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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则

在塔桅钢结构工程施工及验收中为了做到安全施工 确保

质量 特制定本规范

本规程主要适用于电视塔 微波塔 无线电桅杆及大气污

染监测塔等塔桅钢结构工程 对输电线路塔 石油化工塔 排气及

火炬塔 球场照明塔 水塔以及矿井架 车库 索道支架等钢结构工

程也可参照使用

塔桅钢结构施工与验收 除应符合本规范的规定外 对已

制定有专业规范 规程的结构工程 尚应符合其专业特殊规定的要

求

塔桅结构的制作必须根据施工图进行 施工图应按设计图

纸及技术要求编制 如制作时需修改设计图纸及技术要求 必须取

得设计单位的同意 签署设计更改文件

塔桅钢结构在安装前 施工单位应按设计文件和施工图的

要求编制施工组织设计 或施工方案

制作和安装以及质量检查所用量具 检测仪器等均应具有

相应的精度 并应定期送计量部门鉴定

制作和安装过程中 应严格按工序检验合格后 方能进行

下道工序的作业

塔桅钢结构的制作和安装 应遵守国家现行的劳动保护和

安全技术等方面的有关规定 对于在高度 及以上的塔桅钢结

构上进行施工作业者 要具有登高作业证 并应编制有关安全措

施



  

       

材 料

钢材质量应符合现行的国家标准 普通碳素结构钢技术条

件 低合金结构钢技术条件 和 桥

梁用碳素钢及普通低合金钢钢板技术条件 的规定

采用其他钢种或钢号时应符合该钢种或钢号的技术标准的要求

并根据设计要求进行必要的工艺性能试验 当室外计算温度低于

时 不得采用沸腾钢和半镇静钢

钢材应附有质量证明书 并符合设计文件的要求 如对材

质有疑义时 应按国家有关标准作抽样检验 结果符合国家标准的

规定和设计文件的要求时方可采用

采用进口钢材和代用材料时 必须提供该材料的机械性能

及化学成份 并进行抽样检验 经设计同意后方可采用

钢材表面锈蚀 麻点或划痕的深度不得大于该钢材厚度负

偏差值的一半 断口处如有分层或裂缝缺陷等 应会同有关单位研

究处理

连接材料 焊条 焊丝 焊剂及各种用于制作螺栓和铆钉的

材料等 和镀敷材料 热浸锌 热喷涂锌 铝和无机富锌涂料等 以

及涂料 底漆及面漆 均应附有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质量证明书

并符合设计文件的要求

严禁使用药皮脱落或焊芯生锈的焊条 受潮结块或已溶烧

过的焊剂以及有锈蚀 裂纹 碰伤或混批的高强度螺栓

用于加工螺栓的材料 如 号 号 硼等除材料本身

应符合有关规定之外 其制成品的性能质量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要

求

桅杆所用的钢丝绳 钢铰线等材料 性能质量也应符合有

关规定及设计文件的要求



  

    

塔桅钢结构的制作

放样 号料和切割

放样和号料 应根据工艺要求预留焊接收缩量及加工余

量 对钢管塔桅的斜交钢管端部 应分别对内外壁按剖口要求放样

和号料

样板的尺寸及样板上任意两孔的孔距允许偏差

孔中心偏离允许

零件直接号料时 长度和宽度的偏差不应大于 孔

的位置允许偏差同第

管形腹杆号料时 两端相贯线断面沿周向的相对扭转不应

大于

弯曲零件的孔眼划线 应在零件弯曲加工完成 经检查合

格后进行

零件的切割线和号料线的允许偏差应符合下列规定

手工切割

自动 半自动切割

精密切割

当有特殊配合要求时 应由工艺确定

切割前 应将钢材表面切割区域内的铁锈 油污等清除干

净 切割后 断口上不得有裂纹和大于 的缺棱 并应清除

边缘上的熔瘤和飞溅物等

钢板 圆钢的切割面或剪切面及钢管下料端面的倾料度应

符合表 的规定



    

      

切割或剪切面允许倾斜度 表

钢板厚度 圆钢直径 钢管外径 允许倾斜度

各类型钢下料倾斜度可按断面尺寸参照钢管外径相应的

允许倾料度规定

圆钢用作主要受力件时 下料前应作三个试件 进行物理

力学性能和化学分析检验 全部试验合格后方可用于工程 圆钢

构件严禁冲剪下料

矫正 弯曲和边缘加工

矫正后的钢材表面不应有明显的凹面和损伤 表面划痕深

度不宜大于

钢材矫正后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规定

零件在冷矫正和冷弯曲时 其曲率半径和最大弯曲矢高

如无设计要求 应参照附表 的规定

法兰盘的受压接触面宜车削或模压成略向内凹的平面 内

凹深度一般为 根据具体结构及焊接工艺试验确定

卷管直径大于 时 纵向接缝不应多于两道 且最

小板宽应大于

对普通碳素结构钢和低合金结构钢进行加热矫正或热加

工时 其温度控制应符合国家标准 钢结构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中第 和 条的规定

焊接坡口加工尺寸的允许偏差应符合国家标准 手工电弧

焊焊接接头的基本型式与尺寸 和 埋弧焊焊接接头

的基本型式与尺寸 中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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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装

组装前 连接表面及沿焊缝每边 范围内的铁

锈 毛刺和油污等必须清除干净

焊接连接的允许偏差不得超过表 的规定

钢材矫正后的允许偏差 表

项

次
项 目 示 意 图 允 许 偏 差

钢板 扁钢的局

部挠曲矢高

在 范围内

角钢 槽钢 工字

钢 钢管及圆钢

的挠曲矢高

长度的

但不大于

角钢肢的不垂直

度

但双肢铆 栓连接角钢

的角度不得大于

槽钢 工字钢翼

缘倾斜度

钢管的椭圆度 钢管标准直径

长轴长度

短轴长度



    

        

钢管对接组装时 沿钢管周边的间隙 边缘高度 坡口

角度 和钝边 的允许偏差应不超过表 的规定

塔桅构件的组装应在工作台上进行 并由胎板控制构件的

精确度 胎板必须有足够的刚度 其精确度 应使组装后的构件 经

焊接后 应能达到第六节中外形和几何尺寸允许偏差的要求 由工

艺确定

定位点焊所用的焊接材料的型号 应与正式的焊接材料相

同 点焊高度不宜超过设计焊缝高度的 并应由有焊接合格证

的工人点焊

焊 接

焊接时应保证焊接环境具有良好的条件 发生下列任何一

种情况 又无有效防护设施时不得施焊

大风 风速大于或等于

雨雪 下雨或下雪

湿度 相对湿度大于或等于

手工电弧焊时 严禁在母材表面引弧 焊接中应注意起弧

和灭弧的质量 收弧时应将弧坑填满

当进行每层焊接时 焊接每层焊缝以前 应将前一层熔渣

和溅屑清除 每层焊的层内接头应错开

要求焊缝与母材等强的钢管对接时 如焊缝根部不能清根

后封底焊 则应在焊口里侧设置垫圈或垫板

要求无损探伤的焊缝被其他零 部 件复盖影响无损探伤

时 应先探伤 合格后方可连接其他零 部 件

塔架节点和焊缝集中的部位 必须严格按照焊接工艺规定

的焊接方法和焊接顺序施焊

用工艺文件 规程 工艺卡等 确定的焊接工艺 应保证焊接连

接所要求的机械性能 并使构件的收缩应力和变形减至最小

构件及各节点的焊接 应在检查拼装合格以后方能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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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矫正和冷弯曲的最小曲率半径

和最大弯曲矢高的允许值

表

项次钢材类别 示 意 图
矫 正 弯 曲

钢板扁钢

仅对
扁钢轴
线

角 钢

槽 钢

工字钢

钢 管

注 曲率半径 弯曲矢高 弯曲弦长 钢板厚度

角钢 槽钢 工字钢宽度 槽钢 工字钢高度 钢管直径

ace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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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接连接组装的允许偏差 表

项

次
项 目 示 意 图

允许偏差

间隙

边缘高度

但不大于

坡口角度

钝 边

长 度

间 隙

最大间隙



    

     

构件的焊接位置 应当使焊工有最便利的工作条件 并能

保证焊缝的质量 在必要的情况下 应采用专门的焊接装置 定

位架 翻转架等焊接胎架

焊接的各项要求除本节所列外 尚应符合 钢结构工程施

工及验收规范 第三章第四节的有关规定

制 孔

级六角头螺栓和扭剪型高强度螺栓孔的直径比螺栓杆

公称直径大 螺栓孔应具有 的精度 孔的允

许偏差应符合表 的规定

级六角头螺栓和扭剪型高强度螺栓制孔允许偏差 表

序号 名称 公称直径及允许偏差

螺 栓
公称直径

允许偏差

螺栓孔

直径

允许偏差

不圆度 最大和最小值

径之差

中心线倾斜度
应不大于板厚的 且单层板不得大于 多

层板迭组合不得大于

级和 级六角头螺栓孔的直径应与螺栓公称直径相

等 孔应具有 的精度 其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的规定



     

                    

级和 级螺栓孔径允许偏差 单位 表

项次
螺栓杆公称直径

螺栓孔直径

螺栓杆公称直径

允许偏差

螺栓孔直径

允许偏差

零 部 件 构件上孔的位置 在编制施工图时 宜按照国家

标准 形状和位置公差 计算标准 如设计无要求时

成孔后任意两孔间距离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的规定

孔距的允许偏差 表

项
次

项 目

允许偏差

同一组内相邻两孔间

同一组内任意两孔间

相邻两组的端孔间

注 孔的分组规定

在节点中接板与一根杆件相连的所有连接孔划为一组

接头处的孔

通用接头 半个拼接板上的孔为一组

阶梯接头 两接头之间的孔为一组

在两相邻节点或接头间的连接孔为一组 但不包括注 所指

的孔

受弯构件翼缘上 每 米长度内的孔为一组



     

            

不合格的螺栓孔 必须经设计同意后 才可扩钻或焊补后

重新钻孔 扩钻后的孔径不得大于原设计孔径 补孔应用

与母材材质相同的焊条补焊 严禁用钢块填塞 每组孔中焊补重新

钻孔的数量不得超过 处理后均应作出记录

构件验收

构件制作完成后 检查部门应按照施工图的要求和本规范

的规定 对成品进行检查验收 构件外形和几何尺寸的允许偏差应

符合以下规定

构件长度

当

塔的同一层构件 桅杆的各弦杆

长度相对差

构件整体弯曲 且不在于

局部弯曲 被测长度的 且不

大于

法兰盘上孔距

单个法兰盘上孔距

桅杆或组合构件各法兰盘相对应的孔距

当孔径

孔径

法兰盘平面与设计位置的转角的正切

当构件最大边宽 边宽

构件最小边宽

用直尺检查法兰盘平面间隙

当法兰盘平面由若干单独法兰盘组成时

在螺栓孔范围内间隙 不大于

在法兰盘边缘处间隙 不大于



          

              

当法兰盘平面为整体时

在螺栓孔范围内间隙 不大于

在法兰盘边缘处间隙 不大于

构件上节点板

节点板在平面内偏移

节点板在平面外偏移

节点板上螺栓孔偏移

有多个节点板时 任意两组孔距或

节点板上孔与基准线的距离

桅杆或组合构件的横杆和斜杆

在平面内和平面外的偏移

固定拉线用的节点板在平面内和

平面外的偏移

钢平台和钢梯的允许偏差按 表

的规定

新放样的较复杂的铁塔 应通过厂内试装检查验收

构件发运

构件验收结束后 应在构件上按原标号标注进行编号 重

大构件应标明重量 重心位置及定位标记

构件出厂时 制造单位应提交产品质量证明书和下列技术

文件

设计更改文件 钢结构施工图 并应在图中注明修改

部位

制作中对问题处理的协议文件

所用钢材和其他材料的质量证明书和试验报告

产品合格证

发运构件的清单

构件发运时 应采取措施防止变形 法兰 螺孔 定位孔应

加以保护



               

                      

塔桅钢结构防腐处理

塔桅钢结构防腐处理 目前有热浸镀锌法 热喷涂锌 铅复

合涂层法 无机富涂料法及复合喷涂法多种方法 宜首先选用热浸

镀锌法和热喷铝复合法层法

除 锈

除锈质量分为三级并应符合表 的规定

除锈质量等级表 表

等级 质 量 标 准 除 锈 方 法

钢材表面露出全部金属色泽 并且有

一定的粗糙度
喷钢矿砂或石英砂除锈

钢材表面露出金属色泽 喷砂抛丸和酸洗

钢材表面允许存留不能再清除的少量

轧制表皮
一般工具 如钢铲钢刷及砂布等 清除

注 级用于出厂标准 级限用于补涂时的除锈处理

热浸镀锌

浸锌的工艺根据各厂的设备制定酸洗 浸锌的温度 时间

清洗等工序 但其热浸镀锌件的锌层质量应符合下列要求

外观 镀锌表面应具有实用性光滑 在连接处不允许

有毛刺 满瘤和多余结块 并不得有过酸洗或露铁等缺陷

锌附着量和锌层厚度 镀件厚度小于 时 锌附

着量应不低于 即锌层厚度应不低于 镀件厚度



               

                 

大于或等于 时 锌附着量应不低于 即锌层厚度应

不低于

均匀性 镀件的锌层应均匀 用硫酸铜浸蚀四次不露

铁

附着性 镀锌的锌层应与基本金属结合牢固 经锤击

试验 锌层不剥离 不凸起或按 测定

严格控制浸锌过程的构件热变形 每根构件的长度伸缩量

弯曲变形 构件长度

对运输和安装中损坏部位 要采取可靠的补救措施

热喷涂锌 铝 复合涂层

除锈处理应达到 级除锈质量 不仅须将铁锈和氧化皮去

除 同时还必须达到表面有足够的精糙度 以保证喷涂层牢固地吸

附在构件表面

热喷涂前要进行予加热 锌和铝溶液喷涂应均匀 吸附牢

固 涂层厚度 复合喷涂涂层厚度应 以上

喷涂后应用涂料 环氧树脂或氯丁橡胶银粉漆 填充毛细

孔凹坑

对运输和安装中损坏部位 在安装结束后要进行补喷涂

高空补喷涂须先除锈处理 并采取保温措施 确保涂层吸附牢固



            

              

塔桅钢结构的安装

一般规定

塔桅钢结构的安装程序 必须确保结构的稳定性和不致永

久性变形

安装前 应按照构件明细表和安装排列图 或编号图 核对

进场的构件 查验质量证明书和设计更改文件 工厂试予装的大型

构件在现场组装时 应根据予组装的合格记录进行 严禁强组装

塔桅钢结构的安装应具备下列条件

设计文件齐备且已会审通过

基础已验收

构件齐全 质量合格 并有明细表 产品质量证明书及

予组装记录

施工组织设计或施工方案已经批准 必要的技术培训

已经完成

材料 劳动组织齐全

机具设备运行良好

施工场地符合施工组织设计或施工方案的要求

水 电 道路能满足需要并保证连续施工

当构件在工地进行制孔 组装和焊接时 其质量要求均应

符合本规范第三章的有关规定 安装螺孔不得用气割扩孔

构件安装和校正时 如检测空间的间距和跨度超过

以上者 应用夹具和拉力器配合钢卷尺使用 其拉力值应根据温差

换算标定读数

塔桅钢结构试验的方法 应按设计要求和专门规范的规定

进行 如焊缝强度试验 钢架负荷试验 螺栓拉力试验等

未经设计同意 严禁在塔桅钢结构主要受力杆件上焊接悬

挂物和卡具



                

               

基 础

构件安装前 必须取得基础验收的合格资料 塔脚跨距 对

角线尺寸和水平标高等

基础应由建设单位会同土建施工单位 设计单位和安装施

工单位进行联合验收

验收时 土建施工单位应交验下列技术文件

设计文件 包括设计变更通知和材料代用证明文件

材料质量证明书或材料复验报告

隐蔽工程记录

凝土抗压强度试验报告

基础混凝土工程施工记录

土建基础复测记录

联合检查验收的结果应符合设计要求和国家有关质量验收规范

安装前 应根据基础验收资料复核各项数据 并标注在基

础表面上 塔脚地脚螺栓位置 法兰支承面的偏差应符合表

的规定

支承面 支座和地脚螺栓的允许偏差 表

项次 项 目 允 许 偏 差

支承面 混凝土柱墩

标高

水平度

支承表面 法兰上端面

标高

水平度 法兰上端面 且不大于

地脚螺栓位置扭转偏差 任意截面

处

地脚螺栓法兰对角线偏差 对角线距离 且

地脚螺栓相邻之间偏差 塔脚跨距且

地脚螺栓伸出法兰面的长度 设计螺栓伸出长度

地脚螺栓的螺纹长度 设计螺纹长度



                  

             

复核定位应使用原轴线控制点和测量标高的基准点

钢塔柱脚下面的支承构造 应符合设计要求 需要填垫钢

板时 每叠不得多于三块

钢塔柱脚底板 法兰 与基础间的空隙 为调整法兰 底板

水平高差而予留之空隙 在主要负荷加载之前应用细石混凝土浇

筑密实

露出基础顶面的螺栓在钢结构安装前 应涂防腐材料 并

妥善保护 防止螺栓锈蚀与损伤

检查基础施工中混凝土强度试验记录 基础轴线定位记

录 隐蔽工程验收记录等基础施工验收资料

纤绳地锚应符合设计要求 钢筋混凝土地锚应查验隐蔽工

程验收记录 并查验回填土夯实程度 桩锚必须作抗拔试验 抗拔

试验按 倍的拉力试拉

运输和堆存

装卸 运输和堆存 均不得损坏构件 并防止搬动中的变

形 堆放应放置在垫木上 已变形的构件应予矫正 并重新检验

钢结构构件运送到安装地点的顺序 应符合安装程序 并

应成套供应

构件堆存应考虑扩大拼装和安装程序的要求 复杂塔桅钢

结构构件堆放应按施工组织设计的场地布置图就位

钢塔安装

钢塔安装应按审定批准后的施工组织设计或施工方案进

行

钢塔安装可采用单件吊装 扩大拼装 单根杆件拼搭成组

合杆件进行吊装 和综合安装 有条件时 还可采用整体起板的方

法安装

扩大拼装时 对容易变形的构件应作强度和稳定性验算

需要时 应采取加固措施

采用综合安装方法时 其结构必须能划分成若干独立体单

元 每一体系 单元 的全部构件安装完毕后 均应具有足够的空间



                  

                   

刚度和可靠的稳定性

采用整体起板安装方法时 须经设计复算同意 并对辅助

设施及设备要有完整的计算

需要利用已安装好的结构吊装其他构件和设备时 应征得

设计单位的同意 并对相关构件作强度和稳定性验算 采取可靠措

施 防止损坏结构

确定几何位置的主要构件 塔柱 横杆 刚性斜杆等 应吊

装在设计位置上 在松开吊钩前应初步校正并固牢

每吊完一层构件后 必须按表 的规定进行校正 继

续安装上一层时 应考虑下一个层间的偏差值

为确保施工人员安全 六级风以上不得施工

整体及单层安装允许偏差 表

项次 项 目 允 许 偏 差

塔体垂直度
整体垂直度
相邻两层垂直偏差

电梯井道垂直度
整体垂直度
任意两点垂直偏差

塔柱顶面水平度
法兰顶面相应点水平高差联结板孔距水平
高差 每层断面相邻塔柱之间的水平高差

塔楼平台水平度
塔楼梁高差
楼面板高差
工作平台高差

塔体截面几何形状公差
对角线误差 时

时
相邻间距误差 时

时
球形网架各层横杆断面不同度



              

            

对柔性斜杆和水平拉杆施加予应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施加予应力应符合设计要求 其误差值应

施加予应力应注意后施加予应力的杆件对已施加予

应力杆件的应力值影响 并应防止杆件受扭

杆件施加予应力应考虑光照温度的影响

杆件施加予应力后 不得在该杆件上及其附近施焊

或加热

同一节间的柔性杆件 宜同时施加予应力

已安装的结构单元 在检测调整时 应考虑外界环境影响

如风力 温差和日照 出现的自然变形

采用法兰连接的节点 法兰接触面的贴含率不低于

用 塞尺检查 插入深度的面积之和不得大于总面积

的 边缘最大间隙不得大于

法兰间隙超过 时应用垫片垫实 垫片应镀锌 并

作防腐处理

采用结点板连接的节点 相接触的两平面贴合率不低于

用 塞尺检查 插入深度的面积之和不得大于总面积

塔身中心垂直倾斜不得大于全塔高度的

钢塔扭转角不得大于

天线支撑 挂高 方位应符合设计要求 应与钢塔结构构

件牢固联接

馈线过桥的位置 强度等应符合设计要求 并应与钢塔结

构构件牢固联接

有塔楼的钢塔 水 电 暖管道位置 强度等应符合设计要

求 并应与钢塔结构构件牢固联接

拱架平面之平整度误差

钢楼梯踏步板应平整 倾斜误差

直爬梯上下段之间的竖杆及护圈竖杆应连成一体



   

                  

所有栏杆与相邻板之间的牢固联接

桅杆安装

桅杆安装可采用单件吊装 扩大拼装 单段或几段组合 和

综合安装 有条件时还可采用整体吊装

扩大拼装和综合吊装时 对构件的变形应作强度和稳定性

验算

需要利用桅杆构件支撑吊装拔杆和吊装其他设备时 应对

桅杆构件作强度和稳定验算 并应有可靠措施 防止损坏构件

纤绳在安装前应按设计要求进行试拉检验 桅杆安装时纤

绳应及时同步安装 并按设计要求进行予紧 桅杆吊装过程中应按

安装荷截 加设临时纤绳

构件联接应符合 及 之规定

桅杆中心垂直倾斜不得大于被测高度的

纤绳地锚到桅杆中心的水平距离误差 纤绳水

平投影间的夹角

连接和固定

各类构件的连接接头 必须经过检查合格后 方可紧固和

焊接

塔柱 横杆 斜杆及塔楼主梁的连接螺栓必须 穿孔

次要部位的螺栓允许有总数 不能穿孔 但必须用电焊补救 焊

缝强度应等于该节点全部螺栓强度 对于高强度螺栓 应等于所缺

螺栓强度

塔柱法兰螺栓用双螺母锁紧 其他螺栓用弹簧垫片锁紧

螺栓穿入方向应一致且合理 拧紧后外露长度为 丝扣

拧紧法兰螺栓 应按圆周分布角度对称拧紧 拧紧节点螺

栓 应按从中心到边缘的顺序对称拧紧

受拉力和动力荷载的螺栓 紧固后必须采取有效的防止松



   

             

动的措施

安装焊缝的质量标准应符合设计要求和第三章的有关规

定

安装定位焊缝 需承受荷载者 焊点数量 高度和长度应由

计算确定 不承受荷载的点焊长度 不得小于设计焊缝长度的

并不小于

楼板 屋面板拼接均应作封闭焊接 以防漏水 板与板下次

梁之点焊间隔双向均等于次梁间隔 焊缝长度为 在板面不

平处 应加密焊点

所有现场焊缝须按 级焊缝进行检查 焊材同工厂焊 焊

接时注意防风 保温 除油污 检查合格后进行防锈处理

结构整体校正

塔桅钢结构安装结束后须进行整体测量校正 所有数值均

必须满足验收规范

柔性斜杆花兰螺栓校正后应用止退片锁住

校正后 所有螺栓均应用力矩板手检查拧紧



  

          

工程验收

工程中间验收

下列工程必须进行工程中间验收

钢塔基础

钢结构制作完毕出厂前

分段组装完毕即将整体起吊 或旋转扳起 的塔架钢

结构

中间验收由建设单位主持 施工单位和设计单位参加 联

合检查验收

验收时应对被验工程进行全面检查 对照施工图和本规范

规定

钢构件制作完出厂时应按第 条 第 条验收

并附有第 条所列的技术文件

钢塔和桅杆基础验收资料应符合第 条的规

定

工程竣工验收

工程竣工验收应由建设单位主持 安装单位和设计单位参

加 并邀靖政府质量监督部门联合检查验收

钢结构的安装工程质量必须符合第五章第四 五节的规

定

竣工验收 应提交下列文件

钢结构竣工图 施工图和设计更改文件

在安装过程中所达成的协议文件

钢结构构件出厂验收资料

基础验收资料



            

   

安装验收和质量评定资料

竣工技术文件

工程竣工后 施工单位应在两个月内 向建设单位提交工

程建设竣工技术文件 文件内容及份数应符合国家 基本建设项目

文件材料归档范围 的规定



             

             

附加说明

主编单位 参加单位和

主要起草人名单

主编单位 同济大学

参编单位 广播电影电视部设计院

电子工业部第十设计院

中国电机工程学会输电线路专业委员会

中国石化总公司洛阳石化工程公司建筑技术中心站

邮电部河北邮电设备厂

广播电影电视部设备制造厂

青岛东方铁塔公司

鞍山钢塔厂设计研究所

江西矿山机械厂钢塔分厂

大连理工大学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院

编制委员会

主编 王肇民

编委 马人乐 王可民 王墨耕 倪寿南 刘大晖 杜治州

宁玉普 杨晓萍 罗命达 陆公辕 郭绍宗 唐玉德

唐国安 高定位 蒋演德 蒋寿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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