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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用于船体结构安装的手工

角度放样方法，具体步骤是先按照图纸要求在角

度放样面上找到基准点及基准线；然后以基准点

为圆心，绘制出一定尺寸半径的圆弧；以基准边

与圆弧的交点起将圆弧等分为一定等份的扇形，

并得出每个扇形的角度；此后，通过计算并且在

角度放样面绘制结构安装位置线，进行结构安

装。本发明能够简便、快捷、准确的手工放样出结

构安装位置线，减少对测量仪器及测量人员技能

的依赖，提高劳动效率，降低生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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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船体结构安装的手工角度放样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按照图纸要求，在角度放样面上找到并勘划出角度放样基准点A及基准线，所述基

准点A在基准线上，待安装结构的安装位置线L与基准线之间的角度为α；

S2、以基准点A为圆心，根据角度放样面的大小，按照公式n*17.5*10Xmm得到的值为半径

绘制完整圆弧，其中4≤n≤9，0≤X≤2，n和X均为整数；

S3、以基准线与圆弧的起始交点B为起点，在圆弧上找到直线距离为10X+1mm的交点，按

此方法,依次以前一交点为起点在圆弧上找到所有交点，进而将圆弧等分成至n*11等份的

扇形；

S4、圆弧等分后，按照公式360°/(n*11)，得出每个扇形的角度β，β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S5、按照公式α/β，得到扇形数量份Y，Y保留小数点后一位，扇形数量份Y是从起始交点B

开始直至终点C所需的扇形数量；

S6、将终点C与基准点A连接，放样出待安装结构的安装位置线L，此时安装位置线L与基

准线的角度为α；

S7、根据安装位置线L，对待安装结构进行定位安装。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船体结构安装的手工角度放样方法，其特征在于：S1中，

基准线为船体中心线。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船体结构安装的手工角度放样方法，其特征在于：S2中，

圆弧不超过角度放样面。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船体结构安装的手工角度放样方法，其特征在于：S3中，

圆弧等分后，每个交点与基准点A均采用虚线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船体结构安装的手工角度放样方法，其特征在于：S5中，

扇形数量份Y小数点后一位根据四舍五入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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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船体结构安装的手工角度放样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船舶制造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用于船体结构安装的手工角度放样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施工放样是把设计图纸上工程建筑物的平面位置和高程，用一定的测量仪器和方

法测设到实地上去的测量工作。在船舶建造领域，由于船舶特殊的结构特性，导致船舶建造

在各阶段施工时经常不可避免的会遇到相关角度的勘划作业，如结构安装角度及基座安装

角度等，勘划作业即施工放样。

[0003] 一般典型角度(如90°、45°)的勘划现场施工基本不存在困难，当遇到一些特殊角

度的勘划，施工人员便较难施工，需依靠相关测量仪器或量角装置进行角度勘划，如此便增

加了额外的成本进行生产配合，同时施工环境也会造成仪器的测量误差，对施工精度造成

影响；因此，如何解决上述施工放样中存在的技术问题是本领域技术人员需要研究的。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提供一种简便、快捷、准确的手工角度放样方法，用

于船体结构安装，以克服现有技术上的缺陷。

[0005]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一种用于船体结构安装的手

工角度放样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6] S1、按照图纸要求，在角度放样面上找到并勘划出角度放样基准点A及基准线，所

述基准点A在基准线上，待安装结构的安装位置线L与基准线之间的角度为α；

[0007] S2、以基准点A为圆心，根据角度放样面的大小，按照公式n*17.5*10X(mm)得到的

值为半径绘制完整圆弧，其中4≤n≤9，0≤X≤2，n和X均为整数；

[0008] S3、以基准线与圆弧的起始交点B为起点，在圆弧上找到直线距离为10X+1(mm)的交

点，按此方法，依次以前一交点为起点在圆弧上找到所有交点，进而将圆弧等分成至n*11等

份的扇形；

[0009] S4、圆弧等分后，按照公式360°/(n*11)，得出每个扇形的角度β，β保留小数点后两

位；

[0010] S5、按照公式α/β，得到扇形数量份Y，Y保留小数点后一位，扇形数量份Y是从起始

交点B开始直至终止C所需的扇形数量；

[0011] S6、将终点C与基准点A连接，放样出待安装结构的安装位置线L，此时安装位置线L

与基准线的角度为α；

[0012] S7、根据安装位置线L，对待安装结构进行定位安装。

[0013] 优选地，S1中，基准线为船体中心线。

[0014] 优选地，S2中，圆弧不超过角度放样面。

[0015] 优选地，S3中，圆弧等分后，每个交点与基准点A均采用虚线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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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优选地，S5中，扇形数量份Y小数点后两位根据四舍五入取值。

[0017] 如上所述，本发明用于船体结构安装的手工角度放样方法，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18] 现场施工人员在角度放样工作通过本发明可简便、快捷、准确的手工放样出结构

安装位置线，减少对测量仪器及测量人员技能的依赖，提高劳动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同时

在生产过程中由于作业环境的局限，测量仪器经常存在精度误差大及无法测量的情况，利

用本发明，通过手工角度放样即可解决此类问题，不再受作业环境的影响。经验证，本发明

的误差能够满足船舶建造标准且完全适用于船舶建造领域。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船体甲板示意图。

[0020] 图2为本发明的在图1中的操作示意图。

[0021] 图3为本发明中等分圆弧示意图。

[0022] 图4为本发明中计算安装位置线示意图。

[0023] 图中：

[0024] 1      基准线                   2     圆弧

[0025] 21     扇形                     3      基座

[0026] 4     甲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说明书附图所绘示的结构、比例、大小等，均仅用以配合说明书所揭示的内容，以

供熟悉此技术的人士了解与阅读，并非用以限定本发明可实施的限定条件，故不具技术上

的实质意义，任何结构的修饰、比例关系的改变或大小的调整，在不影响本发明所能产生的

功效及所能达成的目的下，均应落在本发明所揭示的技术内容所能涵盖的范围内。同时，本

说明书中所引用的如“上”、“下”、“前”、“后”、“中间”等用语，亦仅为便于叙述的明了，而非

用以限定本发明可实施的范围，其相对关系的改变或调整，在无实质变更技术内容下，当亦

视为本发明可实施的范畴。

[0028] 结合图1-图4，本发明为一种用于船体结构安装的手工角度放样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

[0029] S1、按照图纸要求，在角度放样面上找到并勘划出角度放样基准点A及基准线，所

述基准点A在基准线上，待安装结构的安装位置线L与基准线之间的角度为α。所述基准线一

般为船体中心线。本步骤中基准点和基准线是图纸中设计好的，通过全站仪等常用的设备

或工具可以直接找到并勘划，其是船舶建造领域的常规技术手段，不做过多陈述。

[0030] S2、以基准点A为圆心，根据角度放样面的大小，按照公式n*17.5*10X(mm)得到的

值为半径绘制完整圆弧，其中4≤n≤9，0≤X≤2，n和X均为整数。本步骤中的公式是技术人

员根据实际的施工情况而设计得出的。本步骤中所绘制的圆弧不超过角度放样面。

[0031] S3、参考图3，以基准线与圆弧2的起始交点B为起点，在圆弧上找到直线距离为10X

+1(mm)的交点，按此方法,依次以前一交点为起点在圆弧上找到所有交点，进而将圆弧2等分

成至n*11等份的扇形21。圆弧2等分后，每个交点与基准点A均采用虚线连接，以便于后续的

标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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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S4、圆弧2等分后，按照公式360°/(n*11)，得出每个扇形21的角度β，β保留小数点

后两位。

[0033] S5、按照公式α/β，得到扇形数量份Y，Y保留小数点后一位，扇形数量份Y是从起始

交点B开始直至终点C所需的扇形数量，其中终点C可能是S3中根据10X+1(mm)得到的交点，也

可能是一个扇形弧上的某一点。也就是说，Y可能是整数也可能是小数，当Y是小数时，Y的整

数部分是完整的扇形数量，小数部分是将一个扇形进行等分，然后取其中所占部分，后续实

施例会进行具体说明。本步骤中扇形数量份Y小数点后一位根据四舍五入取值，经过试验模

拟，小数部分取一位能够在允许误差范围内满足后续安装精度的需要。

[0034] S6、参考图4，将终点C与基准点A连接，放样出待安装结构的安装位置线L，此时安

装位置线L与基准线的角度为α。

[0035] S7、根据安装位置线L，对待安装结构进行定位安装。

[0036] 结合图1-图4，以船舶艏锚绞机基座安装为例进行详细叙述，假设图纸要求基座3

(即待安装结构)安装位置线L与船体中心线成37°时，详细施工步骤如下所述：

[0037] S1、按照图纸要求，分段搭载焊接完毕后，在角度放样面，即甲板4上找出船体中心

线作为基准线，在基准线上按图纸要求尺寸找出点基准点A，所述基准点A在基准线上，基座

安装位置线L与基准线之间的角度α为37度，具体参考图1。

[0038] S2、以基准点A为圆心，根据甲板4的大小，按照公式n*17 .5*10X(mm)绘制完整圆

弧，其中n＝4，X＝1，得到半径为700mm的圆弧。本步骤中取值是将圆弧绘制的尽可能大，并

且不超出甲板4的使用范围。

[0039] S3、参考图3和图4，以基准线与圆弧2的起始交点B为起点，在圆弧2上找到直线距

离为101+1(mm)的交点，即直线距离为100mm，按此方法，依次以前一交点为基础在圆弧2上找

到所有交点，进而将圆弧2等分成至4*11等份的扇形21，即44等份的扇形。本步骤中依然是X

＝1，n＝4，与S2相统一。

[0040] S4、圆弧等分后，按照公式360°/(4*11)，得出每个扇形的角度β，β约为8.18°；

[0041] S5、参考图4，按照公式α/β，得到扇形数量份Y，即37°/8.18°，Y约为4.5个扇形，即

从起始交点B开始直至终点C所需的扇形数量是4.5个，在圆弧上找到连续的四份扇形，而后

将第五份扇形进行等分。

[0042] S6、参考图4，第五份扇形等分点即为终点C，将终点C与基准点A连接，放样出基座

的安装位置线L，此时安装位置线L与基准线的角度即为37°。

[0043] S7、参考图2，以基准线安装位置线L为基准，开角尺并按照图纸要求放样出其他基

座安装位置线，并安装基座3。

[0044] 综上所述，本发明的用于船体结构安装的手工角度放样方法，能够解决船体结构

安装时特殊角度的放样问题，有效克服了现有技术中的一些实际问题从而有很高的利用价

值和使用意义。

[0045] 上述实施方式仅例示性说明本发明的原理及其功效，而非用于限制本发明。本发

明还有许多方面可以在不违背总体思想的前提下进行改进，对于熟悉此技术的人士皆可在

不违背本发明的精神及范畴下，可对上述实施例进行修饰或改变。因此，举凡所属技术领域

中具有通常知识者在未脱离本发明所揭示的精神与技术思想下所完成的一切等效修饰或

改变，仍应由本发明的权利要求所涵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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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4 页

6

CN 108327849 B

6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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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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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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