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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安装屋顶网架的吊装工艺

(57)摘要

一种安装屋顶网架的吊装工艺，包括如下步

骤1)安装固定钢柱支座；2)将钢柱支座预留在屋

面网架支座球节点旁边的网架镂空处，同时根据

吊点图指定位置，将拔杆安装位置预留在屋面网

架的镂空处，地面拼接屋面网架，焊接网架球节

点及支座球节点；3)在吊点图指定的位置布置拔

杆，同时安装固定工字钢轨道A、工字钢轨道B，在

工字钢轨道A和工字钢轨道B上安装电动葫芦；4)

将屋面网架吊起到高于钢柱支座的高度，移动电

动葫芦将屋面网架上的支座球节点平移到钢柱

支座的正上方，实施固定安装。本发明的屋面网

架全部在地面拼接完成，采用吊装提升，空中平

移安装，减少高空焊接作业的工作量，降低施工

难度，降低施工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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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安装屋顶网架的吊装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1)根据图纸布置钢柱支座基础，安装固定钢柱支座；

2)厂房屋面网架采用双层正交正放网架结构，将钢柱支座预留在屋面网架支座球节点

旁边的网架镂空处，同时根据吊点图指定位置，将拔杆安装位置预留在屋面网架的镂空处，

地面拼接屋面网架，焊接网架球节点及支座球节点；

3)焊接完成的屋面网架经验收合格后，在吊点图指定的位置布置拔杆，同时安装固定

工字钢轨道A、工字钢轨道B，在工字钢轨道A和工字钢轨道B上安装电动葫芦；

在拔杆的顶部固定两个垂直交叉设置的工字钢轨道A，在其中一个工字钢轨道A的两端

安装电动葫芦，在另一个工字钢轨道A两端的底部与之垂直固定工字钢轨道B，在工字钢轨

道B（  5） 上安装电动葫芦；

4)通过电动葫芦将屋面网架吊起到高于钢柱支座的高度，通过移动电动葫芦将屋面网

架上的支座球节点平移到钢柱支座的正上方，将屋面网架落在钢柱支座的顶端，实施固定

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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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安装屋顶网架的吊装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厂房建设施工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安装屋顶网架的吊装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本发明所涉及工程为某工业厂房项目工程，厂房屋盖采用双层正交正放网架结

构，焊接球节点。

[0003] 现有技术的厂房屋顶网架安装工艺，一般采用顶升工艺，由于顶升工艺的屋面网

架不可平移，故而需要在地面拼接屋面网架时，预留出钢柱支座的安装空间，等将网架升起

后，再焊接支座球节点，然后再通过支座球节点将网架固定在钢柱支座上，这一操作增加了

高空焊接作业的工作量，一是增加施工难度，二是增加施工危险。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安装屋顶网架的吊装工艺，屋面网架全部在地面拼接完

成，采用吊装提升，空中平移安装，减少高空焊接作业的工作量，降低施工难度，降低施工危

险。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实现：

[0006] 一种安装屋顶网架的吊装工艺，包括如下步骤

[0007] 1)根据图纸布置钢柱支座基础，安装固定钢柱支座；

[0008] 2)厂房屋面网架采用双层正交正放网架结构，将钢柱支座预留在屋面网架支座球

节点旁边的网架镂空处，同时根据吊点图指定位置，将拔杆安装位置预留在屋面网架的镂

空处，地面拼接屋面网架，焊接网架球节点及支座球节点；

[0009] 3)焊接完成的屋面网架经验收合格后，在吊点图指定的位置布置拔杆，同时安装

固定工字钢轨道A、工字钢轨道B，在工字钢轨道A和工字钢轨道B上安装电动葫芦；

[0010] 在拔杆的顶部固定两个垂直交叉设置的工字钢轨道A，在其中一个工字钢轨道A的

两端安装有电动葫芦，在另一个工字钢轨道A两端的底部与之垂直固定工字钢轨道B，在工

字钢轨道B5上安装电动葫芦；

[0011] 4)通过电动葫芦将屋面网架吊起到高于钢柱支座的高度，通过移动电动葫芦将屋

面网架上的支座球节点平移到钢柱支座的正上方，将屋面网架落在钢柱支座的顶端，实施

固定安装。

[0012] 与现有的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13] 本发明一种安装屋顶网架的吊装工艺，屋面网架全部在地面拼接完成，采用吊装

提升，空中平移安装，减少高空焊接作业的工作量，降低施工难度，降低施工危险。

附图说明

[0014] 图1是本发明一种安装屋顶网架的吊装工艺示意图。

[0015] 图2是图1的俯视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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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图3是屋面网架的平移示意图。

[0017] 图4是支座球节点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5是屋面网架吊装的局部结构示意图。

[0019] 图6是拔杆与工字钢轨道、电动葫芦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中：1-工字钢轨道A、2-电动葫芦、3-拔杆、4-屋面网架、5-工字钢轨道B、6-钢柱

支座、7-支座球节点、8-钢支撑底座、9-封堵。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对本发明进行详细地描述，但是应该指出本发明的实施不限于以下的实施方

式。

[0022] 见图1-图6，一种安装屋顶网架的吊装工艺，包括如下步骤

[0023] 1)根据图纸布置钢柱支座6基础，安装固定钢柱支座6；

[0024] 2)厂房屋面网架4采用双层正交正放网架结构，将钢柱支座6预留在屋面网架4支

座球节点7旁边的网架镂空处，同时根据吊点图指定位置，将拔杆3安装位置预留在屋面网

架4的镂空处，地面拼接屋面网架4，焊接网架球节点及支座球节点；

[0025] 钢柱支座6、拔杆3与屋面网架1的位置关系如图2所示。

[0026] 3)焊接完成的屋面网架经验收合格后，在吊点图指定的位置布置拔杆3，同时安装

固定工字钢轨道A1、工字钢轨道B5，在工字钢轨道A1和工字钢轨道B5上安装电动葫芦2；在

工字钢轨道A1和工字钢轨道B5的端部需要焊接封堵9，以防电动葫芦2脱轨。

[0027] 电动葫芦2和屋面网架4之间用Ф20的钢丝绳连接，钢丝绳一端与屋面网架4的下

弦球节点捆扎牢固，并用卡环锁死，另一端固定在电动葫芦2的吊钩上。

[0028] 4)见图1、图3、图5-图6，通过电动葫芦2将屋面网架4吊起到高于钢柱支座6的高

度，通过移动电动葫芦2将屋面网架4上的支座球节点7平移到钢柱支座6的正上方，将屋面

网架4落在钢柱支座6的顶端，实施固定安装。

[0029] 最后将支座球节点7底部的支撑底座8与钢柱支座6焊接完成就位，拆除拔杆3。本

施工方法施工效率高，对施工质量、安全和工期等均有利。

[0030] 本发明的工艺采用的厂房屋面网架安装结构，包括屋面网架4、钢柱支座6、拔杆3、

工字钢轨道A1、工字钢轨道B5、电动葫芦2，屋面网架4拼接于地面，在屋面网架4上设有支座

球节点7，钢柱支座6设置于支座球节点7旁边的屋面网架4镂空处，拔杆3也设置在屋面网架

4的镂空处，在拔杆3的顶部固定有两个垂直交叉设置的工字钢轨道A1，在其中一个工字钢

轨道A1的两端安装有电动葫芦2，在另一个工字钢轨道A1两端的底部与之垂直固定有工字

钢轨道B5，在工字钢轨道B5上也安装有电动葫芦2。

[0031] 拔杆3是由竖杆和横杆连接而成的格构式井字架，在竖杆和横杆之间连接有斜梁。

[0032] 见图4，支座球节点7的底部设有钢支撑底座8。钢支撑底座8通过螺栓固定在钢柱

支座6的上端并焊接固定。

[0033] 在拔杆3安装之前，拔杆3下部的地基要夯实垫平，同时根据地基的情况必要时要

设置混凝土基础，以增大拔杆3承重后的地基强度。

[0034] 拔杆3的安装一定要垂直，拔杆3的中心点应与地面定位中心点重合，以避免屋面

网架整体离开地面后其受力中心移位，造成不安全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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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为确保起重拔杆3的垂直，拔杆3在安装过程中应选用经纬仪配合。单一拔杆3在安

装过程中要用缆风绳随时调整固定。拔杆3整体安装完毕后，要用经纬仪整体校核。

[0036] 为防止拔杆3承重后中心点偏移，一定要在拔杆3顶部用缆风绳串联紧固，并注意

紧固时缆风绳要受力均匀，并用卡扣卡牢。

[0037] 屋面网架地面拼装方法：

[0038] 为了减小屋面网架在拼装过程中的积累误差，网架下弦的组装应从中心开始，扩

展组装纵横轴，随时校正尺寸，认为无误时方能从中心向四周展开，其要求对角线(小单元)

允许误差为±3mm，下弦节点偏移为2mm，整体纵横的偏差值不得大于±2mm。

[0039] 首先根据图纸中球节点的定位尺寸及网架起拱值求出各下弦球的Z坐标和高差，

再根据中心区网架球的大小在地面上砌砖垛，采用塔尺复核每个砖垛的标高，砖垛上分别

测定中心十字线，确定球节点的位置，并连接拼装节间杆件，形成下弦四边形单元网格，再

用腹杆将上弦中心球定位，使上弦球中心与地面投影中心位置吻合，连接拼装其它腹杆，形

成一个小单元作为基准控制单元。

[0040] 中心区球杆就位方法与顺序：网架拼装放线——砌筑定位砖垛——拼装第一层焊

接球——拼装第一层弦杆——拼装第二层球与第一层腹杆。

[0041] 中心区拼装完成后，利用球和杆之间的相互定位逐渐向外扩展拼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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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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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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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说　明　书　附　图 3/3 页

8

CN 109607399 B

8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RA
	DRA00006
	DRA00007
	DRA00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