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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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1033073.5

(22)申请日 2018.09.05

(71)申请人 中国葛洲坝集团机械船舶有限公司

地址 443007 湖北省宜昌市猇亭大道18号

(72)发明人 朱双宜　

(74)专利代理机构 宜昌市三峡专利事务所 

42103

代理人 成钢

(51)Int.Cl.

B63B 9/00(2006.01)

B63B 15/00(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船舶上层建筑建造的方法

(57)摘要

一种船舶上层建筑建造的方法，该方法包括

以下步骤：步骤1：上甲板层的建造；步骤2：船员

甲板层的建造；步骤3：驾驶甲板层的建造；步骤

4：顶棚甲板层的建造，即完成船舶上层建筑建

造。本发明提供的一种船舶上层建筑建造的方

法，可以解决效率低，对起重设备要求高、不易控

制变形的问题，施工步骤简单易行，降低了上建

建造过程中的校正工作量，降低了生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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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船舶上层建筑建造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1：上甲板层的建造；

步骤2：船员甲板层的建造；

步骤3：驾驶甲板层的建造；

步骤4：顶棚甲板层的建造，即完成船舶上层建筑建造。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船舶上层建筑建造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1中，将上甲板竖立围壁（6）位置线、上甲板纵桁（7）与上甲板强横梁（8）位置线、上

甲板支柱位置线在尾升高甲板（1）上划线、做标记；将上甲板纵桁（7）和上甲板强横梁（8）组

装拼成上甲板整体框架；在尾升高甲板（1）上安装上甲板支柱以及上甲板竖立围壁（6）；逐

片将上甲板整体框架定位在上甲板支柱上并焊接固定；再安装上甲板横梁（9）；将上甲板

（2）的板片平铺在上甲板整体框架上，进行各部分的焊接，完成上甲板层的建造；

步骤2中，将船员甲板竖立围壁（11）位置线、船员甲板纵桁（12）与船员甲板强横梁（13）

位置线、船员甲板支柱位置线在上甲板（2）上划线、做标记；将船员甲板纵桁（12）与船员甲

板强横梁（13）组装拼成船员甲板整体框架；在上甲板（2）上安装船员甲板支柱以及船员甲

板竖立围壁（11）；逐片将船员甲板整体框架定位在船员甲板支柱上并焊接固定；再安装船

员甲板横梁（23）；将船员甲板（3）板片平铺在上甲板整体框架上，进行各部分的焊接，完成

船员甲板层的建造；

步骤3中，将驾驶甲板竖立围壁（15）位置线、驾驶甲板纵桁（16）与驾驶甲板强横梁（14）

位置线、驾驶甲板支柱位置线在船员甲板（3）上划线、做标记；将驾驶甲板纵桁（16）与驾驶

甲板强横梁（14）组装拼成驾驶甲板整体框架；在船员甲板（3）上安装驾驶甲板支柱以及驾

驶甲板竖立围壁（15）；逐片将驾驶甲板整体框架定位在驾驶甲板支柱上并焊接固定；再安

装驾驶甲板横梁（24）；将驾驶甲板（4）板片平铺在驾驶甲板整体框架，进行各部分的焊接，

完成驾驶甲板层的建造；

步骤4中，将顶棚甲板竖立围壁（18）位置线、顶棚甲板纵桁（19）与顶棚甲板强横梁（20）

位置线、顶棚甲板支柱位置线在驾驶甲板（4）上划线、做标记；将顶棚甲板纵桁（19）与顶棚

甲板强横梁（20）组装拼成顶棚甲板整体框架；在驾驶甲板（4）上安装顶棚甲板支柱以及顶

棚甲板竖立围壁（18）；逐片将顶棚甲板整体框架定位在顶棚甲板支柱上并焊接固定；再安

装顶棚甲板横梁（25）；将顶棚甲板（5）板片平铺在顶棚甲板整体框架，进行各部分的焊接，

完成驾驶甲板层的建造。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船舶上层建筑建造的方法，其特征在于：上甲板支柱由上

甲板支柱体（10）和上甲板临时支柱体组成，上甲板临时支柱体布置在上甲板支柱体（10）两

端和空档位置，以辅助上甲板整体框架正确定位；

船员甲板支柱由船员甲板支柱体（26）和船员甲板临时支柱体组成，船员甲板临时支柱

体布置在船员甲板支柱体（26）两端和空档位置，以辅助船员甲板整体框架正确定位；

驾驶甲板支柱由驾驶甲板支柱体（17）和船员甲板临时支柱体组成，船员甲板临时支柱

体布置在驾驶甲板支柱体（17）两端和空档位置，以辅助驾驶甲板整体框架正确定位；

顶棚甲板支柱由顶棚甲板支柱体（21）和顶棚甲板临时支柱体组成，顶棚甲板临时支柱

体布置在顶棚甲板支柱体（21）两端和空档位置，以辅助顶棚甲板整体框架正确定位。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船舶上层建筑建造的方法，其特征在于：上甲板竖立围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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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船员甲板竖立围壁（11）、驾驶甲板竖立围壁（15）和顶棚甲板竖立围壁（18）均为表面设

置有多个平行槽体的围壁体。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船舶上层建筑建造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1-步骤4中

各部分的焊接方法为：首先焊接拼板板缝，再然后焊接甲板横梁与相对应的甲板，之后焊接

甲板强横梁、甲板纵桁以及竖立围壁与相应甲板之间的焊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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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船舶上层建筑建造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船舶建造领域，尤其是一种船舶上层建筑建造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船舶上层建筑（简称“上建”）是船员的生活居住区域，上建分段围壁、甲板的平整

度以及整体美观显得格外重要。船舶上建由于板材较薄，结构较少，而且分段的尺寸较大，

经过下料、拼板、分段、合拢四个阶段的装配、焊接和转运，故较易于产生变形。现有的上建

建造方法通常采用分段建造的方法，即上层甲板、甲板纵桁、横梁与围壁及其其他构件在车

间建造称为一个分段，然后四个分段在船台进行总装，上述方法不可避免地要进行分段转

运与吊装，上建结构十分脆弱，围壁和甲板缺少足够的强度，很容易在吊运的过程中产生变

形。若要采取分段建造的方式，必须在分段上额外增加大量的临时加强措施，此类加强必须

有足够的规格来保证强度并且形成一个完整的框架结构才能保证吊运和翻身的刚度，大大

增加了工作量，并且对辅材的浪费消耗极大。

[0003] 另外还可采取船台散装建造方法，即将围壁、甲板纵桁、甲板强横梁、甲板横梁、肘

板等所有结构下料后直接在船台进行拼装、焊接；由于船台工作面狭窄，建造工作难以铺展

开，建造效率低；由于布置通常依靠大型起重门机，数量有限，难以满足大面积散装施工的

起吊需求；对于结构变形也不易控制。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船舶上层建筑建造的方法，可以解决效率

低，对起重设备要求高、易变形的问题，施工步骤简单易行，降低了上建建造过程中的校正

工作量，降低了生产成本。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船舶上层建筑建造的方

法，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1：上甲板层的建造；

步骤2：船员甲板层的建造；

步骤3：驾驶甲板层的建造；

步骤4：顶棚甲板层的建造，即完成船舶上层建筑建造。

[0006] 步骤1中，将上甲板竖立围壁位置线、上甲板纵桁与上甲板强横梁位置线、上甲板

支柱位置线在尾升高甲板上划线、做标记；将上甲板纵桁和上甲板强横梁组装拼成上甲板

整体框架；在尾升高甲板上安装上甲板支柱以及上甲板竖立围壁；逐片将上甲板整体框架

定位在上甲板支柱上并焊接固定；再安装上甲板横梁；将上甲板的板片平铺在上甲板整体

框架上，进行各部分的焊接，完成上甲板层的建造；

步骤2中，将船员甲板竖立围壁位置线、船员甲板纵桁与船员甲板强横梁位置线、船员

甲板支柱位置线在上甲板上划线、做标记；将船员甲板纵桁与船员甲板强横梁组装拼成船

员甲板整体框架；在上甲板上安装船员甲板支柱以及船员甲板竖立围壁；逐片将船员甲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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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框架定位在船员甲板支柱上并焊接固定；再安装船员甲板横梁；将船员甲板板片平铺

在上甲板整体框架上，进行各部分的焊接，完成船员甲板层的建造；

步骤3中，将驾驶甲板竖立围壁位置线、驾驶甲板纵桁与驾驶甲板强横梁位置线、驾驶

甲板支柱位置线在船员甲板上划线、做标记；将驾驶甲板纵桁与驾驶甲板强横梁组装拼成

驾驶甲板整体框架；在船员甲板上安装驾驶甲板支柱以及驾驶甲板竖立围壁；逐片将驾驶

甲板整体框架定位在驾驶甲板支柱上并焊接固定；再安装驾驶甲板横梁；将驾驶甲板板片

平铺在驾驶甲板整体框架，进行各部分的焊接，完成驾驶甲板层的建造；

步骤4中，将顶棚甲板竖立围壁位置线、顶棚甲板纵桁与顶棚甲板强横梁位置线、顶棚

甲板支柱位置线在驾驶甲板上划线、做标记；将顶棚甲板纵桁与顶棚甲板强横梁组装拼成

顶棚甲板整体框架；在驾驶甲板上安装顶棚甲板支柱以及顶棚甲板竖立围壁；逐片将顶棚

甲板整体框架定位在顶棚甲板支柱上并焊接固定；再安装顶棚甲板横梁；将顶棚甲板板片

平铺在顶棚甲板整体框架，进行各部分的焊接，完成驾驶甲板层的建造。

[0007] 上甲板支柱由上甲板支柱体和上甲板临时支柱体组成，上甲板临时支柱体布置在

上甲板支柱体两端和空档位置，以辅助上甲板整体框架正确定位；

船员甲板支柱由船员甲板支柱体和船员甲板临时支柱体组成，船员甲板临时支柱体布

置在船员甲板支柱体两端和空档位置，以辅助船员甲板整体框架正确定位；

驾驶甲板支柱由驾驶甲板支柱体和船员甲板临时支柱体组成，船员甲板临时支柱体布

置在驾驶甲板支柱体两端和空档位置，以辅助驾驶甲板整体框架正确定位；

顶棚甲板支柱由顶棚甲板支柱体和顶棚甲板临时支柱体组成，顶棚甲板临时支柱体布

置在顶棚甲板支柱体两端和空档位置，以辅助顶棚甲板整体框架正确定位。

[0008] 上甲板竖立围壁、船员甲板竖立围壁、驾驶甲板竖立围壁和顶棚甲板竖立围壁均

为表面设置有多个平行槽体的围壁体。

[0009] 步骤1-步骤4中各部分的焊接方法为：首先焊接拼板板缝，再然后焊接甲板横梁与

相对应的甲板，之后焊接甲板强横梁、甲板纵桁以及竖立围壁与相应甲板之间的焊缝。

[0010]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船舶上层建筑建造的方法，通过甲板横梁与甲板纵桁在车间的

组装解决了散装建造效率低，对起重设备要求高、不易控制变形的问题，施工步骤简单易

行，降低了上建建造过程中的校正工作量，降低了生产成本；上甲板竖立围壁、船员甲板竖

立围壁、驾驶甲板竖立围壁和顶棚甲板竖立围壁均为表面设置有多个平行槽体的围壁体，

取代了传统的板架结构，降低了焊接工程量，进而避免了因焊接产生的焊接变形。

附图说明

[0011]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图1为本发明上甲板层的俯视图；

图2为本发明图1的A-A向剖视图；

图3为本发明图1的B-B向剖视图；

图4为本发明船员甲板层的俯视图；

图5为本发明图4的C-C向剖视图；

图6为本发明图4的Ć -Ć 向剖视图；

图7为本发明驾驶甲板层的俯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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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为本发明图7的D-D向剖视图；

图9为本发明图7的D́ -D́ 向剖视图；

图10为本发明顶棚甲板层的俯视图；

图11为本发明图10的E-E向剖视图；

图12为本发明图10的É -É 向剖视图；

图13为本发明采用的表面设置有多个平行槽体的围壁体的示意图；

图14为本发明图13的F-F向剖视图；

图15为本发明建造完成的船舶上层建筑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2] 一种船舶上层建筑建造的方法，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1：上甲板层的建造；

步骤2：船员甲板层的建造；

步骤3：驾驶甲板层的建造；

步骤4：顶棚甲板层的建造，即完成船舶上层建筑建造，建造完成的船舶上层建筑如图

15所示。

[0013] 步骤1中，将上甲板竖立围壁6位置线、上甲板纵桁7与上甲板强横梁8位置线、上甲

板支柱位置线在尾升高甲板1上划线、做标记；将上甲板纵桁7和上甲板强横梁8组装拼成上

甲板整体框架；在尾升高甲板1上安装上甲板支柱以及上甲板竖立围壁6；逐片将上甲板整

体框架定位在上甲板支柱上并焊接固定；再安装上甲板横梁9；将上甲板2的板片平铺在上

甲板整体框架上，进行各部分的焊接，完成上甲板层的建造；

上甲板支柱由上甲板支柱体10和上甲板临时支柱体组成，上甲板临时支柱体布置在上

甲板支柱体10两端和空档位置，以辅助上甲板整体框架正确定位。

[0014] 详细步骤为：

步骤1-1：将上甲板竖立围壁6位置线、上甲板纵桁7与上甲板强横梁8位置线、上甲板支

柱位置线在尾升高甲板1上划线、做标记；

步骤1-2：将上甲板纵桁7和上甲板强横梁8组装拼成上甲板整体框架，根据结构尺寸和

运输条件，上甲板整体框架先在车间平台上进行装配焊接，然后转运至船台待装；

步骤1-3：安装上甲板支柱体10和上甲板临时支柱体：按划线位置定位焊接，上甲板支

柱体10和上甲板临时支柱体上口留有20mm左右余量，装焊完后按支柱理论高度测量划线、

切割；

步骤1-4：安装上甲板竖立围壁6：将表面设置有多个平行槽体的围壁体在车间预制、划

线切割制成上甲板竖立围壁6，完成后进行船台吊装竖立工作，起吊必须防止上甲板竖立围

壁6变形，要注意保证垂直度；

步骤1-5：上甲板整体框架吊装定位：逐片将上甲板整体框架定位在上甲板临时支柱体

上并焊接固定；

步骤1-6：安装上甲板横梁9：将上甲板横梁9的角钢穿过上甲板纵桁7的角钢贯穿孔，上

甲板横梁9的角钢与上甲板纵桁7的角焊缝进行焊接（角钢一面与纵桁腹板贴合，上甲板横

梁9的角钢待上甲板2板片铺好后，角钢与上甲板2板片形成的角焊缝进行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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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7：上甲板2的板片铺板焊接：将平直的上甲板2的板片平铺在上甲板整体框架上

进行焊接；首先焊接各板片之间的拼板板缝，由中间向前后左右施焊，使上甲板2向四周自

由地释放焊接应力。然后焊接上甲板横梁9与上甲板2板片，上甲板横梁9与上甲板2板片之

间的焊接量最大，由中间向两边焊接，采用双数焊工同时施焊来达到抵消部分应力的作用，

也可以使应力向两侧自由释放；再焊接上甲板强横梁8，上甲板纵桁7以及上甲板竖立围壁6

与上甲板2板片的焊缝，对称施焊，即完成上甲板层的建造，如图1-图3所示。

[0015] 步骤2中，将船员甲板竖立围壁11位置线、船员甲板纵桁12与船员甲板强横梁13位

置线、船员甲板支柱位置线在上甲板2上划线、做标记；将船员甲板纵桁12与船员甲板强横

梁13组装拼成船员甲板整体框架；在上甲板2上安装船员甲板支柱以及船员甲板竖立围壁

11；逐片将船员甲板整体框架定位在船员甲板支柱上并焊接固定；再安装船员甲板横梁23；

将船员甲板3板片平铺在上甲板整体框架上，进行各部分的焊接，完成船员甲板层的建造；

船员甲板支柱由船员甲板支柱体26和船员甲板临时支柱体组成，船员甲板临时支柱体

布置在船员甲板支柱体26两端和空档位置，以辅助船员甲板整体框架正确定位。

[0016] 详细步骤为：

步骤2-1：将船员甲板竖立围壁11位置线、船员甲板纵桁12与船员甲板强横梁13位置

线、船员甲板支柱位置线在上甲板2上划线、做标记；

步骤2-2：将船员甲板纵桁12和船员甲板强横梁13组装拼成船员甲板整体框架，根据结

构尺寸和运输条件，船员甲板整体框架先在车间平台上进行装配焊接，然后转运至船台待

装；

步骤2-3：安装船员甲板支柱体26和船员甲板临时支柱体：按划线位置定位焊接，船员

甲板支柱体26和船员甲板临时支柱体上口留有20mm左右余量，装焊完后按支柱理论高度测

量划线、切割；

步骤2-4：安装船员甲板竖立围壁11：将表面设置有多个平行槽体的围壁体在车间预

制、划线切割制成船员甲板竖立围壁11，完成后进行船台吊装竖立工作，起吊必须防止船员

甲板竖立围壁11变形，要注意保证垂直度；

步骤2-5：船员甲板整体框架吊装定位：逐片将船员甲板整体框架定位在船员甲板临时

支柱体上并焊接固定；

步骤2-6：安装船员甲板横梁23：将船员甲板横梁23的角钢穿过船员甲板纵桁12的角钢

贯穿孔，船员甲板横梁23的角钢与船员甲板纵桁12的角焊缝进行焊接（角钢一面与纵桁腹

板贴合，船员甲板横梁23的角钢待船员甲板3板片铺好后，角钢与船员甲板3板片形成的角

焊缝进行焊接）；

步骤2-7：船员甲板3的板片铺板焊接：将平直的船员甲板3的板片平铺在船员甲板整体

框架上进行焊接；首先焊接各板片之间的拼板板缝，由中间向前后左右施焊，使船员甲板3

向四周自由地释放焊接应力。然后焊接船员甲板横梁23与船员甲板3板片，船员甲板横梁23

与船员甲板3板片之间的焊接量最大，由中间向两边焊接，采用双数焊工同时施焊来达到抵

消部分应力的作用，也可以使应力向两侧自由释放；再焊接船员甲板强横梁13，船员甲板纵

桁12以及船员甲板竖立围壁11与船员甲板3板片的焊缝，对称施焊，即完成船员甲板层的建

造，如图4-图6所示。

[0017] 步骤3中，将驾驶甲板竖立围壁15位置线、驾驶甲板纵桁16与驾驶甲板强横梁14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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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线、驾驶甲板支柱位置线在船员甲板3上划线、做标记；将驾驶甲板纵桁16与驾驶甲板强

横梁14组装拼成驾驶甲板整体框架；在船员甲板3上安装驾驶甲板支柱以及驾驶甲板竖立

围壁15；逐片将驾驶甲板整体框架定位在驾驶甲板支柱上并焊接固定；再安装驾驶甲板横

梁24；将驾驶甲板4板片平铺在驾驶甲板整体框架，进行各部分的焊接，完成驾驶甲板层的

建造；

驾驶甲板支柱由驾驶甲板支柱体17和船员甲板临时支柱体组成，船员甲板临时支柱体

布置在驾驶甲板支柱体17两端和空档位置，以辅助驾驶甲板整体框架正确定位。

[0018] 详细步骤为：

步骤3-1：将驾驶甲板竖立围壁15位置线、驾驶甲板纵桁16与驾驶甲板强横梁14位置

线、驾驶甲板支柱位置线在船员甲板3上划线、做标记；

步骤3-2：将驾驶甲板纵桁16和驾驶甲板强横梁14组装拼成驾驶甲板整体框架，根据结

构尺寸和运输条件，驾驶甲板整体框架先在车间平台上进行装配焊接，然后转运至船台待

装；

步骤3-3：安装驾驶甲板支柱体17和驾驶甲板临时支柱体：按划线位置定位焊接，驾驶

甲板支柱体17和驾驶甲板临时支柱体上口留有20mm左右余量，装焊完后按支柱理论高度测

量划线、切割；

步骤3-4：安装驾驶甲板竖立围壁15：将表面设置有多个平行槽体的围壁体在车间预

制、划线切割制成驾驶甲板竖立围壁15，完成后进行船台吊装竖立工作，起吊必须防止驾驶

甲板竖立围壁15变形，要注意保证垂直度；

步骤3-5：驾驶甲板整体框架吊装定位：逐片将驾驶甲板整体框架定位在驾驶甲板临时

支柱体上并焊接固定；

步骤3-6：安装驾驶甲板横梁24：将驾驶甲板横梁24的角钢穿过驾驶甲板纵桁16的角钢

贯穿孔，驾驶甲板横梁24的角钢与驾驶甲板纵桁16的角焊缝进行焊接（角钢一面与纵桁腹

板贴合，驾驶甲板横梁24的角钢待驾驶甲板4板片铺好后，角钢与驾驶甲板4板片形成的角

焊缝进行焊接）；

步骤3-7：驾驶甲板4的板片铺板焊接：将平直的驾驶甲板4的板片平铺在驾驶甲板整体

框架上进行焊接；首先焊接各板片之间的拼板板缝，由中间向前后左右施焊，使驾驶甲板4

向四周自由地释放焊接应力。然后焊接驾驶甲板横梁24与驾驶甲板4板片，驾驶甲板横梁24

与驾驶甲板4板片之间的焊接量最大，由中间向两边焊接，采用双数焊工同时施焊来达到抵

消部分应力的作用，也可以使应力向两侧自由释放；再焊接驾驶甲板强横梁14，驾驶甲板纵

桁16以及驾驶甲板竖立围壁15与驾驶甲板4板片的焊缝，对称施焊，即完成驾驶甲板层的建

造，如图7-图9所示。

[0019] 步骤4中，将顶棚甲板竖立围壁18位置线、顶棚甲板纵桁19与顶棚甲板强横梁20位

置线、顶棚甲板支柱位置线在驾驶甲板4上划线、做标记；将顶棚甲板纵桁19与顶棚甲板强

横梁20组装拼成顶棚甲板整体框架；在驾驶甲板4上安装顶棚甲板支柱以及顶棚甲板竖立

围壁18；逐片将顶棚甲板整体框架定位在顶棚甲板支柱上并焊接固定；再安装顶棚甲板横

梁25；将顶棚甲板5板片平铺在顶棚甲板整体框架，进行各部分的焊接，完成驾驶甲板层的

建造；

顶棚甲板支柱由顶棚甲板支柱体21和顶棚甲板临时支柱体组成，顶棚甲板临时支柱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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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置在顶棚甲板支柱体21两端和空档位置，以辅助顶棚甲板整体框架正确定位。

[0020] 详细步骤为：

步骤4-1：将顶棚甲板竖立围壁18位置线、顶棚甲板纵桁19与顶棚甲板强横梁20位置

线、顶棚甲板支柱位置线在驾驶甲板4上划线、做标记；

步骤4-2：将顶棚甲板纵桁19和顶棚甲板强横梁20组装拼成顶棚甲板整体框架，根据结

构尺寸和运输条件，顶棚甲板整体框架先在车间平台上进行装配焊接，然后转运至船台待

装；

步骤4-3：安装顶棚甲板支柱体21和顶棚甲板临时支柱体：按划线位置定位焊接，顶棚

甲板支柱体21和顶棚甲板临时支柱体上口留有20mm左右余量，装焊完后按支柱理论高度测

量划线、切割；

步骤4-4：安装顶棚甲板竖立围壁18：将表面设置有多个平行槽体的围壁体在车间预

制、划线切割制成顶棚甲板竖立围壁18，完成后进行船台吊装竖立工作，起吊必须防止顶棚

甲板竖立围壁18变形，要注意保证垂直度；

步骤4-5：顶棚甲板整体框架吊装定位：逐片将顶棚甲板整体框架定位在顶棚甲板临时

支柱体上并焊接固定；

步骤4-6：安装顶棚甲板横梁25：将顶棚甲板横梁25的角钢穿过顶棚甲板纵桁19的角钢

贯穿孔，顶棚甲板横梁25的角钢与顶棚甲板纵桁19的角焊缝进行焊接（角钢一面与纵桁腹

板贴合，顶棚甲板横梁25的角钢待顶棚甲板5板片铺好后，角钢与顶棚甲板5板片形成的角

焊缝进行焊接）；

步骤4-7：顶棚甲板5的板片铺板焊接：将平直的顶棚甲板5的板片平铺在顶棚甲板整体

框架上进行焊接；首先焊接各板片之间的拼板板缝，由中间向前后左右施焊，使顶棚甲板5

向四周自由地释放焊接应力。然后焊接顶棚甲板横梁25与顶棚甲板5板片，顶棚甲板横梁25

与顶棚甲板5板片之间的焊接量最大，由中间向两边焊接，采用双数焊工同时施焊来达到抵

消部分应力的作用，也可以使应力向两侧自由释放；再焊接顶棚甲板强横梁20，顶棚甲板纵

桁19以及顶棚甲板竖立围壁18与顶棚甲板5板片的焊缝，对称施焊，即完成驾驶甲板层的建

造，如图10-图12所示。

[0021] 上甲板竖立围壁6、船员甲板竖立围壁11、驾驶甲板竖立围壁15和顶棚甲板竖立围

壁18均为表面设置有多个平行槽体的围壁体，如图13-图14所示。

[0022] 上述的实施例仅为本发明的优选技术方案，而不应视为对于本发明的限制，本申

请中的实施例及实施例中的特征在不冲突的情况下，可以相互任意组合。本发明的保护范

围应以权利要求记载的技术方案，包括权利要求记载的技术方案中技术特征的等同替换方

案为保护范围。即在此范围内的等同替换改进，也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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