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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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0650756.3

(22)申请日 2019.07.18

(71)申请人 合肥工业大学

地址 230009 安徽省合肥市屯溪路193号

    申请人 合肥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局

(72)发明人 王静峰　赵鹏　宣明　李德章　

霍永伦　

(74)专利代理机构 合肥和瑞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34118

代理人 洪琴

(51)Int.Cl.

E04B 1/00(2006.01)

E04B 1/24(2006.01)

E04B 1/58(2006.01)

E04B 1/35(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钢桁架悬挂混合系统及施工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建筑结构施工技术领域，尤其涉

及一种钢桁架悬挂混合系统及施工方法。该系统

包括两个竖向设置的竖向架、设置在两竖向架之

间且上下平行依次设置的上部桁架、若干层悬挂

单元、下部桁架，每层悬挂单元包括水平设置的

框架梁、垂直于设置在相邻两层框架梁之间的悬

挂柱、在每层框架梁上形成的混凝土楼板，最低

层的悬挂单元中框架梁通过补充悬挂体与下部

桁架连接。本系统和方法通过采用上部桁架承

重、中间悬挂单元悬挂的结构形式，从而减小下

部桁架和中部框架柱的尺寸，该系统在施工过程

中，可以使系统荷载及施工荷载全部由两侧竖向

架承担，或当采用正向安装时，系统荷载及施工

荷载由两侧竖向架、第一支撑单元、第二支撑单

元共同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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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钢桁架悬挂混合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两个竖向设置的竖向架(1)、设置在两

竖向架(1)之间且上下平行依次设置的上部桁架(4)、若干层悬挂单元(3)、下部桁架(2)，每

层悬挂单元(3)包括水平设置的框架梁(31)、垂直设置在相邻两层框架梁(31)之间的悬挂

柱(32)、在每层框架梁(31)上形成的混凝土楼板，最低层的悬挂单元(3)中框架梁(31)通过

补充悬挂体(6)与下部桁架(2)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钢桁架悬挂混合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用于向上支撑

下部桁架(2)的第二支撑单元(5)，所述第二支撑单元(5)的长度可调。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钢桁架悬挂混合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第一支撑单

元，第一支撑单元用于支撑所有悬挂单元(3)和上部桁架(4)，所述第一支撑单元的长度可

调。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钢桁架悬挂混合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支撑单元和

第二支撑单元(5)上均设置有调节部，所述调节部为液压结构。

5.获取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钢桁架悬挂混合系统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

步骤：

S1、安装两侧竖向架(1)；如果为正向安装，跳到步骤S2，如果为反向安装，跳到步骤S6；

S2、在两竖向架(1)之间竖向设置有若干根向上的第二支撑单元(5)，下部桁架(2)架在

第二支撑单元(5)上，然后将下部桁架(2)的两端分别与对应的竖向架(1)固定连接，在所述

下部桁架(2)的上下端面安装压型板，浇筑混凝土，跳到步骤S3；

S3、在下部桁架(2)上设置第一支撑单元，第一层悬挂单元(3)的框架梁(31)架设在第

一支撑单元上，且两端分别与对应的竖向架(1)连接，再在对应的框架梁上设置对应悬挂单

元的悬挂柱，形成第一层悬挂单元(3)；

S4、第二层悬挂单元(3)至第N层悬挂单元(3)从下往上依次按照步骤S3获得，完成后进

入步骤S5；

S5、在第N层悬挂单元(3)的悬挂柱(32)上安装上部桁架(4)，在上部桁架(4)的上下端

面安装压型板，浇筑混凝土，进入步骤S8；

S6、将下部桁架(2)和下部桁架(2)的两端分别固定在两侧的竖向架(1)之间，并分别在

下部桁架(2)和上部桁架(4)的上下面上安装压型板，浇筑混凝土，混凝土凝固后进入步骤

S7；

S7、N层悬挂单元(3)从上往下或从下往上依次设置在下部桁架(2)和上部桁架(4)之

间，进入步骤S8；

S8、对上部桁架(4)浇筑混凝土；当为正向安装时跳至步骤S9，反向安装时，跳至步骤

S10；

S9、抽掉第一支撑单元，对每层悬挂单元(3)浇筑混凝土，抽掉第二支撑单元(5)，设定

工况后，在第一层悬挂单元(3)的框架梁(31)与下部桁架(2)之间连接补充悬挂体(6)结束

安装；

S10、安装第一层悬挂单元(3)与下部桁架(2)之间的补充悬挂体(6)，结束安装。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S9中设定工况为待上部桁架

(4)、悬挂单元(3)、下部桁架(2)变形完成。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上部桁架(4)和下部桁架(2)均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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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上下设置的上弦杆(21)和下弦杆(23)、上弦杆(21)和下弦杆(23)之间的腹杆(22)，在安

装上部桁架(4)和下部桁架(2)时，先安装下弦杆(23)，再安装腹杆(22)，最后安装上弦杆

(21)。

8.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S8中，对每层悬挂单元(3)中的

框架梁(31)进行浇筑时从第N层悬挂单元(3)到第一层悬挂单元(3)。

9.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7具体为：在上部桁架(4)的下方

悬挂第N层悬挂单元(3)中的悬挂柱(32)，然后在悬挂柱(32)的下端部连接第N层悬挂单元

(3)中的框架梁(31)，框架梁(31)与两侧的竖向架(1)连接，第N-1层悬挂单元(3)到第一层

悬挂单元(3)均是先挂悬挂柱(32)，然后再在悬挂柱(32)的下端悬挂对应层悬挂单元(3)中

的框架梁(31)，直至形成第一层悬挂单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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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钢桁架悬挂混合系统及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建筑结构施工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钢桁架悬挂混合系统及施工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国家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天桥、连廊、大型展馆不断涌现，造型各异的大跨

度建筑结构层出不穷。大跨度钢桁架是一种具有施工方便、自重轻、造型优美和跨径大等优

点的结构空间，被广泛应用在大跨度的多、高层建筑中。悬挂结构是指通过吊杆将楼层等次

结构悬吊在主结构从而形成的一种新型结构形式。它具有传力路径明确、材料利用率高、降

低结构自振频率、建筑平面布置灵活、艺术性高等优点。

[0003] 建筑结构的设计形式关乎建筑结构的成本、刚度和稳定性，也关系到其承载的行

人、居民的安全度和舒适性。目前，由于大跨度桁架结构的特殊跨度要求，使得其设计截面

较大，材料利用率低，造价成本高；悬挂结构的结构形式复杂，完整的受力体系要在主结构

与悬挂次结构连接后形成，对施工技术要求很高；施工过程中结构受力状态不断变化。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提供一种具有合理的结构形式、明确的传力路径，受力合理，施工方便的系统

和工艺，本发明提供一种钢桁架悬挂混合系统及施工方法。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钢桁架悬挂混合系统，包括两个竖向设置的竖向架、设置在两竖向架之间且

上下平行依次设置的上部桁架、若干层悬挂单元、下部桁架，每层悬挂单元包括水平设置的

框架梁、垂直于设置在相邻两层框架梁之间的悬挂柱、在每层框架梁上形成的混凝土楼板，

最低层的悬挂单元中框架梁通过补充悬挂体与下部桁架连接。

[0007] 获取上述的一种钢桁架悬挂混合系统的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8] S1、安装两侧竖向架；如果为正向安装，跳到步骤S2，如果为反向安装，跳到步骤

S6；

[0009] S2、在两竖向架之间竖向设置有若干根向上的第二支撑单元，下部桁架架在第二

支撑单元上，然后将下部桁架的两端分别与对应的竖向架固定连接，在所述下部桁架的上

下端面安装压型板，浇筑混凝土，跳到步骤S3；

[0010] S3、在下部桁架上设置第一支撑单元，第一层悬挂单元的框架梁架设在第一支撑

单元上，且两端分别与对应的竖向架连接，再在对应的框架梁上设置对应悬挂单元的悬挂

柱，形成第一层悬挂单元；

[0011] S4、第二层悬挂单元至第N层悬挂单元从下往上依次按照步骤S3获得，完成后进入

步骤S5；

[0012] S5、在第N层悬挂单元的悬挂柱上安装上部桁架，在上部桁架的上下端面安装压型

板，浇筑混凝土，进入步骤S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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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S6、将下部桁架和下部桁架的两端分别固定在两侧的竖向架之间，并分别在下部

桁架和上部桁架的上下面上安装压型板，浇筑混凝土，混凝土凝固后进入步骤S7；

[0014] S7、N层悬挂单元从上往下或从下往上依次设置在下部桁架和上部桁架之间，进入

步骤S8；

[0015] S8、对上部桁架浇筑混凝土；当为正向安装时跳至步骤S9，反向安装时，跳至步骤

S10；

[0016] S9、抽掉第一支撑单元，对每层悬挂单元浇筑混凝土，抽掉第二支撑单元，设定工

况后，在第一层悬挂单元的框架梁与下部桁架之间连接补充悬挂体结束安装；

[0017] S10、安装第一层悬挂单元与下部桁架之间的补充悬挂体，结束安装。

[0018] 本发明的优点在于：本系统和方法通过采用上部桁架承重、中间悬挂单元悬挂的

结构形式，从而减小下部桁架和中部框架柱的尺寸，悬挂受力更有利于结构抗震，该系统在

施工过程中，可以使系统荷载及施工荷载全部由两侧竖向架承担，或当采用正向安装时，系

统荷载及施工荷载由两侧竖向架、第一支撑单元、第二支撑单元共同承担。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发明系统安装过程中的一个示意图。

[0020] 图2为系统结构图。

[0021] 图中标注符号的含义如下：

[0022] 1-竖向架  2-下部桁架  21-上弦杆  22-腹杆  23-下弦杆

[0023] 3-悬挂单元  31-框架梁  32-悬挂柱  4-上部桁架  5-第二支撑单元

[0024] 6-补充悬挂体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实施例1

[0026] 如图2所示，一种钢桁架悬挂混合系统，包括两个竖向设置的竖向架1、设置在两竖

向架1之间且上下平行依次设置的上部桁架4、若干层悬挂单元3、下部桁架2，每层悬挂单元

3包括水平设置的框架梁31、垂直于设置在相邻两层框架梁31之间的悬挂柱32、最低层的悬

挂单元3中框架梁31通过补充悬挂体6与下部桁架2连接。其中竖向架1均为钢框架。

[0027] 如图1所示，为了实现混合系统的形成，系统还包括借用件，借用件包括第一支撑

单元(第一支撑单元的位置与补充悬挂体的位置相同，为了不与补充悬挂体冲突，图中未示

出)和第二支撑单元5，其中第一支撑单元用于在正向安装系统时，用于其上方所有的悬挂

单元3和上部桁架4，第二支撑单元5用于向上支撑下部桁架2，所述第一支撑单元和第二支

撑单元5的长度均可调，这样取下更方便。具体地说，所述第一支撑单元和第二支撑单元5上

均设置有调节部，所述调节部为液压结构。由于第一支撑单元的作用是支撑，补充悬挂体6

是将下部桁架2悬挂在最低层的悬挂单元3中框架梁31上，其中第一支撑单元中柱体的平均

直径大于补充悬挂体6。在该实施例中，第一支撑单元中每一根柱体的直径均大于补充悬挂

体6中每根柱体的直径。

[0028] 实施例2

[0029] 搭建实施例1所述的一种钢桁架悬挂混合系统的施工方法，该实施例为正向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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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步骤，具体如下：

[0030] S1、安装两侧竖向架1；

[0031] S2、在两竖向架1之间竖向设置有若干根向上的第二支撑单元5，下部桁架2架在第

二支撑单元5上，然后将下部桁架2的两端分别与对应的竖向架1固定连接，在所述下部桁架

2的上下端面安装压型板，浇筑混凝土，跳到步骤S3；

[0032] S3、在下部桁架2上设置第一支撑单元，第一层悬挂单元3的框架梁31架设在第一

支撑单元上，且两端分别与对应的竖向架1连接，再在对应的框架梁上设置对应悬挂单元的

悬挂柱，形成第一层悬挂单元3；

[0033] S4、第二层悬挂单元3至第N层悬挂单元3从下往上依次按照步骤S3获得，完成后进

入步骤S5；

[0034] S5、在第N层悬挂单元3的悬挂柱32上安装上部桁架4，进入步骤S8；

[0035] S8、对上部桁架4浇筑混凝土，具体为：在上部桁架4的上下端面安装压型板，浇筑

混凝土；

[0036] S9、抽掉第一支撑单元，获得图1结构，对每层悬挂单元3浇筑混凝土，抽掉第二支

撑单元5，设定工况后，再在第一层悬挂单元3的框架梁31与下部桁架2之间连接补充悬挂体

6，结束安装。对每一层悬挂单元3浇筑混凝土的步骤如下：对每一层的悬挂单元3中的框架

梁31的上端面安装压型板，浇筑混凝土，浇筑混凝土可以从最低层的第一层悬挂单元3到最

高层的第N层悬挂单元3，也可以从第N层悬挂单元3到第一层悬挂单元3。其中设定工况为待

上部桁架4、悬挂单元3、下部桁架2变形完成。

[0037] 具体地说，上部桁架4和下部桁架2均包括上下设置的上弦杆21和下弦杆23、上弦

杆21和下弦杆23之间的腹杆22，在安装上部桁架4和下部桁架2时，先安装下弦杆23，再安装

腹杆22，最后安装上弦杆21。

[0038] 实施例3

[0039] 搭建实施例1所述的一种钢桁架悬挂混合系统的施工方法，该实施例为反向安装

时的步骤，具体如下：

[0040] S1、安装两侧竖向架1；

[0041] S6、将下部桁架2和下部桁架2的两端分别固定在两侧的竖向架1之间，并分别在下

部桁架2和上部桁架4的上下面上安装压型板，浇筑混凝土，混凝土凝固后进入步骤S7；

[0042] S7、N层悬挂单元3从上往下依次设置下部桁架2和上部桁架4之间，进入步骤S8；具

体地说，在上部桁架4的下方悬挂第N层悬挂单元3中的悬挂柱32，然后在悬挂柱32的下端部

连接第N层悬挂单元3中的框架梁31，框架梁31与两侧的竖向架1连接，第N-1层悬挂单元3到

第一层悬挂单元3均是先挂悬挂柱32，然后再在悬挂柱32的下端挂对应层悬挂单元3中的框

架梁31，直至形成第一层悬挂单元3。

[0043] S8、对每一层的悬挂单元3中的框架梁31的上下端面安装压型板，浇筑混凝土；跳

至步骤S10；对每层悬挂单元3中的框架梁31进行浇筑时，可以从第N层悬挂单元3到第一层

悬挂单元3。也可以从第一层悬挂单元3浇筑到第N层悬挂单元3，获得图1结构。

[0044] S10、安装第一层悬挂单元3与下部桁架2之间的补充悬挂体6，结束安装。

[0045] 所述第一支撑单元和第二支撑单元5包括长度可调的调节部，调节部的设置是方

便第一支撑单元和第二支撑单元5取出。以上压型板均为压型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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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6] 所述上部桁架4和下部桁架2均包括上下设置的上弦杆21和下弦杆23、上弦杆21和

下弦杆23之间的腹杆22，在安装上部桁架4和下部桁架2时，先安装下弦杆23，再安装腹杆

22，最后安装上弦杆21。

[0047] 以上仅为本发明创造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创造，凡在本发明

创造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创造的保

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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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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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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