四角小锥体单件，将步骤1）中的杆件、螺栓球按“4杆1球”组装成单个的四

角小锥体单件备用，所述四角小锥体单件分为下弦杆安装四角架2和上弦杆安装四角架3，

所述下弦杆安装四角架2包括两根下弦杆4和一根腹杆5，所述上弦杆安装四角架3包括两根

上弦杆6和一根腹杆5，用于根据网架的不同网格层进行配合使用。

[0020] 3）拼装起步网架块体单元，把网架支座对应的第一圈网架沿着支座圈梁等分成若

干个起步网架块体单元，所述起步网架块体单元采用地面散装法用步骤2）中的四角小锥体

单件拼接而成，其结构高度为所述承载式网架1最下方一排下弦网格1-1和两排上弦网格1-

2，结构宽度为三个柱距，拼装时用方木或垫块将地面找平，以确保螺栓能安装到位，无过拧

及假拧现象，以确保基准跨的施工精度。

[0021] 4）拼装基准网架，选定一个起步网架块体单元作为基准块体单元7，将基准块体单

元7用25T吊车吊至3个相邻的网架支座8上，在基准块体单元7两端分别设双侧固定调节点，

然后沿基准块体单元7的两侧方向依次将其余的起步网架块体单元吊装至对应的网架支座

8上，所述基准块体单元7两侧的起步网架块体单元在远离基准块体单元7的一侧均有固定

调整点，相邻起步网架块体单元之间通过杆件连接，杆件连接时分初拧、终拧两步进行，终

拧在全部对接杆件初拧结束后，按腹杆5、下弦杆4、上弦杆6的顺序分步进行，确保每一个杆

件都能连接到位，直至基准网架合拢，并用临时支撑加固牢固，使基准网架形成刚性，调整

基准网架轴线与土建轴线的偏差在允许范围内，将基准网架与网架支座8的预埋件焊接固

定。这样起步阶段基准网架安装完毕，此时网架已形成足够的钢性，自身可以承受网架的施

工荷载，可以放心在基准网架上进行安装施工。

[0022] 5）采用高空散装法进行后续网架的安装，以基准网架自身为平台，将步骤2）中组

装的四角小锥体单件用25T吊车吊到设计位置高空组装,随网架的不断升高，两侧网架呈阶

梯形安装，直至安装完毕，以确保安装过程中网架的稳定性。

[0023] 步骤4）中所述基准网架的临时固定及调整是靠固定调节点来完成的，每个固定调

节点双向对称设置，采用10mm  钢丝绳用地锚固定，每3个柱距设置一个临时固定调整点，两

个临时固定调整点之间，用脚手架杆扣马腿作为备用支撑，支撑高度小于设计标高  5mm，作

为对临时固定调节点的支撑补充。

[0024] 步骤5）中在高空散装施工操作时，分别将三根系绳系到球端和上弦杆6或下弦杆4

上，将三根系绳与吊车吊钩连接，通过吊车将地面拼装好的四角小锥体单件直接输送到安

装部位，在每个连接点由一名安装人员在高空接应，安装人员接到对应的安装杆件后将高

强螺柱与螺柱球孔连接，初步连接时应先拧入三～五扣，呼应其他安装队员的安装情况，待

全部安装螺柱均旋入螺柱球的对应螺纹孔后，再一起将高强螺柱紧固到位，全部杆件紧固

完成后即可将系绳解下，松钩，进行四角小锥体单件的安装，如此反复，直到完成全部安装

工作，以确保施工的安全性和施工精度。

[0025] 本发明采用分段吊装与高空散装相结合的施工方法，具有施工精度高、安装方便、

工程成本低，施工难度低，安装快捷高效的优点，大大减少了脚手架等施工周转材料的损

耗，节约了租赁费的投入，降低了现场施工安全风险，有利于缩短工期，并降低施工成本。

[0026] 以上已经描述了本发明的实施例，上述说明是示例性的，并非穷尽性的，并且也不

限于所披露的实施例。在不偏离所说明实施例的范围和精神的情况下，对于本技术领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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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技术人员来说许多修改和变更都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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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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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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