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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大跨度双层钢网壳屋盖分

单元吊装施工方法，具体施工环节为先吊装中心

单元，然后吊装4个“主拱”形成十字形，再吊装剩

余4个“主拱”形成米字形；最后依次吊装“外环

块”、“中环块”、“内环块”、高空补杆的形式安装

完成双层钢网壳屋盖；施工过程中每个单元块吊

装完成后及时进行焊缝探伤和网壳标高、定位复

核纠偏，确定焊缝、标高、定位没问题后再进行卸

载、松钩后仍要及时进行网壳标高、定位监测，确

保钢网壳屋盖吊装的一次合格率，本发明通过分

单位对称吊装，无需搭设满堂支撑架，先吊装4榀

单元块，再转移支撑架，吊装剩余4榀单元块，施

工过程中大大减少了支撑胎架的数量。有效降低

了胎架的一次性投入，降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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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大跨度双层钢网壳屋盖分单元吊装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施工方案、材料准备：

（1）技术准备：施工前熟悉设计图纸，编制详细的大跨度双层钢网壳屋盖分单元吊装方

案，其中跨度大于60m及以上的网架安装要进行专家论证，论证通过并完善方案后再进行方

案实施，并以书面形式向班组进行技术交底；现场张贴大跨度双层钢网壳屋盖安装工艺指

导书，确保每一位工人熟知安装工艺；

（2）人、机、料准备：根据工程量的大小、作业环境的因素配备适当数量的施工作业人员

并配备相应的管理人员，准备施工中需要的材料及工器具的资源；根据现场实际情况，配备

相应的施工机械、加工材料及安装工具；

  2）测量放线：

根据设计模型，将有支撑的焊接球位置投影到水平面上，根据坐标系统计算出各支撑

点的XY坐标；采用全站仪将支撑点坐标测放在结构上，并做好标记；

3）支座安装：

（1）放线，

采用全站仪在预埋板上放出支座中心位置，并划出半球支座的外轮廓线，球的直径为

1m，并划出定位圆辅助定位，定位圆与半球支座的外轮廓线同心设置，直径为1.1m；

（2）定位，

半球支座就位，保持与预设的外轮廓线基本重合，最后测量球与定位圆辅助线的距离，

直到四周距离值相同并点焊；

4）中心八边单元吊装：

（1）胎架基础

施工前，胎架底部混凝土结构板需施工完成；施工时，在支座处预埋铁件；支座位于混

凝土板之上，需垫刚性钢框架，将支撑反力传递到基础梁或柱上；支撑反力提前报设计单位

进行确认；

（2）支撑架搭建

在胎架基础上安装支撑架即安装支撑1，支撑架安装后，调整支撑架顶端调剂装置到计

算标高：设计标高+起拱值30mm；

（3）吊装

将组装好的中心八边单元进行吊装；

5）主拱单元吊装：

（1）主拱单元吊装：

首先搭建支撑架即安装支撑2；

然后起吊，吊具配置：1#  ~4#索具低端配置手拉倒链，并按吊绳控制长度表调整其长

度；试吊：主拱单元脱离胎架约30cm时，停止起吊并静止10分钟，观测结构及吊具，待安全后

方可进行下一步操作；

其次姿态调整，倾斜度调整：1#吊绳长度保持不变，通过其他吊绳调整其长度，调整时

采用全站仪监测上弦焊接球标高，直到坡度达到设计位置；

将主拱单元吊到指定位置后，缓缓下降，使主拱单元接触到安装支撑1的支撑位置；就

位后，支座处杆件与支座打底焊接，同时中心单元打底焊接；采用320吨履带吊配合进行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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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吊装；

最后卸钩：待打底焊接完成并经检验合格后，方可开始卸钩操作；

卸钩时，吊钩缓慢下降，吊车司机监控吊重，减少到吊重的50%时，静止5分钟后观察结

构及支撑安全再缓慢下降；降到25%吊重时，再静止5分钟观察结构及支撑安全情况；确保安

全后方可完全卸载并脱钩；

（2）十字拱成型：按上述步骤（1）中主拱单元吊装再对移吊装三个拱形单元，使结构形

成十字型稳定结构，然后拆除拱形单元下支撑架，移到后续安装的拱形单元相应位置；

（3）米字型成型：按上述步骤（2）中的十字拱成型的技术方案，再对移安装四榀主拱单

元，形成米型稳定结构，然后拆除主拱单元下的支撑架；

6)  1/8分区吊装：

该步骤中1/8分区吊装即1/8扇形分区吊装，其吊装过程与上述步骤5）主拱单元吊装步

骤基本相同，例如：胎架搭建、起吊、姿态调整、就位以及卸钩步骤基本一致，本步骤仅列出

关键控制点；

对移安装扇形分区：（1）胎架搭建：安装对移扇形分区下支架，安装高度控制在计算位

置：设计位置+起拱高度30mm；

（2）外环单元吊装：通过吊绳控制外环单元的结构并进行姿体调整，进行外环单元的吊

装；

（3）中环单元：通过吊绳控制中环单元的结构并进行姿体调整，进行中环单元的吊装；

（4）内环单元：通过吊绳控制内环单元的结构并进行姿体调整，进行内环单元的吊装；

（5）扇形区安装：扇形区单元吊装完成后，将补空杆件进行加强焊接；全部焊接经第三

方检测合格后方可进行卸载工序；扇形区卸载后，将支架转到相邻扇形区域；

（6）结构成型：按照以上步骤方案，逐扇型区域安装；

7）结构卸装：

（1）卸载顺序：第一阶段，十字拱安装成型，拆除拱下四处支撑；第二阶段，米字型安装

成型，拆除拱下四处支撑；第三阶段，对移的扇形区安装完成，拆除支撑，第四阶段，结构安

装全部完成，拆除中心支撑；

（2）卸载技术要求：

主拱单元：卸载条件，与支座焊接全部完成；与中心八边单元的补空单元全部安装，且

焊接全部完成，监测主拱中部变形即上玄1处和下玄2处，以及支座处焊缝是否开裂；

1/8扇形分区：卸载条件，扇形区内各单元间补空杆件安装完成，且焊缝检验合格，监测

扇形区两侧拱中部变形、扇形区中心处变形以及支座处焊缝是否开裂；

中心支撑：所有补空杆件安装完成，焊缝检验合格，监测扇形区中心处变形：8处、主拱

单元中部变形：上玄每榀1处，下玄每榀2处以及支座处焊缝是否开裂。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大跨度双层钢网壳屋盖分单元吊装施工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步骤7）中，还包括卸载设备选择，考虑安全性，卸载采用机械式螺旋千斤顶；根据施

工过程分析计算书，单个支撑点的最大反力采用额定起重量足够的千斤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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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大跨度双层钢网壳屋盖分单元吊装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建筑施工应用技术，具体涉及一种大跨度双层钢网壳屋盖分单元吊装

施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全民健身”已成为我国人民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应运而生的是大量

体育场馆建筑的兴建，在满足建筑功能要求的前提下，越来越多造型美观、形式各样的体育

类建筑如雨后春笋一样出现，特别是钢结构的应用，为体育场馆建筑外形设计提供了更多

的思考维度。然而钢结构施工往往是工程施工的重点、难点，如不在施工前制定可靠、有效

的施工方案，最终造成经济损失、安全事故，结果往往是不可逆的。

[0003] 现有技术中针对体育馆半球形大跨度屋盖的施工，通常采用搭设满堂支撑架进行

屋盖的施工。

发明内容

[0004] 发明目的：本发明目的在于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大跨度双层钢网壳屋

盖分单元吊装施工方法。

[0005] 技术方案：本发明所述一种大跨度双层钢网壳屋盖分单元吊装施工方法，包括以

下步骤：

1）施工方案、材料准备：

（1）技术准备：施工前熟悉设计图纸，编制详细的大跨度双层钢网壳屋盖分单元吊装方

案，其中跨度大于60m及以上的网架安装要进行专家论证，论证通过并完善方案后再进行方

案实施，并以书面形式向班组进行技术交底；现场张贴大跨度双层钢网壳屋盖安装工艺指

导书，确保每一位工人熟知安装工艺；

（2）人、机、料准备：根据工程量的大小、作业环境的因素配备适当数量的施工作业人员

并配备相应的管理人员，准备施工中需要的材料及工器具的资源；根据现场实际情况，配备

相应的施工机械、加工材料及安装工具；

  2）测量放线：

根据设计模型，将有支撑的焊接球位置投影到水平面上，根据坐标系统计算出各支撑

点的XY坐标；采用全站仪将支撑点坐标测放在结构上，并做好标记；

3）支座安装：

（1）放线，

采用全站仪在预埋板上放出支座中心位置，并划出半球支座的外轮廓线，球的直径为

1m，并划出定位圆辅助定位，定位圆与半球支座的外轮廓线同心设置，直径为1.1m；

（2）定位，

半球支座就位，保持与预设的外轮廓线基本重合，最后测量球与定位圆辅助线的距离，

直到四周距离值相同并点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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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心八边单元吊装：

（1）胎架基础

施工前，胎架底部混凝土结构板需施工完成；施工时，在支座处预埋铁件；支座位于混

凝土板之上，需垫刚性钢框架，将支撑反力传递到基础梁或柱上；支撑反力提前报设计单位

进行确认；

（2）支撑架搭建

在胎架基础上安装支撑架即安装支撑1，支撑架安装后，调整支撑架顶端调剂装置到计

算标高：设计标高+起拱值30mm；

（3）吊装

将组装好的中心八边单元进行吊装；

5）主拱单元吊装：

（1）主拱单元吊装：

首先搭建支撑架即安装支撑2；

然后起吊，吊具配置：1#  ~4#索具低端配置手拉倒链，并按吊绳控制长度表调整其长

度；试吊：主拱单元脱离胎架约30cm时，停止起吊并静止10分钟，观测结构及吊具，待安全后

方可进行下一步操作；

其次姿态调整，倾斜度调整：1#吊绳长度保持不变，通过其他吊绳调整其长度，调整时

采用全站仪监测上弦焊接球标高，直到坡度达到设计位置；

将主拱单元吊到指定位置后，缓缓下降，使主拱单元接触到安装支撑1的支撑位置；就

位后，支座处杆件与支座打底焊接，同时中心单元打底焊接；采用320吨履带吊配合进行补

杆吊装；

最后卸钩：待打底焊接完成并经检验合格后，方可开始卸钩操作；

卸钩时，吊钩缓慢下降，吊车司机监控吊重，减少到吊重的50%时，静止5分钟后观察结

构及支撑安全再缓慢下降；降到25%吊重时，再静止5分钟观察结构及支撑安全情况；确保安

全后方可完全卸载并脱钩；

（2）十字拱成型：按上述步骤（1）中主拱单元吊装再对移吊装三个拱形单元，使结构形

成十字型稳定结构，然后拆除拱形单元下支撑架，移到后续安装的拱形单元相应位置；

（3）米字型成型：按上述步骤（2）中的十字拱成型的技术方案，再对移安装四榀主拱单

元，形成米型稳定结构，然后拆除主拱单元下的支撑架；

6)  1/8分区吊装：

该步骤中1/8分区吊装即1/8扇形分区吊装，其吊装过程与上述步骤5）主拱单元吊装步

骤基本相同，例如：胎架搭建、起吊、姿态调整、就位以及卸钩步骤基本一致，本步骤仅列出

关键控制点；

对移安装扇形分区：（1）胎架搭建：安装对移扇形分区下支架，安装高度控制在计算位

置：设计位置+起拱高度30mm；

（2）外环单元吊装：通过吊绳控制外环单元的结构并进行姿体调整，进行外环单元的吊

装；

（3）中环单元：通过吊绳控制中环单元的结构并进行姿体调整，进行中环单元的吊装；

（4）内环单元：通过吊绳控制内环单元的结构并进行姿体调整，进行内环单元的吊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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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扇形区安装：扇形区单元吊装完成后，将补空杆件进行加强焊接；全部焊接经第三

方检测合格后方可进行卸载工序；扇形区卸载后，将支架转到相邻扇形区域；

（6）结构成型：按照以上步骤方案，逐扇型区域安装；

7）结构卸装：

（1）卸载顺序：第一阶段，十字拱安装成型，拆除拱下四处支撑；第二阶段，米字型安装

成型，拆除拱下四处支撑；第三阶段，对移的扇形区安装完成，拆除支撑，第四阶段，结构安

装全部完成，拆除中心支撑；

（2）卸载技术要求：

主拱单元：卸载条件，与支座焊接全部完成；与中心八边单元的补空单元全部安装，且

焊接全部完成，监测主拱中部变形即上玄1处和下玄2处，以及支座处焊缝是否开裂；

1/8扇形分区：卸载条件，扇形区内各单元间补空杆件安装完成，且焊缝检验合格，监测

扇形区两侧拱中部变形、扇形区中心处变形以及支座处焊缝是否开裂；

中心支撑：所有补空杆件安装完成，焊缝检验合格，监测扇形区中心处变形：8处、主拱

单元中部变形：上玄每榀1处，下玄每榀2处以及支座处焊缝是否开裂。

[0006] 优选地，所述步骤7）中，还包括卸载设备选择，考虑安全性，卸载采用机械式螺旋

千斤顶；根据施工过程分析计算书，单个支撑点的最大反力采用额定起重量足够的千斤顶。

[0007] 有益效果：（1）本发明所述方法利用轴对称原则将半球形大跨度双层钢网壳屋盖

分解成单元块的形式，进行现场拼装和吊装，确保双层钢屋盖全部吊装的完成；

（2）本发明所述方法在钢网架吊装过程中，通过分单位对称吊装，无需搭设满堂支撑

架，先吊装4榀单元块，再转移支撑架，吊装剩余4榀单元块，施工过程中大大减少了支撑胎

架的数量，有效降低了胎架的一次性投入，降低成本；

（3）本发明所述方法大跨度双层钢网壳屋盖分单元吊装，单元块最大重量30吨，使用

320吨履带吊即可完成所有单元吊装，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大型机械租赁成本；

（4）本发明所述方法适用于大跨度双层钢网壳屋盖分单元吊装施工，采用这种新型拼

装、吊装工艺，能有效降低胎架的投入量；分单元对称吊装能确保吊装整体难度较小，使吊

装安全系数提高；提前地面拼装能有效节约工期，具有很大的成本效益。

附图说明

[0008] 图1为本发明所述施工方法的流程图；

图2为本发明中有支撑的焊接球平面位置投影示意图；

图3为本发明所述定位圆辅助定位的结构示意图；

图4为本发明所述半球支座定位的结构示意图；

图5为本发明所述中心八边单元的支撑架的结构示意图；

图6为本发明所述中心八边单元的支撑架的俯视图；

图7为本发明所述中心八边单元的结构示意图；

图8为本发明所述中心八边单元的吊装的结构示意图；

图9为本发明所述主拱单元支撑架的结构示意图；

图10为本发明所述主拱单元吊绳布置结构示意图；

图11为本发明所述主拱单元吊装的立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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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为本发明所述十字拱成型的俯视图；

图13为本发明所述十字拱成型的结构示意图；

图14为本发明所述米字型成型的结构示意图；

图15为本发明所述外环单元胎架搭建的结构示意图；

图16为本发明所述外环单元的结构示意图；

图17为本发明所述外环单元的吊装结构示意图；

图18为本发明所述中环单元的结构示意图；

图19为本发明所述中环单元的吊装结构示意图；

图20为本发明所述内环单元的结构示意图；

图21为本发明所述内环单元的吊装结构示意图；

图22为本发明所述扇形区安装的结构示意图；

图23 为本发明所述扇形安装的俯视图；

图24为本发明所述扇形区初成型的结构示意图；

图25为本发明所述扇形区成型的结构示意图；

图26为本发明所述结构卸载中第一阶段的结构示意图；

图27为本发明所述结构卸载中第二阶段的结构示意图；

图28为本发明所述结构卸载中第三阶段的结构示意图；

图29为本发明所述结构卸载中第四阶段的结构示意图；

图30为实施例中所述体育馆3层结构平面布置图；

图31为实施例中所述体育馆双层钢网壳平面布置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09] 下面通过附图对本发明技术方案进行详细说明，但是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不局限于

所述实施例。

[0010] 实施例：一种大跨度双层钢网壳屋盖分单元吊装施工方法，如图1所示，包括以下

步骤：

1）施工方案、材料准备：

（1）技术准备：施工前熟悉设计图纸，编制详细的大跨度双层钢网壳屋盖分单元吊装方

案，其中跨度大于60m及以上的网架安装要进行专家论证，论证通过并完善方案后再进行方

案实施，并以书面形式向班组进行技术交底；现场张贴大跨度双层钢网壳屋盖安装工艺指

导书，确保每一位工人熟知安装工艺；

（2）人、机、料准备：根据工程量的大小、作业环境的因素配备适当数量的施工作业人员

并配备相应的管理人员，准备施工中需要的材料及工器具的资源，如：320吨履带吊、汽车

吊、胎架、方钢、焊丝焊条、电焊机、乙炔、全站仪等若干；根据现场实际情况，配备相应的施

工机械、加工材料及安装工具；

  2）测量放线：

根据设计模型，将有支撑的焊接球位置投影到水平面上，根据坐标系统计算出各支撑

点的XY坐标；采用全站仪将支撑点坐标测放在结构上，并做好标记，如图2所示；

3）支座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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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放线，

采用全站仪在预埋板上放出支座中心位置，并划出半球支座的外轮廓线，球的直径为

1m，并划出定位圆辅助定位，定位圆与半球支座的外轮廓线同心设置，直径为1.1m，如图3所

示；

（2）定位，

半球支座就位，保持与预设的外轮廓线基本重合，最后测量球与定位圆辅助线的距离，

直到四周距离值相同并点焊，如图4所示；

4）中心八边单元吊装：

（1）胎架基础

施工前，胎架底部混凝土结构板需施工完成；施工时，在支座处预埋铁件；支座位于混

凝土板之上，需垫刚性钢框架，将支撑反力传递到基础梁或柱上；支撑反力提前报设计单位

进行确认；

（2）支撑架搭建

在胎架基础上安装支撑架即安装支撑1，支撑架安装后，调整支撑架顶端调剂装置到计

算标高：设计标高+起拱值30mm，如图5和6所示；

（3）吊装

将组装好的中心八边单元进行吊装，如图7和8所示；

5）主拱单元吊装：

（1）主拱单元吊装：

首先搭建支撑架即安装支撑2，如图9所示；

然后起吊，吊具配置：1#  ~4#索具低端配置手拉倒链，并按吊绳控制长度表调整其长

度；试吊：主拱单元脱离胎架约30cm时，停止起吊并静止10分钟，观测结构及吊具，待安全后

方可进行下一步操作；

其次姿态调整，倾斜度调整：1#吊绳长度保持不变，通过其他吊绳调整其长度，调整时

采用全站仪监测上弦焊接球标高，直到坡度达到设计位置，如图10所示；

将主拱单元吊到指定位置后，缓缓下降，使主拱单元接触到安装支撑1的支撑位置；就

位后，支座处杆件与支座打底焊接，同时中心单元打底焊接；采用320吨履带吊配合进行补

杆吊装，如图11所示；

最后卸钩：待打底焊接完成并经检验合格后，方可开始卸钩操作；

卸钩时，吊钩缓慢下降，吊车司机监控吊重，减少到吊重的50%时，静止5分钟后观察结

构及支撑安全再缓慢下降；降到25%吊重时，再静止5分钟观察结构及支撑安全情况；确保安

全后方可完全卸载并脱钩；

（2）十字拱成型：按上述步骤（1）中主拱单元吊装再对移吊装三个拱形单元，使结构形

成十字型稳定结构，然后拆除拱形单元下支撑架，移到后续安装的拱形单元相应位置，如图

12和13所示；

（3）米字型成型：按上述步骤（2）中的十字拱成型的技术方案，再对移安装四榀主拱单

元，形成米型稳定结构，然后拆除主拱单元下的支撑架，如图14所示；

6)  1/8分区吊装：

该步骤中1/8分区吊装即1/8扇形分区吊装，其吊装过程与上述步骤5）主拱单元吊装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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骤基本相同，例如：胎架搭建、起吊、姿态调整、就位以及卸钩步骤基本一致，本步骤仅列出

关键控制点；

对移安装扇形分区：（1）胎架搭建：安装对移扇形分区下支架，安装高度控制在计算位

置：设计位置+起拱高度30mm，如图15所示；

（2）外环单元吊装：通过吊绳控制外环单元的结构并进行姿体调整，进行外环单元的吊

装，如图16和17所示；

（3）中环单元：通过吊绳控制中环单元的结构并进行姿体调整，进行中环单元的吊装，

如图18和19所示；

（4）内环单元：通过吊绳控制内环单元的结构并进行姿体调整，进行内环单元的吊装，

如图20和21所示；

（5）扇形区安装：扇形区单元吊装完成后，将补空杆件进行加强焊接；全部焊接经第三

方检测合格后方可进行卸载工序；扇形区卸载后，将支架转到相邻扇形区域，如图22和23所

示；

（6）结构成型：按照以上步骤方案，逐扇型区域安装，如图24和25所示；

7）结构卸装：

（1）卸载顺序：如图26、27、28和29所示，第一阶段，十字拱安装成型，拆除拱下四处支

撑；第二阶段，米字型安装成型，拆除拱下四处支撑；第三阶段，对移的扇形区安装完成，拆

除支撑，第四阶段，结构安装全部完成，拆除中心支撑；

（2）卸载技术要求：

主拱单元：卸载条件，与支座焊接全部完成；与中心八边单元的补空单元全部安装，且

焊接全部完成，监测主拱中部变形即上玄1处和下玄2处，以及支座处焊缝是否开裂；

1/8扇形分区：卸载条件，扇形区内各单元间补空杆件安装完成，且焊缝检验合格，监测

扇形区两侧拱中部变形、扇形区中心处变形以及支座处焊缝是否开裂；

中心支撑：所有补空杆件安装完成，焊缝检验合格，监测扇形区中心处变形：8处、主拱

单元中部变形：上玄每榀1处，下玄每榀2处以及支座处焊缝是否开裂。

[0011] 优选地，所述步骤7）中，还包括卸载设备选择，考虑安全性，卸载采用机械式螺旋

千斤顶；根据施工过程分析计算书，单个支撑点的最大反力采用额定起重量足够的千斤顶。

[0012] 支座上安装的焊接球结构使用本公司在先申请中的一种轻便式网架焊接球支撑

调节架，申请号为2019203399030的调节架进行安装，在卸载时，将选择好的千斤顶安装于

焊接球调节架下方，升顶千斤顶至结构脱离支撑，然后再拆除支撑及千斤顶返程。

[0013] 本发明所述施工方法的应用实例为：

本工程位于安徽省六安市舒城县，在建万佛路以西、七门堰路以北、清水路以南、华盖

路以东。舒城体育中心是2020年六安市第五届运动会的主要场馆，由“一场、两馆”组成（一

场为体育场、两馆为体育馆和全民健身馆）。

[0014] 其中体育馆平面形状呈圆，直径约为120米，地上2层，地下局部1层，主要由地下贵

宾通道、钢筋混凝土看台、篮球场、训练场和网架屋盖等组成。地下一层高4.2m，首层层高 

4.8m，二层层高9.17m，建筑总高度33.3m，总建筑面积约为  18222  ㎡。体育馆结构形式：主

体采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屋盖采用双层钢网壳结构，如图30和31所示。

[0015] 本方法在我公司承接的安徽省舒城县体育中心建设工程项目一期工程得到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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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目前双层钢网壳屋盖施工已完成，经检查验收，达到了设计和规范的要求，施工质量

得到了业主和社会的好评。

[0016] 本方法适用于大跨度双层钢网壳屋盖分单元吊装施工，采用这种新型拼装、吊装

工艺，能有效降低胎架的投入量；分单元对称吊装能确保吊装整体难度较小，使吊装安全系

数提高；提前地面拼装能有效节约工期，具有很大的成本效益。

[0017] 利用本方法进行施工取得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包括节能和环保效益）：

1、本方法在安徽省舒城县体育中心建设工程项目一期工程中得到了很好的应用，取得

了良好的经济利益。应用新的钢网架施工工艺，大大提高了支撑胎架的周转使用效率，与原

来满堂支撑体系相比，胎架由8副减少为4副，每副胎架用钢量5吨，耗费焊工150工日，节省

了材料费、人工费，节省费用如下：

①材料费：5000元/吨×5吨=25000元（胎架成品钢材按5000元/吨）；

②加工、安装人工费：300元/工日×150工日=45000元，

总计材料+人工：25000×4+45000×4=280000元。

[0018] 2、与原来满堂支撑体系相比（工期150天），本方法中各网架单元块可提前进场地

面拼接，大大缩短了工期（实际工期90天），节约工期60天，按照320吨履带吊租赁费1.5万

元/天，节省大型机械租赁费如下：③大型机械租赁费：1.5万元/天×60天=90万元；

直接经济效益①+②+③=118万元。

[0019] 故总计节省成本：  11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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