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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大跨度穹顶支撑龙骨模

架连接系统，包括支撑系统、龙骨系统和面板系

统；支撑系统包括混凝土垫层和轮扣式模架；龙

骨系统包括弧形主龙骨与次龙骨；面板系统包括

板厚控制器和用于混凝土浇筑的竹胶板模具。结

构稳定，使用寿命高，施工经济性好。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6页  附图5页

CN 111441525 A

2020.07.24

CN
 1
11
44
15
25
 A



1.一种大跨度穹顶支撑龙骨模架连接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支撑系统、龙骨系统和面

板系统；支撑系统包括混凝土垫层和轮扣式模架；龙骨系统包括弧形主龙骨与次龙骨；面板

系统包括板厚控制器和用于混凝土浇筑的箱型模具，箱型模具包括竹胶板材质的模板。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大跨度穹顶支撑龙骨模架连接系统，其特征在于，弧形主

龙骨与次龙骨连接处设置角钢，角钢与弧形主龙骨使用合金头自攻钉垂直固定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大跨度穹顶支撑龙骨模架连接系统，其特征在于，板厚控

制器包括止水螺杆，止水螺杆成梅花形布置，止水螺杆与模板内外侧连接位置焊接固定螺

帽。

4.一种大跨度穹顶支撑龙骨模架连接系统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第一步，控制混凝土垫层平整度，操作方式如下：

（1）、混凝土垫层施工前，先在地面上制作灰饼，灰饼纵横间距2m，并使用水准仪超平控

制；

（2）、提前在浇筑区域四周混凝土柱及砖墙上弹出500mm控制线，并对工人进行技术交

底；

（3）、混凝土浇筑时，使用拉线控制垫层平整度；

第二步，对模型检测控制，操作方式如下：

（1）、模架每搭设一层，项目部派专人做检测控制点，并记录原始数据；

（2）、模架施工每加设一次荷载后，派专人进行监测，直至模架拆除；

第三步，加工弧形钢管，操作方式如下：

（1）、根据预先CAD软件计算出的弧形大样进行现场放样，在现场混凝土地面上弹出纵

横向主控线轴线尺寸，再弹出小线，在每一个小节点上钉上钢钉，利用14#铁丝贴紧钢钉画

穹顶弧线，根据模板厚度、次龙骨高度、主龙骨截面依次画出穹顶弧形大样线，最后弹出梁

及梁模板外轮廓线，计算出弧形钢管尺寸；

（2）、在主龙骨钢管里外线两侧间距300mm将250mm长直径为12mm的钢筋头打入混凝土

150mm深，根据CAD大样尺寸将对应长度的钢管弯出第一根弧形钢管做对比模板；

（3）、再将其他钢管放入液压钢管弯曲机设备中，从一端向一端使用物理方法慢慢弯曲

成形，弯曲成形后用盒尺测量弧形钢管两端直线尺寸，保证弧形钢管两端直线尺寸与图纸

大样弦长相吻合；

第四步，弧形龙骨与次龙骨连接，操作方式如下：

（1）、由于弧形钢管龙骨与次龙骨连接时不稳定，容易滑落，因此在主龙骨与次龙骨连

接处加设角钢；

（2）、先在预先放好的弧形墨线大样上，将次龙骨中心位置标记出来，次龙骨间距

200mm，垂直弧形龙骨设置；

（3）、将弧形钢管端部与弧形墨线位置对应摆放，使用马克笔对准墨线标记位置，在钢

管上依次做好次龙骨中心位置记号；

（4）、将角钢下料切割成小段，将角钢与弧形龙骨使用平头合金头自攻钉垂直固定连

接；

（5）、角钢固定安装好以后，检查角钢间距位置是否准确，确定无误后在角钢背部与弧

形钢管再点焊一下，确保角钢与钢管连接牢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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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步，树杈型模架安装，操作方式如下：

（1）、穹顶模板支架采用轮扣式满堂脚手架；

（2）、在靠近穹顶处增加小横杆和斜撑杆，以加固弧形主龙骨，小横杆应至少与两根满

堂架的立杆连接，由于弧形主龙骨钢管与立杆之间容易滑动，因此主龙骨钢管之间必须用

一根拉杆通常拉设，拉杆与横向水平杆之间使用扣件拉设；

（3）、由于弧形板必须考虑折算厚度，为了防止弧形钢管下挠，在两个立杆之间加设树

杈形斜撑，斜撑钢管尽量与立杆成45-60°夹角，斜撑与弧形钢管边线垂直相切，保证模架体

系相对稳固，将竖向剪切力通过斜撑与顶丝传递至立杆上；

（4）、斜撑钢管必须与立杆及水平杆之间用扣件连接，且最下端一道连接后，增加一个

保险扣件，防止扣件滑移；

（5）、每个扣件安装后，必须使用扭矩扳手检查扣件扭矩值，保证扣件扭矩值到位；

第六步，制作板厚控制器，操作方式如下：

（1）、由于箱型模具板面容易与板钢筋接触，因此模具设置时必须有控制混凝土板厚以

及混凝土表面保护层厚度两项功能；

（2）、在止水螺杆与混凝土接触面部位焊接两个螺帽，即可以控制混凝土板厚，也能防

止混凝土漏筋问题；

（3）、箱型模具拆除时，由于混凝土中对拉丝杆不拆除，因此在对拉螺杆上增加止水钢

板，防止混凝土顶板漏水；

第七步，箱型模具设计施工，操作方式如下：

（1）、材料选用；模板选用竹胶板，内竖楞、弧形分别采用方木和钢管；木模板采用环保

型脱模剂；

（2）、模板设计及浇筑施工；箱型模具有弧形底板系统与弧形盖板系统及止水螺杆连

接；弧形底板系统与弧形盖板系统相同，由弧形竹胶板、木方、弧形钢管组成；箱型模具通过

对拉止水螺杆连接；箱型模具从穹顶两侧从下往上安装，每个箱型模沿穹顶进深通常设置

有弧度方向间距900mm预留300mm宽混凝土浇筑口，便于混凝土浇筑时振动棒可以快速插入

混凝土模板内完成振捣工作，保证混凝土密实度，箱型模具混凝土浇筑完成后，对预留洞口

进行浇筑封堵，这样依次施工直至穹顶最顶端；第九施工段坡度平缓，按顶板模板设计，只

支设底模；

（3）、浇筑时两侧对称浇筑，封口处混凝土塌落度较小，使用定型盖板封口，定型盖板提

前根据洞口大小统一下料施工，浇筑口混凝土浇筑满，使用铁模子对浇筑口进行收面。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大跨度穹顶支撑龙骨模架连接系统施工方法，其特征在

于，在第四步中，若弧度不能满足要求，使用简易弯曲设备进行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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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大跨度穹顶支撑龙骨模架连接系统及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建筑施工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大跨度穹顶支撑龙骨模架连接系统

及施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钢筋混凝土穹顶施工，主要采用钢筋桁架加固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准备

工作-现场测量放样-穹顶轴线、标高定位-钢筋桁架下料-穹顶桁架拼装、焊接-钢筋桁架吊

装定位-龙骨投线定位-次龙骨绑扎、固定-穹顶底层模板安装施工-穹顶钢筋绑扎-穹顶盖

板加固施工。当椭圆曲面弧形角度变化较大，对于模架加固施工带来很大的困难。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大跨度穹顶支撑龙骨模架连接系统。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大跨度穹顶支撑龙骨模架连接

系统，包括支撑系统、龙骨系统和面板系统；支撑系统包括混凝土垫层和轮扣式模架；龙骨

系统包括弧形主龙骨与次龙骨；面板系统包括板厚控制器和用于混凝土浇筑的竹胶板模

具。

[0005] 进一步的，弧形主龙骨与次龙骨连接处设置L50角钢连结构件，角钢与弧形主龙骨

使用合金头自攻钉垂直固定连接。

[0006] 进一步的，板厚控制器包括止水螺杆，止水螺杆成梅花形布置，止水螺杆与模板内

外侧连接位置焊接固定螺帽。

[0007] 一种大跨度穹顶支撑龙骨模架连接系统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第一步，控制混凝土垫层平整度，操作方式如下：

（1）、混凝土垫层施工前，先在地面上制作灰饼，灰饼纵横间距2m，并使用水准仪超平控

制；

（2）、提前在浇筑区域四周混凝土柱及砖墙上弹出500mm控制线，并对工人进行技术交

底；

（3）、混凝土浇筑时，使用拉线控制垫层平整度；

第二步，对模型检测控制，操作方式如下：

（1）、模架每搭设一层，项目部派专人做检测控制点，并记录原始数据；

（2）、模架施工每加设一次荷载后，派专人进行监测，直至模架拆除；

第三步，加工弧形钢管，操作方式如下：

（1）、根据预先CAD软件计算出的弧形大样进行现场放样，在现场混凝土地面上弹出纵

横向主控线轴线尺寸，再弹出小线，在每一个小节点上钉上钢钉，利用14#铁丝贴紧钢钉画

穹顶弧线，根据模板厚度、次龙骨高度、主龙骨截面依次画出穹顶弧形大样线，最后弹出梁

及梁模板外轮廓线，计算出弧形钢管尺寸；

（2）、在主龙骨钢管里外线两侧间距300mm将250mm长直径为12mm的钢筋头打入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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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mm深，根据CAD大样尺寸将对应长度的钢管弯出第一根弧形钢管做对比模板；

（3）、再将其他钢管放入液压钢管弯曲机设备中，从一端向一端使用物理方法慢慢弯曲

成形，弯曲成形后用盒尺测量弧形钢管两端直线尺寸，保证弧形钢管两端直线尺寸与图纸

大样弦长相吻合；

（4）、若弧度不能满足要求，使用简易弯曲设备进行校正；

第四步，弧形龙骨与次龙骨连接，操作方式如下：

（1）、由于弧形钢管龙骨与次龙骨连接时不稳定，容易滑落，因此在主龙骨与次龙骨连

接处加设L50角钢连结构件；

（2）、先在预先放好的弧形墨线大样上，将次龙骨中心位置标记出来，次龙骨间距

200mm，垂直弧形龙骨设置；

（3）、将弧形钢管端部与弧形墨线位置对应摆放，使用马克笔对准墨线标记位置，在钢

管上依次做好次龙骨中心位置记号；

（4）、将角钢下料切割成10cm小段，将角钢与弧形龙骨使用15mm平头合金头自攻钉垂直

固定连接；

（5）、角钢固定安装好以后，检查角钢间距位置是否准确，确定无误后在角钢背部与弧

形钢管再点焊一下，确保角钢与钢管连接牢固；

第五步，树杈型模架安装，操作方式如下：

（1）、穹顶模板支架采用轮扣式满堂脚手架，立杆间距为900mm×900mm，在标高19.00m

至标高26.7m段水平杆布距加密，间距0.6m；

（2）、在标高21.0-26.7m靠近穹顶处增加小横杆和斜撑杆，以加固弧形主龙骨，小横杆

应至少与两根满堂架的立杆连接，由于弧形主龙骨钢管与立杆之间容易滑动，因此主龙骨

钢管之间必须用一根拉杆通常拉设，拉杆与横向水平杆之间使用扣件拉设；

（3）、由于弧形板必须考虑折算厚度，为了防止弧形钢管下挠，在两个立杆之间加设树

杈形斜撑，斜撑钢管尽量与立杆成45-60°夹角，斜撑与弧形钢管边线垂直相切，保证模架体

系相对稳固，将竖向剪切力通过斜撑与顶丝传递至立杆上；

（4）、斜撑钢管必须与立杆及水平杆之间用扣件连接，且最下端一道连接后，增加一个

保险扣件，防止扣件滑移；

（5）、每个扣件安装后，必须使用扭矩扳手检查扣件扭矩值，保证扣件扭矩值到位；

第六步，制作板厚控制器，操作方式如下：

（1）、由于箱型模具板面容易与板钢筋接触，因此模具设置时必须有控制混凝土板厚以

及混凝土表面保护层厚度两项功能；

（2）、在止水螺杆与混凝土接触面部位焊接两个15mm螺帽，即可以控制混凝土板厚，也

能防止混凝土漏筋问题；

（3）、焊接螺帽前必须检查两个螺母之间的距离是否为100mm，允许偏差（-5，+8）mm；

（4）、箱型模具拆除时，由于混凝土中对拉丝杆不拆除，因此在对拉螺杆上增加止水钢

板，防止混凝土顶板漏水；

第七步，箱型模具设计施工，操作方式如下：

（1）、材料选用；模板选用12mm厚竹胶板，规格1800X900X12mm，内竖楞、弧形分别采用35

×70mm方木和φ48×3.0mm钢管；木模板采用环保型脱模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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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模板设计及浇筑施工；箱型模具有弧形底板系统与弧形盖板系统及止水螺杆连

接；弧形底板系统与弧形盖板系统相同，由弧形竹胶板、木方、弧形钢管组成；箱型模具通过

对拉止水螺杆连接；箱型模具从穹顶两侧从下往上安装，每个箱型模沿穹顶进深通常设置

有弧度方向间距900mm预留300mm宽混凝土浇筑口，便于混凝土浇筑时振动棒可以快速插入

混凝土模板内完成振捣工作，保证混凝土密实度，箱型模具混凝土浇筑完成后，对预留洞口

进行浇筑封堵，这样依次施工直至穹顶最顶端；第九施工段坡度平缓，按顶板模板设计，只

支设底模；

（3）、浇筑时两侧对称浇筑，封口处混凝土塌落度较小，使用定型盖板封口，定型盖板提

前根据洞口大小统一下料施工，浇筑口混凝土浇筑满，使用铁模子对浇筑口进行收面，控制

在2mm方位内。

[0008] 本发明的技术效果如下：采用混凝土垫层，费用低，工作量少，遇水不影响；采用轮

扣式模架，节点连接简单，施工速度快，费用较低；采用钢管作为弧形龙骨，单米重量较轻，

惯性矩较大，弹性模量大，受力好，可以同时操作施工，定型化生产；采用角钢撑托，抗滑移

性能好，龙骨传力可靠，施工效率高，连接件可周转；次龙骨装置采用堆叠平放，稳定性好，

与面板可以有效连接，施工速度快，与等截面立放比较，与模板连接受力面大，钉子容易固

定，后期混凝土外观观感好；板厚控制器利用螺帽调节高度，起到止水与控制板厚的效果，

止水及保护层效果均良好，施工方便快捷；箱型模具采用竹胶板材质，经济性好，节点连接

简单，可靠，受环境影响小，吸水性好，易弯曲、造价低，使用寿命高。

附图说明

[0009] 图1为实施例中混凝土垫层地基处理图；

图2为实施例中穹顶模架立面图；

图3为实施例中主次龙骨连接系统图；

图4为实施例中次龙骨平放堆叠图；

图5为实施例中板厚控制器设计图；

图6为实施例中箱型模具设计图；

图7为实施例中穹顶弧形龙骨拉结工序示意图；

图8为实施例中穹顶箱形模具混凝土浇筑顺序图。

[0010] 附图标记：1、混凝土垫层；2、三七灰土；3、素土回填；4、合金头自攻钉；5、角钢；6、

钢管；7、竹胶板；8、止水钢板；9、螺帽；10、混凝土浇筑口；11、弧形钢管龙骨；12、止水螺杆。

具体实施方式

[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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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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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施例

[0012] 如图1-8所示，一种大跨度穹顶支撑龙骨模架连接系统，包括支撑系统、龙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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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面板系统；支撑系统包括混凝土垫层1和轮扣式模架；龙骨系统包括弧形主龙骨与次龙

骨；面板系统包括板厚控制器和用于混凝土浇筑的竹胶板模具。

[0013] 弧形主龙骨与次龙骨连接处设置L50角钢连结构件，角钢与弧形主龙骨使用合金

头自攻钉垂直固定连接。板厚控制器包括止水螺杆12，止水螺杆12成梅花形布置，止水螺杆

12与模板内外侧连接位置焊接固定螺帽9。

[0014] 地基处理为500厚三七灰土2、200mmC15混凝土垫层1、素土回填3。三七灰土2分三

层碾压施工，每层施工完成后必须环刀取样，合格后进行下一层施工，混凝土浇筑一次浇筑

完成。

[0015] 支撑系统为轮扣式脚手架支撑，立杆纵横向间距0.9m，顶部加U型顶托；距地0.35m

处设一道纵横向扫地杆，往上1.2m设第一道纵横向大横杆连接，上部每隔1.2m设纵横向大

横杆连接，在19.6m标高处每隔600mm设纵横向大横杆连接。

[0016] 安装流程为：混凝土垫层浇筑→模架及龙骨放样、加工制作→模架测量放线→模

架及外架立杆排布搭设→立杆垂直度校正→  板底主龙骨定位→板模板固定安装→板厚限

位器安装→弧形梁板顶面盖板从下到上依次安装加固→第一段混凝土对称浇筑→浇筑口

封堵加固→共九段依次进行浇筑。

[0017] 一种大跨度穹顶支撑龙骨模架连接系统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第一步，控制混凝土垫层平整度，操作方式如下：

（1）、混凝土垫层施工前，先在地面上制作灰饼，灰饼纵横间距2m，并使用水准仪超平控

制；

（2）、提前在浇筑区域四周混凝土柱及砖墙上弹出500mm控制线，并对工人进行技术交

底；

（3）、混凝土浇筑时，使用拉线控制垫层平整度；

第二步，对模型检测控制，操作方式如下：

（1）、模架每搭设一层，项目部派专人做检测控制点，并记录原始数据；

（2）、模架施工每加设一次荷载后，派专人进行监测，直至模架拆除；

第三步，加工弧形钢管，操作方式如下：

（1）、根据预先CAD软件计算出的弧形大样进行现场放样，在现场混凝土地面上弹出纵

横向主控线轴线尺寸，再弹出小线，在每一个小节点上钉上钢钉，利用14#铁丝贴紧钢钉画

穹顶弧线，根据模板厚度、次龙骨高度、主龙骨截面依次画出穹顶弧形大样线，最后弹出梁

及梁模板外轮廓线，计算出弧形钢管尺寸；

（2）、在主龙骨钢管里外线两侧间距300mm将250mm长直径为12mm的钢筋头打入混凝土

150mm深，根据CAD大样尺寸将提前租赁对应长度的钢管弯出第一根弧形钢管做对比模板；

（3）、再将其他钢管放入液压钢管弯曲机设备中，从一端向一端使用物理方法慢慢弯曲

成形，弯曲成形后用盒尺测量弧形钢管两端直线尺寸，保证弧形钢管两端直线尺寸与图纸

大样弦长相吻合；

（4）、若弧度不能满足要求，使用简易弯曲设备进行校正；

第四步，弧形龙骨与次龙骨连接，操作方式如下：

（1）、由于弧形钢管龙骨11与次龙骨连接时不稳定，容易滑落，因此在主龙骨与次龙骨

连接处加设L50角钢5连结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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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先在预先放好的弧形墨线大样上，将次龙骨中心位置标记出来，次龙骨间距

200mm，垂直弧形龙骨设置；

（3）、将弧形钢管端部与弧形墨线位置对应摆放，使用马克笔对准墨线标记位置，在钢

管上依次做好次龙骨中心位置记号；

（4）、将角钢下料切割成10cm小段，将角钢5与弧形龙骨使用15mm平头合金头自攻钉4垂

直固定连接；

（5）、角钢5固定安装好以后，检查角钢5间距位置是否准确，确定无误后在角钢5背部与

弧形钢管6再点焊一下，确保角钢5与钢管6连接牢固；

第五步，树杈型模架安装，操作方式如下：

（1）、穹顶模板支架采用轮扣式满堂脚手架，立杆间距为900mm×900mm，在标高19.00m

至标高26.7m段水平杆布距加密，间距0.6m；

（2）、在标高21.0-26.7m靠近穹顶处增加小横杆和斜撑杆，以加固弧形主龙骨，小横杆

应至少与两根满堂架的立杆连接，由于弧形主龙骨钢管与立杆之间容易滑动，因此主龙骨

钢管之间必须用一根拉杆通常拉设，拉杆与横向水平杆之间使用扣件拉设；

（3）、由于弧形板必须考虑折算厚度，为了防止弧形钢管下挠，在两个立杆之间加设树

杈形斜撑，斜撑钢管尽量与立杆成45-60°夹角，斜撑与弧形钢管边线垂直相切，保证模架体

系相对稳固，将竖向剪切力通过斜撑与顶丝传递至立杆上；

（4）、斜撑钢管必须与立杆及水平杆之间用扣件连接，且最下端一道连接后，增加一个

保险扣件，防止扣件滑移；

（5）、每个扣件安装后，必须使用扭矩扳手检查扣件扭矩值，保证扣件扭矩值到位；

第六步，制作板厚控制器，操作方式如下：

（1）、由于箱型模具板面容易与板钢筋接触，因此模具设置时必须有控制混凝土板厚以

及混凝土表面保护层厚度两项功能；

（2）、在止水螺杆12与混凝土接触面部位焊接两个15mm螺帽9，即可以控制混凝土板厚，

也能防止混凝土漏筋问题；

（3）、焊接螺帽9前必须检查两个螺母之间的距离是否为100mm，允许偏差（-5，+8）mm；

（4）、箱型模具拆除时，由于混凝土中对拉丝杆不拆除，因此在对拉螺杆上增加止水钢

板8，防止混凝土顶板漏水；

第七步，箱型模具设计施工，操作方式如下：

（1）、材料选用；模板选用12mm厚竹胶板，规格1800X900X12mm，内竖楞、弧形分别采用35

×70mm方木和φ48×3.0mm钢管；木模板采用环保型脱模剂；

（2）、模板设计及浇筑施工；箱型模具有弧形底板系统与弧形盖板系统及止水螺杆12连

接；弧形底板系统与弧形盖板系统相同，由弧形竹胶板、木方、弧形钢管组成；箱型模具通过

对拉止水螺杆12连接；箱型模具从穹顶两侧从下往上安装，每个箱型模沿穹顶进深通常设

置有弧度方向间距900mm预留300mm宽混凝土浇筑口10，便于混凝土浇筑时振动棒可以快速

插入混凝土模板内完成振捣工作，保证混凝土密实度，箱型模具混凝土浇筑完成后，对预留

洞口进行浇筑封堵，这样依次施工直至穹顶最顶端；第九施工段坡度平缓，按顶板模板设

计，只支设底模；

（3）、浇筑时两侧对称浇筑，封口处混凝土塌落度较小，使用定型盖板封口，定型盖板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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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根据洞口大小统一下料施工，浇筑口混凝土浇筑满，使用铁模子对浇筑口进行收面，控制

在2mm方位内；

穹顶为曲面弧形薄壳钢筋混凝土结构，从上到下整体为弧形结构；穹顶里面为椭圆形，

柱梁板为弧形结构。穹顶弧度的多角度定位，由于弧形角度变化较大，必须提前考虑弧形龙

骨如何分段设置与固定连接；弧形的准确定位是穹顶屋面施工精度的保证。由于穹顶受力

复杂，必须考虑力的分解与组合，以及力的传递方向，保证模架支撑体系与力的方向相对

应，所以模架弧度较大部位必须采用全面异型模架进行分解多角度合力产生的不稳定因

素。

[0018] 上面仅对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作了详细说明，但是本发明并不限于上述实施例，

在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所具备的知识范围内，还可以在不脱离本发明宗旨的前提下作出各

种变化，各种变化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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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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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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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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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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