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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用于一般建筑物构造的覆盖大

面积空间的结构领域，具体为一种首吊单元的整

体吊装结合悬挑安装的施工方法。第一步、施工

分区；第二步、确定网架施工流程；第三步、首吊

单元网架安装；第四步、首吊单元网架吊装。本发

明强度高，施工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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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首吊单元的整体吊装结合悬挑安装的施工方法，用于网架吊装施工，其特征是：

按如下步骤依次实施：

第一步、施工分区：

把网架(1)从左至右分为A、B、C和D共四个区块(11)进行加工制作及现场安装，每个区

块(11)又分为至少九个区块单元(12)，每个区块(11)的各个区块单元(12)各有一个作为首

吊单元(2)；

第二步、确定网架施工流程：

首吊单元(2)为地面拼装整体抬吊，完成后从左至右按A～D的顺序依次悬挑散装其余

区块单元(12)，然后进行高空悬挑散装安装区块单元(12)以安装各个区块(11)；

第三步、首吊单元网架安装：

首吊单元地面拼装流程：

网架(1)各个区块(11)各自的首吊单元(2)要求拼装部位下部基础平整坚实，浇筑垫层

硬化后进行首吊单元(2)拼装，首先在网架(1)的拼装区域放线定位，避开支撑钢柱定位下

弦球节点坐标，并布置胎架，调整标高支托标高；

首吊单元拼装工艺：

①  线及钢柱检查：

检查钢柱轴线尺寸及标高，合格后方能在高空柱顶放线、验收，放线时在钢柱边缘搭设

临时爬梯，

由测量部门提供柱顶轴线位移情况，网架(1)安装前对提供的网架支承点位置、尺寸进

行复验，定出各支座支承面中心点，然后校对各轴线位置后，才能进行网架的拼装，为防止

网架安装时尺寸的累积误差，施工时以中部轴线为两条基准控制线分别向两端方向安装，

安装时检查杆件的加工长度，在地面试拼装一个跨间网架，采用卷尺测量整条，整块网架的

整体长度，确认无误后根据柱顶埋件尺寸放线定位、网架安装；

② 安装下弦平面网架：

将第一跨间支座与下弦杆件、下弦球节点安装就位，组成纵向平面网格，在下弦球节点

底部采用垫木或千斤顶作为临时支点，并用全站仪进行网架下弦球定位，保证下弦球的平

面位置及平整度，

安装第一单元格的腹杆与上弦球，第一个锥为一球四腹杆的小单元，就位后与下弦球

拧入、固定，

第二个锥体起为先装一球一弦杆二腹杆的三角锥，再安装另外两根腹杆，逐步循环安

装完第一单元的网架，

检查网架网格尺寸，检查网架纵向尺寸与网架矢高，检查网架位置，如有偏差，可以调

整临时支点的位置和高低，以校准网架位置尺寸；

③ 安装上弦倒三角网格：

从边跨开始首先将一球一上弦二腹杆的三角锥，以后为一球二上弦二腹杆的四角锥，

将二斜腹杆支撑在下弦球上，施工人员在上方拉紧上弦杆，使上弦杆逐步靠近已安装好的

上弦球，拧入螺栓球孔，要求构件的磨擦面应保持干燥，螺栓球应顺畅穿入球孔内，穿入方

向要一致，分两次拧紧；

④  调整紧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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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架安装过程中应随时测量检查网架质量，标高、网格尺寸及对角线，检查网架纵向长

度、横向长度、网格矢高，网架轴线与建筑基础轴线，检查网架整体挠度，严格控制网架上下

弦尺寸，确保每个螺栓均旋紧到位，随时检查各临时支点的下沉情况，如有下降，及时加固，

在各临时支点未拆除前进行调整，检查网架整体尺寸合格后，检查支座位置是否偏移尺寸，

各部尺寸合格后，进行支座焊接；

第四步、首吊单元网架吊装：

网架吊装：

首吊单元(2)地面拼装完成后进行吊装，网架(1)在地面进行试装，拼装时下弦间隔三

个网格下弦球节点位置采用千斤顶顶升调整下弦标高，用水准仪进行控制，达到设计标高，

高强螺栓拧入深槽，安装完成后对网架(1)杆件长度，锥体高度，对角线长度，单元长度，网

格尺寸进行复核，确认无误后方可进行起吊，吊装前在设计吊点位置采用钢丝绳绑扎在网

架(1)吊点的下弦球上，根据现场场地布置情况，吊车选择根据起重量、工作半径选定四部

70ton汽车吊，起吊时将吊物吊起离地10cm～30cm处停机检查，检查起重设备的稳定性、制

动器的可靠性、吊物的平稳性、绑扎的牢固性，支腿处垫平压实无沉降，确认无误后方可再

行起吊；

在钢上柱设置标高线或设置标尺，网架每吊装1m～5m的一定高度进行停机检查的方

法，检查内容：网架四角支座点与钢柱的标高线的位置情况、网架的水平情况；

网架吊装就位：

当网架(1)吊装至预埋件上部200mm高度时吊车停止上升，扶稳网架(1)，使网架支座对

准轴线逐渐就位，检查所有支座位置无误后，控制好标高，吊车逐渐松钩，吊车收臂。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首吊单元的整体吊装结合悬挑安装的施工方法，其特征是：

第二步时，

以自左至右分别为第1列、第2列、……、第n列，以自上至下分别为第1行、第2行、……、

第n行，

A区块(11)分为两行六列纵横对齐的十二个区块单元(12)，各区块单元(12)的高空悬

挑散装安装顺序分别为：第1行：6、4、1、0、3、5，第2行：5、3、2、1、2、4，

B区块(11)分为两行七列纵横对齐的十四个区块单元(12)，各区块单元(12)的高空悬

挑散装安装顺序分别为：第1行：6、4、1、0、3、5、7，第2行：5、3、2、1、2、4、6，

C区块(11)分为三行六列纵横对齐的十七个区块单元(12)，其中第三行第一列不设区

块单元(12)，各区块单元(12)的高空悬挑散装安装顺序分别为：第1行：8、6、1、0、5、8，第2

行：7、5、2、1、4、7，第3行：不设、4、3、2、3、6，

D区块(11)分为三行三列纵横对齐的九个区块单元(12)，各区块单元(12)的高空悬挑

散装安装顺序分别为：第1行：6、1、0，第2行：5、2、1，第3行：4、3、2，

高空悬挑散装安装顺序中，各区块单元(12)根据顺序数字由小及大依次安装，0表示首

吊单元，如顺序数字相等则表示可任意取先后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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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吊单元的整体吊装结合悬挑安装的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用于一般建筑物构造的覆盖大面积空间的结构领域，具体为一种首吊

单元的整体吊装结合悬挑安装的施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传统钢网架安装是将钢结构网架整个在地面或者平台拼装完毕，利用吊装机械垂

直或水平吊装在需要安装的部位，最后进行调整和固定，施工顺序从一边开始依次进行逐

一安装施工，保证网架构成一个完整的刚度整体。这种方法不易实现强度高、抗震好的网

架，且施工较慢。

发明内容

[0003] 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缺陷，提供一种强度高、抗震好、施工快速的，本发明公开了

一种用于屋面钢网架的整体吊装结合悬挑安装的施工方法。

[0004] 本发明通过如下技术方案达到发明目的：

一种首吊单元的整体吊装结合悬挑安装的施工方法，用于网架吊装施工，其特征是：按

如下步骤依次实施：

第一步、施工分区：

根据该工程工作量大，工期紧迫的特点，同时结合本公司多年从事大型网架结构工程

的加工制作及施工经验，把网架从左至右分为A、B、C和D共四个区块进行加工制作及现场安

装，每个区块又分为至少九个区块单元，每个区块的各个区块单元各有一个作为首吊单元，

能更好在保证现场施工的组织协调工作，避免现场材料有混乱及人工、工期的浪费；

第二步、确定网架施工流程：

首吊单元为地面拼装整体抬吊，完成后从左至右按A～D的顺序依次悬挑散装其余区块

单元，然后进行高空悬挑散装安装区块单元以安装各个区块；

第三步、首吊单元网架安装：

首吊单元地面拼装流程：

网架各个区块各自的首吊单元要求拼装部位下部基础平整坚实，浇筑垫层硬化后进行

首吊单元拼装，首先在网架的拼装区域放线定位，避开支撑钢柱定位下弦球节点坐标，并布

置胎架，调整标高支托标高；

首吊单元拼装工艺：

①  线及钢柱检查：

检查钢柱轴线尺寸及标高，合格后方能在高空柱顶放线、验收，放线时在钢柱边缘搭设

临时爬梯便于施工人员埋行测量放线及支座定位，保证人员上下安全，

由测量部门提供柱顶轴线位移情况，网架安装前对提供的网架支承点位置、尺寸进行

复验，定出各支座支承面中心点，然后校对各轴线位置后，才能进行网架的拼装，为防止网

架安装时尺寸的累积误差，施工时以中部轴线为两条基准控制线分别向两端方向安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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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时检查杆件的加工长度，在地面试拼装一个跨间网架，采用卷尺测量整条，整块网架的整

体长度，确认无误后根据柱顶埋件尺寸放线定位、网架安装；

② 安装下弦平面网架：

将第一跨间支座与下弦杆件、下弦球节点安装就位，组成纵向平面网格，在下弦球节点

底部采用垫木或千斤顶作为临时支点，并用全站仪进行网架下弦球定位，保证下弦球的平

面位置及平整度，

安装第一单元格的腹杆与上弦球，第一个锥为一球四腹杆的小单元，就位后与下弦球

拧入、固定，

第二个锥体起为先装一球一弦杆二腹杆的三角锥，再安装另外两根腹杆，逐步循环安

装完第一单元的网架，

检查网架网格尺寸，检查网架纵向尺寸与网架矢高，检查网架位置，如有偏差，可以调

整临时支点的位置和高低，以校准网架位置尺寸；

③ 安装上弦倒三角网格：

从边跨开始首先将一球一上弦二腹杆的三角锥，以后为一球二上弦二腹杆的四角锥，

将二斜腹杆支撑在下弦球上，施工人员在上方拉紧上弦杆，使上弦杆逐步靠近已安装好的

上弦球，拧入螺栓球孔，要求构件的磨擦面应保持干燥，螺栓球应顺畅穿入球孔内，穿入方

向要一致，必须分两次拧紧，每组高强度螺栓当天要拧完，不得漏拧；

④  调整紧固：

网架安装过程中应随时测量检查网架质量，标高、网格尺寸及对角线，检查网架纵向长

度、横向长度、网格矢高，网架轴线与建筑基础轴线，检查网架整体挠度，严格控制网架上下

弦尺寸，确保每个螺栓均旋紧到位，随时检查各临时支点的下沉情况，如有下降，及时加固，

在各临时支点未拆除前进行调整，检查网架整体尺寸合格后，检查支座位置是否偏移尺寸，

各部尺寸合格后，进行支座焊接；

第四步、首吊单元网架吊装：

网架吊装：

首吊单元地面拼装完成后进行吊装，网架在地面进行试装，拼装时下弦间隔三个网格

下弦球节点位置采用千斤顶顶升调整下弦标高，用水准仪进行控制，达到设计标高，高强螺

栓拧入深槽，安装完成后对网架杆件长度，锥体高度，对角线长度，单元长度，网格尺寸进行

复核，确认无误后方可进行起吊，吊装前在设计吊点位置采用钢丝绳绑扎在网架吊点的下

弦球上，根据现场场地布置情况，吊车选择根据起重量、工作半径选定四部70ton汽车吊，起

吊作业前，由安全员指挥人员统一指挥，加强现场管理，对周围坠落半径拉好警戒线，挂好

警示牌；安全员检查登高人员安全带质量及佩戴正确；升降车到场就位；非吊装作业人员不

得进入，司索工应对吊点、钢丝绳、吊钩、机械性能进行检查，安全装置要完好、灵敏，起吊时

将吊物吊起离地10cm～30cm处停机检查，检查起重设备的稳定性、制动器的可靠性、吊物的

平稳性、绑扎的牢固性，支腿处垫平压实无沉降，确认无误后方可再行起吊；

吊装时由司索工站在视线好的位置，采用口哨配合手势指挥，起降要平稳，网架采用多

机抬吊，考虑到吊车的同步性，在钢上柱设置标高线或设置标尺，网架每吊装1m～5m的一定

高度进行停机检查的方法，检查内容：网架四角支座点与钢柱的标高线的位置情况、网架的

水平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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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架吊装就位：

当网架吊装至预埋件上部200mm高度时吊车停止上升，四个施工人员佩戴好安全带从

升降车至四个柱端的平台上，扶稳网架，使网架支座对准轴线慢慢就位，检查所有支座位置

无误后，控制好标高，吊车缓缓松钩，施工人员挂好安全带将钢丝绳解开，吊车收臂。

[0005] 所述的首吊单元的整体吊装结合悬挑安装的施工方法，其特征是：

第二步时，

以自左至右分别为第1列、第2列、……、第n列，以自上至下分别为第1行、第2行、……、

第n行，

A区块分为两行六列纵横对齐的十二个区块单元，各区块单元的高空悬挑散装安装顺

序分别为：第1行：6、4、1、0、3、5，第2行：5、3、2、1、2、4，

B区块分为两行七列纵横对齐的十四个区块单元，各区块单元的高空悬挑散装安装顺

序分别为：第1行：6、4、1、0、3、5、7，第2行：5、3、2、1、2、4、6，

C区块分为三行六列纵横对齐的十七个区块单元，其中第三行第一列不设区块单元，各

区块单元的高空悬挑散装安装顺序分别为：第1行：8、6、1、0、5、8，第2行：7、5、2、1、4、7，第3

行：不设、4、3、2、3、6，

D区块分为三行三列纵横对齐的九个区块单元，各区块单元的高空悬挑散装安装顺序

分别为：第1行：6、1、0，第2行：5、2、1，第3行：4、3、2，

高空悬挑散装安装顺序中，各区块单元根据顺序数字由小及大依次安装，0表示首吊单

元，如顺序数字相等则表示可任意取先后顺序。

[0006] 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将钢网架整体划分为几个分区同时进行施工，每个分

区网架整个在地面或者平台拼装完毕，利用吊装机械垂直或水平吊装在需要安装的部位，

最后进行调整和固定，重点控制轴线位置和尺寸，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大大缩减了工期，同时

有效的利用了施工场地。

附图说明

[0007] 图1是本发明中网架的结构示意图，

图2是本发明确定网架施工流程时高空悬挑散装安装顺序示意图

图3是本发明中起吊区块单元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08] 以下通过具体实施例进一步说明本发明。

[0009] 实施例1

一种首吊单元的整体吊装结合悬挑安装的施工方法，用于网架吊装施工，网架1概况：

如图1所示：网架1投影面积约33526m2，均采用正放四角锥网架结构，即螺栓球+局部焊接

球，网架1柱距24m×27m，网架1结构均为下弦多点支撑，网架1下部为钢柱支撑。

[0010] 按如下步骤依次实施：

第一步、施工分区：

根据该工程工作量大，工期紧迫的特点，同时结合本公司多年从事大型网架结构工程

的加工制作及施工经验，把网架1从左至右分为A、B、C和D共四个区块11进行加工制作及现

说　明　书 3/6 页

6

CN 112411760 A

6



场安装，每个区块11又分为至少九个区块单元12，每个区块11的各个区块单元12各有一个

作为首吊单元2，能更好在保证现场施工的组织协调工作，避免现场材料有混乱及人工、工

期的浪费；

第二步、确定网架施工流程：

首吊单元2（尺寸24m×27m）为地面拼装整体抬吊，完成后从左至右按A～D的顺序依次

悬挑散装其余区块单元12，然后进行高空悬挑散装安装区块单元12以安装各个区块11；

如图2所示：以自左至右分别为第1列、第2列、……、第n列，以自上至下分别为第1行、第

2行、……、第n行，

A区块11分为两行六列纵横对齐的十二个区块单元12，各区块单元12的高空悬挑散装

安装顺序分别为：第1行：6、4、1、0、3、5，第2行：5、3、2、1、2、4，

B区块11分为两行七列纵横对齐的十四个区块单元12，各区块单元12的高空悬挑散装

安装顺序分别为：第1行：6、4、1、0、3、5、7，第2行：5、3、2、1、2、4、6，

C区块11分为三行六列纵横对齐的十七个区块单元12，其中第三行第一列不设区块单

元12，各区块单元12的高空悬挑散装安装顺序分别为：第1行：8、6、1、0、5、8，第2行：7、5、2、

1、4、7，第3行：不设、4、3、2、3、6，

D区块11分为三行三列纵横对齐的九个区块单元12，各区块单元12的高空悬挑散装安

装顺序分别为：第1行：6、1、0，第2行：5、2、1，第3行：4、3、2，

图2中方格内的数字都表示高空悬挑散装安装顺序，高空悬挑散装安装顺序中，各区块

单元12根据顺序数字由小及大依次安装，0表示首吊单元，如顺序数字相等则表示可任意取

先后顺序。

[0011] 第三步、首吊单元网架安装：

首吊单元地面拼装流程：

网架1各个区块11各自的首吊单元2要求拼装部位下部基础平整坚实，浇筑垫层硬化后

进行首吊单元2拼装，首先在网架1的拼装区域放线定位，避开支撑钢柱定位下弦球节点坐

标，并布置胎架，调整标高支托标高；

首吊单元拼装工艺：

①  线及钢柱检查：

检查钢柱轴线尺寸及标高，合格后方能在高空柱顶放线、验收，放线时在钢柱边缘搭设

临时爬梯便于施工人员埋行测量放线及支座定位，保证人员上下安全，

由测量部门提供柱顶轴线位移情况，网架1安装前对提供的网架支承点位置、尺寸进行

复验，定出各支座支承面中心点，然后校对各轴线位置后，才能进行网架的拼装，为防止网

架安装时尺寸的累积误差，施工时以中部轴线为两条基准控制线分别向两端方向安装，安

装时检查杆件的加工长度，在地面试拼装一个跨间网架，采用卷尺测量整条，整块网架的整

体长度，确认无误后根据柱顶埋件尺寸放线定位、网架安装；

② 安装下弦平面网架：

将第一跨间支座与下弦杆件、下弦球节点安装就位，组成纵向平面网格，在下弦球节点

底部采用垫木或千斤顶作为临时支点，并用全站仪进行网架下弦球定位，保证下弦球的平

面位置及平整度，

安装第一单元格的腹杆与上弦球，第一个锥为一球四腹杆的小单元，就位后与下弦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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拧入、固定，

第二个锥体起为先装一球一弦杆二腹杆的三角锥，再安装另外两根腹杆，逐步循环安

装完第一单元的网架，

检查网架网格尺寸，检查网架纵向尺寸与网架矢高，检查网架位置，如有偏差，可以调

整临时支点的位置和高低，以校准网架位置尺寸；

③ 安装上弦倒三角网格：

从边跨开始首先将一球一上弦二腹杆的三角锥，以后为一球二上弦二腹杆的四角锥，

将二斜腹杆支撑在下弦球上，施工人员在上方拉紧上弦杆，使上弦杆逐步靠近已安装好的

上弦球，拧入螺栓球孔，要求构件的磨擦面应保持干燥，螺栓球应顺畅穿入球孔内，穿入方

向要一致，必须分两次拧紧，每组高强度螺栓当天要拧完，不得漏拧；

④  调整紧固：

网架安装过程中应随时测量检查网架质量，标高、网格尺寸及对角线，检查网架纵向长

度、横向长度、网格矢高，网架轴线与建筑基础轴线，检查网架整体挠度，严格控制网架上下

弦尺寸，确保每个螺栓均旋紧到位，随时检查各临时支点的下沉情况，如有下降，及时加固，

在各临时支点未拆除前进行调整，检查网架整体尺寸合格后，检查支座位置是否偏移尺寸，

各部尺寸合格后，进行支座焊接；

第四步、首吊单元网架吊装：

网架吊装：

如图3所示：首吊单元2地面拼装完成后进行吊装，网架1在地面进行试装，拼装时下弦

间隔三个网格下弦球节点位置采用千斤顶顶升调整下弦标高，用水准仪进行控制，达到设

计标高，高强螺栓拧入深槽，安装完成后对网架1杆件长度，锥体高度，对角线长度，单元长

度，网格尺寸进行复核，确认无误后方可进行起吊，吊装前在设计吊点位置采用钢丝绳绑扎

在网架1吊点的下弦球上，根据现场场地布置情况，吊车选择根据起重量、工作半径选定四

部70ton汽车吊，起吊作业前，由安全员指挥人员统一指挥，加强现场管理，对周围坠落半径

拉好警戒线，挂好警示牌；安全员检查登高人员安全带质量及佩戴正确；升降车到场就位；

非吊装作业人员不得进入，司索工应对吊点、钢丝绳、吊钩、机械性能进行检查，安全装置要

完好、灵敏，起吊时将吊物吊起离地10cm～30cm处停机检查，检查起重设备的稳定性、制动

器的可靠性、吊物的平稳性、绑扎的牢固性，支腿处垫平压实无沉降，确认无误后方可再行

起吊；

吊装时由司索工站在视线好的位置，采用口哨配合手势指挥，起降要平稳，网架采用多

机抬吊，考虑到吊车的同步性，在钢上柱设置标高线或设置标尺，网架每吊装1m～5m的一定

高度进行停机检查的方法，检查内容：网架四角支座点与钢柱的标高线的位置情况、网架的

水平情况等；

网架吊装就位：

当网架1吊装至预埋件上部200mm高度时吊车停止上升，四个施工人员佩戴好安全带从

升降车至四个柱端的平台上，扶稳网架，使网架支座对准轴线慢慢就位，检查所有支座位置

无误后，控制好标高，吊车缓缓松钩，施工人员挂好安全带将钢丝绳解开，吊车收臂。

[0012] 主要吊装设备选择：

1.  汽车吊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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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吊单元2面积648m2，总重约59ton,采用4台100ton汽车吊在四角进行整体抬吊的方

式，每台吊车吊装重量约14 .75ton，考虑1 .3倍动力系数实际吊重约14 .75ton×1 .3=

19.175ton。选择作业半径最大为8m，拔杆长度32.5m，此时，100ton汽车吊起重量为50ton。

考虑四机抬吊取0.6倍的折减系数，50ton×0.6=30ton，30ton>19.175ton，故四台100ton汽

车吊满足首吊单元2的吊装要求。

[0013] 卸扣选择：

根据吊耳布置及荷载分布情况，并参照起重用卸扣标准《JB  8112-1999》，单个卸扣的

最大额定起重量拟定最大为14.75ton，考虑现场吊装的不稳定因素，按安全系数1.3选取，

选用型号为2型的卸扣可额定载荷35ton，35ton>19.175ton，可满足安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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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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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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