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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复杂工况下的大跨度空间网壳组装胎

架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a、根据

空间网壳设计，在空间网壳跨度两侧各设置一个

网架柱；网壳跨度两侧落地点选用平板支座和板

式橡胶支座；沿网壳纵向设置五个网壳胎架单

元，b、采用步骤a拼装模式，拼装第2小拼单元，c、

拼装第3小拼单元，d、拼装第4小拼单元，e、拼装

第5小拼单元，f、拼装第6小拼单元，g、拼装第7小

拼单元，直至m、拼装第13小拼单元，完成整个大

跨度空间网壳组装胎架拼装工程。本发明具有确

保施工安全性和地面胶带运输机的正常生产，实

现网壳胎架在地面逐步抬升安装，避免胎架高空

组装的危险，提高施工效率，保证工程进度要求

和降低施工成本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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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复杂工况下的大跨度空间网壳组装胎架施工方法，空间网壳结构采用三心圆柱

面网壳，跨度为114.8m，长度为640m，高度为51.5m，网格尺寸为4.2m，网壳厚度为3.75m，采

用下弦支撑结构形式，网壳胎架纵向宽度为21m，节点形式为螺栓球加支座焊接球，空间网

壳需跨越4条不能停止运行的地面胶带运输机，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a、根据空间网壳设计，在空间网壳跨度两侧各设置一个网架柱；网壳跨度两侧落地点

选用平板支座和板式橡胶支座；沿网壳纵向设置五个网壳胎架单元，确定网壳胎架单元的

长度，五个网壳胎架单元并排组装成一个小拼单元；将整个空间网壳分为13个弧形网壳胎

架小拼单元，在支座附近地面拼装各小拼单元，在各小拼单元中部设置起吊点；以跨过地面

胶带运输机为准，在网壳纵向两端各设置一台第1吊车，通过第1小拼单元的起吊点，两台第

1吊车抬吊第1小拼单元至网壳一侧的支座上，使第1小拼单元的一端与支座球与支座形成

铰接，另一端作第1小拼单元的拼装端，拼装端在下弦支撑结构的下旋球底部采用临时支撑

架架空，确保地面胶带运输机运行；在第1小拼单元的拼装端前方设置一台第2吊车，第2吊

车额定起重量为50t汽车吊，通过第2小拼单元的起吊点吊起第2小拼单元，且使其与第1小

拼单元拼装；

一台第2吊车为25t汽车吊，由组合体端头向前拼装第3小拼单元，组合体网架抬升反力

为228KN，两台50t第1吊车用16.1m大臂，8m吊装半径，每台吊车额定起重量为160KN；

c、继续采用步骤a拼装模式，两台50t第1吊车设置在网壳纵向两端，换吊点至第3小拼

单元的吊点，抬升第1小拼单元至第3小拼单元的组合体，一台第2吊车为25t汽车吊，由组合

体端头向前拼装第4小拼单元，组合体网架抬升反力255.6KN，50t汽车吊用16.1m大臂，7m吊

装半径，每台吊车额定起重量为206KN；

d、继续采用步骤a拼装模式，两台50t第1吊车设置在网壳纵向两端，换吊点至第4小拼

单元的吊点，抬升第1小拼单元至第4小拼单元的组合体，一台第2吊车为25t汽车吊，由组合

体端头向前拼装第5小拼单元，组合体网架抬升反力294.6KN，50T汽车用16.1m大臂，7m吊装

半径，每台汽车吊额定起重量206KN；

e、继续采用步骤a拼装模式，两台100t第1吊车设置在网壳纵向两端，换吊点至第5小拼

单元的吊点，抬升第1小拼单元至第5小拼单元的组合体，一台第2吊车为25t汽车吊，由组合

体端头向前拼装第6小拼单元，组合体网架抬升反力为333KN，100t第1吊车用26.4m大臂，8m

吊装半径，每台吊车额定起重量277KN；为防止组合体网架自身扰度及外张力，在五个网壳

胎架单元下弦支撑结构的下弦第4-13球之间各采用一道Φ18mm钢丝绳拉紧，钢丝绳一端固

定，另一端由5个5吨葫芦作为锁紧点，每根钢丝绳上设置索力计监测钢丝绳的拉力，将拉力

拉设到设计值48KN为准；

f、继续采用步骤a拼装模式，两台100t第1吊车设置在网壳纵向两端，换吊点至第6小拼

单元的吊点，抬升第1小拼单元至第6小拼单元的组合体，一台第2吊车为25t汽车吊，由组合

体端头向前拼装第7小拼单元，组合体网架抬升反力为441.8KN，100t第1吊车采用26.4m大

臂，7m吊装半径，每台吊车额定起重量为325KN；

g、继续采用步骤a拼装模式，两台100t第1吊车设置在网壳纵向两端，换吊点至第7小拼

单元的吊点，抬升第1小拼单元至第7小拼单元的组合体，一台第2吊车为25t汽车吊，由组合

体端头向前拼装第8小拼单元，组合体网架抬升反力491 .8KN，2台100100t第1吊车采用

22.7m大臂，7m吊装半径，每台吊车额定起重量为350K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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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继续采用步骤a拼装模式，两台150t第1吊车设置在网壳纵向两端，换吊点至第8小拼

单元的吊点，抬升第1小拼单元至第8小拼单元的组合体，一台第2吊车为25t汽车吊，由组合

体端头向前拼装第9小拼单元，组合体网架抬升反力为528.2KN，150t第1吊车采用25.4m大

臂，8m吊装半径，每台吊车额定起重量为495KN；拉设第二道拉索，在五个网壳胎架单元下弦

支撑结构的下弦第3-25球之间各采用一根Φ24mm钢丝绳，一端固定，另一端由5个10吨葫芦

作为锁紧点，每根钢丝绳上设置索力计监测钢丝绳的拉力，将拉力拉设到设计值88.43KN；

i、继续采用步骤a拼装模式，两台150t第1吊车设置在网壳纵向两端，换吊点至第9小拼

单元的吊点，抬升第1小拼单元至第9小拼单元的组合体，一台第2吊车为25t汽车吊，由组合

体端头向前拼装第10小拼单元，组合体网架反力544.8KN，150t第1吊车采用25.4m大臂，8m

吊装半径，每台吊车额定起重量495KN；

j、继续采用步骤a拼装模式，两台150t第1吊车设置在网壳纵向两端，换吊点至第10小

拼单元的吊点，抬升第1小拼单元至第10小拼单元的组合体，一台第2吊车为25t汽车吊，由

组合体端头向前拼装第11小拼单元，组合体网架反力为623.8KN，150t第1吊车吊采用25.4m

大臂，8m吊装半径，每台吊车额定起重量495KN；拉设第三道拉索，在五个网壳胎架单元下弦

支撑结构的下弦第15-32球之间各采用一根Φ24mm钢丝绳，一端固定，另一端由5个10吨葫

芦作为锁紧点，每根钢丝绳上设置索力计监测钢丝绳的拉力，将拉力拉设到设计值

81.64KN；

k、继续采用步骤a拼装模式，两台150t第1吊车设置在网壳纵向两端，换吊点至第11小

拼单元的吊点，抬升第1小拼单元至第11小拼单元的组合体，一台第2吊车为25t汽车吊，由

组合体端头向前拼装第12小拼单元，组合体网架抬升反力为623 .8KN，150t第1吊车采用

25.4m大臂，8m吊装半径，每台吊车额定起重量495KN；

l、继续采用步骤a拼装模式，两台200t第1吊车设置在网壳纵向两端，换吊点至第12小

拼单元的吊点，抬升第1小拼单元至第12小拼单元的组合体，一台第2吊车为25t汽车吊，由

组合体端头向前拼装第13小拼单元，组合体网架抬升反力749.6KN，200t第1吊车采用30.5m

大臂，8m吊装半径，每台吊机额定起重量640KN；拉设第四道拉索，在五个网壳胎架单元下弦

支撑结构的下弦第2-38球之间各采用一根Φ24mm钢丝绳，一端固定，另一端由5个10吨葫芦

作为锁紧点，每根钢丝绳上设置索力计监测钢丝绳的拉力，将拉力拉设到设计值73.1KN；

m、继续采用步骤a拼装模式，两台300t第1吊车设置在网壳纵向两端，换吊点至第13小

拼单元的吊点，抬升第1小拼单元至第13小拼单元的组合体，一台第2吊车为25t汽车吊，网

壳胎架合拢形成整体胎架，网架组装抬升时，组合体网架抬升反力为749.6KN，300t第1吊车

采用40.9m大臂，10m吊装半径，每台吊车额定起重量600KN，胎架组装完成。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复杂工况下的大跨度空间网壳组装胎架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网架柱为高5m的钢筋混凝土柱，网壳支承在网架柱上。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复杂工况下的大跨度空间网壳组装胎架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步骤a中两台第1吊车的额定起重量为50t。

4.如权利要求1或3所述的复杂工况下的大跨度空间网壳组装胎架施工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步骤a中两台第1吊车为汽车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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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复杂工况下的大跨度空间网壳组装胎架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空间网壳组装胎架施工方法，具体地说，是一种复杂工况下的大

跨度空间网壳组装胎架施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国家环保措施的不断增强，冶金、煤炭、电力行业露天原料堆场将逐步采用网

架大棚形式封闭，减少原料流失及扬尘。露天原料堆场多为大跨度且长度长，内有大型取料

等设备，因此网架大棚需建的高且跨度越来越大。这就使网壳结构的安装危险性越来越大，

为保证网壳结构高空安装施工人员的安全，一般需在网壳下方设置高空组装胎架平台，确

保高空安装人员的安全。高空组装胎架平台现很多采用网壳结构形式，在网壳式胎架上部

搭设阶梯式平台，在胎架平台上再组装网壳。胎架网壳组装采取“地面组装，一端铰支，逐步

抬升”的安装方法。但是，在网壳下方设置高空组装胎架平台导致费时、费工、费力，影响工

期。若在大跨度空间网壳需跨越不能停止运行的地面胶带运输机的复杂工况，那么在网壳

下方设置高空组装胎架平台的施工方法更是无计可施。

[0003] 因此已知的网壳下方设置高空组装胎架平台存在着上述种种不便和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出一种网架形式胎架平台在不需要高架支撑的情况下实现

地面从一端向另一端逐步抬升拼装达成整体合拢的复杂工况下的大跨度空间网壳组装胎

架施工方法。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技术解决方案是：

[0006] 一种复杂工况下的大跨度空间网壳组装胎架施工方法，空间网壳结构采用三心圆

柱面网壳，跨度为114.8m，长度为640m，高度为51.5m，网格尺寸为4.2m，网壳厚度为3.75m，

采用下弦支撑结构形式，网壳胎架纵向宽度为21m，节点形式为螺栓球加支座焊接球，空间

网壳需跨越4条不能停止运行的地面胶带运输机，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0007] a、根据空间网壳设计，在空间网壳跨度两侧各设置一个网架柱；网壳跨度两侧落

地点选用平板支座和板式橡胶支座；沿网壳纵向设置五个网壳胎架单元，确定网壳胎架单

元的长度，五个网壳胎架单元并排组装成一个小拼单元；将整个空间网壳分为13个弧形网

壳胎架小拼单元，在支座附近地面拼装各小拼单元，在各小拼单元中部设置起吊点；以跨过

地面胶带运输机为准，在网壳纵向两端各设置一台第1吊车，通过第1小拼单元的起吊点，两

台第1吊车抬吊第1小拼单元至网壳一侧的支座上，使第1小拼单元的一端与支座球与支座

形成铰接，另一端作第1小拼单元的拼装端，拼装端在下弦支撑结构的下旋球底部采用临时

支撑架架空，确保地面胶带运输机运行；在第1小拼单元的拼装端前方设置一台第2吊车，第

2吊车额定起重量为50t汽车吊，通过第2小拼单元的起吊点吊起第2小拼单元，且使其与第1

小拼单元拼装；

[0008] b、采用步骤a拼装模式，两台50t第1吊车设置在网壳纵向两端，换吊点至第2小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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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的吊点，抬升第1小拼单元和第2小拼单元的组合体，一台第2吊车为25t汽车吊，由组合

体端头向前拼装第3小拼单元，组合体网架抬升反力为228KN，两台50t第1吊车用16.1m大

臂，8m吊装半径，每台吊车额定起重量为160KN；

[0009] c、继续采用步骤a拼装模式，两台50t第1吊车设置在网壳纵向两端，换吊点至第3

小拼单元的吊点，抬升第1小拼单元至第3小拼单元的组合体，一台第2吊车为25t汽车吊，由

组合体端头向前拼装第4小拼单元，组合体网架抬升反力255.6KN，50t汽车吊用16.1m大臂，

7m吊装半径，每台吊车额定起重量为206KN；

[0010] d、继续采用步骤a拼装模式，两台50t第1吊车设置在网壳纵向两端，换吊点至第4

小拼单元的吊点，抬升第1小拼单元至第4小拼单元的组合体，一台第2吊车为25t汽车吊，由

组合体端头向前拼装第5小拼单元，组合体网架抬升反力294.6KN，50T汽车用16.1m大臂，7m

吊装半径，每台汽车吊额定起重量206KN；

[0011] e、继续采用步骤a拼装模式，两台100t第1吊车设置在网壳纵向两端，换吊点至第5

小拼单元的吊点，抬升第1小拼单元至第5小拼单元的组合体，一台第2吊车为25t汽车吊，由

组合体端头向前拼装第6小拼单元，组合体网架抬升反力为333KN，100t第1吊车用26.4m大

臂，8m吊装半径，每台吊车额定起重量277KN；为防止组合体网架自身扰度及外张力，在五个

网壳胎架单元下弦支撑结构的下弦第4-13球之间各采用一道Φ18mm钢丝绳拉紧，钢丝绳一

端固定，另一端由5个5吨葫芦作为锁紧点，每根钢丝绳上设置索力计监测钢丝绳的拉力，将

拉力拉设到设计值48KN为准；

[0012] f、继续采用步骤a拼装模式，两台100t第1吊车设置在网壳纵向两端，换吊点至第6

小拼单元的吊点，抬升第1小拼单元至第6小拼单元的组合体，一台第2吊车为25t汽车吊，由

组合体端头向前拼装第7小拼单元，组合体网架抬升反力为441 .8KN，100t第1吊车采用

26.4m大臂，7m吊装半径，每台吊车额定起重量为325KN；

[0013] g、继续采用步骤a拼装模式，两台100t第1吊车设置在网壳纵向两端，换吊点至第7

小拼单元的吊点，抬升第1小拼单元至第7小拼单元的组合体，一台第2吊车为25t汽车吊，由

组合体端头向前拼装第8小拼单元，组合体网架抬升反力491.8KN，2台100100t第1吊车采用

22.7m大臂，7m吊装半径，每台吊车额定起重量为350KN；

[0014] h、继续采用步骤a拼装模式，两台150t第1吊车设置在网壳纵向两端，换吊点至第8

小拼单元的吊点，抬升第1小拼单元至第8小拼单元的组合体，一台第2吊车为25t汽车吊，由

组合体端头向前拼装第9小拼单元，组合体网架抬升反力为528 .2KN，150t第1吊车采用

25.4m大臂，8m吊装半径，每台吊车额定起重量为495KN；拉设第二道拉索，在五个网壳胎架

单元下弦支撑结构的下弦第3-25球之间各采用一根Φ24mm钢丝绳，一端固定，另一端由5个

10吨葫芦作为锁紧点，每根钢丝绳上设置索力计监测钢丝绳的拉力，将拉力拉设到设计值

88.43KN；

[0015] i、继续采用步骤a拼装模式，两台150t第1吊车设置在网壳纵向两端，换吊点至第9

小拼单元的吊点，抬升第1小拼单元至第9小拼单元的组合体，一台第2吊车为25t汽车吊，由

组合体端头向前拼装第10小拼单元，组合体网架反力544.8KN，150t第1吊车采用25.4m大

臂，8m吊装半径，每台吊车额定起重量495KN；

[0016] j、继续采用步骤a拼装模式，两台150t第1吊车设置在网壳纵向两端，换吊点至第

10小拼单元的吊点，抬升第1小拼单元至第10小拼单元的组合体，一台第2吊车为25t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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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由组合体端头向前拼装第11小拼单元，组合体网架反力为623.8KN，150t第1吊车吊采用

25.4m大臂，8m吊装半径，每台吊车额定起重量495KN；拉设第三道拉索，在五个网壳胎架单

元下弦支撑结构的下弦第15-32球之间各采用一根Φ24mm钢丝绳，一端固定，另一端由5个

10吨葫芦作为锁紧点，每根钢丝绳上设置索力计监测钢丝绳的拉力，将拉力拉设到设计值

81.64KN；

[0017] k、继续采用步骤a拼装模式，两台150t第1吊车设置在网壳纵向两端，换吊点至第

11小拼单元的吊点，抬升第1小拼单元至第11小拼单元的组合体，一台第2吊车为25t汽车

吊，由组合体端头向前拼装第12小拼单元，组合体网架抬升反力为623.8KN，150t第1吊车采

用25.4m大臂，8m吊装半径，每台吊车额定起重量495KN；

[0018] l、继续采用步骤a拼装模式，两台200t第1吊车设置在网壳纵向两端，换吊点至第

12小拼单元的吊点，抬升第1小拼单元至第12小拼单元的组合体，一台第2吊车为25t汽车

吊，由组合体端头向前拼装第13小拼单元，组合体网架抬升反力749.6KN，200t第1吊车采用

30.5m大臂，8m吊装半径，每台吊机额定起重量640KN；拉设第四道拉索，在五个网壳胎架单

元下弦支撑结构的下弦第2-38球之间各采用一根Φ24mm钢丝绳，一端固定，另一端由5个10

吨葫芦作为锁紧点，每根钢丝绳上设置索力计监测钢丝绳的拉力，将拉力拉设到设计值

73.1KN；

[0019] m、继续采用步骤a拼装模式，两台300t第1吊车设置在网壳纵向两端，换吊点至第

13小拼单元的吊点，抬升第1小拼单元至第13小拼单元的组合体，一台第2吊车为25t汽车

吊，网壳胎架合拢形成整体胎架，网架组装抬升时，组合体网架抬升反力为749.6KN，300t第

1吊车采用40.9m大臂，10m吊装半径，每台吊车额定起重量600KN，胎架组装完成。

[0020] 本发明的复杂工况下的大跨度空间网壳组装胎架施工方法还可以采用以下的技

术措施来进一步实现。

[0021] 前述的方法，其中所述网架柱为高5m的钢筋混凝土柱，网壳支承在网架柱上。

[0022] 前述的方法，其中所述步骤a中两台第1吊车的额定起重量为50t。

[0023] 前述的方法，其中所述步骤a中两台第1吊车为汽车吊。

[0024]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后，本发明的复杂工况下的大跨度空间网壳组装胎架施工方法

具有以下优点：

[0025] 1、确保施工的安全性和地面胶带运输机的正常生产；

[0026] 2、实现网壳胎架在地面逐步抬升安装，避免胎架高空组装的危险；

[0027] 3、提高施工效率，保证工程进度要求，降低施工成本。

附图说明

[0028]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的网壳胎架两侧装置布置示意图；

[0029]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的第1小拼单元拼装示意图；

[0030]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的第2小拼单元拼装示意图；

[0031] 图4为图3俯视图及第1吊车和第2吊车布置示意图；

[0032] 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的第3小拼单元拼装示意图；

[0033] 图6为本发明实施例的第4小拼单元拼装示意图；

[0034] 图7为本发明实施例的第5小拼单元拼装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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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图8为本发明实施例的第6小拼单元拼装示意图；

[0036] 图9为本发明实施例的第7小拼单元拼装示意图；

[0037] 图10为本发明实施例的第8小拼单元拼装示意图；

[0038] 图11为本发明实施例的第9小拼单元拼装示意图；

[0039] 图12为本发明实施例的第10小拼单元拼装示意图；

[0040] 图13为本发明实施例的第11小拼单元拼装示意图；

[0041] 图14为本发明实施例的第12小拼单元拼装示意图；

[0042] 图15为本发明实施例的第13小拼单元拼装示意图。

[0043] 图中：1网架柱，2球铰支座，3第1小拼单元，4起吊点，5第2小拼单元，6地面胶带运

输机，7临时支撑架，8柱预埋件，9H型钢，10轨道，11轨道基础，12柱预埋件，13第1吊车，14第

2吊车，15第3小拼单元，16第4小拼单元，17第5小拼单元，18下弦第4球，19下弦第13球，20第

1道拉索，21第6小拼单元，22第7小拼单元，23第8小拼单元，24第2道拉索，25第9小拼单元，

26第10小拼单元，27第3道拉索，28第11小拼单元，29第12小拼单元，30第4道拉索，31第13小

拼单元。

具体实施方式

[0044] 以下结合实施例及其附图对本发明作更进一步说明。

[0045] 实施例1

[0046] 宝钢炼铁厂一二期混匀料场BA、BB和副料场OA、OB封闭改造工程。工程地址位于宝

钢股份公司炼铁厂三期原料场区域，工程结构形式为空间网壳结构，工程混匀料场BA、BB的

B型封闭料场采用三心圆柱面网壳，跨度为114.8m，长度  640m，高度为51.5m，网格尺寸为

4.2m，网壳厚度采用3.75m，外部檩条厚度，总厚度约4.25m。该工程的空间网壳结构采用本

发明的复杂工况下的大跨度空间网壳组装胎架施工方法，为满足工艺对外部和内部道路净

空要求，网壳胎架纵向宽度为21m，节点形式为螺栓球加支座焊接球，空间网壳需跨越4条不

能停止运行的地面胶带运输机，包括以下施工步骤：

[0047]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的网壳胎架两侧装置布置示意图。

[0048] a、根据现场实际场地提供情况，在混匀料场1-3/A-B轴线搭设网架组装平台，网架

胎架组装平台在A-B轴内侧，组装平台宽度21m（底部支座部分扩大至37 .8m宽），跨度

110.600m，高度45.362m；结构形式采用正放四角锥双层网壳，网格尺寸为4.2m，在空间网壳

跨度两侧各设置一个网壳支承用的高度约5m的钢筋混凝土网架柱1（一侧为A，另一侧为B）；

网壳跨度两侧落地点选用平板支座和板式橡胶支座，设置球铰支座2（一侧为A1，另一侧为

B1）；沿网壳纵向设置五个网壳胎架单元，确定网壳胎架单元的长度，五个网壳胎架单元并

排组装成一个小拼单元；将整个空间网壳分为13个弧形网壳胎架小拼单元，在支座附近地

面拼装各小拼单元，在各小拼单元中部设置起吊点；以跨过地面胶带运输机为准，在网壳纵

向两端各设置一台第1吊车，通过第1小拼单元3的起吊点4，两台第1吊车13抬吊第1小拼单

元至网壳一侧的支座上，使第1小拼单元的一端与支座球与支座形成铰接，另一端作第1小

拼单元的拼装端，拼装端在下弦支撑结构的下旋球底部采用临时支撑架7架空，确保地面胶

带运输机6运行；在第1小拼单元的拼装端前方设置一台第2吊车14，第2吊车额定起重量为

50t汽车吊，通过第2小拼单元的起吊点吊起第2小拼单元，且使其与第1小拼单元拼装；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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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架柱为高5m的钢筋混凝土柱，网壳支承在网架柱上。两台第1吊车为额定起重量为50t汽

车吊。

[0049]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的第1小拼单元拼装示意图。

[0050] b、采用步骤a拼装模式，两台50t第1吊车设置在网壳纵向两端，换吊点至第2小拼

单元5的吊点，抬升第1小拼单元和第2小拼单元的组合体，一台第2吊车为25t汽车吊，由组

合体端头向前拼装第3小拼单元15，组合体网架抬升反力为228KN，两台50t第1吊车用16.1m

大臂，8m吊装半径，每台吊车额定起重量为160KN；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的第2小拼单元拼装

示意图。

[0051] c、继续采用步骤a拼装模式，两台50t第1吊车设置在网壳纵向两端，换吊点至第3

小拼单元的吊点，抬升第1小拼单元至第3小拼单元的组合体，一台第2吊车为25t汽车吊，由

组合体端头向前拼装第4小拼单元16，组合体网架抬升反力255.6KN，50t汽车吊用16.1m大

臂，7m吊装半径，每台吊车额定起重量为206KN；图4为图3俯视图及第1吊车和第2吊车布置

示意图。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的第3小拼单元拼装示意图。

[0052] d、继续采用步骤a拼装模式，两台50t第1吊车设置在网壳纵向两端，换吊点至第4

小拼单元的吊点，抬升第1小拼单元至第4小拼单元的组合体，一台第2吊车为25t汽车吊，由

组合体端头向前拼装第5小拼单元17，组合体网架抬升反力294.6KN，50T汽车用16.1m大臂，

7m吊装半径，每台汽车吊额定起重量206KN；图6为本发明实施例的第4小拼单元拼装示意

图。

[0053] e、继续采用步骤a拼装模式，两台100t第1吊车设置在网壳纵向两端，换吊点至第5

小拼单元的吊点，抬升第1小拼单元至第5小拼单元的组合体，一台第2吊车为25t汽车吊，由

组合体端头向前拼装第6小拼单元21，组合体网架抬升反力为333KN，100t第1吊车用26.4m

大臂，8m吊装半径，每台吊车额定起重量277KN；为防止组合体网架自身扰度及外张力，在五

个网壳胎架单元下弦支撑结构的下弦第4-13球之间各采用一道Φ18mm钢丝绳拉紧，其为第

1道拉索20，钢丝绳一端固定下弦第4球18，另一端在下弦第13球19，其由5个5吨葫芦作为锁

紧点，每根钢丝绳上设置索力计监测钢丝绳的拉力，将拉力拉设到设计值48KN为准；图7为

本发明实施例的第5小拼单元拼装示意图。

[0054] f、继续采用步骤a拼装模式，两台100t第1吊车设置在网壳纵向两端，换吊点至第6

小拼单元21的吊点，抬升第1小拼单元至第6小拼单元的组合体，一台第2吊车为25t汽车吊，

由组合体端头向前拼装第7小拼单元，组合体网架抬升反力为441.8KN，100t第1吊车采用

26.4m大臂，7m吊装半径，每台吊车额定起重量为325KN；图8为本发明实施例的第6小拼单元

拼装示意图。

[0055] g、继续采用步骤a拼装模式，两台100t第1吊车设置在网壳纵向两端，换吊点至第7

小拼单元22的吊点，抬升第1小拼单元至第7小拼单元的组合体，一台第2吊车为25t汽车吊，

由组合体端头向前拼装第8小拼单元23，组合体网架抬升反力491.8KN，2台100100t第1吊车

采用22.7m大臂，7m吊装半径，每台吊车额定起重量为350KN；图9为本发明实施例的第7小拼

单元拼装示意图。

[0056] h、继续采用步骤a拼装模式，两台150t第1吊车设置在网壳纵向两端，换吊点至第8

小拼单元23的吊点，抬升第1小拼单元至第8小拼单元的组合体，一台第2吊车为25t汽车吊，

由组合体端头向前拼装第9小拼单元25，组合体网架抬升反力为528.2KN，150t第1吊车采用

说　明　书 5/7 页

8

CN 108265977 B

8



25.4m大臂，8m吊装半径，每台吊车额定起重量为495KN；拉设第二道拉索24，在五个网壳胎

架单元下弦支撑结构的下弦第3-25球之间各采用一根Φ24mm钢丝绳，一端固定，另一端由5

个10吨葫芦作为锁紧点，每根钢丝绳上设置索力计监测钢丝绳的拉力，将拉力拉设到设计

值88.43KN；图10为本发明实施例的第8小拼单元拼装示意图。

[0057] i、继续采用步骤a拼装模式，两台150t第1吊车设置在网壳纵向两端，换吊点至第9

小拼单元25的吊点，抬升第1小拼单元至第9小拼单元的组合体，一台第2吊车为25t汽车吊，

由组合体端头向前拼装第10小拼单元，组合体网架反力544.8KN，150t第1吊车采用25.4m大

臂，8m吊装半径，每台吊车额定起重量495KN；图11为本发明实施例的第9小拼单元拼装示意

图。

[0058] j、继续采用步骤a拼装模式，两台150t第1吊车设置在网壳纵向两端，换吊点至第

10小拼单元25的吊点，抬升第1小拼单元至第10小拼单元的组合体，一台第2吊车为25t汽车

吊，由组合体端头向前拼装第11小拼单元28，组合体网架反力为623.8KN，150t第1吊车吊采

用25.4m大臂，8m吊装半径，每台吊车额定起重量495KN；拉设第三道拉索27，在五个网壳胎

架单元下弦支撑结构的下弦第15-32球之间各采用一根Φ24mm钢丝绳，一端固定，另一端由

5个10吨葫芦作为锁紧点，每根钢丝绳上设置索力计监测钢丝绳的拉力，将拉力拉设到设计

值81.64KN；图12为本发明实施例的第10小拼单元拼装示意图。

[0059] k、继续采用步骤a拼装模式，两台150t第1吊车设置在网壳纵向两端，换吊点至第

11小拼单元28的吊点，抬升第1小拼单元至第11小拼单元的组合体，一台第2吊车为25t汽车

吊，由组合体端头向前拼装第12小拼单元29，组合体网架抬升反力为623.8KN，150t第1吊车

采用25.4m大臂，8m吊装半径，每台吊车额定起重量495KN；图13为本发明实施例的第11小拼

单元拼装示意图。

[0060] l、继续采用步骤a拼装模式，两台200t第1吊车设置在网壳纵向两端，换吊点至第

12小拼单元29的吊点，抬升第1小拼单元至第12小拼单元的组合体，一台第2吊车为25t汽车

吊，由组合体端头向前拼装第13小拼单元31，组合体网架抬升反力749.6KN，200t第1吊车采

用30.5m大臂，8m吊装半径，每台吊机额定起重量640KN；拉设第四道拉索30，在五个网壳胎

架单元下弦支撑结构的下弦第2-38球之间各采用一根Φ24mm钢丝绳，一端固定，另一端由5

个10吨葫芦作为锁紧点，每根钢丝绳上设置索力计监测钢丝绳的拉力，将拉力拉设到设计

值73.1KN；图14为本发明实施例的第12小拼单元拼装示意图。

[0061] m、继续采用步骤a拼装模式，两台300t第1吊车设置在网壳纵向两端，换吊点至第

13小拼单元的吊点，抬升第1小拼单元至第13小拼单元的组合体，一台第2吊车为25t汽车

吊，网壳胎架合拢形成整体胎架，网架组装抬升时，组合体网架抬升反力为749.6KN，300t第

1吊车采用40.9m大臂，10m吊装半径，每台吊车额定起重量600KN，胎架组装完成。图15为本

发明实施例的第13小拼单元拼装示意图。

[0062] 本发明具有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技术进步，本发明的复杂工况下的大跨度空间网

壳组装胎架施工方法，全部由网壳侧面两机抬升，正面吊机拼装，网壳逐步增长，按设计计

算增长点向前更换吊点继续抬升拼装，到设计拉设下旋拉索的位置先拉设拉索再进行抬升

拼装，直至胎架从地面一端逐步抬升拼装至另一端完成拼装。

[0063] 以上实施例仅供说明本发明之用，而非对本发明的限制，有关技术领域的技术人

员，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的情况下，还可以作出各种变换或变化。因此，所有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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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术方案也应该属于本发明的范畴，应由各权利要求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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