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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超大跨度穹顶结构，包括

有共同回转轴的多个变截面跨中双肢空腔巨型

拱，变截面跨中双肢空腔巨型拱中的上肢和下肢

围成空腔结构，该空腔结构内对称安装有两台消

能减振装置；所有变截面跨中双肢空腔巨型拱中

的消能减振装置位于同一圆周上；上肢与下肢的

分肢处固接有第一环桁架，相邻变截面跨中双肢

空腔巨型拱之间的环向间隔内均匀设有至少两

根巨型变截面立体桁架，巨型变截面立体桁架上

端与第一环桁架固接；第一环桁架上覆盖有第一

穹顶表面单层网壳；每个空间上均覆盖有上端与

第一环桁架固接的第二穹顶表面单层网壳。该穹

顶结构极大的改善了受力性能，使结构刚度均

匀、节点构造相对简单，建造过程中不会产生较

大的几何非线性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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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超大跨度穹顶结构，其特征在于，包括具有共同回转轴的多个变截面跨中双肢

空腔巨型拱（1），变截面跨中双肢空腔巨型拱（1）由弧形的上肢（8）、弧形的下肢（9）和两个

拱肢（10）组成，两个拱肢（10）的上端分别与上肢（8）的两端固接，两个拱肢（10）和上肢（8）

构成开口朝下的弧形结构，下肢（9）的开口朝上，下肢（9）的两端分别与上肢（8）的两端固

接，上肢（8）与下肢（9）围成空腔结构，该空腔结构内相对于回转轴对称安装有两台消能减

振装置（6）；所有变截面跨中双肢空腔巨型拱（1）中的消能减振装置（6）位于同一圆周上；

所有变截面跨中双肢空腔巨型拱（1）构成的基础结构上固接有环形的第一环桁架（2），

第一环桁架（2）位于上肢（8）与下肢（9）的分肢处；拱肢（10）相邻的两个变截面跨中双肢空

腔巨型拱（1）之间的环向间隔内均匀设有至少两根巨型变截面立体桁架（3），该至少两根巨

型变截面立体桁架（3）将该环向间隔等分为相同的多个空间；所有巨型变截面立体桁架（3）

上端均与第一环桁架（2）固接；第一环桁架（2）上覆盖有第一穹顶表面单层网壳（5），第一穹

顶表面单层网壳（5）与第一环桁架（2）以及所有上肢（8）的上弦固接；

每个空间上均覆盖有第二穹顶表面单层网壳（14），第二穹顶表面单层网壳（14）的上端

与第一环桁架（2）固接，第二穹顶表面单层网壳（14）和巨型变截面立体桁架（3）相接触的部

位与该巨型变截面立体桁架（3）固接，第二穹顶表面单层网壳（14）和变截面跨中双肢空腔

巨型拱（1）相接触的部位与该变截面跨中双肢空腔巨型拱（1）固接。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超大跨度穹顶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该基础结构上还固接有

第二环桁架（4）、第三环桁架（11）、第四环桁架（12）、第五环桁架（13）和两个第六环桁架，其

中一个第六环桁架位于所有消能减振装置（6）与上肢（8）的连接处，另一个第六环桁架位于

所有消能减振装置（6）与下肢（9）的连接处；第二环桁架（4）与上肢（8）固接，第三环桁架

（11）与下肢固接，且第二环桁架（4）位于与上肢（8）固接的第六环桁架和第一环桁架（2）之

间，第三环桁架（11位于与下肢（9）固接的第六环桁架和第一环桁架（2）之间。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超大跨度穹顶结构，其特征在于，所有下肢（9）的下弦上固接有

第三穹顶表面单层网壳（15），第三穹顶表面单层网壳（15）和第一穹顶表面单层网壳（5）围

成设备用房（7）。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超大跨度穹顶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超大跨度穹顶结构的矢

跨比为1/3～1/5；变截面跨中双肢空腔巨型拱（1）的拱肢高度与跨度比为1/250～1/125，巨

型变截面立体桁架（3）支撑于基础部位的高度同拱肢的高度；变截面跨中双肢空腔巨型拱

（1）的空腔部位矢跨比为1/12.5～1/10，上肢（8）高跨比为1/100～3/200，下肢（9）高跨比为

1/100～3/200，双肢部位沿跨度方向长度与总跨度比为3/10～1/2，消能减振装置（6）沿跨

度方向间距与总跨度比为1/1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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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超大跨度穹顶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大跨度空间结构技术领域，涉及一种超大跨度整体结构，具体涉及一

种跨度800～1000m的超大跨度整体式穹顶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为了抵抗飓风、极地、沙漠、气候变化等恶劣的自然条件，保护城市居民免受环境

恶化、自然灾害的影响，满足城市发展过程中节能减排的要求等，超大跨度空间结构衍生的

“城市穹顶”概念应运而生。

[0003] 目前对超大跨度结构的体系研究正处于起步阶段，对800～1000m级结构体系选

型，基本采用在现有大跨度空间结构体系的基础上进行探索并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现

有技术中的大跨度空间结构体系可分为刚性结构体系、大型索杆梁张拉空间结构体系、柔

性结构体系和充气式膜结构体系。

[0004] 该几种大跨度空间结构体系实现800～1000m跨度时存在的问题：

刚性结构体系：1）穹顶刚性体系矢跨比不能太大，当矢跨比超过1/3后建造难度会影响

体系是否可行。2）双层及多层网壳由于网格较密、杆件细碎，视觉通透性较差，很难满足人

们对城市穹顶的需求。3）巨型网格结构一般对半跨荷载非常敏感，整体稳定性一般呈现为

半跨下凹，半跨上凸形态，极限载荷承载力较低，这是制约刚性体系发展的主要因素。4）为

保证穹顶内的空间最大，特别是边缘部位，结构曲线一般选择半椭圆。由此造成穹顶在跨中

部分曲率较大，薄膜应力较小主要呈现为弯曲形态。跨中部分一般呈下凹形态，故很多超大

跨度结构在跨中部分常采用弦支穹顶等结构，以提高跨中部分的抗弯刚度。5）等厚度穹顶

过分依赖结构的薄膜应力，当遇到冲击、爆炸等荷载造成表面局部破坏时，壳体表面边界条

件发生改变，存在整体倒塌风险。

[0005] 大型索杆梁张拉结构体系：1）在考虑结构初始缺陷的相同条件下，结构弹性稳定

承载力相对较高。但弹塑性极限承载力较低，结构稳定性较差。对边界条件敏感，长期使用

下索杆构件容易松弛，失去对结构的加强作用，刚性网格初始刚度较低，使得结构极限承载

力较低。2）斜拉穹顶结构，结构方案中格构式巨柱高度大，是结构性能的控制因素。如何保

证巨柱的建造及巨柱不先于结构整体失稳有待研究。3）当局部断索后，虽然结构具有刚性

网格部分但也很难保证结构的整体抗连续倒塌性能。

[0006] 柔性体系：1）需要的索力巨大，以目前的建造能力基本无法实现。其次建造过程由

于初始缺陷几何找形、在荷载作用下找态实现困难。2）单独采用索穹顶构建城市穹顶时，由

于径向及环向索的布置会导致结构内部空间使用受限。3）当索失效时，结构抗连续倒塌性

能差。4）柔性体系在不均匀温度场作用下，结构刚度变化较大。

[0007] 充气式膜体系：1）充气膜根据材料性质自身在建筑透光、节能等方面存在优势。但

由于其结构特点需要具有足够的压力实现其刚度需求，对实现城市穹顶难度巨大。2）充气

式膜结构虽然结构材料较轻，当产生结构整体倒塌时不会对被覆盖结构产生严重的结构损

伤，但对于几十万平米的不透气材料压在小型城市上，会因为人员缺氧等问题引起较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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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倒塌更具灾难性的后果。

发明内容

[0008] 本发明的目的是克服现有技术中的不足，提供一种800～1000m超大跨度的穹顶结

构，避免现有结构体系随着跨度增大，受力性能不合理性逐渐突显的缺点。

[0009]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超大跨度穹顶结构，包括具有

共同回转轴的多个变截面跨中双肢空腔巨型拱，变截面跨中双肢空腔巨型拱由弧形的上

肢、弧形的下肢和两个拱肢组成，两个拱肢的上端分别与上肢的两端固接，两个拱肢和上肢

构成开口朝下的弧形结构，下肢的开口朝上，下肢的两端分别与上肢的两端固接，上肢与下

肢围成空腔结构，该空腔结构内相对于回转轴对称安装有两台消能减振装置；所有变截面

跨中双肢空腔巨型拱中的消能减振装置位于同一圆周上；

所有变截面跨中双肢空腔巨型拱构成的基础结构上固接有环形的第一环桁架，第一环

桁架位于上肢与下肢的分肢处；拱肢相邻的两个变截面跨中双肢空腔巨型拱之间的环向间

隔内均匀设有至少两根巨型变截面立体桁架，该至少两根巨型变截面立体桁架将该环向间

隔等分为相同的多个空间；所有巨型变截面立体桁架上端均与第一环桁架固接；第一环桁

架上覆盖有第一穹顶表面单层网壳，第一穹顶表面单层网壳与第一环桁架以及所有上肢的

上弦固接；

每个空间上均覆盖有第二穹顶表面单层网壳，第二穹顶表面单层网壳的上端与第一环

桁架固接，第二穹顶表面单层网壳和巨型变截面立体桁架相接触的部位与该巨型变截面立

体桁架固接，第二穹顶表面单层网壳和变截面跨中双肢空腔巨型拱相接触的部位与该变截

面跨中双肢空腔巨型拱固接。

[0010] 本发明超大跨度穹顶结构根据结构形态学的特别创新，使主要受力体系区别于传

统超大跨度结构，极大的改善了受力性能，使结构刚度均匀、节点构造相对简单。同时将变

截面跨中双肢空腔巨型拱形成的空间提供给整个穹顶结构内部空间的设备用房，使800~
1000m超大跨度穹顶结构可以应用于超大空间公共建筑中。该超大跨度穹顶结构具有如下

优点：

1）采用变截面跨中双肢空腔巨型拱，可有效改善穹顶结构跨中部分刚度，防止穹顶跨

中部分曲率大，薄膜应力较小，呈弯曲状态，跨中部分局部呈下凹状态。

[0011] 2）在结构形态方面相对于现有技术中的常用体系有较大改进，几何稳定性良好，

不会在建造过程中产生较大的几何非线性变形，结构找形、找态简单易行。

[0012] 3）刚度相对现有常用体系有较大提升，对半跨荷载或局部荷载不敏感，在半跨荷

载或局部荷载作用下稳定承载力高，结构整体极限承载力高。

[0013] 4）具有足够的耗能能力及相应减振消能装置，当结构遭遇超过设防水准的强震、

飓风时，能保证具有足够的剩余承载力。

[0014] 5）穹顶表面采用单层网壳，网格相对稀疏，建筑视觉通透性强。

[0015] 6）主要受力依靠巨型拱，结构冗余度较高，可有效实现防连续倒塌性能。辅助以刚

性环桁架、巨型变截面立体桁架及环桁架可形成竖向多重备用传力体系保证在爆炸、冲击

等荷载作用下当局部破坏后可立即进行内力重分布，不对整体结构造成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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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6] 图1是本发明超大跨度穹顶结构的三维立体轴侧图。

[0017] 图2是本发明超大跨度穹顶结构的构成图。

[0018] 图3是本发明超大跨度穹顶结构变截面跨中双肢空腔巨型拱的立面图。

[0019] 图4是本发明超大跨度穹顶结构的三维立体剖面图。

[0020] 图中：1.变截面跨中双肢空腔巨型拱，2.第一环桁架，3.巨型变截面立体桁架，4.

第二环桁架，5.第一穹顶表面单层网壳，6.消能减振装置，7.设备用房，8.上肢，9.下肢，10.

拱肢，11.第三环桁架，12.第四环桁架，13.第五环桁架，14.第二穹顶表面单层网壳；

L1.穹顶结构跨度，L2.穹顶结构高度，L3.拱脚高度，L4.上肢高度，L5.下肢高度，L6.空

腔部位最大净高，L7.双肢部位沿跨度方向长度，L8.减振消能部件沿跨度方向间距。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2] 如图1～图4所示，本发明超大跨度穹顶结构，包括多个变截面跨中双肢空腔巨型

拱1，该多个变截面跨中双肢空腔巨型拱1组成的基础结构类似于撑开的伞骨架，即该多个

变截面跨中双肢空腔巨型拱1具有共同回转轴；变截面跨中双肢空腔巨型拱1由弧形的上肢

8、弧形的下肢9和两个拱肢10组成，拱肢10的宽度从上往下逐渐变宽，两个拱肢10的上端分

别与上肢8的两端固接，两个拱肢10和上肢8构成开口朝下的一体的弧形结构，下肢9的开口

朝上，下肢9的两端分别与上肢8的两端固接，上肢8与下肢9围成一个空腔结构，该空腔结构

内相对于回转轴对称安装有两台消能减振装置6；所有变截面跨中双肢空腔巨型拱1中的消

能减振装置6位于同一圆周上。

[0023] 所有变截面跨中双肢空腔巨型拱1构成的基础结构上固接有环形的第一环桁架2，

第一环桁架2位于上肢8与下肢9的分肢处；拱肢10相邻的两个变截面跨中双肢空腔巨型拱1

之间的环向间隔内均匀设有两根巨型变截面立体桁架3，该两根巨型变截面立体桁架3将环

向间隔等分为三个空间；所有巨型变截面立体桁架3的上端均与第一环桁架2固接，巨型变

截面立体桁架3的高度自下而上逐渐变宽。该基础结构上还固接有第二环桁架4、第三环桁

架11、第四环桁架12、第五环桁架13和两个第六环桁架，其中一个第六环桁架位于所有消能

减振装置6与上肢8的连接处，另一个第六环桁架位于所有消能减振装置6与下肢9的连接

处；第五环桁架13的直径大于第四环桁架12的直径；第二环桁架4与上肢8固接，第三环桁架

11与下肢固接，且第二环桁架4位于与上肢8固接的第六环桁架和第一环桁架2之间，第三环

桁架11位于与下肢9固接的第六环桁架和第一环桁架2之间；第一环桁架2上覆盖有第一穹

顶表面单层网壳5，第一穹顶表面单层网壳5与第一环桁架2以及所有上肢8的上弦固接，所

有下肢9的下弦上固接有第三穹顶表面单层网壳15；第三穹顶表面单层网壳15和第一穹顶

表面单层网壳5围成设备用房7。

[0024] 每个空间上均覆盖有第二穹顶表面单层网壳14，第二穹顶表面单层网壳14的上端

与第一环桁架2固接，第二穹顶表面单层网壳14还与第四环桁架12和第五环桁架13固接，第

二穹顶表面单层网壳14和巨型变截面立体桁架3相接触的部位与该巨型变截面立体桁架3

固接，第二穹顶表面单层网壳14和变截面跨中双肢空腔巨型拱1相接触的部位与该变截面

跨中双肢空腔巨型拱1固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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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第一环桁架2的杆件与变截面跨中双肢空腔巨型拱1连接。第一环桁架2的投影平

面为圆形，外轮廓直径为L7。本实施例中第一环桁架2采用五边形立体桁架。

[0026] 巨型变截面立体桁架3采用三角形立体桁架或四边形立体桁架。

[0027] 第二环桁架4、第三环桁架11、第四环桁架12、第五环桁架13和第六环桁架均采用

三角形立体桁架或四边形立体桁架。

[0028] 图2所示的本发明超大跨度穹顶结构的一种实施例中采用6榀三角形立体桁架的

变截面跨中双肢空腔巨型拱1。变截面跨中双肢空腔巨型拱1的两端均支承于基础。其几何

参数为穹顶结构跨度L1=1000m；穹顶结构高度L2=300m；拱脚高度L3=50m；上肢高度L4=10m；

下肢高度L5=10m；空腔部位最大净高L6=60m；双肢部位沿跨度方向长度L7=400m；减振消能

部件沿跨度方向间距L8=100m，见图3。变截面跨中双肢空腔巨型拱1变截面部分采用平滑曲

线过渡。第一环桁架2、巨型变截面立体桁架3、第二环桁架4、第三环桁架11、第四环桁架12、

第五环桁架13和第六环桁架的截面参数根据变截面跨中双肢空腔巨型拱1的几何参数确

定，在相同截面时几何高度一致。

[0029] 本发明超大跨度穹顶结构中变截面跨中双肢空腔巨型拱1的下端和巨型变截面立

体桁架3的下端均支承于基础上。

[0030] 本发明超大跨度穹顶结构的投影平面为直径800m～1000m的圆形。根据不同地区

及荷载状况不同，该穹顶机构的几何特性为：矢跨比（L2/L1）为1/3～1/5；变截面跨中双肢

空腔巨型拱1的拱肢高度与跨度比值L3/L1为1/250～1/125，巨型变截面立体桁架3支撑于

基础部位的高度同拱肢的高度；变截面跨中双肢空腔巨型拱1的空腔部位的矢跨比（L4+L5+

L6）/L7为1/12.5～1/10，上肢高跨比L4/L1为1/100～3/200，下肢高跨比L5/L1为1/100～3/

200，双肢部位沿跨度方向长度与总跨度比L7/L1为3/10～1/2，消能减振装置沿跨度方向间

距与总跨度比L8/L1为1/10～3/20，消能减振装置上下两端必须与上下肢桁架节点处相连。

变截面跨中双肢空腔巨型拱1变截面部分采用平滑曲线过渡，相应第一环桁架2、巨型变截

面立体桁架3和第二环桁架4的截面参数根据变截面跨中双肢空腔巨型拱几何参数确定，在

相同截面时几何高度一致。

[0031] 变截面跨中双肢空腔巨型拱1、第一环桁架2、巨型变截面立体桁架3以及其它环桁

架构成主要结构受力体系。所有变截面跨中双肢空腔巨型拱1所形成的空腔部分具有实际

的建筑用途。

[0032] 本发明超大跨度穹顶结构主要适用于跨度800m～1000m的超大跨度穹顶具有结构

形态新颖、结构受力合理、结构矢跨比小、有很强的跨越能力、结构抗连续倒塌能力等优点，

同时结构建造简单，具有较强的可实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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