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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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0498508.1

(22)申请日 2019.06.10

(71)申请人 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310012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文三西

路52号5-8层

(72)发明人 金睿　程骥　尤可坚　袁震　

沈西华　张霞军　万历　梅献忠　

(74)专利代理机构 浙江千克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33246

代理人 黎双华

(51)Int.Cl.

E04B 7/00(2006.01)

E04C 3/02(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装配式大跨径木张弦梁膜建筑结构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装配式大跨径木张弦梁膜

建筑结构，包括若干装配式胶合木张弦梁组和用

于连接装配式胶合木张弦梁组的钢丝束拉索；钢

丝束拉索位于装配式胶合木张弦梁组底部；若干

装配式胶合木张弦梁组之间形成有网状结构，在

该网状结构的上布设有整体膜结构；该张弦梁结

构结构具有可分段生产、装配化施工、重量轻、抗

侧稳定性高等特点，解决了现有技术难点，扩大

了木质张弦梁的使用跨度。膜结构具有重量轻、

容易剪裁、施工成本低、工程风险小等优良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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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装配式大跨径木张弦梁膜建筑结构，其特征在于：包括若干装配式胶合木张弦

梁组(100)和用于连接装配式胶合木张弦梁组(100)的钢丝束拉索(200)；钢丝束拉索(200)

位于装配式胶合木张弦梁组(100)底部；若干装配式胶合木张弦梁组(100)之间形成有网状

结构，在该网状结构的上布设有整体膜结构(3)。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装配式大跨径木张弦梁膜建筑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整

体膜结构(3)的形状为高低起伏波浪结构，与装配式胶合木张弦梁组(100)的形状相一致。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装配式大跨径木张弦梁膜建筑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装

配式胶合木张弦梁组(100)由多段同等组合胶合木梁(1)等强度连接而成，胶合木梁(1)之

间通过金属连接件与木构件用螺栓紧固进行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装配式大跨径木张弦梁膜建筑结构，其特征在于：相邻胶

合木梁(1)之间布设有连接板(15)，相邻胶合木梁(1)与连接板(15)通过对穿固定螺栓(16)

紧固。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装配式大跨径木张弦梁膜建筑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相

邻胶合木梁(1)上布设有方块底板(17)，方块底板(17)通过螺钉(18)固设于胶合木梁(1)

上。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装配式大跨径木张弦梁膜建筑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整

体膜结构(3)包括通长拉膜板(30)和拉膜铝材(31)和膜材(32)；膜材(32)通过拉膜铝材

(31)定位于通长拉膜板(30)上。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装配式大跨径木张弦梁膜建筑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膜

材(32)为PTFE膜材质制成，幅度为3.81m，厚度为0.6mm，其基材采用玻璃纤维EC3材料。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装配式大跨径木张弦梁膜建筑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钢

丝束拉索(200)包括拉索一(4)和拉索二(9)；拉索一(4)与胶合木梁(1)之间通过撑杆一

(11)连接，拉索二(9)与胶合木梁(1)之间通过撑杆二(14)连接。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装配式大跨径木张弦梁膜建筑结构，其特征在于：每榀装

配式胶合木张弦梁组(100)采用四段拉索一(4)和两段端拉索二(9)组成。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一种装配式大跨径木张弦梁膜建筑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

拉索一(4)和拉索二(9)外侧套接有PE护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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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装配式大跨径木张弦梁膜建筑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建筑生产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装配式大跨径木张弦梁膜建筑结

构。

背景技术

[0002] 大跨度结构以建筑空间大、造型丰富、施工速度快、充分满足建筑美学和使用功能

等优点被广泛应用。其中，张弦梁结构凭借其良好的受力性能、优美的外观、较大的空间等

特点，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建筑师、结构师和学者们的青睐。但是目前现有的张弦梁结构一般

采用钢管和拉索组成，其自重大、施工难度大、稳定性过程要求控制严格，影响其进一步使

用范围。

[0003] 装配式木结构是国家大力发展的一种结构形式，其中装配式胶合木张弦梁结构以

其优良的结构性能得到发展。随着国家正在推广绿色节能环保建筑产品，我国木材资源广

泛、木结构生产成材快、可回收利用，因此需要得到一种可装配式、重量轻、稳定性高的木质

张弦梁结构。

[0004] 但是一般在现行的大跨度空间结构中，如国内的博物馆、体育场等屋盖上部结构

均采用刚性结构，如金属屋面等结构，其重量大、造价高、对下部支撑结构刚度要求高，因此

导致工程基础刚度大、整体造价高、建造周期长、施工风险大，而膜结构具有重量轻、容易剪

裁、施工成本低、工程风险小等优良特点。因此本发明专利结合大跨径装配式木质张弦梁结

构优良的受力特点和膜结构的优良特点，能够为建筑提供一种优良的建筑结构形式。

[0005] 针对上述技术问题，故需要进行改进。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目的是解决现有技术难点，提供了一种装配式大跨径木张弦梁膜建筑结

构，每组装配式胶合木张弦梁组由多段同等组合胶合木梁等强度连接而成，胶合木梁之间

通过金属连接件与木构件用螺栓紧固进行连接，从而实现装配化设计与施工。

[0007] 为了达到以上目的，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装配式大跨径木张弦梁膜

建筑结构，包括若干装配式胶合木张弦梁组和用于连接装配式胶合木张弦梁组的钢丝束拉

索；钢丝束拉索位于装配式胶合木张弦梁组底部；若干装配式胶合木张弦梁组之间形成有

网状结构，在该网状结构的上布设有整体膜结构。

[0008]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方式，所述整体膜结构的形状为高低起伏波浪结构，与装

配式胶合木张弦梁组的形状相一致。

[0009]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方式，所述装配式胶合木张弦梁组由多段同等组合胶合木

梁等强度连接而成，胶合木梁之间通过金属连接件与木构件用螺栓紧固进行连接。

[0010]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方式，相邻胶合木梁之间布设有连接板，相邻胶合木梁与

连接板通过对穿固定螺栓紧固。

[0011]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方式，所述相邻胶合木梁上布设有方块底板，方块底板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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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螺钉固设于胶合木梁上。

[0012]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方式，所述整体膜结构包括通长拉膜板和拉膜铝材和膜

材；膜材通过拉膜铝材定位于通长拉膜板上。

[0013]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方式，所述膜材为PTFE膜材质制成，幅度为3.81m，厚度为

0.6mm，其基材采用玻璃纤维EC3材料。

[0014]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方式，所述钢丝束拉索包括拉索一和拉索二；拉索一与胶

合木梁之间通过撑杆一连接，拉索二与胶合木梁之间通过撑杆二连接。

[0015]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方式，每榀装配式胶合木张弦梁组采用四段拉索一和两段

端拉索二组成。

[0016]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方式，所述拉索一和拉索二外侧套接有PE护套。

[0017]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18] 1 .该张弦梁结构结构具有可分段生产、装配化施工、重量轻、抗侧稳定性高等特

点，解决了现有技术难点，扩大了木质张弦梁的使用跨度。膜结构具有重量轻、容易剪裁、施

工成本低、工程风险小等优良特点；

[0019] 2.与背景技术相比，本发明对提供了一种大跨径装配式木质张弦梁-膜建筑结构

的设计施工有着重要的实践和理论意义，具有广阔的工程应用背景。

附图说明

[0020]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1] 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膜结构平面布置图；

[0022] 图3是本发明实施例膜结构轴测图；

[0023] 图4是本发明实施例膜结构立面图1；

[0024] 图5是本发明实施例膜结构立面图2；

[0025] 图6是本发明实施例膜结构膜材技术规格表；

[0026] 图7是本发明实施例膜结构中间膜分缝节点图。

[0027] 图中附图标记：胶合木梁1，整体膜结构3，拉索一4，拉索二9，连接板15，对穿固定

螺栓16，方块底板17，螺钉18，通长拉膜板30，拉膜铝材31，膜材32，装配式胶合木张弦梁组

100，钢丝束拉索200。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作详细说明。

[0029] 实施例：如图1所示，一种装配式大跨径木张弦梁膜建筑结构，包括若干装配式胶

合木张弦梁组100和用于连接装配式胶合木张弦梁组100的钢丝束拉索200；钢丝束拉索200

包括拉索一4和拉索二9；拉索一4与胶合木梁1之间通过撑杆一11连接，拉索二9与胶合木梁

1之间通过撑杆二14连接；每榀装配式胶合木张弦梁组100采用四段拉索一4和两段端拉索

二9组成,其材质采用国产带PE护套平行钢丝束拉索组成；拉索一4一端与设置有连接孔的

节点板连接，另外一端与连接板相连；拉索二一端与结构物连接在一起，该结构物上设置有

预埋件的埋件，埋件通过焊接与连接板焊接在一起；另外一端通过连接板采用普通螺栓与

张弦梁段连接在一起。

说　明　书 2/3 页

4

CN 110387997 A

4



[0030] 该张弦梁结构结构具有可分段生产、装配化施工、重量轻、抗侧稳定性高等特点，

解决了现有技术难点，扩大了木质张弦梁的使用跨度。膜结构具有重量轻、容易剪裁、施工

成本低、工程风险小等优良特点。

[0031] 钢丝束拉索200位于装配式胶合木张弦梁组100底部；若干装配式胶合木张弦梁组

100之间形成有网状结构，在该网状结构的上布设有整体膜结构3；整体膜结构3的形状为高

低起伏波浪结构，与装配式胶合木张弦梁组100的形状相一致。

[0032] 整体膜结构3包括通长拉膜板30和拉膜铝材31和膜材32；膜材32通过拉膜铝材31

定位于通长拉膜板30上；整体膜结构3，是随着装配式胶合木张弦梁组的形状高低起伏的，

其材质采用PTFE膜材质组成，颜色为白色，幅度为3.81m，厚度为0.6mm，重量1015±102g/

m2，经向强度≥2940N/3cm，纬向强度≥3130N/3cm，透光率为17±3，反射率75±10，基材采

用玻璃纤维EC3材料。

[0033] 装配式胶合木张弦梁组100由多段同等组合胶合木梁1等强度连接而成，胶合木梁

1之间通过金属连接件与木构件用螺栓紧固进行连接；该张弦梁结构结构具有可分段生产、

装配化施工、重量轻、抗侧稳定性高等特点，解决了现有技术难点，扩大了木质张弦梁的使

用跨度。

[0034] 相邻胶合木梁1之间布设有连接板15，相邻胶合木梁1与连接板15通过对穿固定螺

栓16紧固；相邻胶合木梁1上布设有方块底板17，方块底板17通过螺钉18固设于胶合木梁1

上。

[0035] 对所公开的实施例的上述说明，使本领域专业技术人员能够实现或使用本发明。

对这些实施例的多种修改对本领域的专业技术人员来说将是显而易见的，本文中所定义的

一般原理可以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或范围的情况下，在其它实施例中实现；因此，本发明

将不会被限制于本文所示的这些实施例，而是要符合与本文所公开的原理和新颖特点相一

致的最宽的范围。

[0036] 尽管本文较多地使用了图中附图标记：胶合木梁1，整体膜结构3，拉索一4，拉索二

9，连接板15，对穿固定螺栓16，方块底板17，螺钉18，通长拉膜板30，拉膜铝材31，膜材32，装

配式胶合木张弦梁组100，钢丝束拉索200等术语，但并不排除使用其它术语的可能性；使用

这些术语仅仅是为了更方便地描述和解释本发明的本质；把它们解释成任何一种附加的限

制都是与本发明精神相违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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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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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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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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