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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装配式多功能造型亭及其施工方法，包

括骨架和板材，骨架包括立柱、悬挑底板框架和

屋顶骨架，悬挑底板与地面支架预设悬挑距离，

包括基础底板和悬挑外廊；悬挑外廊包括悬挑

梁、底板边梁和支撑杆；悬挑梁底部设斜撑形成

三角形加强结构；立柱顶部挑高，实现整体屋架

的挑高；屋面檩条通过角度连接件与圈梁固连；

还设置储物柜、清洗槽、照明设备、护栏、玻璃幕

墙或推拉门，提高便利性。本发明工厂预制构件

现场组装，无焊接施工，绿色环保，对施工空间要

求低；悬浮外廊结构，利于地面通风、防潮和防蛇

鼠；立柱挑高，有效实现屋面坡度、檐口宽度和檐

口高度的协调适配；通过屋架部件模数调整，实

现模数内尺寸的变化组合，适配不同空间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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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装配式多功能造型亭，包括钢结构骨架和敷设于钢结构骨架上的板材，其特征

在于：所述钢结构骨架包括立柱（1）、悬挑底板框架（2）和屋顶骨架（3）；

所述立柱（1）有若干，底部固定在附着面上；

所述悬挑底板框架（2）水平设置，与底部附着面之间预留悬挑高度，包括中间的基础底

板（2.1）和周围的悬挑外廊（2.2）；

所述基础底板（2 .1）包括底板圈梁（2 .11）和中间的结构梁（2 .12）；所述底板圈梁

（2.11）由设于立柱（1）之间的钢梁组成，所述钢梁端部与立柱（1）固连；

所述悬挑外廊（2.2）包括悬挑梁（2.21）、底板边梁（2.22）和支撑杆（2.23）；所述悬挑梁

（2.21）设于底板圈梁（2.11）外围，内侧与底板圈梁（2.11）或立柱（1）固连，外侧悬挑，底部

设斜撑（2.26）形成三角形加强结构；所述底板边梁（2.22）绕悬挑梁（2.21）端部设置，支撑

杆（2.23）设于底板边梁与底板圈梁的围合区内；

所述屋顶骨架（3）设于立柱顶部，底部为顶部圈梁（3.1），顶面为屋架；所述立柱（1）顶

部向上延伸后在顶部圈梁（3.1）之上形成挑高柱（1.1），所述屋架屋脊处的檩条（3.2）搭设

于挑高柱（1.1）之上，实现整体屋架的挑高；屋面上的檩条（3.2）通过角度连接件（5）与顶部

圈梁（3.1）固连；所述屋架底面与顶部圈梁（3.1）底面平齐，板材包覆后形成水平檐口；

还包括吊顶（8），包括吊杆（8.1）和吊顶板（8.2），所述吊杆（8.1）竖向设置，顶端直接固

定在檩条（3.2）上，底端与吊顶板（5.2）固连。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装配式多功能造型亭，其特征在于：所述造型亭设于水

中，所述立柱（1）的底端设锚板（1.2），所述锚板（1.2）与预浇在水底混凝土墩内的地脚锚栓

（1.5）固定；所述悬挑底板框架（2）位于水面之上。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装配式多功能造型亭，其特征在于：所述造型亭为矩形

亭；所述屋架为左右对称的单层架体结构，包括中间的主体架和设于主体架前后两端的燕

尾架；其中所述主体架为依据造型亭长度进行模数调节的模数屋架；所述屋架的顶部开设

天窗（3.4），天窗（3.4）周围配设隐藏式电动窗帘。

4.根据权利要求1任意一项所述的一种装配式多功能造型亭，其特征在于：所述立柱

（1）与底板圈梁（2.11）或顶部圈梁（3.1）通过工字钢连接件（4）进行连接；所述工字钢连接

件（4）的上下翼缘板均水平设置，中间腹板外侧截短并设置螺栓孔；所述底板圈梁（2.11）和

顶部圈梁（3.1）为工字钢，其连接端插入工字钢连接件（4）的上下翼缘板之间，对应翼缘板

叠合部分通过螺栓连接，两腹板拼合后通过单向连接板（6）螺栓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装配式多功能造型亭，其特征在于：所述悬挑外廊（2.2）

的悬挑梁（2.21）包括悬挑主梁（2.24）和悬挑副梁（2.25）；所述悬挑主梁（2.24）成对设于立

柱（1）上，两悬挑主梁（2.24）水平设置且横纵互相垂直；所述斜撑（2.26）设于悬挑主梁

（2.24）底部，其外侧于悬挑主梁（2.24）底部固定，内侧与立柱（1）连接；所述悬挑副梁

（2.25）设于相邻主悬挑梁（2.24）之间。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装配式多功能造型亭，其特征在于：所述角度连接件（5）

包括水平的下翼缘板、外低内高的上翼缘板和中间的腹板，所述下翼缘板与顶部圈梁（3.1）

的上翼缘板焊接固定，所述上翼缘板与檩条（3.2）的下翼缘板螺栓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装配式多功能造型亭，其特征在于：所述吊顶板（8.2）与

悬挑外廊（2.2）对应的部分为水平板，内部与基础底板（2.1）对应的中间部分为漏斗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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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装配式多功能造型亭，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储物柜（9）、清

洗槽（10）和/或照明设备，所述清洗槽（10）通过水管与外界水路连通，所述照明设备通过电

线与外界电源连通；所述水管和电线均为暗埋施工。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装配式多功能造型亭，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玻璃幕墙或推

拉门（7），所述玻璃幕墙或推拉门设于立柱之间，为透明或半透明式结构。

10.一种权利要求1-9任意一项所述的一种装配式多功能造型亭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

于，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一、准备工作：依据设计要求，确定悬挑底板框架（2）的悬挑高度，以及立柱顶部挑

高柱（1.1）的高度；

步骤二、构件工厂预制及附着面施工：在工厂预制钢结构构件，并进行附着面准备；并

进行附着面准备，且强弱电和给排水预留到位；

步骤三、立柱（1）安装：在附着面上安装立柱（1），并调整垂直度和水平度；

步骤四、基础底板（2.1）施工：根据预设的高度要求，安装底板圈梁（2.11），在底板圈梁

（2.11）内部安装结构梁（2.12），并设置其他副梁，保证上表面平整度，所有连接处均采用螺

栓连接；

步骤五、悬挑外廊（2.2）施工：在立柱（1）上安装两根悬挑主梁（2.24），并对应设斜撑

（2.26），进行悬挑主梁（2.25）、底板边梁（2.22）和其余支撑杆（2.23）的安装，保证上表面平

整度，所有连接处均采用螺栓连接；

步骤六、铺设底板：底部整体框架完成后，进行底板铺设；

步骤七、脚手架搭设：搭设脚手架，便于顶部结构搭建；

步骤八、屋顶骨架施工：顶部圈梁（3.1）通过滑轮提升高度至立柱顶部事先焊接好的工

字钢连接件（4）位置，安装完成后，进行檩条（3.2）与挑高柱（1）或顶部圈梁（3.1）的固定；最

后进行环向小檩条及屋顶边梁（3.5）的安装；

步骤九、屋面系统及吊顶施工：进行屋面系统铺设、吊顶施工及管线安装类隐蔽工程；

步骤十、玻璃幕墙或推拉门施工：在立柱之间进行玻璃幕墙或推拉门安装施工，完成后

进行室内储物柜、清洗槽和/或照明设备的安装；

步骤十一、整体质检，拆除脚手架，至此施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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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装配式多功能造型亭及其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造型亭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装配式多功能造型亭及其施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在花园、公园或园区基地等，经常需要安装休憩亭，随着建筑领域的发展和人们对

生活舒适度的追求，人们对造型亭的要求越来越高，以便获得更健康便捷的使用体验。在装

配式建筑广泛推广的大背景下，装配式造型亭技术也有所发展，然而很多造型亭仍然存在

结构复杂、构件多、强度不能保证、现场施工空间要求高的技术问题，此外，很多项目对檐口

倾斜角度、檐口底面水平度、屋面坡度等同时有要求，如何有效实现屋面坡度、檐口宽度和

檐口度的协调统一，并通过部件的通用模数，实现模数内尺寸的变化组合方式，适配不同的

空间大小需求，是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装配式多功能造型亭及其施工方法，解决现有技术中

造型亭结构复杂、构件多、成本高、现场施工空间要求高及造价高的技术问题；同时解决屋

面坡度、檐口宽度和檐口高度的协调统一问题。

[0004] 为实现上述技术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一种装配式多功能造型亭，包括钢结构骨架和敷设于钢结构骨架上的板材，其特征在

于：所述钢结构骨架包括立柱、悬挑底板框架和屋顶骨架；

所述立柱有若干，底部固定在附着面上；

所述悬挑底板框架水平设置，与底部附着面之间预留悬挑高度，包括中间的基础底板

和周围的悬挑外廊；

所述基础底板包括底板圈梁和中间的结构梁；所述底板圈梁由设于立柱之间的钢梁组

成，所述钢梁端部与立柱固连；

所述悬挑外廊包括悬挑梁、底板边梁和支撑杆；所述悬挑梁设于底板圈梁外围，内侧与

底板圈梁或立柱固连，外侧悬挑，底部设斜撑形成三角形加强结构；所述底板边梁绕悬挑梁

端部设置，支撑杆设于底板边梁与底板圈梁的围合区内；

所述屋顶骨架设于立柱顶部，底部为顶部圈梁，顶面为屋架；所述立柱顶部向上延伸后

在顶部圈梁之上形成挑高柱，所述屋架屋脊处的檩条搭设于挑高柱之上，实现整体屋架的

挑高；屋面上的檩条通过角度连接件与顶部圈梁固连；所述屋架底面与顶部圈梁底面平齐，

板材包覆后形成水平檐口，能更好匹配窄边的门窗安装；

还包括吊顶，包括吊杆和吊顶板，所述吊杆竖向设置，顶端直接固定在檩条上，底端与

吊顶板固连。

[0005] 其中，作为本发明的优选技术方案，所述造型亭设于水中，所述立柱的底端设锚

板，所述锚板与预浇在水底混凝土墩内的地脚锚栓固定；所述悬挑底板框架位于水面之上。

[0006] 进一步优选的，所述造型亭为矩形亭；所述屋架为左右对称的单层架体结构，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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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的主体架和设于主体架前后两端的燕尾架；其中所述主体架为依据造型亭长度进行模

数调节的模数屋架；所述屋架的顶部开设天窗，天窗周围配设隐藏式电动窗帘。

[0007] 进一步优选的，所述立柱与底板圈梁或顶部圈梁通过工字钢连接件进行连接；所

述工字钢连接件的上下翼缘板均水平设置，中间腹板外侧截短并设置螺栓孔；所述底板圈

梁和顶部圈梁为工字钢，其连接端插入工字钢连接件的上下翼缘板之间，对应翼缘板叠合

部分通过螺栓连接，两腹板拼合后通过单向连接板螺栓连接，工字钢连接件的设置能极大

减少安装锚栓的数量。

[0008] 进一步优选的，所述悬挑外廊的悬挑梁包括悬挑主梁和悬挑副梁；所述悬挑主梁

成对设于立柱上，两悬挑主梁水平设置且横纵互相垂直；所述斜撑设于悬挑主梁底部，其外

侧于悬挑主梁底部固定，内侧与立柱连接；所述悬挑副梁设于相邻主悬挑梁之间。

[0009] 进一步优选的，所述角度连接件包括水平的下翼缘板、外低内高的上翼缘板和中

间的腹板，所述下翼缘板与顶部圈梁的上翼缘板焊接固定，所述上翼缘板与檩条的下翼缘

板螺栓连接。

[0010] 进一步优选的，所述吊顶板与悬挑外廊对应的部分为水平板，内部与基础底板对

应的中间部分为漏斗形。

[0011] 进一步优选的，还包括储物柜、清洗槽和/或照明设备，所述清洗槽通过水管与外

界水路连通，所述照明设备通过电线与外界电源连通；所述水管和电线均为暗埋施工。

[0012] 更优选的，还包括玻璃幕墙或推拉门，所述玻璃幕墙或推拉门设于立柱之间，为透

明或半透明式结构。

[0013] 此外，本发明还提供上述的一种装配式多功能造型亭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

括如下步骤：

步骤一、准备工作：依据设计要求，确定悬挑底板框架的悬挑高度，以及立柱顶部挑高

柱高度；

步骤二、构件工厂预制及附着面施工：在工厂预制钢结构构件，并进行附着面准备；并

进行附着面准备，且强弱电和给排水预留到位；

步骤三、立柱安装：在附着面上安装立柱，并调整垂直度和水平度；

步骤四、基础底板施工：根据预设的高度要求，安装底板圈梁，在底板圈梁内部安装结

构梁，并设置其他副梁，保证上表面平整度，所有连接处均采用螺栓连接；

步骤五、悬挑外廊施工：在立柱上安装两根悬挑主梁，并对应设斜撑，进行悬挑主梁、底

板边梁和其余支撑杆的安装，保证上表面平整度，所有连接处均采用螺栓连接；

步骤六、铺设底板：底部整体框架完成后，进行底板铺设；

步骤七、脚手架搭设：搭设脚手架，便于顶部结构搭建；

步骤八、屋顶骨架施工：顶部圈梁通过滑轮提升高度至立柱顶部事先焊接好的工字钢

连接件位置，安装完成后，进行檩条与挑高柱或顶部圈梁的固定；最后进行环向小檩条及屋

顶边梁的安装；

步骤九、屋面系统及吊顶施工：进行屋面系统铺设、吊顶施工及管线安装类隐蔽工程；

步骤十、玻璃幕墙或推拉门施工：在立柱之间进行玻璃幕墙或推拉门安装施工，完成后

进行室内储物柜、清洗槽和/或照明设备的安装；

步骤十一、整体质检，拆除脚手架，至此施工完成。

说　明　书 2/6 页

5

CN 111425017 A

5



[001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技术优势在于：

1、底板及屋顶的高度可依据需求进行灵活调节，通过屋架部件模数调整，实现模数内

尺寸的变化组合，适配不同空间需求，适配性强，屋顶通过立柱顶部挑高柱及角度连接件的

配合，有效实现屋面坡度、檐口宽度和檐口高度的协调，适用于对檐口倾斜角度、檐口底面

水平度、屋面坡度有要求的项目，可与多种风格的建筑流派的庭院有机融合，自适应各种生

活、休闲、运动场景，并相得益彰；

2、悬浮的外廊结构，从地面通风防潮、防蛇鼠等更加优异，同时也通过外廊方式，使亭

子更加密切融入自然环境，获得更友好亲密体验方式；

3、底板悬挑主梁、立柱和斜撑形成三角支撑结构，有效保证了框架的稳定性和强度；

4、立柱与圈梁之间采用工字钢连接件作为连接件，工字钢连接件在工厂预制时既与立

柱焊接，在上下翼缘板及腹板上对应分别开孔，与圈梁对应翼缘板叠合部分通过螺栓连接，

两腹板拼合后通过单向连接板，相对于现有的牛腿配合三个单向连接板的连接方式，极大

的降低了锚栓的使用量，操作方便，成本低。

[0015] 5、装配式建筑工艺，可大大缩短时间周期，现场拼装声音较小，不影响已使用空间

的正常活动，同时现场组装不存在切割、焊接等有安全隐患的工艺程序，且不会受人为影响

忽略细节的安装。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发明涉及的装配式多功能造型亭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图2为本发明涉及的整体骨架的结构示意图；

图3为图2中A的局部放大结构示意图；

图4为图3的底部构造示意图；

图5为本发明涉及的悬挑主梁与立柱的设置关系示意图；

图6为本发明涉及的立柱上的工字钢连接件的构造示意图；

图7为本发明涉及的悬挑副梁的构造示意图；

图8为图2中B的局部放大结构示意图；

图9为本发明涉及的檩条与挑高柱的设置关系示意图；

图10为本发明涉及的角度连接件的设置关系示意图；

图11为本发明涉及的吊顶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7] 附图标记：1-立柱、1.1-挑高柱、1.2-锚板、1.3-小段悬臂、1.4-连接斜板、1.5-地

脚锚栓、2-悬挑底板框架、2.1-基础底板、2.11-底板圈梁、2.12-结构梁、2.2-悬挑外廊、

2.21-悬挑梁、2.22-底板边梁、2.23-支撑杆、2.24-悬挑主梁、2.25-悬挑副梁、2.26-斜撑、

3-屋顶骨架、3.1-顶部圈梁、3.2-檩条、3.3-耳板、3.4-天窗、3.5-屋顶边梁、4-工字钢连接

件、5-角度连接件、6-单向连接板、7-玻璃幕墙或推拉门、8-吊顶、8.1-吊杆、8.2-吊顶板、9-

储物柜、10-清洗槽。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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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19] 如图1和图2，一种装配式多功能造型亭，包括整体骨架，其特种在于：整体骨架为

钢结构骨架，包括立柱、悬挑底板框架2和屋顶骨架3；

立柱1有若干，设于造型亭周围，底部通过混凝土墩固定在附着面上；造型亭的形状不

限制，可以为圆形、矩形或其他可行的任意形状，本实施例中造型亭为矩形亭，通过部件的

通用模数，实现模数内尺寸的变化组合方式，适配不同的空间大小需求，矩形亭的四个角部

分别设置立柱，相应的，所述底板圈梁和顶部圈梁均为矩形框梁矩形亭的四个角部分别设

置立柱1，相应的，底板圈梁2.11和顶部圈梁3.1均为矩形框结构。

[0020] 如图3-5，悬挑底板框架2水平设于立柱1底端靠上位置，包括中间的基础底板2.1

和周围的悬挑外廊2.2；基础底板2.1包括周围的底板圈梁2.11和中间的结构梁2.12，底板

圈梁2.11为闭合框梁，由设于相邻立柱1之间的多段钢梁组成；钢梁与立柱1通过工字钢连

接件4实现连接，如图5，工字钢连接件4的上下翼缘板均水平设置，中间腹板外侧截短并设

置螺栓孔；底板圈梁2.11和顶部圈梁3.1也为工字钢，其连接端插入工字钢连接件4的上下

翼缘板之间，翼缘板叠合部分分别通过螺栓连接，两腹板拼合后通过单向连接板6螺栓连

接。结构梁2.12设于底板圈梁2.11内，两端与底板圈梁2.11固连；悬挑外廊2.2包括悬挑梁

2.21、底板边梁2.22和支撑杆2.23；悬挑梁2.21辐射状设于底板圈梁2.11外侧，内侧与底板

圈梁2.11固连，外侧悬挑，底部设斜撑2.26形成三角形加强结构；悬挑梁2.21包括悬挑主梁

2.24和悬挑副梁2.25，悬挑主梁2.24设于立柱1外侧，两根悬挑主梁2.24分别对应底板圈梁

2.11的横向梁和纵向梁设置；斜撑2.26对应设于悬挑主梁2.24底部，其外侧与设于悬挑主

梁2.24底部的单向连接板6螺栓连接，内侧与安装在立柱底部侧壁或锚板上的小段悬臂1.3

固连；悬挑副梁2.25设于相邻主悬挑梁2.24之间。悬挑副梁2.25为工字钢，其内侧腹板和上

下翼缘板分别通过单向连接板6与底板圈梁2.11固连。

[0021] 如图7，悬挑副梁2.25外侧底部下翼缘板和部分腹板切削后形成外窄内宽的梁体；

支撑杆2.23通过单向连接板6与腹板侧面固连。底板边梁2.22绕悬挑梁2.21端部设置，支撑

杆2.23设于底板边梁2.22与底板圈梁2.11的围合区内。

[0022] 如图8-10，屋顶骨架3设于立柱顶部，包括顶部圈梁3.1和屋架；顶部圈梁3.1水平

设于立柱1顶端靠下位置，由设于相邻立柱1之间的多段钢梁组成，钢梁与立柱1通过工字钢

连接件4实现连接，工字钢连接件4的上下翼缘板均水平设置，中间腹板外侧截短并设置螺

栓孔；顶部圈梁3.1为工字钢，其连接端插入工字钢连接件4的上下翼缘板之间，翼缘板叠合

部分分别通过螺栓连接，两腹板拼合后通过单向连接板6螺栓连接；屋架的檩条3.2搭设于

立柱1顶端的挑高柱1.1上，实现整体屋架的挑高；相邻立柱1之间的檩条3.2通过角度连接

件5与顶部圈梁3.1固连，角度连接件5包括水平的下翼缘板、外低内高的上翼缘板和中间的

腹板，下翼缘板与顶部圈梁3.1的上翼缘板焊接固定，上翼缘板与檩条3.2的下翼缘板螺栓

连接；檩条3.2底端形成檐口，檐口与顶部圈梁3.1底面平齐。一般顶部圈梁3.1与立柱1顶端

的距离即挑高柱1.1上的高度范围为41.5～90.4mm；檩条3.2为工字钢，其与立柱1连接处的

下翼缘板两侧设耳板3.3，耳板3.3与设于立柱1顶部的连接斜板1.4螺栓连接。屋顶骨架3的

屋架顶部开设天窗3.4，所述位于檩条顶面，并通过装配式屋面实现结构匹配，檩条3.2设于

天窗3.4窗框与顶部圈梁3.1之间，另有电动窗帘，所述电动窗帘隐藏设于顶部H型檩条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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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

[0023] 另外，如图11，本发明的造型亭还设有吊顶8，包括吊杆8.1和吊顶板8.2，所述吊杆

8.1竖向设置，顶端直接固定在檩条3.2上，底端与吊顶板5.2固连；所述吊顶板8.2与悬挑外

廊2.2对应的部分为水平板，内部与基础底板2.1对应的中间部分为漏斗形。

[0024] 造型亭基础可以预浇于户外基地，也可以设于水中，形成亭子飘浮于水面的视觉

效果，立柱1底部深入水底后，底端与混凝土墩内的地脚锚栓1.2的预埋板焊接固定，预埋板

上设预留孔，预埋筋自下而上穿过预留孔并与预埋板螺栓固定；悬挑底板框架2水平设于水

面之上；立柱1与底板圈梁2.11或顶部圈梁3.1连接的部位设置工字钢连接件4，工字钢连接

件4的上下翼缘板均水平设置，中间腹板外侧截短并设置螺栓孔；底板圈梁2.11和顶部圈梁

3.1也为工字钢，其连接端插入工字钢连接件4的上下翼缘板之间，翼缘板叠合部分分别通

过螺栓连接，两腹板拼合后通过单向连接板6螺栓连接。

[0025] 为了更进一步的完善造型亭，提高使用舒适度，本发明还在造型亭内部一侧设置

储物柜9和清洗槽10，类似橱柜设计，清洗槽10通过水管与外界水路连通，在吊顶上安装照

明设备，照明设备通过电线与外界电源连通；其中水管和电线均为暗埋施工；在造型亭任意

一侧或多个侧面或全部侧面设置玻璃幕墙或推拉门，玻璃幕墙或推拉门设于立柱之间，为

透明或半透明式结构；还可在设置护栏，所述护栏围设在悬挑外廊2.2周围。

[0026] 具体施工时，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一、准备工作：依据设计要求，确定悬挑底板框架距离附着面的悬挑高度以及立柱

顶部挑高柱的高度；

步骤二、构件工厂预制及附着面施工：在工厂预制钢结构构件，并进行附着面准备；

步骤三、立柱安装：在附着面上安装立柱并调整垂直度，通过预埋地脚锚栓螺母和比螺

杆直径略大的方形垫片，调整立柱1的三轴水平和垂直空间位置；

步骤四、基础底板施工：根据预设的高度要求，安装底板圈梁，在底板圈梁内部安装结

构梁，并设置其他副梁，所有连接处均采用螺栓连接；让出表面锚栓和码件固定产生的高

差，获得相应亭内地面平整，便于后续地板装饰材料的安装铺设；

步骤五、悬挑外廊施工：在立柱上安装两根悬挑主梁，并对应设斜撑，悬挑主梁2.24底

部预设单向连接板6，底部柱侧预焊接小段悬臂1.3，斜撑2.26两端分别与小段悬臂1.3和单

向连接板6螺栓连接，进行悬挑主梁、底板边梁和其余支撑杆的安装，所有连接处均采用螺

栓连接；有边梁体的连接上端面连接均为同一平面，以便保证后续边梁四周收边面的平整

度。

[0027] 步骤六、铺设底板：底部整体框架完成后，进行底板铺设；

步骤七、脚手架搭设：搭设脚手架，便于顶部结构搭建；

步骤八、屋顶骨架施工：顶部圈梁通过滑轮提升高度至立柱顶部事先焊接好的工字钢

连接件位置，安装完成后，进行檩条与挑高柱或顶部圈梁的固定；最后进行环向小檩条及屋

顶边梁的安装；顶部圈梁和底板圈梁安装完成后，两根整根较长檩条跟顶部圈梁通过事先

焊在圈梁上的角度连接件进行螺栓固定；整根较长檩条安装固定后，小檩条与圈梁跟长檩

条事先焊好的连接件进行固定，所有小檩条通过此种方式固定完毕后进行顶部天窗小圈梁

螺栓固定。边梁的上端面需与四周的檩条上端面保持同一水平面。四周安装完毕后，整体结

构搭建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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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步骤九、屋面系统及吊顶施工：进行屋面系统铺设、吊顶施工及管线安装类隐蔽工

程；

步骤十、玻璃幕墙或推拉门施工：在立柱之间进行玻璃幕墙或推拉门安装施工，完成后

进行室内储物柜、清洗槽和/或照明设备的安装；

步骤十一、整体质检，拆除脚手架，至此施工完成。

[0029] 本发明涉及的板材施工，如屋面板（包括屋顶铝板、保温层、防水卷材和欧松板）和

地面板等的铺设施工等，除特别说明外，均按照现有装配式技术组合施工，此处不再赘述。

[0030] 本发明造型亭结构均为金属结构，外表层涂层均由工厂标准化一体处理工艺，金

属结构及涂层处理做到安全、稳定、耐磨、防水等性能特征；适配性强，可与多种风格的建筑

流派的庭院有机融合，自适应各种生活、休闲、运动场景，并相得益彰。装配式建筑工艺，可

大大缩短时间周期，现场拼装声音较小，不影响已使用空间的正常活动，同时现场组装不存

在切割、焊接等有安全隐患的工艺程序，且不会受人为影响忽略细节的安装。产品从加工生

产开始，都会对每款零部件进行定量标号、二维码溯源，安装过程中工人也会根据安装规范

工艺进行每一道工作，有效稳妥保证现场“三不原则”：不浪费材料、不窝工、不吵闹、不遗

漏；另外可实现“三省原则”：省时、省费、省心。此外，可以将水暖电三个系统很好的融合到

产品中，可实现用户“户外客厅”水暖电自主供应，让“户外客厅”成为用户愿意长久停留接

近住宅室内的舒适场所。

[0031] 本发明通过较强的方案设计、精准模块化的生产、便捷的现场安装，以及多种强大

功能的融入，在实践中给用户带来安全、舒适、便捷的用户体验，同时大大降低了成本造价，

是本产品的核心竞争力。

[0032] 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显然本发明不限于上述示范性实施例的细节，而且在

不背离本发明的精神或基本特征的情况下，能够以其他的具体形式实现本发明。因此，无论

从哪一点来看，均应将实施例看作是示范性的，而且是非限制性的，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

利要求而不是上述说明限定，因此旨在将落在权利要求的等同要件的含义和范围内的所有

变化囊括在本发明内，不应将权利要求中的任何附图标记视为限制所涉及的权利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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