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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钢筋混凝土筒仓穹顶新

型模板支撑体系施工方法，该方法是根据穹顶具

有轴对称及中心对称的特性，利用计算机辅助设

计通过后制作圆台形钢桁架支撑平台，整体提升

至筒壁顶部提供可靠的模板支撑基础，在此基础

上再运用普通成熟的钢管木模系统完成混凝土

穹顶施工。本发明模拟建模分析通过后，根据支

架的结构设计出三维模型，对细部构造进行深化

设计，绘制出构件CAD大样图，采用工厂化制作构

件，现场组装的钢桁架支撑平台力学性能好，支

撑效果显著，减少施工人员不必要的高空作业时

间，降低安全风险；且操作简便，施工效率高，结

构简单，经济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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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钢筋混凝土筒仓穹顶新型模板支撑体系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是根据

穹顶具有轴对称及中心对称的特性，利用计算机辅助设计通过后制作圆台形钢桁架支撑平

台，整体提升至筒壁顶部提供可靠的模板支撑基础，在此基础上再运用普通成熟的钢管木

模系统完成混凝土穹顶施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钢筋混凝土筒仓穹顶新型模板支撑体系施工方法，其特征在

于包括如下步骤：在仓壁施工至距离穹顶下环梁底端200～500mm高度时，在仓壁内侧环向

均匀埋设预埋件；然后将在地面组装好的钢桁架支撑平台通过电动环链提升机整体提升至

仓壁预埋件上面200mm处，进行仓壁牛腿焊接，检测合格后将桁架降至牛腿上就位；再在此

支撑平台上搭设高度不大于2米的模板支撑体系，进行模板铺装、钢筋安装以及混凝土浇筑

等后续工作。

3.一种基于权利要求1或2的方法的钢筋混凝土筒仓穹顶新型模板支撑杆件，其特征在

于：包括下弦中心盘(1)，以该下弦中心盘(1)为中心向四周设置水平拉杆(7)和斜撑杆(8)，

斜撑杆(8)按照倾斜向上的方式向外扩展，水平拉杆(7)的外端连接水平设置的横梁(10)，

横梁(10)和水平拉杆(7)构成与下弦中心盘(1)处在同一水平面的扩散结构，在每根横梁

(10)的端头设有主梁与斜撑杆(8)连接，横梁(10)和水平拉杆(7)的连线，与主梁、斜撑杆

(8)构成一个三角形，将主梁和斜撑杆(8)的相交点通过钢桁架连接起来构成上弦中心盘

(14)。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钢筋混凝土筒仓穹顶新型模板支撑杆件，其特征在于：所述主

梁由主梁一(2)和主梁二(3)两段构成，在主梁一(2)和主梁二(3)的分段位置设有竖直向下

的竖直撑杆(9)作为立柱向下交汇于横梁(10)和水平拉杆(7)的相交点。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钢筋混凝土筒仓穹顶新型模板支撑杆件，其特征在于：在横梁

(10)和水平拉杆(7)的相交点与上弦中心盘(14)之间设有斜拉杆一(5)，在下弦中心盘(1)

与主梁一(2)和主梁二(3)的分段位置之间设有斜拉杆二(6)。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钢筋混凝土筒仓穹顶新型模板支撑杆件，其特征在于：在主梁

一(2)和主梁二(3)上设有环梁(4)，环梁(4)将多根主梁从环向连接成为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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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钢筋混凝土筒仓穹顶新型模板支撑体系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钢筋混凝土筒仓穹顶新型模板支撑体系施工方法，属于建筑施工

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钢筋混凝土筒仓因其体型合理、仓体结构受力明确，计算结构简单，有效储存率

高，经济效果显著等优点，广泛应用于块料、颗粒、粉尘物储存。随着我国科技进步、生产力

不断提高，筒仓需求量往大容量、功能多样化发展，对筒仓建造技术提出了更高要求。

[0003] 筒仓穹顶传统做法是仓壁施工完毕，在筒仓中心搭设满堂支撑架，作为穹顶的施

工平台，再支设上部模板。这种做法在实践中发现四个较大缺点：一是工程量大、劳动力需

求量大、周转周期长；二是仓内空间被完全占用、不能展开工作面，经济性差；三是满堂支架

搭拆过程中杆件、配件等不易被进、出仓体，危险性大，劳动强度高。四是圆台形屋面标高难

以进行线性控制，支撑系统各个断面数据均不同，现场安装容易混淆，出现错误，造成返工。

[0004] 在现有技术中，由陕西化建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申请并获得授权的实用新型专利

(公开号为208604921U))公开了一种穹顶模板钢桁架支撑体系涉及穹顶支撑技术领域，具

体涉及一种穹顶模板钢桁架支撑体系，包括上弦支撑架和下弦支撑架，所述下弦支撑架所

在平面和上弦支撑架顶端在平面均与水平面平行，上弦支撑架和下弦支撑架固定相连组成

类圆锥台状空间桁架结构；该方案利用上弦支撑架和下弦支撑架固定相连组成类圆锥台状

空间桁架结构大大提高整体的稳定性，采用模板钢桁架结构，可以减少周转材料的使用。

[0005] 又有，由宋丰伟申请的发明专利(公开号为110306782A)公开了一种反应堆厂房外

壳穹顶模板及其拼装施工方法，所述反应堆厂房外壳穹顶模板支撑于反应堆厂房外壳筒

体，与反应堆厂房内壳之间无刚性连接。该方案支撑于安全壳厂房外壳筒壁，无需在内穹顶

上搭设拆除支架，缩短了外壳混凝土施工的准备时间。由于与内壳无刚性连接，反应堆厂房

安全壳试验不受外穹顶施工的影响，释放了工期。

[0006] 鉴于以上问题，为了使筒仓穹顶混凝土结构的施工工艺更趋规范化、标准化、简单

化，我单位通过自身不断研发，多次的实践探索的基础上，总结提炼出本方法。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钢筋混凝土筒仓穹顶新型模板支撑体系施工方法，以克

服以上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不足。

[0008] 本发明是这样实现的：

[0009] 一种钢筋混凝土筒仓穹顶新型模板支撑体系施工方法，该方法是根据穹顶具有轴

对称及中心对称的特性，利用计算机辅助设计通过后制作圆台形钢桁架支撑平台，整体提

升至筒壁顶部提供可靠的模板支撑基础，在此基础上再运用普通成熟的钢管木模系统完成

混凝土穹顶施工。

[0010] 具体的，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在仓壁施工至距离穹顶下环梁底端200～500mm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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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时，在仓壁内侧环向均匀埋设预埋件；然后将在地面组装好的钢桁架支撑平台通过电动

环链提升机整体提升至仓壁预埋件上面200mm处，进行仓壁牛腿焊接，检测合格后将桁架降

至牛腿上就位；再在此支撑平台上搭设高度不大于2米的模板支撑体系，进行模板铺装、钢

筋安装以及混凝土浇筑等后续工作。

[0011] 本发明的这种钢筋混凝土筒仓穹顶新型模板支撑杆件包括下弦中心盘，以该下弦

中心盘为中心向四周设置水平拉杆和斜撑杆，斜撑杆按照倾斜向上的方式向外扩展，水平

拉杆的外端连接水平设置的横梁，横梁和水平拉杆构成与下弦中心盘处在同一水平面的扩

散结构，在每根横梁的端头设有主梁与斜撑杆连接，横梁和水平拉杆的连线，与主梁、斜撑

杆构成一个三角形，将主梁和斜撑杆的相交点通过钢桁架连接起来构成上弦中心盘。前述

的主梁由主梁一和主梁二两段构成，在主梁一和主梁二的分段位置设有竖直向下的竖直撑

杆作为立柱向下交汇于横梁和水平拉杆的相交点。在横梁和水平拉杆的相交点与上弦中心

盘之间设有斜拉杆一，在下弦中心盘与主梁一和主梁二的分段位置之间设有斜拉杆二。在

主梁一和主梁二上设有环梁，环梁将多根主梁从环向连接成为整体。

[001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方法具有如下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进步：

[0013] 1安全可靠：模拟建模分析通过后，根据支架的结构设计出三维模型，对细部构造

进行深化设计，绘制出构件CAD大样图，采用工厂化制作构件，现场组装的钢桁架支撑平台

力学性能好，支撑效果显著，减少施工人员不必要的高空作业时间，降低安全风险；

[0014] 2操作简便，施工效率高：本方法的钢桁架支撑平台采取现场组装，整体提升安装

完毕后，再搭拆的屋面模板支撑高度低，操作简单、搭拆速度快、劳动强度轻、施工效率高。

[0015] 3结构简单，经济性好：本方法的钢桁架支撑平台结构简单，所用材料均为市场常

用材料，可周转使用，投入少。节约人工搭设满堂架和钢管周转料的租赁费及钢管废料的产

生，经济性好。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支撑平台三维图；

[0017] 图2为支撑平台加载图；

[0018] 图3为支撑平台整体变形图；

[0019] 图4为吊点布置示意图；

[0020] 图5为施工工艺流程图；

[0021] 图6为支撑平台构件立面图；

[0022] 图7为上弦安装图；

[0023] 图8为下弦安装图；

[0024] 图9是模板支撑体系剖面图；

[0025] 图10是支撑平台杆件拆除顺序。

[0026] 附图标记说明：1-下弦中心盘，2-主梁一，3-主梁二，4-环梁，5-斜拉杆一，6-斜拉

杆二，7-水平拉杆，8-斜撑杆，9-竖直撑杆，10-横梁，11-仓顶檐口，12-仓顶混凝土，13-短立

杆，14-上弦中心盘，15-长立杆，16-仓壁牛腿，17-支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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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0028] 实施例1：

[0029] 如图1-8所示，在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中，具体方案是根据穹顶具有轴对称及中心

对称的特性，利用计算机辅助设计通过后制作圆台形钢桁架支撑平台，整体提升至筒壁顶

部提供可靠的模板支撑基础，在此基础上再运用普通成熟的钢管木模系统完成混凝土穹顶

施工。此整体桁架由于是拼装而成的，部件适当改动后能适应不同直径穹顶施工的需要，故

具有广泛的适用性。

[0030] 1工艺原理

[0031] 1.1计算机辅助设计

[0032] 结合工程实际(西南粮食城20万吨省级储备粮库项目中筒仓20个，内径23m)，通过

有限元软件，建立与工程实例相同的分析模型，对筒仓穹顶结构模板支撑的整体安全性进

行计算分析，包括支撑平台安装就位后、仓顶混凝土12浇筑一半、仓顶混凝土12浇筑注结

束、仓顶结构施工时的安全稳定性分析等内容，得到基础数据后，再对不同直径(18～42m)

筒仓结构的穹顶模板支撑体系进行类比推广设计，实现计算机辅助制作支撑平台结构图以

及计算机辅助工程应用，进而推广应用，如图1-3所示。

[0033] 1.2支撑平台的整体提升及下降

[0034] 根据计算机辅助设计出的结构图，对支撑平台的整体重量进行计算确定电动环链

提升机数量及吊点的间距，吊点间距一定要相等且均衡布点，为电动环链提升机的均载运

行创造条件，如图4所示。通过一只专用电器控制箱中一个按钮控制多台提升机的同时，每

只电动环链提升机又有单独电源控制每台提升机，这样保证在上升或下降过程中不平时能

单独进行调整，来做到支撑平台的整体提升及下降。

[0035] 2施工工艺流程及操作要点

[0036] 2.1施工工艺流程，如图5所示。

[0037] 2.2操作要求

[0038] 2.2.1施工准备

[0039] 熟悉图纸，计算机辅助设计确定支撑平台的结构尺寸，绘制支撑平台施工图。

[0040] 准备所需型钢、钢板、电动环链提升机、钢管、模板支撑等相关材料，材料应经质量

验收合格。

[0041] 编制的施工方案应按规定组织专家论证会，并按要求完善审批手续，实施前应对

施工班组、施工人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使参与施工的人员掌握支撑平台施工工艺和要

求。

[0042] 上人上下通道、仓顶外挑环形操作平台、牛腿埋件等应验收合格。

[0043] 2.2.2节点制作、验收

[0044] 根据支撑平台施工图要求制作支撑平台杆件。如图6所示，包括下弦中心盘1，以该

下弦中心盘1为中心向四周设置水平拉杆7和斜撑杆8，斜撑杆8按照倾斜向上的方式向外扩

展，水平拉杆7的外端连接水平设置的横梁10，横梁10和水平拉杆7构成与下弦中心盘1处在

同一水平面的扩散结构，在每根横梁10的端头设有主梁与斜撑杆8连接，横梁10和水平拉杆

7的连线，与主梁、斜撑杆8构成一个三角形，将主梁和斜撑杆8的相交点通过钢桁架连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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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构成上弦中心盘14。

[0045] 其中，主梁由主梁一2和主梁二3接长构成，在主梁一2和主梁二3的相交位置设有

竖直撑杆9作为立柱向下交汇于横梁10和水平拉杆7的相交点。在横梁10和水平拉杆7的相

交点与上弦中心盘14之间设有斜拉杆一5，在下弦中心盘1与主梁一2和主梁二3的相交点之

间设有斜拉杆二6。

[0046] 另外，在主梁一2和主梁二3上设有环梁4，将多根主梁从环向连接成为整体。

[0047] 支撑平台所需的拉杆、撑杆、环梁、横梁、主梁、中心盘等杆件均由专业人员在工厂

内制作完成。杆件完成后由质检人员进行质量验收，验收合格的构件码堆入库，杆件外漏部

分刷防锈漆。

[0048] 2.2.3支撑平台拼装、验收

[0049] 拼装：中心→主梁→立柱→靠仓壁梁→次梁→主梁支撑下弦桁架系杆→上弦桁架

系杆→检测支撑点、复核施工图。

[0050] 紧固高强螺栓：主梁→靠仓壁梁→次梁→上下弦系杆(紧固高强螺丝四个点同时

施工)→复检→用1000扭力扳手检测螺丝是否紧至相应施工拉力→合格后报验。

[0051] 如图7-8所示，其中图7为上弦安装图，图8为下弦安装图。

[0052] 2.2.4提升设备安装、调试

[0053] 仓壁混凝土强度等级达到强度要求后，采用预先制作的仓壁卡具与库壁进行连

接，并用库壁卡具螺栓进行顶紧，保证与库壁的摩擦力，仓壁顶部采用槽钢与库壁锚筋压

紧。将电动环链提升机吊环挂在指定的电动环链提升机吊点上。

[0054] 2.2.5支撑平台整体提升

[0055] 提升施工工艺包括如下步骤：

[0056] a.起重指挥员、主控员、平衡点监测员、仓壁看护员就位；

[0057] b.桁架构件起吊，离地30公分时，做稳定性观察2小时，桁架构件、仓壁卡、仓壁是

否变形，在2小时观察桁架、构件、仓壁卡具、仓壁稳定性、不变形，构件底部安装高空施工安

全网(双层安全网)；

[0058] c.桁架构件、仓壁卡具、仓壁、提升机具备吊装条件，电动环链提升机箱转换至自

动同步控制状态，由电脑自动同步控制加人工监督同步控制；

[0059] d .支撑平台的整体提升通过电脑控制箱控制多台提升机同步提升，每提起1.8米

时检测一次，以此类推吊至施工设计标高(施工电动环链提升机自身带断电刹车系统)。

[0060] 2.2.6牛腿安装、验收

[0061] a .钢桁架吊至既定位置时，关闭电动环链提升机联动开关，用施工现场塔吊把施

工安全篮吊挂在仓壁上，开始进行焊接仓壁牛腿16；

[0062] b.仓壁牛腿16焊接完，通过检测验收。

[0063] 2.2.7支撑平台就位、验收

[0064] a .仓壁牛腿16焊检测验收合格后，将钢桁架整体缓缓降至仓壁牛腿16上，在仓壁

牛腿16上设有支座17；

[0065] b.将钢桁架构件安装至施工部位后，在构件下弦安装5套观察线垂，用于观察桁架

构件在后续施工变化.在仓壁周长平均四点的标高1.2米处，作为变化观察点，仓中心用角

钢固定观察点(一中心仓壁四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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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6] h.报验，交接后续子项施工班组

[0067] 在后续施工班组施工时，每天安排专人定时各观察一次，并做好观察记录以备检

查桁架变化，直至拆除桁架。

[0068] 2.2.8模板支撑体系搭设

[0069] 如图9所示，支撑架体为扣件式钢管满堂支撑架，在钢梁上焊Φ25钢筋长度100mm，

用于固定单立钢管。钢管顶配可调托作支顶，顶托内采用Φ25钢筋作主楞，40×80mm木枋作

次楞，板底模板均采用木模。

[0070] 穹顶模板安装应按方案要求并预留桁架拆除孔，桁架拆除孔根据筒仓内径周长平

均分布，在孔洞四角埋预埋件以固定拆除架。

[0071] 2.2.9穹顶钢筋安装、混凝土浇筑

[0072] 环梁主筋采用机械连接，板钢筋接头采用绑扎接头。钢筋绑扎、模板支设完毕并加

固牢固，预埋、预留准确，并经监理检查认可后才许浇筑。

[0073] 穹顶板、梁混凝土采用商品砼，采用两台汽车泵同时对称进行浇筑。二个班组同时

在一条轴线上,逆时针浇灌砼.每次浇灌0.5米宽，每浇灌0.5米一段加一道钢丝网,分成20

段，每段沿屋面一圈，使混凝土不下滑，一次成型。

[0074] 2.2.10模板拆除

[0075] 待穹顶板、梁混凝土同条件养护试块经试验强度达到100％及28天时方可进行模

板拆除。

[0076] 2.2.11钢桁架整体降落及拆除

[0077] 每台电动环链提升机的钢铰链均穿过穹顶板预留孔，与钢结构架体连接牢固并保

持钢桁架的平衡。拆除模板、支撑后，用气焊将预埋件(仓壁牛腿16)切割完成后，通过电动

环链提升机整体吊装缓缓降落到仓底，利用电焊工和工人操作扳手等工具，将整个钢桁架

平台分解、切割后从仓壁门洞运出。电动提升机支架见下图：

[0078] 钢平台拆除顺序：先安装的后拆，后安装的先拆。首先拆除①拉杆，其次拆除②中

心圆盘，然后拆除③斜撑架杆，再拆除④主架杆，最后拆除⑤加固加杆。支撑平台拆除完毕

后做到工完场清。如图10所示。

[0079] 当然，以上只是本发明的具体应用范例，本发明还有其他的实施方式，凡采用等同

替换或等效变换形成的技术方案，均落在本发明所要求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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