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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属于幕墙施工领域，为了充分利用竖

向扭转梭形金属旋转百叶的装饰效果和遮阳效

果，提供了一种悬挂式竖向扭转梭形金属旋转百

叶幕墙施工方法，本发明采用悬挂式竖向扭转梭

形金属旋转百叶作为外立幕墙，既美观大方，又

能根据不同季度、不同地区的光照条件调整金属

百叶的旋转角度，实现整体扭转的装饰效果和遮

阳效果；该百叶幕墙可配合光伏发电技术使用，

将收集到的电能储存于太阳能电池组中为旋转

制动系统提供电能，同时另接一路电源补偿系统

进行补偿，保证旋转系统的持续工作；金属百叶

与建筑外立面的预埋件之间采用可调支撑节点

连接，利用该可调支撑节点可充分保证外悬幕墙

面的平整性，同时可实现金属百叶相对建筑面的

自由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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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悬挂式竖向扭转梭形金属旋转百叶幕墙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采用如下施工

工艺流程：

第一步，复核建筑结构的控制点、基准线，对建筑物外形尺寸进行偏差测量，根据测量

结果，确定幕墙的装修基准线；

第二步，根据建筑所在地区进行光照分析确定金属百叶的扭转角度，并将立面装饰效

果结合金属百叶的旋转角度进行设定，生成金属百叶的分段加工图；

第三步，幕墙支撑节点的定位安装：根据金属百叶的分段情况在建筑外立面弹墨线确

定对应支撑埋件的节点位置，并预埋支撑装置；

第四步，根据金属百叶的端面造型，完成用于支撑百叶外形的梭形龙骨盘加工制作，同

时制作铝合金竖向龙骨；

第五步，将金属百叶按照分段加工图纸要求利用梭形龙骨盘安装在竖向龙骨上，每段

金属百叶内预设若干梭形龙骨盘，初装完成后，对各分段金属百叶调整至外弧形顺直、过度

自然，最后将各分段金属百叶固定在竖向龙骨上，预拼接组装形成竖向扭转梭形金属百叶；

第六步，将预拼接的竖向扭转梭形金属百叶分段吊装至相应安装位置，并将各分段金

属百叶的竖向龙骨与建筑外立面的预埋支撑装置连接固定至预设旋转角度，完成该竖向扭

转梭形金属百叶的安装固定；

第七步，按步骤六依次重复吊装分段金属百叶，直至完成所有竖向扭转梭形金属百叶，

并将相邻金属百叶按预设旋转角度进行固定，形成悬挂式竖向扭转梭形金属百叶幕墙。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悬挂式竖向扭转梭形金属旋转百叶幕墙施工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梭形龙骨盘的竖向设置间隔为1.0-1.5米。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悬挂式竖向扭转梭形金属旋转百叶幕墙施工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金属百叶的顶段和底段之间的扭转角度为90°。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悬挂式竖向扭转梭形金属旋转百叶幕墙施工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金属百叶的竖向龙骨与建筑外立面的预埋支撑装置通过可调支撑节点连接，可调

支撑节点包括两块矩形板，一块为型钢板，一块为铝合金板，型钢板的一端与预埋支撑装置

焊接，另一端开有若干小圆孔；铝合金板的一端开有用于承插金属百叶竖向龙骨的大圆孔，

另一端开有若干与小圆孔直径相同的柱状凸起。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悬挂式竖向扭转梭形金属旋转百叶幕墙施工方法，其特征在

于：各竖向扭转梭形金属百叶的上下两端分别通过旋转铰支座外接旋转制动系统，实现金

属旋转百叶幕墙的旋转速度和不同季节旋转角度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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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挂式竖向扭转梭形金属旋转百叶幕墙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幕墙施工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悬挂式竖向扭转梭形金属旋转百叶幕墙

施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对于大型公共建筑能耗高的情况，在建筑外立面悬挂竖向扭转梭形金属旋转百叶

进行建筑外遮阳，通过金属百叶空间扭转和整个幕墙的旋转，可以在提升建筑立面装饰效

果的同时，改善室内光照、减少能源消耗。

[0003] 悬挂式竖向扭转梭形金属旋转百叶幕墙由空间扭转金属百叶系统、旋转制动系统

组成，将百叶幕墙竖向主龙骨与支撑点进行铰接悬挂固定，通过旋转制动系统对百叶的旋

转角度和旋转速度进行设定和控制，避免室外强光的直射而出现的室内眩光。

[0004] 金属百叶截面呈梭形，并通过自身扭转及相邻百叶间有规律的排列固定，在建筑

立面形成韵律渐变的装饰效果。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为了充分利用竖向扭转梭形金属旋转百叶的装饰效果和遮阳效果，提供了

一种悬挂式竖向扭转梭形金属旋转百叶幕墙施工方法。

[0006] 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7] 一种悬挂式竖向扭转梭形金属旋转百叶幕墙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采用如下施

工工艺流程：

[0008] 第一步，复核建筑结构的控制点、基准线，对建筑物外形尺寸进行偏差测量，根据

测量结果，确定幕墙的装修基准线；

[0009] 第二步，根据建筑所在地区进行光照分析确定金属百叶的扭转角度，并将立面装

饰效果结合金属百叶的旋转角度进行设定，生成金属百叶的分段加工图；

[0010] 第三步，幕墙支撑节点的定位安装：根据金属百叶的分段情况在建筑外立面弹墨

线确定对应支撑埋件的节点位置，并预埋支撑装置；

[0011] 第四步，根据金属百叶的端面造型，完成用于支撑百叶外形的梭形龙骨盘加工制

作，同时制作铝合金竖向龙骨；

[0012] 第五步，将金属百叶按照分段加工图纸要求利用梭形龙骨盘安装在竖向龙骨上，

每段金属百叶内预设若干梭形龙骨盘，初装完成后，对各分段金属百叶调整至外弧形顺直、

过度自然，最后将各分段金属百叶固定在竖向龙骨上，预拼接组装形成竖向扭转梭形金属

百叶；

[0013] 第六步，将预拼接的竖向扭转梭形金属百叶分段吊装至相应安装位置，并将各分

段金属百叶的竖向龙骨与建筑外立面的预埋支撑装置连接固定至预设旋转角度，完成该竖

向扭转梭形金属百叶的安装固定；

[0014] 第七步，按步骤六依次重复吊装分段金属百叶，直至完成所有竖向扭转梭形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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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叶，并将相邻金属百叶按预设旋转角度进行固定，形成悬挂式竖向扭转梭形金属百叶幕

墙。

[0015] 所述梭形龙骨盘的竖向设置间隔为1.0-1 .5米，充分保证对金属百叶面的支撑效

果，防止金属百叶外表面变形，同时，足够数量的梭形龙骨盘能保证分段百叶的同步旋转。

[0016] 所述金属百叶的顶段和底段之间的扭转角度为90°，该角度能适应不同季节的光

照条件调节，充分保证室内光线充足，又不至于因光线过强导致眩光。

[0017] 所述金属百叶的竖向龙骨与建筑外立面的预埋支撑装置通过可调支撑节点连接，

可调支撑节点包括两块矩形板，一块为型钢板，一块为铝合金板，型钢板的一端与预埋支撑

装置焊接，另一端开有若干小圆孔；铝合金板的一端开有用于承插金属百叶竖向龙骨的大

圆孔，另一端开有若干与小圆孔直径相同的柱状凸起。该支撑节点主要用于调节保证幕墙

外立面的平整度，因为金属百叶的竖向龙骨与可调支撑节点的铝合金板可相对转动，进而

利用该支撑节点装置实现对金属龙骨的支撑作用，同时能实现金属百叶的旋转。

[0018] 各竖向扭转梭形金属百叶的上下两端分别通过旋转铰支座外接旋转制动系统，实

现金属旋转百叶幕墙的旋转速度和不同季节旋转角度的控制。即每一根竖向扭转梭形金属

百叶分别绕铰支座旋转，而各铰支座的旋转动作以及具体的旋转角度可通过外接的光照系

统进行控制，该控制可通过现有技术实现，即由上位机对光照数据的采集分析，然后通过上

位机得出需要调节的角度。

[0019] 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20] 1、本发明采用悬挂式竖向扭转梭形金属旋转百叶作为外立幕墙，既美观大方，又

能根据不同季度、不同地区的光照条件调整金属百叶的旋转角度，实现整体扭转的装饰效

果和遮阳效果；

[0021] 2、该百叶幕墙可配合光伏发电技术使用，将收集到的电能储存于太阳能电池组中

为旋转制动系统提供电能，同时另接一路电源补偿系统进行补偿，保证旋转系统的持续工

作；

[0022] 3、金属百叶与建筑外立面的预埋件之间采用可调支撑节点连接，利用该可调支撑

节点可充分保证外悬幕墙面的平整性，同时可实现金属百叶相对建筑面的自由旋转。

附图说明

[0023] 图1为悬挂式竖向扭转梭形金属旋转百叶的结构俯视图；

[0024] 图2梭形龙骨盘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3为可调支撑节点与竖向龙骨的连接示意图；

[0026] 图中：1-型钢板，2-柱状凸起，3-铝合金型板，4-竖向龙骨。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本发明的工艺流程为：测量放线、建筑立面尺寸复核→竖向扭转金属百叶幕墙光

照分析、扭转角度分析、深化设计→幕墙可调节支撑节点定位安装→空间扭转金属百叶的

龙骨加工及组装→金属百叶组装→金属百叶安装→旋转系统安装调试→密封打胶。

[0028] 具体施工工艺如下：

[0029] 1、测量放线、建筑立面尺寸复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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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复核结构控制点、基准线，对建筑物外形尺寸进行偏差测量，根据测量结果，确定

装修基准线。

[0031] 2、竖向扭转金属百叶幕墙光照分析、扭转角度分析、深化设计

[0032] 金属百叶扭转角度根据建筑所在地区进行光照分析，将立面装饰效果结合百叶的

旋转角度进行设定，生成分段加工图。梭形金属百叶分段扭转设计如图1所示。

[0033] 根据光照分析结果完成金属百叶幕墙深化设计图纸，细化分段加工图和节点构造

图，复核无误后传递给加工厂进行金属百叶加工生产，百叶加工完成后，按设计图纸及编号

进行验收。

[0034] 3、幕墙可调节支撑节点定位安装

[0035] 根据百叶幕墙分段情况确定出支撑埋件位置，在建筑外立面弹墨线确定出预埋钢

板位置（预埋钢板可采用后锚固、结构预埋的方式）。支撑埋件选用热镀锌钢板制作，采取焊

接方式与预埋钢板连接。

[0036] 可调节支撑节点结构如图3所示，由两段矩形板组成，一段板为型钢材料，与支撑

预埋件进行焊接，带有柱状凸起节点的一段为铝合金型材，与型钢板采用螺栓连接。利用柱

状凸起和小圆孔的连接位置可以调节百叶幕墙的外悬长度（即与建筑外立面的距离尺寸），

当建筑外立面或预埋钢结构面不平整时，可通过可调节支撑节点来调节幕墙面的平整度，

同时有利于弧形外立面的幕墙安装。

[0037] 4、空间扭转金属百叶的龙骨加工及组装

[0038] 根据金属百叶的断面造型，完成支撑百叶外形的异型梭形龙骨盘加工制作，为保

证百叶旋转的效果，百叶龙骨采用铝合金制作，其结构如图2所示，精确固定相邻梭形龙骨

盘的扭转角度，相邻梭形龙骨盘的竖向间距一般按照1.0～1.5m控制，实现百叶自身扭转的

控制。

[0039] 5、金属百叶组装

[0040] 金属百叶采用轻质铝镁合金板材进行数控加工，并将金属百叶按照分段设计图纸

要求安装在加工完成的竖向龙骨上，初装完成后进行调整，调整做到弧形顺直，过度自然，

最后采用栓钉与主龙骨进行拧紧固定。

[0041] 6、金属百叶安装

[0042] 将组装好的竖向扭转梭形金属百叶分段吊装至安装位置，将龙骨体系的圆形主轴

（即竖向龙骨）通过承插拼装连接与建筑上下的支撑点的铰支座进行固定。利用可调支撑节

点及时调整百叶空间扭转角度，进行固定。实现整体扭转的装饰效果和遮阳效果。

[0043] 相邻百叶旋转角度变化按照设计深化图纸要求进行精确点位控制。

[0044] 7、旋转系统安装调试

[0045] 根据建筑物所在地不同季节光照情况进行建筑物的光照分析，统计出光照规律，

计算确定不同月份的旋转角度，并将数据输入旋转系统的计算机系统，在位于竖向百叶上

下端的旋转铰支座处进行制动旋转系统的安装，实现金属旋转百叶幕墙的旋转速度和不同

季节旋转角度的控制。

[0046] 旋转系统为常规技术，一般采用光伏发电技术将收集到的电能储存于太阳能电池

组中为旋转制动系统提供电能，同时另接一路电源补偿系统进行补偿，保证旋转系统的持

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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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7] 8、密封打胶

[0048] 充分清洁百叶间缝隙。待干燥即可进行打胶施工。在打胶的缝隙两侧贴保护胶纸

保护百叶不被污染。注胶后将胶缝表面抹平。注胶完毕，将保护纸撕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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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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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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