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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钢结构关键施工技术在
超高层施工中的应用研究

马新民

（浙江精工钢结构集团有限公司，浙江 绍兴 312030）

摘 要 在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的背景下，城市人口密度越来越大，城市商业用地和住宅用地面积不断缩小，为

了更好地满足城市人口的各种需求，超高层建筑便应运而生，规模也在逐步扩大，超高层建筑的质量也备受关注。

在超高层建筑施工中，钢结构是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建筑结构强度的重要保证。因此本文以德基徐州广场项

目工程为例，对超高层钢结构施工中的重难点问题和关键施工技术进行阐述，以供相关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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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民用建筑设计通则》中，规定 100米以

上或者超过 40层的建筑被统称为超高层建筑。超高层

建筑是建筑行业领域发展的重要技术象征，也是现代

化城市建设中的重要标志，钢结构与传统的混凝土结

构相比，具有优良的抗震、消防、节能以及环保等性能，

因此在超高层建筑中被广泛应用。

为了保证超高层钢结构建筑的质量，需要对钢结

构材料采购、结构设计以及施工技术和施工全过程给

予全面的管控，实行全方位的监督，实现超高层钢结

构施工的高质量完成。

1 项目工程概况

德基徐州广场位于徐州市云龙区商务中心区，项

目北至淮海路，东至彭城路，西至中山路，南至青年路，

本工程为 C地块总承包土建工程，总建筑面积约 45.8

万平方米。地面以上建筑面积约 35万平方米，其中 2栋

259米超高层，1栋高层裙房建筑，主要功能是酒店式公

寓及配套商业，地下四层分别为车库、设备机房等。本

工程现地下室已基本完成、裙房南部约施工至 8层、东

塔核心筒约施工至 12层、西塔核心筒约施工至 10层。[1]

本工程钢结构主要包含高层裙楼钢结构及东、西

超高层塔楼钢结构及裙房钢结构。高层裙楼钢结构主

要有天空广场屋盖及其支撑钢构件、裙楼劲性钢构件、

溜冰场钢构件、钢结构连廊及多功能厅钢结构看台。

西塔结构形式为钢管混凝土框架－钢筋混凝土核心筒

结构。钢结构主要由核心筒劲性钢骨、钢框架组成，

总用钢量约为 15039吨。东塔结构形式为钢管混凝土

框架－钢筋混凝土核心筒结构。钢结构由核心筒劲性

钢骨、钢框架组成，总用钢量约为 13376吨。

2 超高层钢结构施工重难点及解决方案

2.1 环境因素及解决方案

2.1.1 重点问题

超高层结构建筑由于其自身的高度，高空风力会

对其产生严重的影响，如何在高空环境中保证钢结构

焊接工作质量是施工重点之一；其次焊接施工还受到

气候条件的限制，徐州 1、2月份的天气最低可以达到－

10℃，低温焊接也是施工中的重点问题之一。

2.1.2 解决方案

首先，对徐州市的四季气候环境进行分析，针对

环境变化，制定具有针对性的焊接质量控制方案，在

实际施工中做好监管工作。

其次，为了保证工程进度，在进行下部结构焊接时，

可以采用气体保护焊的方式。在进行上部结构焊接时，

由于受到风力的影响较为严重，因此需要设置防风棚，

同时选择药芯焊丝气体保护焊或电弧焊进行焊接，从

而保证焊接质量。

最后，要做好低温保护措施，一方面在选派焊接

施工人员时，要对施工人员的低温焊接经验进行考虑；

另一方面需要对焊接工艺进行详细的评定，需要制定

预热和保温方案，利用接触式测温仪控制温度，以保

证焊接质量；除此之外，在进行焊缝质量检查时，使

用 100%超声波探伤检测。[2]

2.2 协调管理因素及解决方案

2.2.1 难点问题

在德基徐州广场项目中，需要采用钢结构和土建

结构相互交叉的施工方式，因此如何实现二者之间的

协同进行是本次施工中的难点问题。



Broad Review Of Scientific Stories

2022年 6期 (中 )总第 498期 工业技术

53

2.2.2 解决措施

首先，做好工作层面的交接工作，能够为下一道

工序施工奠定良好基础。

其次，做好作业时间的划分工作，在进行安装作

业之前需要与其他部门之间做好沟通，为安装周期提

供充足时间，以保证施工质量和进度。

最后，做好工作范围的确定，项目施工过程中，

可能会存在多种作业共同进行的情况，在此背景下，

需要将各项施工的施工范围进行清晰规定，以保证工

程能够顺利进展。

2.3 场地因素及解决方案

2.3.1 难点问题

德基徐州广场位于徐州市中心的位置，场地面积

不够宽裕，同时又有大量的施工队和施工人员，占据

了大部分的施工场地，阻碍了施工组织工作的开展。

2.3.2 解决措施

首先，进行材料堆场的租赁，根据施工周期进行

租赁，这样能够提前将各种构件发至徐州，以保证施

工进度不受影响。

其次，明确租赁场地要求，根据本工程实际情况，

需要租赁 3000平方米以上的场地，并需要配备倒运、

卸货和看管的专门人员。

再次，本次工程中需要使用外框圆管柱和核心筒

钢骨柱，重量在 15吨以上，长度在 13米以上，因此

在工程施工期间需要配备 1台 80吨的汽车吊。

最后，由于大型运货车只有在 10点以后才能够进

入徐州市区，使得倒运时间十分紧张，为了保证施工

材料能够充足供应，需要 2台长期租赁的 17.5米平板

车和 1台 13米平板车进行来回工作。

3 钢结构施工前期准备

为了保证超高层钢结构施工质量和工程进度，做

好前期准备工作是至关重要的，主要包括对施工图严

格的审核，查看其是否完全符合设计标准；对钢结构

材料的采购，查看其是否满足本次项目的各项性能需

求；做好施工部署工作，保证施工安全和施工进度。

3.1 严格审查施工图

钢结构施工图纸，是超高层建筑施工的重要理论

指导，因此在正式施工之前，需要组织专家进行设计

图的会审工作，一方面要保证设计图符合各方面设计

标准，另一方面要结合实际施工场地以及项目要求，

对施工图的可行性进行全面评审；同时在对设计图进

行审查时，相关施工人员能够对设计结构进行深一步

的了解，以便具有针对性地选择施工方式，以保证整

体施工工作的顺利进行。

3.2 钢结构材料选择

钢结构材料对钢结构质量产生直接影响，在超高

层建筑选择钢结构作为建筑主体时，主要是对其抗压

能力和承载力进行了充分的考量，进而以其替代混凝

土材料，但是钢结构材料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如钢结

构材料导热系数较大，因此其耐火性能相对薄弱，但

是随着材料科学的不断发展，耐火钢材料的发展，有

效地解决了钢结构的材料缺点，成为钢结构施工首要

选择的材料，但是材料市场鱼龙混杂，在选择耐火钢

材料时，一定要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标准，以保证超高

层建筑的质量。[3]

3.3 钢结构施工部署

在超高层钢结构施工的过程中，众多工序同时进

行的施工情况时有发生，为了保证施工工作能够有序

开展，在施工之前必须要做好施工部署工作，对施工

情况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分析，以保证施工部署方

案的前瞻性，做好施工工作的指导工作，合理规划施

工时间，在保证钢结构主体质量和施工安全的基础上，

促进施工效率的提升，最大程度地缩短施工工期。

4 超高层建筑钢结构施工技术

超高层建筑钢结构施工技术主要包括结构柱施工

技术、结构梁施工技术、 连接件施工技术、焊接技术

以及除锈与涂装技术。在开始主体钢结构施工前，需

要对桩基质量进行检测，保证其完全符合设计标准，

桩基作为超高层建筑的基础保障，其安全性能与整体

建筑结构的安全性密不可分，同时通过桩基检测工作，

能够完成立柱坐标和距离的确定工作，为钢结构和桩

基调整提供依据。[4]

4.1 钢结构柱施工

钢结构柱施工主要采用吊装的施工方式，在进行

吊装时，要对立柱体的定位轴线进行确定，将地面控

制网作为基准，在轴点处进行放样操作。同时在吊装

的过程中，要保证结构柱全程不能够出现拖地的情况，

直到结构柱到达预先设定的安装位置，对钢结构柱的高

度和位置进行调整和移动，在调整的过程中，要遵循先

垂直在水平的顺利，再对钢结构柱的垂直度进行调整。

4.2 钢结构梁施工

在对钢结构梁进行吊装之前，要对柱间距和钢结

构柱的高度进行确定，检测其施工都达到设计标准，

检测合格后再进行钢结构梁的吊装施工。在钢结构梁

吊装施工中，需要对梁体的安装位置进行确定，主要

利用扶手绳等工具；将钢结构梁体运达指定安装位置

之后，将梁体与柱体之间利用扶手索进行固定，并对

施工操作进行全面检查，确保安装牢固之后再进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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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操作。在吊装施工活动中，必须以钢结构梁的总

跨度为依据，确定梁体吊装点。

4.3 焊接施工

超高层建筑钢结构的焊接工作包括外腔超长横向

焊接和内腔同步对称焊接。首先是外腔超长横向焊接，

其施工方式是由 8人进行同步对称焊接，6人在长边，

2人在短边，以跳焊的方式对钢结构件进行分段焊接，

在焊接的过程中，临时添加反变形约束装置，以提升

焊接肝工作的精度；其次是内腔同步对称焊接，在对

钢结构连接部分焊接的过程中，需要 5人同时快速地

操作，同时在焊接时，需要对排气设施的情况进行时

刻观察，观察内腔空气的清新程度。在完成焊接工作之

后，需要利用超声波探伤技术检测焊接部位的焊接情况。

4.4 除锈与涂装

钢结构材料在施工的全过程中，一共要进行 3次

除锈处理。第一次是在进行施工之前，需要对钢结构

材料进行除锈处理；第二次是在环节安装工作完成之

后，需要对焊接和连接部位的螺栓进行二次防锈处理；

第三次是要对钢结构材料在施工过程中出现破损的位

置进行除锈处理。一定要保证除锈处理工作的全面性，

这与钢结构材料的寿命时长息息相关。除此之外，要清

洗钢结构表面，涂装防火材料，保证钢结构的耐火性能

能够完全满足设计要求，提升钢结构主体的质量。

5 超高层建筑钢结构施工管理措施

在钢结构施工技术中，为了全面保证施工质量，

必要的技术管理措施是必不可少的。随着科学技术的

发展，信息技术在施工管理工作中被广泛应用，信息

技术与管理措施的有效结合，大大提升了管理工作的

效率和质量，从而提升了施工人员和环境的安全性，

保证了钢结构主体质量完全符合相关设计要求。

5.1 BIM技术的应用

BIM技术的应用，使得传统超高层钢结构施工中

存在的结构碰撞等现象得到了较好的规避。通过 BIM

技术的使用，能够直观地看到建筑中排水、电气、暖

通等设备与结构梁柱之间的位置关系，根据建模情况，

在实际施工之前，能够对不合理的地方及时进行调整，

以保证钢结构不会与其他建筑结构之间发生碰撞。[5]同

时 BIM技术的大力普及，为设计师进行空间内部规划

提供了科学依据，大大提高了建筑的整体利用率。

5.2 施工数据监控

超高层建筑钢结构的施工过程和结构是十分繁杂

的，对施工技术具有较高的要求，但是在实际施工中，

又存在视线条件不佳的现实情况。因此在施工中，要

实施监控整体工程的施工数据，充分利用各种测量仪器，

保证钢结构与设计图纸的基准线完全一致，并利用大数
据技术，对容易出现失误地方的数据库进行重复核查，
保证检测结果的准确性，提升整体建筑的安全性。

5.3 安全施工管理

施工安全是项目施工中的重点问题，尤其是在超
高层建筑施工中，更要对施工安全给予充分的重视。
第一，要建设高层防护生命线，即每隔 1.2米左右搭建

临边防护设施，对高层施工人员的安全给予充分保护；
第二，为了规避高空坠落的危险，需要添设安全网和
水平悬挑防护棚；第三，焊接施工中也需要做好安全

防护措施，为了预防焊接火星，要充分利用接火盆；
第四，在焊接过程中，会有气瓶的使用，为了防止气
瓶倾倒的情况，要采用推车移动的方式进行操作。

5.4 气象条件监测

超高层建筑钢结构在施工的过程中，天气情况会
对其产生十分严重的影响，尤其是在狂风、暴雨、雷
电等天气情况下，超高层建筑的施工工作是难以进行

的，为了保证施工人员的安全，在施工时，相关人员需
要与气象部门之间建立密切的联系，委托其对天气情况
进行实时监控，一旦出现极端天气，要及时提醒施工单

位，做好相关防护措施，保证项目施工的安全开展。

6 结语

超高层建筑已经成为各个城市的主要建筑类型，

而钢结构作为超高层建筑的主要结构，施工质量直接
对超高层建筑整体的质量产生影响。因此各个施工单位
要做好钢结构施工关键技术环节的把控工作，提升施工

管理工作的质量和效率，建设高质量的超高层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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