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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拉索预应力巨型网格罩篷结构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拉索预应力巨型网格罩

篷结构，包括环形的上部巨型网壳结构、上部交

叉索撑体系和下部预应力索杆体系；所述上部巨

型网壳结构包括若干同轴设置的立体桁架环，立

体桁架环通过径向立体桁架连接，且与径向立体

桁架连接处形成主节点区，径向立体桁架沿立体

桁架环环向均匀布置且数量为偶数；立体桁架环

与径向立体桁架形成大网格；若干相互对称的大

网格内布置有上部交叉索撑体系；上部巨型网壳

结构下方安装有下部预应力索杆体系。本发明克

服了全张拉结构体系中结构刚度主要依赖于预

应力体系的张拉、张拉施工精度要求高的缺陷，

明显降低施工难度；壳满足多样化的建筑造型需

求且可广泛应用于体育场、足球场等非封闭建

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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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拉索预应力巨型网格罩篷结构，包括环形的上部巨型网壳结构（1）、上部交叉索

撑体系（2）和下部预应力索杆体系（3）；所述上部巨型网壳结构（1）包括若干同轴设置的立

体桁架环，立体桁架环通过径向立体桁架（1d）连接，且与径向立体桁架（1d）连接处形成主

节点区（1e），径向立体桁架（1d）沿立体桁架环环向均匀布置且数量为偶数；立体桁架环与

径向立体桁架（1d）形成大网格（1f），其特征在于，若干相互对称的大网格（1f）内布置有上

部交叉索撑体系（2）；上部巨型网壳结构（1）下方安装有下部预应力索杆体系（3）；下部预应

力索杆体系（3）包括若干沿径向立体桁架（1d）长度方向布置的径向预应力索撑单元、将径

向预应力索撑单元连接的预应力环索（5）和下部交叉索撑（6）；所述径向预应力索撑单元包

括与主节点区（1e）下弦节点铰接的竖向撑杆（4a）；竖向撑杆（4a）底部铰接连接有径向设置

的径向预应力索（4b）；所述竖向撑杆（4a）包括与内部立体桁架环（1a）相连的内环撑杆和与

中部立体桁架环（1c）相连的外环撑杆；预应力环索（5）铰接于内环撑杆下端；相邻的内环撑

杆之间布置下部交叉索撑（6）；所述径向预应力索（4b）与竖向撑杆（4a）所形成的夹角小于

90°。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拉索预应力巨型网格罩篷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立体桁架环包

括由内至外依次同轴设置的内部立体桁架环（1a）、若干中部立体桁架环（1c）和外部立体桁

架环（1b）。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拉索预应力巨型网格罩篷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上部交叉索撑

体系（2）包括布置在同一径向所有大网格（1f）内的上部交叉索撑；所述上部交叉索撑端部

固定在大网格（1f）四角主节点区（1e）的上弦节点上。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拉索预应力巨型网格罩篷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竖向撑杆（4a）

顶部和径向预应力索（4b）的外端均与主节点区（1e）的下弦节点相连。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拉索预应力巨型网格罩篷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下部交叉索撑

（6）由两条交叉的无预应力的稳定索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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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拉索预应力巨型网格罩篷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建筑结构用屋盖结构，具体地说是一种拉索预应力巨型网格罩篷

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对大跨空间结构的跨越能力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

求，新的建筑材料、建造技术、分析理论等的不断涌现也推动着大跨空间结构向超大跨度发

展。

[0003] 近年来工程师们在传统空间结构基础上，提出了巨型网格结构、索穹顶、张弦梁、

弦支网壳等新型结构体系，改善了结构的受力性能，增强了结构的跨越能力，较好地满足了

超大跨度发展需求。

[0004] 但对超大跨度非封闭建筑，如体育场、足球场等，屋盖中部往往设有较大开口。此

类建筑如采用传统空间结构形式进行开洞处理，将破坏其完整的壳体结构形式，改变其原

有以“薄膜”作用为主的受力状态，结构刚度和承载力较低、设计难度较大。

[0005] 如采用索穹顶、车辐式张拉结构等结构形式时，虽然此类全张拉结构显示出良好

的受力性能，但这种结构体系有着不可忽略的弊端，其受力性能依赖于自身的形状，即结构

的形状、刚度与预应力的分布及张拉密切相关。所以，此类结构对预应力体系的施工提出了

超高要求。同时，此类结构由于自身的特点多采用柔性轻质膜材作为屋面覆盖材料而难以

采用传统刚性屋面。虽然膜材通透性、自洁性好，但也具有造价高、风荷载敏感、使用寿命短

等缺陷。这些因素极大地限制了其适用范围。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提供一种拉索预应力巨型网格

罩篷结构体系，可用于超大跨度非封闭建筑。

[0007]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这样实现的：

[0008] 一种拉索预应力巨型网格罩篷结构，包括环形的上部巨型网壳结构、上部交叉索

撑体系和下部预应力索杆体系；所述上部巨型网壳结构包括若干同轴设置的立体桁架环，

立体桁架环通过径向立体桁架连接，且与径向立体桁架连接处形成主节点区，径向立体桁

架沿立体桁架环环向均匀布置且数量为偶数；立体桁架环与径向立体桁架形成大网格；若

干相互对称的大网格内布置有上部交叉索撑体系；上部巨型网壳结构下方安装有下部预应

力索杆体系。

[0009] 进一步的改进，所述立体桁架环包括由内至外依次同轴设置的内部立体桁架环、

若干中部立体桁架环和外部立体桁架环。

[0010] 进一步的改进，所述上部交叉索撑体系包括布置在同一径向所有大网格内的上部

交叉索撑；所述上部交叉索撑端部固定在大网格四角主节点区的上弦节点上。

[0011] 进一步的改进，所述下部预应力索杆体系包括若干沿径向立体桁架长度方向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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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径向预应力索撑单元、将径向预应力索撑单元连接的预应力环索和下部交叉索撑。

[0012] 进一步的改进，所述径向预应力索撑单元包括与主节点区下弦节点铰接的竖向撑

杆；竖向撑杆下端铰接连接有径向设置的径向预应力索。

[0013] 进一步的改进，所述径向预应力索与竖向撑杆所形成的夹角小于90°。

[0014] 进一步的改进，所述竖向撑杆顶部和径向预应力索的外端均与主节点区的下弦节

点相连。

[0015] 进一步的改进，所述竖向撑杆包括与内部立体桁架环相连的内环撑杆和与中部立

体桁架环相连的外环撑杆；预应力环索铰接于内环撑杆下端；相邻的内环撑杆之间布置下

部交叉索撑。

[0016] 进一步的改进，所述下部交叉索撑由两条交叉的无预应力的稳定索构成。

[0017] 本发明具有的受力原理及结构特点：

[0018] 本发明结构体系为开口巨型网格结构和预应力结构体系组合形成的杂交结构体

系，兼具有两种结构体系的受力特点。上部为巨型网格结构，可独立成形，其自身具有一定

承载力。中部大开口后，当结构受到向下的荷载时，内部桁架环受压、径向桁架受弯。中部开

口改变了原壳体结构受力状态，使承载力有所降低。布置下部预应力体系后，通过在拉索中

施加预张力，各撑杆给上部巨型网格结构提供弹性支撑，减缓内环和径向桁架的受力，使整

体结构以承受轴向力为主来抵抗外部荷载，增强结构的受力性能。

[0019] 通过调节下部预应力体系中撑杆长度和索力大小，可方便地调节下部预应力体系

的作用效果，以满足结构的受力要求、使预应力效果达到最优。

[0020] 同时该体系克服了全张拉结构体系中结构刚度主要依赖于预应力体系的张拉、张

拉施工精度要求高的缺陷，明显降低施工难度。

[0021] 该结构体系可在上部巨型网格内采用各种子结构形式，如网架、网壳、膜结构等，

满足多样化的建筑造型需求。该结构体系可广泛应用于体育场、足球场等非封闭建筑。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2为图1所示实施例的上部巨型网壳结构及上部交叉索撑体系示意图；

[0024] 图3为图1所示实施例的下部预应力索系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4为图1所示实施例的局部示意图；

[0026] 图5为图3所示径向预应力索撑杆示意图。

[0027] 图中标记：

[0028] 1为上部巨型网壳结构，1a为内部立体桁架环，1b为外部立体桁架环，1c为中部立

体桁架环，1d为径向立体桁架，1e为主节点区，1f大网格；

[0029] 2为上部交叉索撑体系；

[0030] 3为下部预应力索杆体系；

[0031] 4为径向预应力索撑杆单元，4a为竖向撑杆，4b为径向预应力索，4c为径向预应力

索与各竖向撑杆所形成的夹角；

[0032] 5为预应力环索；

[0033] 6为下部交叉索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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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4]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说明。

[0035] 如图1-5所示的一种拉索预应力巨型网格罩篷结构，包括环形的上部巨型网壳结

构1、上部交叉索撑体系2和下部预应力索杆体系3；所述上部巨型网壳结构1包括若干同轴

设置的立体桁架环，立体桁架环通过径向立体桁架1d连接，且与径向立体桁架1d连接处形

成主节点区1e，径向立体桁架1d沿立体桁架环环向均匀布置且数量为偶数；立体桁架环与

径向立体桁架1d形成大网格1f；若干相互对称的大网格1f内布置有上部交叉索撑体系2；上

部巨型网壳结构1下方安装有下部预应力索杆体系3。

[0036] 内部立体桁架环、外部立体桁架环、若干中部桁架立体环，及沿径向布置的若干径

向立体桁架构成的大网格结构。各桁架均为由两根上弦杆和一根下弦杆构成的三角形断面

形式。

[0037] 立体桁架环包括由内至外依次同轴设置的内部立体桁架环1a、若干中部立体桁架

环1c和外部立体桁架环1b。

[0038] 上部交叉索撑体系2包括布置在同一径向所有大网格1f内的上部交叉索撑；所述

上部交叉索撑端部固定在大网格1f四角主节点区1e的上弦节点上。

[0039] 下部预应力索杆体系3包括若干沿径向立体桁架1d长度方向布置的径向预应力索

撑单元、将径向预应力索撑单元连接的预应力环索5和下部交叉索撑6。径向预应力索撑单

元包括与主节点区1e下弦节点铰接的竖向撑杆4a；竖向撑杆4a底部铰接连接有径向设置的

径向预应力索4b。径向预应力索4b与竖向撑杆4a所形成的夹角小于90°。

[0040] 竖向撑杆4a顶部和径向预应力索4b的外端均与主节点区1e的下弦节点相连。竖向

撑杆4a包括与内部立体桁架环1a相连的内环撑杆和与中部立体桁架环1c相连的外环撑杆；

预应力环索5铰接于内环撑杆下端；相邻的内环撑杆之间布置下部交叉索撑6。上部交叉索

撑和下部交叉索撑6均由两条交叉的无预应力的稳定索构成，用于保证各径向预应力索撑

杆平面外的稳定性及增加结构冗余度。

[0041] 尽管本发明的实施方案已公开如上，但并不仅仅限于说明书和实施方案中所列运

用，它完全可以被适用于各种适合本发明的领域，对于熟悉本领域的人员而言，可容易地实

现另外的修改，因此在不背离权利要求及等同范围所限定的一般概念下，本发明并不限于

特定的细节和这里所示出与描述的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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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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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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