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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柱面拱壳屋盖滑移施工的轨道支架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建筑材料或建筑构件在现场的

制备，搬运或加工领域，具体为一种用于柱面拱

壳屋盖滑移施工的轨道支架。一种用于大跨度柱

面拱壳屋盖滑移施工的轨道支架，包括地梁(1)

和转换梁(2)，其特征是：还包括支撑架(3)、滑移

梁(4)和滑移轨道(5)，每个支撑架(3)的底端都

依次固定在一根转换梁(2)上；滑移梁(4)的两端

分别固定在支座(12)的顶端，滑移梁(4)的下翼

缘面固定在各个支撑架(3)顶端构成的支撑面

上，滑移梁(4)的横截面和水平面斜交，滑移轨道

(5)的下端面固定在滑移梁(4)的上翼缘面，滑移

轨道(5)和滑移梁(4)这两者的横截面互相平行。

本发明结构简单，制作方便，安全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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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柱面拱壳屋盖滑移施工的轨道支架，包括地梁(1)和转换梁(2)，地梁(1)逐

根互相平行地铺设在地面上构成，地梁(1)的两端通过抱箍(11)分别套设并固定在一个支

座(12)的外侧面上，转换梁(2)的长度和地梁(1)的宽度相等，转换梁(2)互相平行地架设在

地梁(1)上，转换梁(2)和地梁(1)互相垂直，其特征是：还包括支撑架(3)、滑移梁(4)和滑移

轨道(5)，

每个支撑架(3)的底端都依次固定在一根转换梁(2)上；

滑移梁(4)的两端分别固定在支座(12)的顶端，滑移梁(4)的下翼缘面固定在各个支撑

架(3)顶端构成的支撑面上，滑移梁(4)的横截面和水平面斜交，滑移轨道(5)的下端面固定

在滑移梁(4)的上翼缘面，滑移轨道(5)和滑移梁(4)这两者的横截面互相平行；

支撑架(3)由立杆(31)和斜撑杆(32)构成，立杆(31)的顶端和斜撑杆(32)的顶端互相

连接，每个支撑架(3)中立杆(31)的底端和斜撑杆(32)的底端都固定在一根转换梁(2)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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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柱面拱壳屋盖滑移施工的轨道支架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建筑材料或建筑构件在现场的制备，搬运或加工领域，具体为一种用

于柱面拱壳屋盖滑移施工的轨道支架。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国家对环保要求越来越高以及建设用地的严格控制，煤炭的散堆方式必须被

封闭储装方式所取代，所以干煤棚的建设近年来在我国蓬勃发展起来。干煤棚的主要作用

就是在煤场上加盖，保护堆取料机及露天存放的煤炭等物料，防止下雨时煤炭受淋和刮风

时污染环境，是一项节能和环保工程。通常是后建的特大单跨柱面拱壳。

[0003] 柱面拱壳跨度在100m及以上的为特大跨度柱面拱壳，这类柱面拱壳结构具有跨度

大、拱壳底部支座处水平推力较大的特点，目前对于此类大跨度柱面拱壳干煤棚的施工通

常采用满堂脚手架散装、分块吊装、累积滑移等安装方法。对于后建的干煤棚，受到堆场上

堆料及取料设备的影响，难以搭设脚手架，同时大型吊装机械不能进入，不能采用满堂脚手

架散装及分块吊装。累积滑移施工是比较好的方案。

[0004] 滑移施工法作为一种较为成熟的施工方法，在长期实践中已经初步显示了它在某

些特殊结构体系和场地条件下的适用性。该方法可与其他土建工程平行作业，而使总工期

缩短；特别在场地狭小或跨越其它结构、设备等而起重机无法进入时更为适合。通常情况下

滑移轨道布置在沿支座方向，只承受屋盖结构的自重荷载作用，滑移轨道两端固定在屋盖

支座之间，轨道中间根据需要设置竖向支架。对于跨度超100m的特大跨度柱面拱壳干煤棚

屋盖，由于拱效应的存在，支座位置不仅承受屋盖的自重，同时承受巨大的水平推力，滑移

轨道设置既要抵抗竖向自重又要抵抗水平推力，难度很大。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缺陷，提供一种结构简单、制作方便、安全可靠的滑移施工设

备，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柱面拱壳屋盖滑移施工的轨道支架。

[0006] 本发明通过如下技术方案达到发明目的：

[0007] 一种用于柱面拱壳屋盖滑移施工的轨道支架，包括地梁和转换梁，地梁逐根互相

平行地铺设在地面上构成，地梁与地面紧密贴合，地梁的两端通过抱箍分别套设并固定在

一个支座的外侧面上，转换梁的长度和地梁的宽度相等，转换梁互相平行地架设在地梁上，

转换梁和地梁互相垂直，其特征是：还包括支撑架、滑移梁和滑移轨道，

[0008] 每个支撑架的底端都依次固定在一根转换梁上；

[0009] 滑移梁的两端分别固定在支座的顶端，滑移梁的下翼缘面固定在各个支撑架顶端

构成的支撑面上，滑移梁的横截面和水平面斜交，滑移轨道的下端面固定在滑移梁的上翼

缘面，滑移轨道和滑移梁这两者的横截面互相平行；

[0010] 滑移梁上翼缘面的法向与支座的合力方向一致，支撑架中，立杆的轴线方向垂直

于地面，斜撑杆的轴线方向和支座的合力方向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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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地梁的宽度和转换梁的长度根据地基承载力计算确定，支撑架、滑移梁、滑移轨道

这三者的尺寸参数都根据滑移时轨道反力由计算确定。

[0012] 所述的用于柱面拱壳屋盖滑移施工的轨道支架，其特征是：支撑架由立杆和斜撑

杆构成，立杆的顶端和斜撑杆的顶端互相连接，每个支撑架中立杆的底端和斜撑杆的底端

都固定在一根转换梁上。

[0013] 本发明按如下所述制作：

[0014] 根据干煤棚结构形式确定滑移施工方案，确定单次滑移及累积滑移的具体步骤，

在支座之间布置滑移轨道；

[0015] 根据滑移施工方案，采用有限元软件进行的有限元计算模拟施工过程，确定在滑

移过程中滑移梁和滑移轨道这两者的横截面尺寸，确定在两个支座之间需要的支撑架的个

数，以及支撑架的斜撑杆和立杆的尺寸，转换梁的横截面尺寸；

[0016] 根据有限元计算确定上部结构在支座处的合力方向；

[0017] 倾斜滑移梁使滑移梁上翼缘面法向与支座的合力方向一致，滑移轨道固定在滑移

梁的上翼缘面上，滑移梁及滑移轨道这两者的两端都和支座固定，支撑架顶端即立杆和斜

撑杆的连接处连接滑移梁的下翼缘面，其中斜撑杆的轴向方向和支座的合力方向一致，立

杆和斜撑杆这两者的底端都焊接固定在转换梁上，转换梁架设在由工字梁密排布置构成的

地梁上，地梁和地面紧密贴合，地梁的两端通过抱箍和支座连接，转换梁和地梁局部焊接固

定；通过支撑架处支座反力的竖向自重分量以及地基承载力，根据规范计算确定需要的地

梁宽度，从而确定转换梁的长度，支座处的水平推力通过支撑架传递到地梁，再由地梁传递

到支座。

[0018] 本发明公开的用于特大跨度柱面拱壳屋盖滑移施工的带倾角轨道支架，轨道倾斜

布置，通过地梁与支座连接，在不对基础进行特殊处理的情况下，整个滑移支架装置既能承

受上部结构自重，又能承受拱壳的水平推力，保证了柱面拱壳的滑移施工方案可以实施。具

体地说，滑移梁倾角与支座反力的倾角一致，滑移轨道与滑移梁上翼缘固定，屋盖作用在滑

移轨道上的合力方向与滑移轨道截面形心轴基本一致。滑移梁通过下部三角支架将荷载传

给地面转换钢梁，转换梁与地面接触抵抗竖向荷载，同时转换梁与原混凝土支座短柱连接，

通过支座短柱抵抗水平推力。

[0019] 本发明在不对基础进行特殊处理的情况下，解决了滑移梁既有竖向力、又有水平

推力的难题，保证了此类拱壳屋盖的滑移施工方法的可行，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0020] 本发明适用于对跨度大、拱壳底部支座处水平推力较大的特大跨度柱面拱壳实施

整体滑移施工。

[0021] 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22] 1 .  本发明带倾角滑移轨道使滑移支座处受力方向与轨道上翼缘面垂直，滑移轨

道平面外不受力，在不对基础进行特殊处理的情况下，整个滑移支架装置既能承受上部结

构自重，又能承受水平推力，保证了柱面拱壳的滑移施工方案可以实施。

[0023] 2.  三角支架的设置保证了滑移梁的刚度，减小了滑移过程中轨道的变形，保证了

上部柱面拱壳的结构安全。

[0024] 3.  三角支架将滑移梁反力传递到转换梁，通过转换梁传递到地梁，地梁与地面接

触，抵抗了支座全部的竖向自重分量以及部分水平推力，同时地梁与短柱连接，将水平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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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到原有短柱的基础，三角架处不需要新做基础抵抗水平力，减少了施工过程中地基的

处理措施。

附图说明

[0025] 图1是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2是本发明中支撑架和滑移梁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3是干煤棚跨度柱面拱壳屋盖的断面示意图；

[0028] 图4是滑移轨道和支座的布置示意图；

[0029] 图5是本发明中柱面拱壳支座受力分解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以下通过具体实施例进一步说明本发明。

[0031] 实施例1

[0032] 一种用于柱面拱壳屋盖滑移施工的轨道支架，包括地梁1、转换梁2、支撑架3、滑移

梁4和滑移轨道5，如图1所示，具体结构是：

[0033] 地梁1采用工字梁逐根互相平行地铺设在地面上构成，地梁1与地面紧密接触，地

梁1的两端通过抱箍11分别套设并固定在一个支座12的外侧面上，转换梁2的长度和地梁1

的宽度相等，转换梁2互相平行地架设在地梁1上，转换梁2和地梁1互相垂直；

[0034] 每个支撑架3如图2所示：支撑架3由立杆31和斜撑杆32构成，立杆31的顶端和斜撑

杆32的顶端互相连接，立杆31和斜撑杆32之间的夹角θ取22°，每个支撑架3中立杆31的底端

和斜撑杆32的底端都依次焊接固定在一根转换梁2上；

[0035] 滑移梁4的两端分别固定在原有支座12的顶端，滑移梁4的下翼缘面固定在各个支

撑架3顶端构成的支撑面上，滑移梁4的横截面和水平面斜交，滑移轨道5的下端面固定在滑

移梁4的上翼缘面，滑移轨道5和滑移梁4这两者的横截面互相平行；

[0036] 滑移梁4上翼缘面的法向与支座12的合力方向一致，支撑架3中，立杆31的轴线方

向垂直于地面，斜撑杆32的轴线方向和支座12的合力方向一致；

[0037] 地梁1的宽度和转换梁2的长度根据地基承载力计算确定，支撑架3、滑移梁4、滑移

轨道5这三者的尺寸参数都根据滑移时轨道反力由计算确定。

[0038] 本实施例按如下所述制作：

[0039] 根据如图3所示的干煤棚6的结构形式确定滑移施工方案，确定单次滑移及累积滑

移的具体步骤；如图4所示在支座12之间布置滑移轨道5；

[0040] 根据滑移施工方案，采用有限元软件进行的有限元计算模拟施工过程，确定在滑

移过程中滑移梁4和滑移轨道5这两者的横截面尺寸，确定在两个支座12之间需要的支撑架

3的个数，以及支撑架3的斜撑杆和立杆的尺寸，转换梁2的横截面尺寸；

[0041] 根据有限元计算确定上部结构在支座12处的合力方向，如图5所示；

[0042] 倾斜滑移梁4使滑移梁4上翼缘面法向与支座12的合力方向一致，滑移轨道5固定

在滑移梁4的上翼缘面上，滑移梁4及滑移轨道5这两者的两端都和支座12固定，支撑架3顶

端即立杆31和斜撑杆32的连接处连接滑移梁4的下翼缘面，其中斜撑杆32的轴向方向和支

座12的合力方向一致，立杆31和斜撑杆32这两者的底端都焊接固定在转换梁2上，转换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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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设在由工字梁密排布置构成的地梁1上，地梁1和地面紧密贴合，地梁1的两端通过抱箍11

和支座12连接，转换梁2和地梁1局部焊接固定；通过支撑架3处支座12反力的竖向自重分量

以及地基承载力，根据规范计算确定需要的地梁1宽度，从而确定转换梁2的长度，支座12处

的水平推力通过支撑架3传递到地梁1，再由地梁1传递到支座12。

[0043] 本实施例公开的用于特大跨度柱面拱壳屋盖滑移施工的带倾角轨道支架，轨道倾

斜布置，通过地梁1与支座12连接，在不对基础进行特殊处理的情况下，整个滑移支架装置

既能承受上部结构即干煤棚6的自重，又能承受拱壳的水平推力，保证了柱面拱壳的滑移施

工方案可以实施。具体地说，滑移梁4倾角与支座12反力的倾角一致，滑移轨道5与滑移梁4

上翼缘固定，屋盖作用在滑移轨道5上的合力方向与滑移轨道5截面形心轴基本一致，滑移

梁4通过下部支撑架3将荷载传给转换梁2，转换梁2通过地梁1与地面接触抵抗竖向荷载，同

时转换梁2与原支座12连接，通过支座12抵抗水平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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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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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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