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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市图书馆（新馆）玻璃幕墙体系设计与施工工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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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我国科技的不断发展，计算机技术的应用越来越广泛，人们对信息的需求也在日益增加。

在当今的社会环境中，信息技术已经成为了人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之一，也是衡

量一个国家现代化水平的标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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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 the application of 
computer technology is more and more widely, people's demand for information is also increasing. In today's social 
environmen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human life. It is one of the core of modern 
economy, and also one of the symbols to measure the level of modernization of a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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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玻璃幕墙是一种新型的建筑物外墙，它具有良

好的隔热、保温性能，同时也具备一定的抗渗性和

抗腐蚀性，因此在建筑行业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玻璃幕墙在我国的发展起步较晚，但随着国家的大

力支持，国内许多的工程开始采用这种技术，并取

得了不错的效果。 
1 图书馆玻璃幕墙体系设计与施工工艺分析 
1.1 玻璃幕墙施工工艺的基本原理 
建筑幕墙是建筑物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它是

一种具有承重能力的结构体，其承受着水平方向上

的荷载，同时又要承担竖向荷载的作用；在进行施

工时，需要将其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受力平衡的

构件和另一部为非受力的物体；另一部分为承重的

对象（如门窗、外墙）。玻璃幕墙的施工工艺流程

如下：（1）根据设计要求，确定好各工序的顺序和

时间，然后按照规定的程序来完成。（2）在安装好

玻璃幕墙上的各个部件后，要对其进行检查，看是

否存在错位、漏水等现象，如果出现问题就要及时

的处理并重新制作安装。（3）在玻璃幕墙上的各部

位的位置都要有一定的成品保护措施，防止损坏。 
1.2 施工工艺过程的注意事项 
（1）玻璃幕墙施工前，要先检查复尺结构的尺

寸，如果发现存在尺寸及位置与图纸不符的情况，

应及时进行反馈，以免影响后续的施工； 
（2）在安装前，要对楼层的标高和轴线控制点、

跨层的位置等进行仔细的核查，保证其符合设计要

求，同时还需对其是否有结构与幕墙碰撞的现象加

以注意； 
（3）在完成龙骨安装后，应对龙骨进行测量检

查是否按设计要求安装，偏差是否在允许范围内，

以免影响面板的安装； 
（4）当龙骨定位安装完毕后，应对其连接件进

行满焊，以保证焊接达到受力要求。另外还需注意

的是，当预埋件的偏差较大时，可采用后补的方式

来弥补因预埋偏差无法安装龙骨的问题。此外还可

以通过局部补充钢板，加大埋件有效尺寸，但必须

确保补充钢板的焊缝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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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柳州市图书馆玻璃幕墙施工工艺中应用 
柳州市图书馆玻璃幕墙采用了构件式幕墙结

构。该建筑物的外墙为金属架构和玻璃幕墙结合的

形式，其抗震设防烈度为 6 度，且其抗渗性能好，

能满足建筑要求，故选用钢构架作为本项目玻璃幕

墙的施工基本工艺。在进行施工前，首先对各楼层

的标高、方位以及周边环境等情况做详细的了解和

测量，并根据相关规范及设计图纸的规定对各层的

平面位置做出调整，使之符合图纸的设计标准。其

次是对各个构件的尺寸作出合理的计算和绘制，并

将其与施工的具体步骤结合起来，使之达到预期的

效果；最后，再按照相应的技术参数来确定幕墙构

件顺序，以保证节点的质量和强度。本次论文的主

要任务就是研究如何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最大程

度地提高建筑工程的效益、节约能源，降低成本，

从而实现社会与企业的共同发展。 
2 柳州市图书馆玻璃幕墙工程实例 
2.1 项目介绍 
图书馆作为人们生活中的重要场所，它不仅承

担着为市民提供基本的图书检索服务的责任，同时

还需要满足广大读者的需求；因此，在设计过程中，

我们选择了以钢结构为主，玻璃幕墙及金属装饰遮

阳架构为辅的新型建筑形式。本项目超大玻璃尺寸

有 1.5*6.1m、1.5*5.1m 等，规格为 8+1.52PVB+8+1
2A+8+1.52PVB+8mm ，分布在在内庭立面，最重玻

璃板块重量达 732kg。大钢通龙骨截面尺寸有 300*1
20*12mm，320*80*18mm，主要使用部位分布在外

东立面石材幕墙和内庭东立面玻璃幕墙，最重龙骨

达 1574kg。 
2.2 玻璃幕墙的施工效果 
对于本工程来说，我们需要考虑到建筑的美观

性和实用性，同时还要保证其安全性，因此在设计

时，要对其进行合理的布置与规划，使其达到最佳

的效果；玻璃幕墙的施工工艺因为该建筑物的使用

年限较长，而且是钢结构，所以在施工时，要注意

防火、防震、防漏电等一系列的问题；最后，为了

提高该建筑物的整体性能，就要采用先进的施工方

法，如:玻璃吊装法，吊顶龙骨吊装法等。这些都能

有效的减少材料的浪费和降低成本。 
下面主要叙述玻璃吊装法，吊顶龙骨吊装法等 
1）玻璃吊装法步骤。 

（1）施工前，检查各种机具是否齐全、正常，

各站人员是否到位。再次检查玻璃质量，注意是否

有裂缝和边缘塌陷。 
（2）安装电动吸盘机。吸盘必须提前定位，并

从左到右对称。将四点吸盘沿高度方向放置在玻璃

外侧的高点，以便玻璃在提升时可以垂直。 
（3）尝试将玻璃提起 2-3 厘米，检查每个吸盘

是否牢牢吸附玻璃。 
（4）应在玻璃的适当位置安装缆绳，以便工人

在玻璃升降、旋转和定位时控制玻璃的摆动，防止

玻璃因风和起重机旋转而失去控制。 
（5）起重机将玻璃移近位置后，司机听从命令

操作液压微动杆，使玻璃更靠近位置。由于本工程

采用挂钩式水平连接框架，玻璃需要比安装位置高

8mm。当玻璃接近指定位置后，工人推动玻璃，使

附件框架进入槽中。提升臂稍微向下移动以卸载提

升绳。工人安装左右压板固定玻璃并松开电动吸盘。

如图 1 所示 
2）吊顶龙骨吊装法法步骤。 
安装遥控电动葫芦，电动葫芦用手拉葫芦提升

到轨道钢梁的位置安装。检查钢丝绳是否有断股，

钢丝绳卡扣安装是否符合规范。查电动葫芦的导链

是否完好，导链上下是否灵活，电动葫芦左右移动

是否顺畅，双控系统是否平衡，手柄开关是否完好。

预吊装试验，每个电葫芦导链钩挂 500kg 重物进行

上下左右试运行（吊顶龙骨约 100kg）。 
测试完毕后开始吊装，先将电动葫芦双控行走

至指定位置，钢丝绳固定与主龙骨吊耳固定好开始

起吊。吊至指定高度后开始单控电葫芦使得龙骨水

平，焊接龙骨一端吊杆，固定龙骨一端。微调另一

端电葫芦，使得龙骨达到水平仪要求精度。焊接龙

骨另一端吊杆。如图 2 所示。 
2.3 柳州市图书馆玻璃幕墙施工监测 
施工过程中，要对玻璃幕墙的施工质量进行有

效的控制与管理。在整个工程建设中，对玻璃幕墙

的施工监测是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首先.要保证立

柱、横梁之间和立柱、埋件的安装牢固，并确保其

能够满足设计要求。其次是要做好面板安装的工作；

最后，在完成了以上的所有步骤之后，还要做相应

的检测和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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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玻璃吊装 

 

图 2 吊顶龙骨吊装法 

 
对于玻璃面板的安装，需要采用多托条结构，

同时还需注意的是，托条的长度不宜过短，并且在

安装的时候一定不能松掉，以免出现断板现象。关

于面板缝隙封堵的问题，主要是针对面板之间相接

和与其他构件收口的位置等方面的检查与检验。如

果发现胶缝的地方有不均匀、出现孔洞的情况，则

必须及时补胶。另外还应根据具体的情况采取适当

的措施来解决。除了上述的这些内容之外，还有一

些其他的技术指标，如:温度、风力、湿度等。这些

都属于建筑施工的范畴之内，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了。 
3 玻璃幕墙技术要点 
3.1 玻璃幕墙的选择在进行玻璃幕墙的选材时，

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其造价是否合理，其次是要满足

建筑物的使用要求，最后还要保证其美观性。对于

玻璃窗框的连接处，也就是窗框与门的交接处，必

须保证缝隙的密封性，并且还要注意防火。基座部

分除门厅位置外为石材幕墙，石材幕墙由错缝石材

板块和铝合金装饰条组成，石材板块有部分倾斜造

型，还嵌有铝合金窗。室内侧为铝板面板作为室内

饰面。此幕墙系统将石材幕墙、保温和室内装饰设

计一体化。  
3.2 门窗的选材 
由于现在人们对室内空间的舒适度的需求越来

越高，而窗户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因此门的

开启方式也变得更加的人性化，同时还能增加人的

工作效率，提高了生活的质量和水平。门框的开合

的形式也多种多样，有平开门，斜开，还有斜置，

以及斜置，其中最常用的是平开，斜置的方法来完

成门框的打开和关闭。 
4 柳州市图书馆幕墙施工监测 
施工过程中，要对幕墙的施工质量和效率进行

有效的控制与管理。在整个工程建设中，对幕墙的

施工监测是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玻璃幕墙采用吊

篮与高空车措施结合的方式安装，在吊篮无法安装



李阳，张力新，陈敏                                         柳州市图书馆（新馆）玻璃幕墙体系设计与施工工艺分析 

- 108 - 

到的区域用高空车辅助安装，确保了项目的施工效

率和成本控制。玻璃幕墙外侧有书架铝板系统，需

在层间预留牛腿伸出玻璃面，安装完玻璃面板后再

进行安装书架系统的钢龙骨及其面板。这就要求对

已完成的玻璃幕墙进行很好的防护，防止书架系统

作业时对玻璃产生烫伤、碰撞等破坏。由于书架系

统的钢龙骨焊接作业工序较多，故本项目在已完成

安装的玻璃面板上刷一道腻子粉，对玻璃进行保护，

防止焊接作业时有高温焊渣掉落飞溅烫伤玻璃面

板。在施工过程中要严格检查每道工序，如有焊接

质量、机械连接不紧固等问题立即整改，保证安全

性。 
结束语 
此次的设计中，龙骨采用的是钢材和铝合金结

构，在满足抗震设防烈度的基础上，面板选用的是

隔声与隔热性能较好的中空钢化超白玻璃，使其具

有良好的隔声性能，减少了因温度变化而产生的热

变形，从而提高整体的耐久性。施工过程中不断的

完善与发展，最终达到预期的效果:即在有限的时间

内，完成所需的任务及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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