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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大跨度门式网壳塔架支撑施工方法，其

特征是根据网壳的结构特点对网壳的起步安装

和后续散装均采用塔架支撑施工。网壳的起步单

元分A、B两块，A、B两块均采用单边起拱的方式在

地面拼装完成，然后将A块一端吊起，绕支座球旋

转至设计高度，再立起塔架，把A块吊起的一端放

在塔架上，再将B块一端吊起，绕支座球旋转至设

计高度与A块空中对接。高空散装时为了减少网

壳下挠对施工质量、安全、速度的影响，设置塔架

作为临时支撑，塔架随着网壳的安装进度向前挪

动。本发明具有施工周期短，费用低，质量可控，

安全性高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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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大跨度门式网壳塔架支撑施工方法，其特征是根据网壳的结构特点对网壳的起

步安装和后续散装均采用塔架支撑施工；网壳的起步单元分A、B两块，A、B两块均采用单边

起拱的方式在地面拼装完成，然后将A块一端吊起，绕支座球旋转至设计高度，再立起塔架，

把A块吊起的一端放在塔架上，再将B块一端吊起，绕支座球旋转至设计高度与A块空中对

接；高空散装时为了减少网壳下挠对施工质量、安全、速度的影响，设置塔架作为临时支撑，

塔架随着网壳的安装进度向前挪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是它包括以下步骤：

第一：根据网壳的跨度及堆取料机基础的宽度，经过仿真验算将起步单元分为非对称

的A、B两块；

第二：单边起拱A块，起拱过程中增加张紧钢丝绳控制其弦长；

第三：将A块一端吊起，绕支座球旋转至设计高度；

第四：立起塔架，将A块吊起的一端放在塔架上；

第五：单边起拱B块，起拱过程中增加张紧钢丝绳控制其弦长；

第六：将B块一端吊起，绕支座球旋转至设计高度，然后与A块空中对接，对接时按照下

弦杆、腹杆、上弦杆的顺序依次进行；

第七：高空散装网壳，根据仿真验算结果设置塔架支撑点位置及高度，直至装配完成；

单边起拱过程中，支座球与筋板应采取箍绑措施，防止支座球在转动时滑脱筋板；每种

工况均需采用设计软件进行仿真验算，保证施工过程网壳的安全。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是起拱过程中支座球与筋板应采取箍绑措施，防

止支座球在转动时滑脱筋板，每安装三~四个网格，变换一次吊点位置，每安装五~六个网

格，在下弦位置变换一次张紧钢丝绳位置控制其弦长。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是A、B块对接完毕，进行吊车卸载及千斤顶活塞

的行程下行，卸载的比例及下行的位移按照悬挑一个轴线未合拢时，1.2倍的静载工况杆件

无超应力时的极限状态.。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是A、B块对接完毕，B块吊车全部卸载前，需在B块

对称设置支撑塔架，然后B块吊车全部卸载完毕撤除，进行高空散装作业；高空散装时根据

门式网壳结构的特点，墙面网壳部分采用之字形的散装方式，以便于人员上下，拱形网壳部

分采用上弦从跨中开始往墙面网壳位置安装合拢，下弦网壳部分从墙面网壳部分开始在跨

中位置合拢，当安装至下一轴线时，对称增加一组支撑塔架，支撑高度按照悬挑一个轴线未

合拢时，1.2倍的静载工况杆件无超应力时的极限状态，然后拆除前一组支撑塔架准备到下

一轴线时使用，如此反复散装墙面网壳、拱形网壳及交替移动支撑塔架至网壳安装完成。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是当网壳全部完成后进行塔架顶部千斤顶的卸

载工作，卸载顺序为四套塔架先后以每20mm的高度为一个流程，每卸载一个流程停顿5分

钟，然后观察网壳的变形情况，如无异常继续按照流程往下进行，直至全部卸载完毕，当发

现异常时，应停止卸载工作，查明原因制定处理措施后方可进行卸载工作，不可蛮干，保证

卸载安全。

7.卸载完成后将支撑塔架分段拆除，打包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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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大跨度门式网壳塔架支撑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钢结构施工技术，尤其是一种网壳塔架施工技术，具体地说是一

种大跨度门式网壳塔架支撑施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网壳被广泛地应用在煤炭、电力、水泥、钢铁、化工等行业，是为了保护堆取料机及

露天存放的煤炭等物料，并减少其对周围环境污染而专门建造的。特别是近两年，为了美化

环境，并满足环保要求，网壳储煤棚的数量大幅度增加，并且大多跨度在120m左右，甚至更

大。

[0003] 目前，大多数储煤棚网壳采用柱面，极少数采用门式网壳，所以对门式网壳的施工

方法不够成熟，特别是后续网壳高空散装，主要原因是门式网壳下挠变形大，采用常规的高

空散装方式安装速度慢，安装费用增加，甚至好多杆件的高强螺栓拧入深度不符合规范要

求，影响安装质量及结构的安全，采用大吨位吊车提吊安装，虽然能满足安装速度的需要，

但是由于吊车抗臂的影响，在每次安装至吊车位置时，需要将吊车撤走，结构合拢时处于变

形状态，这种永久性变形的缺陷会不断迭加，同样也会影响结构的安全。综合上述，我们采

用设计软件对整个安装过程进行了多次仿真验算，包括起步过程的吊点、张紧钢丝绳的绑

扎点，起步过程的支撑点，后续散装过程的支撑点位置及支撑点高度等，最后得出采用刚性

支撑架支撑安装既能保证安装速度，又能减少下挠变形，保证结构的安全。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现有的大跨度门式网壳施工采用大吨位吊车提吊安装存在

安装不便，变形叠架，影响结构安全的问题，发明一种大跨度门式网壳塔架支撑施工方法。

[0005]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

一种大跨度门式网壳塔架支撑施工方法，其特征是它包括以下步骤：

第一：根据网壳的跨度及堆取料机基础的宽度，经过仿真验算将起步单元分为非对称

的A、B两块；

第二：单边起拱A块，起拱过程中增加张紧钢丝绳控制其弦长；

第三：将A块一端吊起，绕支座球旋转至设计高度；

第四：立起塔架，将A块吊起的一端放在塔架上；

第五：单边起拱B块，起拱过程中增加张紧钢丝绳控制其弦长；

第六：将B块一端吊起，绕支座球旋转至设计高度，然后与A块空中对接，对接时按照下

弦杆、腹杆、上弦杆的顺序依次进行；

第七：高空散装网壳，根据仿真验算结果设置塔架支撑点位置及高度，直至装配完成；

单边起拱过程中，支座球与筋板应采取箍绑措施，防止支座球在转动时滑脱筋板；每种

工况均需采用设计软件进行仿真验算，保证施工过程网壳的安全。

[0006] 起拱过程中支座球与筋板应采取箍绑措施，防止支座球在转动时滑脱筋板，每安

说　明　书 1/4 页

3

CN 111058538 A

3



装三~四个网格，变换一次吊点位置，每安装五~六个网格，在下弦位置变换一次张紧钢丝绳

位置控制其弦长。

[0007] A、B块对接完毕，进行吊车卸载及千斤顶活塞的行程下行，卸载的比例及下行的位

移按照悬挑一个轴线未合拢时，1.2倍的静载工况杆件无超应力时的极限状态.

A、B块对接完毕，B块吊车全部卸载前，需在B块对称设置支撑塔架，然后B块吊车全部卸

载完毕撤除，进行高空散装作业；高空散装时根据门式网壳结构的特点，墙面网壳部分采用

之字形的散装方式，以便于人员上下，拱形网壳部分采用上弦从跨中开始往墙面网壳位置

安装合拢，下弦网壳部分从墙面网壳部分开始在跨中位置合拢，当安装至下一轴线时，对称

增加一组支撑塔架，支撑高度按照悬挑一个轴线未合拢时，1.2倍的静载工况杆件无超应力

时的极限状态，然后拆除前一组支撑塔架准备到下一轴线时使用，如此反复散装墙面网壳、

拱形网壳及交替移动支撑塔架至网壳安装完成。

[0008] 当网壳全部完成后进行塔架顶部千斤顶的卸载工作，卸载顺序为四套塔架先后以

每20mm的高度为一个流程，每卸载一个流程停顿5分钟，然后观察网壳的变形情况，如无异

常继续按照流程往下进行，直至全部卸载完毕，当发现异常时，应停止卸载工作，查明原因

制定处理措施后方可进行卸载工作，不可蛮干，保证卸载安全。卸载完成后将支撑塔架分段

拆除，打包回收。

[0009]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效果如表1所示。

[0010] 表1  有益效果对比表：

附图说明

[0011]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的网壳平面尺寸。

[0012] 图2是本发明A段单边起拱示意图。

[0013] 图3是本发明A段塔架支撑示意图。

[0014] 图4是本发明B段单边起拱示意较。

[0015] 图5是本发明A、B段对接完成状态示意图。

[0016] 图6是本发明起步单元网壳轴侧结构示意图。

[0017] 图7是本发明墙面网壳安装轴侧结构示意图、。

[0018] 图8是本发明拱段网壳安装轴侧结构示意图。

[0019] 图9是本发明的网壳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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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说明。

[0021] 如图1-9所示。

[0022] 一种大跨度门式网壳塔架支撑施工方法，以图1所示尺寸的网壳为例加以说明，它

包括以下步骤：

一、基础复核。

[0023] 首先根据设计图纸，由总监理工程师组织设计、施工等单位对土建单位弹出的基

础十字线进行轴线尺寸、位置、水平度、标高及支座锚栓位置等参数，按照设计及施工规范

要求进行复核，对不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要求的参数进行整改，对整改后的基础进行复核

无误后办理中间交接手续。支承面顶板的位置、标高、水平度以及支座锚栓的位置允许偏差

应符合表2规定。

[0024] 表2  支承面顶板、支座锚栓位置的允许偏差（mm）

二、起步单元选择。

[0025] 根据结构的特点及现场场地情况，首先对起步单元的位置及大小进行初步选择，

起步单元高宽比根据经验数据按小于等于3控制，初步选定好起步单元后，对起步单元进行

仿真验算，如起步单元在自重情况下满足风荷载和温度效应的共同作用时，起步单元的选

择即可满足作为独立支撑结构的需要。

[0026] 三、起步单元施工。

[0027] 1、起步单元拼装；

起步单元分块沿跨向拼装时，支座筋板与基础预埋件按设计要求焊接连接，支座球不

与支座筋板焊接，但是要有限位措施，保证支座球转动时不滑出支座筋板，起拱过程中每三

～四个网格变换一次吊点，变换吊点时起步单元拼装方向的一端放置在地面。随着起步单

元成拱长度增加，每五～六个网格变换一次张紧钢丝绳的位置。如图2-4.

2、高空对接

将A块一端吊起，绕支座球旋转至设计高度，然后立起塔架支撑于吊起端的下弦，A块吊

车撤除。然后将撤除的A块吊车移至B块一端，将B块吊起，绕支座球旋转至设计高度，然后与

A块空中对接，对接时按照下弦杆、腹杆、上弦杆的顺序依次进行。A、B块对接完毕，进行吊车

卸载及千斤顶活塞的行程下行，卸载的比例及下行的位移按照悬挑一个轴线未合拢时，1.2

倍的静载工况杆件无超应力时的极限状态。如图5-6所示。

[0028] 四、起步单元施工工况验算。

说　明　书 3/4 页

5

CN 111058538 A

5



[0029] 利用网壳的设计软件对起步单元划分的施工工况进行验算，采用汽车吊吊装时还

应考虑1.4倍的动力系数，验算工况包括起步单元拼装时每次变换吊点、放在地面及增加张

紧钢丝绳都要划分为一种工况，高空对接时A块吊装，A块支撑于塔架，B块吊装，空中对接完

成汽车吊卸载均单独作为一施工工况。验算内容应包括网壳结构应力、应力比、变形、吊点

反力、张紧钢丝绳的轴力等，根据验算结果再进行吊车及索具的选取。

[0030] 五、后续网壳高空散装。

[0031] A、B块对接完毕，B块吊车全部卸载前，需在B块对称设置支撑塔架，然后B块吊车全

部卸载完毕撤除，进行高空散装作业。高空散装时根据门式网壳结构的特点，墙面网壳部分

采用之字形的散装方式（便于人员上下），拱形网壳部分采用上弦从跨中开始往墙面网壳位

置安装合拢，下弦网壳部分从墙面网壳部分开始在跨中位置合拢，当安装至下一轴线时，对

称增加一组支撑塔架，支撑高度按照悬挑一个轴线未合拢时，1.2倍的静载工况杆件无超应

力时的极限状态，然后拆除前一组支撑塔架准备到下一轴线时使用，如此反复散装墙面网

壳、拱形网壳及交替移动支撑塔架至网壳安装完成。如图7、8所示。

[0032] 六、支撑塔架拆除。

[0033] 当网壳全部完成后进行塔架顶部千斤顶的卸载工作，卸载顺序为四套塔架先后以

每20mm的高度为一个流程，每卸载一个流程停顿5分钟，然后观察网壳的变形情况，如无异

常继续按照流程往下进行，直至全部卸载完毕，当发现异常时，应停止卸载工作，查明原因

制定处理措施后方可进行卸载工作，不可蛮干，保证卸载安全。卸载完成后将支撑塔架分段

拆除，打包回收。施工结束后的网壳如图9所示。

[0034] 本发明未涉及部分均与现有技术相同或可采用现有技术加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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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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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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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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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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