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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对钢结构工程进行安装的过程中,往往需要对相关吊装技术进行选择和应用,但只有对吊装方案进行精心的设

计和比选,才能使施工的成本、进度以及质量等技术指标得到有效的落实,因此,本文结合相关案例对大跨度钢结构厂房屋架
吊装技术的应用进行了分析和研究。
[关键词] 大跨度；钢结构厂房；屋架吊装技术
科技的进步,有效推动了建筑材料的更新与应用,特别

的[1]。

是在钢结构方面,随着钢结构材料特点的发展和变化,使得

结合上述内容, 可以对案例工程的钢屋架吊装问题进

大跨度钢结构在建筑工程的结构设计当中得到了广泛的应

行总结,得出相关结论,要求在保证施工安全以及施工质量

用,例如体育馆、工业厂房等。在具体施工过程中,应该根据

的前提下,尽可能的缩减施工时间,降低施工成本,使钢屋架

吊装设备、施工环境、设计图纸、经济效益、施工期限等条

吊装施工能够顺利的完成。

件,对吊装技术进行合理的选择和应用。
1 工程概况
1.1 总体情况
某工业基地的部件装焊工厂以及分段装焊工厂主要是
由两个单层厂房构成, 其中部件装焊工厂厂房以三联跨钢
结构为主,其跨度为 33m,平面参数是 99mX215m,整体高度

2.2 吊装方案对比和选择
对施工场地、施工期限、安全性要求以及经济性要求进
行综合的考虑,并以此为基础对吊装方案进行设计。
2.2.1 可选吊装工艺
可选的调转工艺有很多种,具体包括整体顶升安装、整
体两榀吊装、单榀吊装以及高空单元散装。

为 18.55m；而分段装焊工厂厂房以两联跨钢结构为主,其平

2.2.2 选择吊装工艺

面参数为 18.mX83m,具跨度为 42m。

第一,顶升安装,该方法的主要优点在于拼装和焊接质

1.2 钢结构设计情况

量较高；其缺点在于费用较高,其费用构成包括顶升和滑移

在部件装焊工厂当中, 一部分的柱子使用的是平面衔

这两个方面,缺乏经济性,也正是因为多加了这两个方面的

架格构柱子,其截面为 1500mm,使用焊接 H 型钢梁作为屋

操作,导致吊装速度缓慢,在案例工程当中应用,在不包含滑

面钢梁,其具体参数为 H1000-1600X400-4500,应用的一级

移费用的情况下,需要消耗 22.5 万元。

次梁参数为 H500X250,二级次梁参数为 H300X150；而分段

第二,整体两榀吊装,该方法的主要优点就是可以进行

装焊工厂当中, 应用的格构柱子主要是由 4 根钢管空间衔

平地拼装,且平地拼装效率高、质量好,此外,两榀屋架在进

接架构成,其截面为 2100X1000,屋面钢梁与部件装焊厂房

行整体吊装的过程中,变形较小,能够减少高空作业量,对安

相同。

全生产目标的实现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而该方法的缺点

2 吊装方案的初步设计

在于屋架吊装过程中就位较为缓慢, 对其进行应用需要消

2.1 吊装方案设计当中需要进行解决的问题

耗 11.5 万元。

第一,钢结构厂房中的屋架具有总量大、跨度大以及吊

第三,单品吊装,这种吊装方法在实际吊装的过程中的

装高度高的特点,所以在具体安装的过程中,会有一定的安

就位比较容易控制,但缺点是容易出现变形问题,而且在安

全问题存在；第二,由于进行基础土建通常会消耗较长的时

装次梁时,需要进行高空作业的环节比较多,不但会加大施

间,导致在合同工期要求范围内,钢结构安装期限相对较短,

工安全的控制难度,其质量控制难度也相对较高。如果案例

结合施工的总进度计划进行安排, 对屋架进行吊装施工的

工程对该方法加以应用,大概需要消耗 15.8 万元[2]。

期间仅有 35 天；第三,单榀钢屋架较为淡薄且比较高,在进

第四,高空单元散装,其优点在于屋架的安装施工比较

行吊装的过程中容易出现变形的问题, 根据设计图纸的相

容易就位；但缺点则是需要对满堂红脚手架进行搭建,同时

关要求, 在完成施工以后, 钢屋架柱端的水平位移要在

还要对一些起重设备进行应用, 但起重设备的建设需要消

25mm 以内,其变形不能大于柱高的千分之一；第四,应用的

耗较长的时间,而且需要在完成登记验收以后,才能正式在

施工合同主要是固定总价合同, 而钢结构安装在投标方面

吊装工程当中应用,在总工期当中占比过大,而且费用消耗

的报价一般都比较低,因此,必须要对施工工序进行合理的

较高,应用在案例工程中会产生 28.3 万元的花费。

安排,对科学的吊装技术加以应用,达到节约施工成本的目

案例工程针对上述吊装技术进行了仔细的分析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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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根据工程实际情况,对工程的安全要求、经济要求、工期

拼装以后, 必须要立即将钢屋架表面存在的污垢清理干净,

要求以及施工难易度进行综合的考虑, 认为整体两榀拼装

然后进行防腐油漆的涂刷[8]。

这种吊装方法对本工程最为适用 。
[3]

3 吊装设计方案的深化

3.2.3 机械选择
根据案例钢结构工程的具体情况, 在对吊机进行选择

在初步确定吊装方案以后, 还需要对吊装施工过程中

的过程中,应该对起吊的高度、作业半径、构件的自重、构件

的各项影响因素进行具体的分析, 以此来对工程进行深化

的长度以及吊机起重的基本参数对吊机进行科学的选择,

设计,使吊装方案能够得到顺利的实施,通常对吊装工程造

同时要尽可能的应用钢柱吊装机械进行吊装[9]。

成影响的因素包括胎架制作、机械选择、地面拼装、吊装流

4 结语

程安排、吊装索具验算以及吊点位置计算等[4]。

综上所述, 大跨度钢结构厂房屋架吊装工程在技术方

3.1 胎架制作

面具有较高的要求,在对此类工程进行施工时,一定要对相

在胎架制作方面, 本工程的主要要求是要保证在场内

关的施工技术进行深入的研究, 对各项施工方法的优缺点

容易进行运输, 并在两天时间以内对荷载能力超过 5t 的胎

加以了解,并根据工程的安全要求、经济要求、质量要求以

架进行制作,且制作个数应该在 30 个以上[5]。

及工期要求,对施工技术进行合理的选择,使相关人员能够

根据胎架制作的具体要求,进行制作方案的编制,具体

严格按照工程设计要求以及施工规范要求, 进行实际操作,

如下：对制作胎架的钢管材料进行统一的采购,安排钢结构

确保各环节施工的规范性, 以此来实现施工技术的有效应

施工班组在两天内对 60cm 高和 80cm 高的胎架进行制作,

用,使其效用能够得到有效的发挥,进一步提升工程的施工

60cm 高的胎架工要求制作 35 个,而 80cm 高的胎架要求制

质量。

作 5 个,为了确保方案的有效性,需要在确定制作方案以前,
在现场进行相关试验,确定每个胎架重量为 35kg,可以由两
个人进行移动,配合垫块使用,能够使施工现场的应用条件
得到满足,而按照方案制作 35 个胎架,超出要求个数,用于
施工备用,使吊装要求得到了有效的满足[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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