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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为一种大跨度悬空球形穹顶混凝土

浇筑方法，解决球形穹顶施工直接采用大跨度钢

桁架承受混凝土重力，结构受力复杂，耗费材料

多，成本高，安全风险大的问题。包括：⑴提前在

已浇混凝土中预埋支撑系统；⑵配制一套吊篮装

置；⑶利用吊篮作为工作平台安装钢桁架，钢桁

架用支撑系统固定；⑷在钢桁架上搭设脚手架；

⑸拉条系统安装；⑹模板及围檩安装；⑺混凝土

浇筑。本发明架设方法结构设计简单、安全可靠，

外观更漂亮，施工效率高，本发明不仅可用于大

跨度悬空球形穹顶混凝土浇筑施工，也可用于其

它大跨度悬空异形断面混凝土浇筑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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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跨度悬空球形穹顶混凝土浇筑方法，其特征在于，大跨度悬空球形穹顶浇筑于环

形竖壁顶部，包括以下步骤：

1）预埋支撑系统：

支撑系统（1）由定位锥（11）、锚固钢筋（12）、牛腿（13）、高强螺栓（14）组成，在竖井最上

层的混凝土浇筑时，在竖井顶部的同一水平截面沿圆周径向在混凝土内安装定位锥（11）和

锚固钢筋（12），定位锥、锚固钢筋埋设高程距已浇混凝土收仓顶面50cm—60cm，混凝土达到

龄期后在锚固钢筋（12）外露螺纹端上安装牛腿（13），并用高强螺栓（14）固定拧紧；

2）吊篮安装：

吊篮（2）采用型钢焊接，吊篮为圆形，吊篮半径较竖井衬砌内径小50cm—80cm，吊篮在

加工厂提前分片加工，现场组装，吊篮与钢丝绳（3）相连，用卷扬机牵引，方便吊篮上下移

动；

3）桁架系统安装：

桁架是由上弦杆（15）、下弦杆（16）、竖腹杆（17）、斜腹杆（18）和连接板（19）组成的矩

形，采用型钢焊接，桁架在加工厂提前分片加工，人工利用吊篮为作业平台进行安装，利用

预埋支撑系统（1）固定；

4）脚手架搭设：

脚手架（5）由立杆（20）、纵向水平杆（21）、横向水平杆（22）和剪刀撑（23）组成，各杆间

相交处采用扣件（24）连接；

5）拉条系统安装：

拉条系统由拉条（25）、锚杆（26）、钢垫板（27）和螺母（28）组成，人工钻锚杆孔，将拌制

好的砂浆用注浆机注入锚杆孔，再插入锚杆（2），锚杆孔砂浆达到龄期后安装拉条（25），拉

条与锚杆（26）之间采用电弧焊焊接连接，安装时，先穿入钢垫板，然后安装螺母，人工用扳

手拧紧；

6）模板及檩围安装：

模板及支撑系统由环向围檩（8）、径向围檩（7）、木模板（9）组成，环向围檩（8）、径向围

檩（7）均采用脚手架钢管，加工厂冷弯加工成圆弧形，曲率半径根据需衬砌的球形穹顶的尺

寸和围檩所处的具体位置计算确定，先安装环向围檩（8），利用脚手架临时固定，然后安装

径向围檩（7），在径向围檩上安装木模板（9）；

7）混凝土浇筑：

混凝土采用分层浇筑，分层厚度30cm—50cm，混凝土入仓后，人工手持插入式振捣器进

行振捣，以混凝土粗骨料不再显著下沉并开始泛浆为准，避免漏振、欠振或过振，混凝土浇

筑时，既要控制浇筑上升速度不大于1m/h，又要保证在下层混凝土初凝前及时对其覆盖，以

防止拉条、围檩过载或形成冷缝。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大跨度悬空球形穹顶混凝土浇筑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6）模

板及檩围安装：

围檩（8）间距为75cm，利用脚手架临时固定，然后安装径向围檩（7），其最大间距为

75cm，在径向围檩上安装木模板（9），为保证木模板的强度和刚度，且能适应圆弧曲率的变

化，木模板分为两层，每层厚度为1.5cm～2.0cm，用铁钉分层固定在径向围檩上，木模安装

完一层后，人工用刨子将木模板（9）的凸起刨平，最后一层木模安装完后，用小铁钉将宝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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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10）固定在木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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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跨度悬空球形穹顶混凝土浇筑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水利水电工程建筑技术领域，特别涉及的是一种地下大型洞室大跨度悬

空球形穹顶混凝土浇筑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水电站深度开发，其地形陡峭，河道狭窄，经技术经济比选，地下主厂房成为

首选，在水利水电工程地下洞室中，球形穹顶是一种有利于稳定的结构形式，在圆柱形结构

中经常会选用球形穹顶，如调压井、涡室涡井等，球形穹顶有时会有水流通过，为保证表面

平整和结构稳定，球形穹顶需浇筑混凝土，由于其跨度大，高度高，无法采用承重支架方式

施工，若直接采用大跨度钢桁架承受混凝土重力，结构受力复杂，耗费材料多，成本高，安全

风险大。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大跨度悬空球形穹顶混凝土浇筑这一问题，提供一种使混凝

土表面可以一次成型，施工效率高，外表面平顺、光洁、漂亮，结构受力简单，安全可靠的大

跨度悬空球形穹顶混凝土浇筑方法。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这样来实现的：

大跨度悬空球形穹顶混凝土浇筑方法，大跨度悬空球形穹顶浇筑于环形竖壁顶部，包

括以下步骤：

1）预埋支撑系统：

支撑系统1由定位锥11、锚固钢筋12、牛腿13、高强螺栓14组成，在竖井最上层的混凝土

浇筑时，在竖井顶部的同一水平截面沿圆周径向在混凝土内安装定位锥11和锚固钢筋12，

定位锥、锚固钢筋、高强螺栓材质为45#钢，定位锥、锚固钢筋埋设高程距已浇混凝土收仓顶

面50cm—60cm，混凝土达到龄期后在锚固钢筋12外露螺纹端上安装牛腿13，并用高强螺栓

14固定拧紧；

2）吊篮安装：

吊篮2采用型钢焊接，吊篮为圆形，吊篮半径较竖井衬砌内径小50cm—80cm，吊篮在加

工厂提前分片加工，现场组装，吊篮2与钢丝绳3相连，用卷扬机牵引，方便吊篮上下移动；

3）桁架系统安装：

桁架是由上弦杆15、下弦杆16、竖腹杆17、斜腹杆18和连接板19组成的矩形，采用型钢

焊接，桁架在加工厂提前分片加工，人工利用吊篮为作业平台进行安装，利用预埋支撑系统

1固定；

4）脚手架搭设：

脚手架5由立杆20、纵向水平杆21、横向水平杆22和剪刀撑23组成，各杆间相交处采用

扣件24连接；

5）拉条系统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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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条系统由拉条25、锚杆26、钢垫板27和螺母28组成，人工钻锚杆孔，将拌制好的砂浆

用注浆机注入锚杆孔，再插入锚杆26，锚杆孔砂浆达到龄期后安装拉条25，拉条25与锚杆26

之间采用电弧焊焊接连接，安装时，先穿入钢垫板，然后安装螺母，人工用扳手拧紧；

6）模板及檩围安装：

模板及支撑系统由环向围檩8、径向围檩7、木模板9组成，环向围檩8、径向围檩7均采用

脚手架钢管，加工厂冷弯加工成圆弧形，曲率半径根据需衬砌的球形穹顶的尺寸和围檩所

处的具体位置计算确定，先安装环向围檩8，利用脚手架临时固定，然后安装径向围檩7，在

径向围檩7上安装木模板9；

7）混凝土浇筑：

混凝土采用分层浇筑，分层厚度30cm—50cm，混凝土入仓后，人工手持插入式振捣器进

行振捣，以混凝土粗骨料不再显著下沉并开始泛浆为准，避免漏振、欠振或过振，混凝土浇

筑时，既要控制浇筑上升速度不大于1m/h，又要保证在下层混凝土初凝前及时对其覆盖，以

防止拉条、围檩过载或形成冷缝。

[0005] 围檩8间距为75cm，利用脚手架临时固定，然后安装径向围檩7，其最大间距为

75cm。在径向围檩7上安装木模板9，为保证木模板的强度和刚度，且能适应圆弧曲率的变

化，木模板分为两层，每层厚度为1.5cm～2.0cm，用铁钉分层固定在径向围檩7上，木模安装

完一层后，人工用刨子将木模板9的凸起刨平，最后用小铁钉将宝丽板10固定在木。

[0006] 本发明有益效果是：

（1）混凝土利用主要系用拉条系统承受荷载，结构设计简单，耗费材料少，成本低，施工

效率高，安全可靠；

（2）混凝土利用两层木模板和宝丽板为外模，其适应性好，表面可以一次成型，施工效

率高，外表面平顺、光洁、漂亮；

（3）本发明方法不仅适用于悬空球形穹顶混凝土施工，也可用于其它悬空异形断面混

凝土施工。

附图说明

[0007] 图1为本发明施工侧视图。

[0008] 图2为环向围檩、径向围檩布置投影图。

[0009] 图3为支撑系统示意图。

[0010] 图4为桁架系统示意图。

[0011] 图5为脚手架示意图。

[0012] 图6为拉条系统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3] 本实施例大跨度悬空球形穹顶混凝土浇筑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预埋支撑系统：支撑系统1由定位锥11、锚固钢筋12、牛腿13、高强螺栓14组成，在上

一仓混凝土浇筑时，在混凝土内安装定位锥和锚固钢筋。定位锥、锚固钢筋、高强螺栓材质

为45#钢，平面间距为75cm，定位锥、锚固钢筋埋设高程距已浇混凝土收仓顶面50cm—60cm，

混凝土达到7天龄期后再安装牛腿，并用高强螺栓固定拧紧，牛腿材质为Q235B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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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吊篮安装：吊篮2采用型钢焊接，材质为Q235B钢，为圆形，外围栏杆高度为1.4m，外

部半径较竖井衬砌内径小50cm—80cm，吊篮在加工厂提前分片加工，用自卸汽车运至现场，

现场组装，吊篮与钢丝绳3相连，用卷扬机牵引，方便吊篮上下移动；

（3）桁架系统安装：桁架系统4由上弦杆15、下弦杆16、竖腹杆17、斜腹杆18和连接板19

组成，采用型钢焊接，材质为Q235B钢，桁架在加工厂提前分片加工，用自卸汽车运至现场，

人工利用吊篮作为作业平台进行安装，利用预埋支撑系统固定。钢桁架的强度、刚度和稳定

性能承受脚手架、施工人员、材料等荷载；

（4）脚手架搭设：脚手架5由立杆20、纵向水平杆21、横向水平杆22和剪刀撑23组成，立

杆、纵向水平杆、横向水平杆和剪刀撑均为ф48mm×3.5mm钢管，为国标产品，材质为Q235B，

杆间相交处采用扣件24连接，扣件为国标产品，主体材质为铸铁。

[0014] （5）拉条系统安装：拉条系统6由拉条25、锚杆26、钢垫板27和螺母28组成。锚杆用

气腿钻人工钻锚杆孔，强制式搅拌机现场拌制砂浆，将拌制好的砂浆用注浆机注入锚杆孔，

再插入锚杆，锚杆材质为HRB400E。砂浆达到龄期后安装拉条，拉条与锚杆之间采用电弧焊

焊接连接，单面焊焊接长度不小于拉条直径的10倍，双面焊焊接长度不小于拉条直径的5

倍。钢垫板在加工厂提前加工，材质为Q235B，螺母为国标产品，性能等级不低于5.6级，安装

时，先穿入钢垫板，然后安装螺母，并用扳手拧紧。

[0015] （6）模板及围檩安装：模板及支撑系统由环向围檩7、径向围檩8、木模板9和宝丽板

10组成。环向围檩、径向围檩均采用脚手架钢管，材质为Q235B，加工厂冷弯加工成圆弧形，

曲率半径根据需衬砌的球形穹顶的尺寸和围檩所处的具体位置计算确定。环向围檩、径向

围檩加工完成后用自卸汽车运至现场，先安装环向围檩，其间距为75cm，利用脚手架临时固

定，然后安装径向围檩，其最大间距为75cm。在径向围檩上安装木模板，为保证木模板的强

度和刚度，且能适应圆弧曲率的变化，木模板分为两层，每层厚度为1.5cm～2.0cm，用铁钉

分层固定在径向围檩上，木模安装完一层后，人工用刨子将木模板的凸起刨平，最后用小铁

钉将宝丽板固定在木模上。

[0016] （7）混凝土浇筑：混凝土采用分层浇筑，分层厚度30cm—50cm，混凝土入仓后，人工

手持插入式振捣器进行振捣，以混凝土粗骨料不再显著下沉并开始泛浆为准，避免漏振、欠

振或过振。混凝土浇筑时，既要控制浇筑上升速度不大于1m/h，又要保证在下层混凝土初凝

前及时对其覆盖，以防止拉条、围檩过载或形成冷缝。

[0017] 上述各实施例是对本发明的上述内容作进一步的说明，但不应该将此理解为本发

明上述主题的范围仅限于上述实施例。凡基于上述内容所实现的技术均属本发明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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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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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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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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