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910165036.8

(22)申请日 2019.03.05

(71)申请人 贵州建工集团第一建筑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

地址 550003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延安南

路100号亚太中心20层1号、21层1号、

22层1号

(72)发明人 姜坤　卢华　刘璇　张思斌　

周雨婷　覃鹤　崔冲　

(74)专利代理机构 贵阳睿腾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52114

代理人 谷庆红

(51)Int.Cl.

E04B 1/19(2006.01)

E04B 2/00(2006.01)

E04C 3/04(2006.01)

E04C 3/32(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拼装式钢结构多层厂房骨架的施工方

法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拼装式钢结构多层厂房骨

架的施工方法，包括搭设墙体框、搭设墙体柱，墙

体柱分隔获得多排多列网格区、对网格区进行编

号、制备组合层梁、使用吊车按照网格区编号顺

序铺装组合层梁、在单层厂房骨架之上逐层累

加，获得多层厂房骨架。采用本发明的技术方案，

墙架单元、组合层梁均可预先制造，提高了施工

精度，缩端了施工工期，通过增设连接夹板、连接

耳板增加了墙体框的结构强度和承载能力，铺装

组合层梁时，预先使用计算机对各个网格区的形

状大小进行模拟，并按照由远及近的策略按照顺

序进行铺装，减少了吊车往复来回移动，使吊车

在一次行进过程中完全全部组合层梁的铺装，大

大提高了施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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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拼装式钢结构多层厂房骨架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搭设墙体框(1)：以两条“H”型钢作为支承梁(21)，以多条“H”型钢作为连接梁

(22)，将多条支承梁(21)并列平行布置，将多条连接梁(22)焊接于两条支承梁(21)之间，制

得墙架单元(2)，将多个墙架单元(2)并排竖立布置围绕形成封闭的矩形状墙体框(1)；

步骤二：搭设墙体柱(3)：以钢管筒作为墙体柱(3)，在步骤一中所述墙体框(1)以内的

地面之间上竖立多排多列墙体柱(3)，所述多排多列墙体柱(3)将所述墙体框(1)以内的空

间划分为互不重叠的多排多列网格区；

步骤三：网格区编号：对步骤二所述多排多列网格区进行顺序编号，按照每列网格区由

远及近顺序，先对第一排网格区按照自左右两侧向中间靠拢的顺序进行编号，待第一排网

格区编号完毕之后，再按照每列网格区由远及近顺序，依次对每排网格区按照自左右两侧

向中间靠拢的顺序进行编号，直至使所有网格区具有唯一的编号；

步骤四：制备组合层梁(4)：以多条“H”型钢作为纵向梁(41)，以多条扁钢作为横向梁

(42)，将多条纵向梁(41)并列平行布置，将多条横向梁(42)成对地焊接于所述纵向梁(41)

的上下两侧，制得组合层梁(4)，并使该组合层梁(4)的俯视投影形状、大小与步骤三所述各

个网格区俯视投影形状、大小一致；

步骤五：铺设组合层梁(4)：将步骤四所述组合层梁(4)按照步骤三中所述网格区编号

由小至大的顺序依次铺装于所述网格区之上，获得单层厂房骨架；

步骤六：重复步骤一至步骤五多次，在所述单层厂房骨架之上逐层累加，获得多层厂房

骨架。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拼装式钢结构多层厂房骨架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五

中所述吊装组合层梁(4)的过程还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1：选取所组合层梁(4)上四个角部作为调控点，分别在各个调控点上绑扎牵引绳；

步骤2：通过吊车将所述组合层梁(4)吊起提升，在所述组合层梁(4)提升的中途，通过

步骤1所述牵引绳向各个调控点施加适当作用力，使所述组合层梁(4)在提升过程中保持水

平姿态；

步骤3：当将所述组合层梁(4)搭置于所述墙体框(1)顶面之上后，解除麻绳。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拼装式钢结构多层厂房骨架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牵

引绳是麻绳。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拼装式钢结构多层厂房骨架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支

承梁(21)与所述连接梁(22)垂直相交。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拼装式钢结构多层厂房骨架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任意相

邻两条连接梁(22)之间的间距为1400mm至3300mm。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拼装式钢结构多层厂房骨架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连

接梁(22)的长度小于3000mm。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拼装式钢结构多层厂房骨架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相

邻两个墙架单元(2)之间还夹塞有厚度不小于10mm的连接夹板(5)。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拼装式钢结构多层厂房骨架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组

合层梁(4)中，任意相邻两条纵向梁(41)的间距、任意相邻两对横向梁(42)的间距与位于同

一个墙架单元(2)以内的两条支承梁(21)之间的间距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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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拼装式钢结构多层厂房骨架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多

层厂房骨架中，在相邻两层厂房骨架连接处之间设置连接耳板(6)，连接耳板(6)的两端分

别通过多个螺栓与彼此沿竖直方向布置的相对应的两根支承梁(21)连接在一起。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拼装式钢结构多层厂房骨架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网格区俯视投影为矩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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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拼装式钢结构多层厂房骨架的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建筑工程技术领域，特别是指一种拼装式钢结构多层厂房骨架的施工

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随着建筑施工技术的发展，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下，装配式建筑物获得

了广泛应用，并在近几年处于持续快速发展的阶段，众多应用于装配式建筑物的建筑材料、

结构构件投入批量生产和使用，赢得了社会好评。在装配式建筑物的施工作业中，广泛采用

钢骨架作为墙体骨架，这种钢结构骨架墙体具有结构强度好、重量轻、节能、环保及耐久性

好等优点，但是，若将这种钢结构骨架墙体应用于厂房施工中，由于厂房体积及重量均很

大，对这种钢结构骨架墙体的承载能力和使用性能要求极高，在这种情况下，若没有在施工

作业中若没有采取合理的施工作业方法，容易造成墙体接缝较大，承载能力差等状况，且对

后期建筑物的防水、防雨性能造成影响。

发明内容

[0003]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拼装式钢结构多层厂房骨架的施工方

法。

[0004] 本发明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

[0005]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拼装式钢结构多层厂房骨架的施工方法，主要包括以下步骤：

[0006] 步骤一：搭设墙体框：以两条“H”型钢作为支承梁，以多条“H”型钢作为连接梁，将

多条支承梁并列平行布置，将多条连接梁焊接于两条支承梁之间，制得墙架单元，将多个墙

架单元并排竖立布置围绕形成封闭的矩形状墙体框；

[0007] 步骤二：搭设墙体柱：以钢管筒作为墙体柱，在步骤一中所述墙体框以内的地面之

间上竖立多排多列墙体柱，所述多排多列墙体柱将所述墙体框以内的空间划分为互不重叠

的多排多列网格区；

[0008] 步骤三：网格区编号：对步骤二所述多排多列网格区进行顺序编号，按照每列网格

区由远及近顺序，先对第一排网格区按照自左右两侧向中间靠拢的顺序进行编号，待第一

排网格区编号完毕之后，再按照每列网格区由远及近顺序，依次对每排网格区按照自左右

两侧向中间靠拢的顺序进行编号，直至使所有网格区具有唯一的编号；

[0009] 步骤四：制备组合层梁：以多条“H”型钢作为纵向梁，以多条扁钢作为横向梁，将多

条纵向梁并列平行布置，将多条横向梁成对地焊接于所述纵向梁的上下两侧，制得组合层

梁，并使该组合层梁的俯视投影形状、大小与步骤三所述各个网格区俯视投影形状、大小一

致；

[0010] 步骤五：铺设组合层梁：将步骤四所述组合层梁按照步骤三中所述网格区编号由

小至大的顺序依次铺装于所述网格区之上，获得单层厂房骨架；

[0011] 步骤六：重复步骤一至步骤五多次，在所述单层厂房骨架之上逐层累加，获得多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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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房骨架。

[0012] 步骤五中所述吊装组合层梁的过程还包括以下步骤：

[0013] 步骤1：选取所组合层梁上四个角部作为调控点，分别在各个调控点上绑扎牵引

绳；

[0014] 步骤2：通过吊车将所述组合层梁吊起提升，在所述组合层梁提升的中途，通过步

骤1所述牵引绳向各个调控点施加适当作用力，使所述组合层梁在提升过程中保持水平姿

态；

[0015] 步骤3：当将所述组合层梁搭置于所述墙体框顶面之上后，解除麻绳。

[0016] 所述牵引绳是麻绳。

[0017] 所述支承梁与所述连接梁垂直相交。

[0018] 任意相邻两条连接梁之间的间距为1400mm至3300mm。

[0019] 所述连接梁的长度小于3000mm。

[0020] 所述相邻两个墙架单元之间还夹塞有厚度不小于10mm的连接夹板。

[0021] 所述组合层梁中，任意相邻两条纵向梁的间距、任意相邻两对横向梁的间距与位

于同一个墙架单元以内的两条支承梁之间的间距相等。

[0022] 所述多层厂房骨架中，在相邻两层厂房骨架连接处之间设置连接耳板，连接耳板

的两端分别通过多个螺栓与彼此沿竖直方向布置的相对应的两根支承梁连接在一起。

[0023] 所述网格区俯视投影为矩形。

[002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采用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将组成大型厂房的各个结构部

件划分为若干个小型的墙架单元、组合层梁等功能性结构部件，这些结构部件可预先加工

完成，有利于提高这些结构部件的制造精度，为提高施工质量奠定基础，在建设厂房时，再

将这些结构部件拼装在一起，大大简化了施工工艺，提高了施工效率，这些结构部件在进行

拼装连接时，通过增设连接夹板、连接耳板等连接结构部件，使连接处的相邻两个钢结构骨

架单元的连接接触面积增大，大大增强了钢结构墙体的整体结构强度和承载能力，另一方

面，在铺设组合层梁时，采用计算机对进行铺设的区域进行预先模拟编号，按照由远及近的

顺序进行铺装，使吊车不需要反复在各个网格区之间往复移动，沿着预定的铺装路线一次

铺装即可完成所有组合层梁的铺装，大大提高了施工效率。

附图说明

[0025] 图1是本发明墙架单元的主视图；

[0026] 图2是本发明墙架单元的俯视图；

[0027] 图3是本发明相邻两个墙架单元的连接示意图；

[0028] 图4是本发明连接夹板的连接示意图；

[0029] 图5是本发明连接耳板的连接示意图；

[0030] 图6是本发明网格区的编号顺序示意图；

[0031] 图7是本发明组合层梁的主视图；

[0032] 图8是本发明组合层梁的俯视图。

[0033] 图中：1-墙体框，2-墙架单元，3-墙体柱，4-组合层梁，5-连接夹板，6-连接耳板，

21-支承梁，22-连接梁，41-纵向梁，42-横向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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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4] 下面进一步描述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但要求保护的范围并不局限于所述。

[0035] 如图1至图8所示，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拼装式钢结构多层厂房骨架的施工方法，包

括以下步骤：

[0036] 步骤一：搭设墙体框1：如图1、图2、图3所示，以两条“H”型钢作为支承梁21，以多条

“H”型钢作为连接梁22，将多条支承梁21并列平行布置，将多条连接梁22焊接于两条支承梁

21之间，制得墙架单元2，将多个墙架单元2并排竖立布置围绕形成封闭的矩形状墙体框1；

进一步地，支承梁21与连接梁22垂直相交。任意相邻两条连接梁22之间的间距为1400mm至

3300mm。连接梁22的长度小于3000mm。如图4所示，相邻两个墙架单元2之间还夹塞有厚度不

小于10mm的连接夹板5。通过该技术方案，使相邻两个墙架单元2焊接接缝尽可能地延长，从

而为提高墙体框1的结构强度和承载能力奠定了基础。

[0037] 步骤二：搭设墙体柱3：以钢管筒作为墙体柱3，在步骤一中墙体框1以内的地面之

间上竖立多排多列墙体柱3，多排多列墙体柱3将墙体框1以内的空间划分为互不重叠的多

排多列网格区；

[0038] 步骤三：网格区编号：如图6所示，对步骤二多排多列网格区进行顺序编号，按照每

列网格区由远及近顺序，先对第一排网格区按照自左右两侧向中间靠拢的顺序进行编号，

待第一排网格区编号完毕之后，再按照每列网格区由远及近顺序，依次对每排网格区按照

自左右两侧向中间靠拢的顺序进行编号，直至使所有网格区具有唯一的编号；优选网格区

俯视投影为矩形。

[0039] 步骤四：制备组合层梁4：以多条“H”型钢作为纵向梁41，以多条扁钢作为横向梁

42，将多条纵向梁41并列平行布置，将多条横向梁42成对地焊接于纵向梁41的上下两侧，制

得组合层梁4，并使该组合层梁4的俯视投影形状、大小与步骤三各个网格区俯视投影形状、

大小一致；如图7、图8所示，进一步地，组合层梁4中，任意相邻两条纵向梁41的间距、任意相

邻两对横向梁42的间距与位于同一个墙架单元2以内的两条支承梁21之间的间距相等。

[0040] 步骤五：铺设组合层梁4：将步骤四组合层梁4按照步骤三中网格区编号由小至大

的顺序依次铺装于网格区之上，获得单层厂房骨架；进一步地，步骤五中吊装组合层梁4的

过程还包括以下步骤：步骤1：选取所组合层梁4上四个角部作为调控点，分别在各个调控点

上绑扎牵引绳；步骤2：通过吊车将组合层梁4吊起提升，在组合层梁4提升的中途，通过步骤

1牵引绳向各个调控点施加适当作用力，使组合层梁4在提升过程中保持水平姿态；步骤3：

当将组合层梁4搭置于墙体框1顶面之上后，解除麻绳。进一步地，优选牵引绳是麻绳。此外，

优选吊车额定起重量不小于50吨。

[0041] 进一步地，如图5所示，多层厂房骨架中，在相邻两层厂房骨架连接处之间设置连

接耳板6，连接耳板6的两端分别通过多个螺栓与彼此沿竖直方向布置的相对应的两根支承

梁21连接在一起。连接耳板6边沿还与支承梁21内壁焊接为一体。每块连接耳板6上所使用

的螺栓数量不少于18颗。连接耳板6长度为450mm至580mm。连接耳板6厚度不小于10mm。通过

该技术方案，在铺装组合层梁4的过程中，保证了组合层梁4始终保持水平姿态，为提高厂房

建设精度奠定了基础。

[0042] 步骤六：重复步骤一至步骤五多次，在单层厂房骨架之上逐层累加，获得多层厂房

骨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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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3] 采用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将组成大型厂房的各个结构部件划分为若干个小型的墙

架单元、组合层梁等功能性结构部件，这些结构部件可预先加工完成，有利于提高这些结构

部件的制造精度，为提高施工质量奠定基础，在建设厂房时，再将这些结构部件拼装在一

起，大大简化了施工工艺，提高了施工效率，这些结构部件在进行拼装连接时，通过增设连

接夹板、连接耳板等连接结构部件，使连接处的相邻两个钢结构骨架单元的连接接触面积

增大，大大增强了钢结构墙体的整体结构强度和承载能力，另一方面，在铺设组合层梁时，

采用计算机对进行铺设的区域进行预先模拟编号，按照由远及近的顺序进行铺装，使吊车

不需要反复在各个网格区之间往复移动，沿着预定的铺装路线一次铺装即可完成所有组合

层梁的铺装，大大提高了施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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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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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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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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