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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肋四桁提篮式钢桁拱散件吊装施工工法

中铁十八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中铁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

于长彬 贺常松 田波 张敏 张喆

1 前言

随着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新工艺的飞速发展，桥梁的跨度在不断增大。

以造型美观、结构承载能力高和抗风、抗震性能好为优势的钢桁架拱桥成为西南高

山峡谷地区桥梁结构的最优选择。国内外大跨钢桁拱桥大多采用支架法施工、悬臂

架设施工、转体施工的方法成拱。各类施工方法因地形、跨度等方面因素影响均存

在一定的局限性，不同的方法中依然存在临时辅助设施选择及设计和施工风险等问

题需要我们解决。

中铁十八局集团联合设计单位和高校开展了科技创新，采用散件吊装，省去钢

构件现场预拼的过程，有效降低缆索吊机单钩吊重过大的问题；设计和施工横移式

缆索吊机、杆件之间对拉措施及长短吊耳解决了提篮式钢桁拱构件三维空间对位问

题；采用局部组合式吊装解决了杆件吊装过程中杆件之间的碰撞问题。期间多次向

国家专利局申请，形成实用新型专利《缆索吊机主索横移式锚碇机房》、《用于缆索

吊机索鞍横移的动力装置》、《锚碇抗倾覆锚栓》、《用于安装提篮拱杆件的对位导向

装置》，同时，形成了双肋四桁提篮式钢桁拱精确对位施工技术。关键技术通过科

技部西南信息中心查新显示在国内未见文献报道，经过中国铁建股份公司组织专家

进行鉴定，结论为本技术成熟，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同时获 2018～2019 年度集团

公司优秀工法、2018～2019 年度中国铁建股份公司优秀工法一等奖。

2 工法特点

2.1 钢桁拱采用整体横移式缆索吊散件吊装；

2.2 主弦杆及部分腹杆采用单杆件对称吊装；



2

2.3 平联部分采用组合式吊装；

2.4 单件杆件尺寸大、重量大、最重的杆件重约 97t 左右，施工时采用缆索吊

双钩抬吊。

2.5 杆件种类多、数量大，且为全栓接结构，全桥 922 根杆件由 70 多万颗高

强螺栓连接，安装时需通过长短吊耳、倒链、缆索吊共同调整三维空间角度。

3 适用范围

本工法主要适用于山区地形，大跨度钢桁拱桥梁拱圈安装工程。尤其适用于拱

肋间距不断变化、杆件三维定位困难的钢桁拱安装。

4 工艺原理

根据钢桁拱成桥状态，结合杆件起吊场地、杆件结构形式、弦杆相对位置，利

用一系列技术措施对钢桁拱杆件吊装姿态进行调整，方便对位。提篮拱设计拱肋间

距变化，利用缆索吊机整体大幅度横移，解决了拱圈各节段上下游弦杆间距变化问

题。利用倒链及钢丝绳精确调整弦杆水平间距，利用长短吊耳调整杆件内倾角，同

时利用缆索吊钩调整竖向角度。调整完成后将杆件吊至设计位置，待测量定位完成

后高栓固结。

5 施工工艺流程及操作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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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施工工艺流程如图 5.1。

缆索横向移动移

安装杆件对拉装置

杆件吊运安装对位

安装吊耳

起吊杆件并对拉调整杆件

施工监控测量

高栓固结

杆件进场

安装拼接板

图 5.1 钢桁拱安装顺序

5.2 操作要点

由于杆件为对接杆件，在空中安装拼接板难度高，在地面提前将杆件拼接板安

装在杆件尾段，与已安装杆件前端形成插入式安装，降低了拼接难度。预装拼接板

采用松动式安装，为杆件精准定位提供了一定导向和临时锁定作用。

每节段吊装前进行缆索吊横移，弦杆吊装时上下游两根弦杆对称吊装。利用钢

丝绳配合倒链精确调整上下游弦杆间距，利用缆索吊机调整其仰角，利用内外侧长

短吊耳调整其内倾角，达到其成桥三维空间状态。腹杆利用拼接板作为导向装置，

平联预先在地面将平联 1个横撑及 2个斜撑组合成整体，缆索吊机四钩抬吊安装。

整节段吊装完成后，施工监控人员进行应力、位移监测，并根据监测数据对

扣锚索进行分析计算张拉，达到监控位置后，对杆件进行锁定安装，高强螺栓施拧

和油漆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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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缆索吊横移

主拱圈为提篮拱，拱脚拱肋间距 34m,跨中拱肋间距 18m。为满足提篮拱每节段

拱肋间距的变化，我项目设计施工了横移式缆索吊，缆索吊主索（吊钩）间距需随

着钢桁拱拱肋的变化而变化。缆索吊主索间距的变化需索鞍及后锚卷扬机房同步横

移，索鞍采用横移式组合索鞍，卷扬机房采用整体式卷扬机房，索鞍及卷扬机房下

设置滑道。

5.2.2 杆件进场检验及吊装前处理

1.钢构件进场后对钢构件表面涂装进行检查，对涂装有损坏的进行补涂。

2.吊装前将拼接板安装于杆件底部临时固定，方便后续杆件与已安装好的杆件

对位。

3.根据杆件内倾角要求，设计长短吊耳各两个，利用长短吊耳调整杆件内倾角，

吊耳安装如图 5.2.2-1。安装吊耳时，内测安装长吊耳，外侧安装端吊耳，将钢构

件与杆件高栓连接。

吊耳采用Q370qE材质，

由6颗M30，10.9级的

高强螺栓与梁段相接。

高栓按高栓施拧工艺

施拧。

图 5.2.2-1 吊耳设计与应用

5.2.3 吊装顺序

根据提高效率、避免返工、施工安全的原则对杆件吊装顺序进行对比选择，确

定如下图的吊装顺序。既先内后外、先下后上的施工顺序，如图 5.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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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3-1 节段杆件吊装顺序图

1.吊装前对拉措施

杆件吊装前利用内侧吊点位置，将倒链挂于吊点之间，用以微调杆件之间的间

距，以便于精确对位（如图 5.2.3-2 所示）。

图 5.2.3-2 弦杆吊装时倒链对拉示意图

2.吊装就位

1)弦杆吊装

杆件安装采用插入法，即先在待装杆杆接头处安装连接板，利用连接板作为限

位、导向作用，将吊装梁段插入已安装梁段，如位置出现偏差需微调时，施工人员

采用手拉葫芦或千斤顶进行微调定位。

主索道四个吊点同时提升杆件并向前运送，弦杆后端超过与上一节弦杆连接处

的位置 50cm 左右后索道停止前进，后吊点下降，采用数显角度测量仪贴于杆件上

测量弦杆仰角，达到设计要求后同时下降前后吊点。索道采用最慢速档位边下降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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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退，杆杆插入就位。

杆件起吊就位对孔时，在栓孔基本重合时将小撬棍插入孔内拨正，然后微微起

落吊钩，使杆件转动对合其它孔眼。弦杆先对近端孔眼，竖杆先对下端孔眼，斜杆

先吊成较陡状态，待下端对合后再徐徐降低吊钩对合上端。对主弦杆时，可用扁铲

式小撬棍引导，必要时用牵引器或导链滑车拉入节点板内。上、下弦杆节点外拼接

的拼接板及其填板应预拼在带有填板的一端，并预留 2～3排螺栓且仅作一般手工

拧紧，以便套插拼装。

打入引钉对好孔眼后，先在栓孔群四角打入四个定位冲钉，随即安装 4～6个

工具螺栓夹紧板束，确认板缝间无任何杂物时，即拧紧螺栓，随后打安装 30%冲钉。

待一个节间拼装完成后再替换为高强螺栓进行节间固结。杆件拼装时，为保证拼装

符合设计拱度，需按接头孔眼总数的 30%均匀分布打入冲钉后方能松钩。

2)平联吊装

平联由 1个平联横撑和 2个平联斜撑组成。平联横撑与平联斜撑三件在拼装平

台上拼成整体，组合吊装。地面拼装如图 5.2.3-3。

根据所拼节段的平联的线型在平台上放好地样线，根据地样布置钢支墩。

将平联横撑吊装于胎架上，平联在胎架上按地样线与支撑钢墩固定。吊装平联

斜撑，用冲钉和普通螺栓与平联横撑进行临时紧固。

利用水准仪检查平联水平标高，偏差超过精度要求则用千斤顶进行调整，所有

几何尺寸合格后，平联横撑与节点板置换下平面临时螺栓及冲钉，完成高栓施拧并

对栓接区域做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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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支墩

钢支墩

地标线

地标线

地标线

地标线

图 5.2.3-3 平联地面拼装

平联拼装合格后，再利用缆索吊四钩起吊，起吊如图 5.2.3-4 示意。

主索钩 主索钩

辅索钩辅索钩

图 5.2.3-4 平联吊装示意图

3)腹杆吊装

竖腹杆吊装：根据重心计算，竖腹杆安装时只需在工字形腹杆靠线路外侧的翼

缘板上安装吊耳，然后直接与主钩进行连接，行走到设计位置后插入下弦杆节点板

之中即可。

4)斜腹杆吊装

下弦杆安装完成后即可安装斜腹杆。斜腹杆亦采用缆索吊前后两个吊勾吊装。

吊耳安装：在腹杆两块拼接板各安装一个吊耳，吊耳用四颗高强螺栓进行连接。

起吊及安装：索道两个吊点同时提升杆件并向前运送，腹杆上端超过与上一节

弦杆连接处的位置 50cm 左右后索道停止前进，然后吊点下降，采用数显角度测量

仪贴于杆件上测量弦杆仰角，达到设计要求后同时下降前后吊点。索道采用最慢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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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位边下降边后退，杆杆就位采用插入法，即先在已装杆杆接头处安装连接板，利

用连接板作为限位、导向作用，将吊装梁段插入已安装梁段，如位置出现偏差需微

调时，施工人员采用手拉葫芦或千斤顶进行微调定位。

5.2.4 施工监控、扣锚索调整

节段吊装完成后，施工监控单位对杆件应力，位移进行采集，对采集的数据尽

快进行分析对比，如满足监控要求 ，即可进行高强螺栓的施工。如不满足，需对

扣锚索进行调整，调整至监控数据要求后再进行高强螺栓的施工。

5.2.5 高栓固定

待钢桁拱应力、线性符合监控要求后，对临时螺栓及冲钉用高栓替换。高强螺

栓施拧采用电动扳手，检查采用检查扳手。

5.3 劳动力组织

施工作业人员分为起重司索工、拼装工、电工、焊工、杂工等，具体人数见表

5.3

5.3 劳动力组织表

序号 工种 人数 备注

1 起重司索工 15

2 拼装工 12

3 电工 1

4 焊工 1
5 杂工 2

6 材料与设备

6.1 本工法主要涉及的材料，具体情况见表 6.1

表 6.1 主要涉及的设备与机具

序号 材料名称 数量 型号 备注

1 钢跳板 200 套 4m

2 冲钉 8 箱 Ø26～33

4 普通螺栓 3000 套 S4.8（24）

5 角钢 30 件 7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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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本工法主要涉及的设备及机具，具体情况见表 6.2

表 6.2 主要涉及的设备与机具

序号 设备或工具名称 数量 机械型号 备注

一 主要大型设备

1 缆索起重机 1 台 4×50t

2 100t32m 跨距龙门吊 1 台

3 液压移梁平车 1 辆 100t

4 叉车 1 辆 3t

5 卷扬机 20 台 2～5t

6 汽车吊 2 辆 25t/40t

7 板车 2 辆 9m

二 主要施工工具

1 氧气乙炔割具 8 套

2 移动配电箱 12 只

3 水平仪 1 台

4 手工焊机 4 台

5 二氧化碳焊机 16 台

6 电动空压机 3 台

7 机械千斤顶 12 个 10～50t

8 液压千斤顶 24 个 10～400t

9 电动角磨机 10 台

10 手动葫芦 12 只 3～5t

11 电动葫芦 8 只 5t

12 卷扬机 26 台 2～5t

13 油泵 16 台

14 板手 4 套 16～24

15 油漆喷涂机 1 台

16 高压油漆喷涂机 1 台

17 电动扳手 16 套

18 磁力钻 6 套

19 磁力起重机 2 台

20 撬棍 若干

6 钢管 1020t 250～1000mm

7 钢板 20～34mm

8 钢绞线 Ø15×7

9 锚具夹片 108 套 30～48 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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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质量措施

为确保工程质量，要建立健全质量管理和质量保证体系；严格按照现行施工规

范、质量检验标准和设计文件要求进行施工，同时对重点部位和关键环节要高度控

制，精准施工。

7.1 质量控制相关标准如表 7.1。

表 7.1 质量控制相关标准

序号 标 准 名 称 标准号

1 铁路技术管理规程 铁道部令第 29 号

2 铁路桥涵设计基本规范 TB10002.1-2005

3 铁路桥梁钢结构设计规范 TB-10002.2-2005

4 铁路桥涵地基和基础设计规范 TB10002.5-2005

5 钢结构高强度螺栓连接的设计、施工及验收规程 JGJ82-2011

6 铁路钢桥高强度螺栓连接施工规定 TBJ 214-92

7 铁路钢桥制造规范 TB10212-2009

8 铁路钢桥保护涂装及涂料供货技术条件 TB/T1527-2011

9 铁路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规范 TB10005-2010

10 客货共线铁路桥涵工程施工技术指南 TZ203-2008

11 新建客货共线铁路设计暂行规定 铁建函（2003）76 号

12 铁路工程环境保护设计规范 TB10501-98

13 桥梁钢检验指南 GD 01-2005

7.2 质量控制措施

7.2.1 合理安排安装顺序

根据施工进度、工期安排、杆件完成情况等，制订合理施工方法、吊装路线，

并根据实际的空间结构位置，制定合理的安装要求和相应作业指导书，同时配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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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资源─包括合适的机械、吊具、测量仪器、工程技术人员、测量人员、质检人

员等。对所有相关人员进行专业培训，使其明确自己的职责和应掌握的技能。

7.2.2 根据现行国家及行业标准，严格把控质量

高强螺栓安装：安装高强螺栓时，严禁强行穿入。当不能穿入时该孔应用绞刀

进行休整，休整后孔的最大直径不应大于螺栓直径的 1.2 倍，且休整数量不应超过

该节点螺栓数量的 25%。

高强螺栓检测：高强螺栓预拉力误差在设计预拉力±2%范围内。

钢构件涂装： 钢结构涂装采用 TBT1527-2011《铁路钢桥保护涂装及涂料供货

技术条件》要求办理，摩擦面滑移系数出厂时不小于 0.55，架设时不小于 0.45。

7.2.3 成品保护的措施

本工程现场杆件均为成品杆件，现场主要是成品保护和个别散件、小件需要现

场拼装或焊接，从而成品保护为重中之重。防止杆件表面油漆破坏及变形等，经过

大量工程的损失为例，特此制订以下保护措施。

1）防止变形

杆件均存放在特制的胎架上，小件放置在木胎架上。大型杆件起吊、转运均有

保护装置，小件均有电磁进行吸附起吊，所有杆件都慢起、轻放，防止杆件与杆件、

杆件与胎架等的碰撞损坏。

2）防止油漆破坏

在胎架、起吊设备都设有橡胶或木制保护用具，防止铁与杆件直接接触，造成

油漆破坏。场地清洁，设置内测排水沟，操作人员均佩戴洁净防护用具进行施工。

8 安全措施

8.1 高空作业及立体交叉作业

8.1.1 高空作业人员必须正确佩戴防滑鞋、安全帽、安全带等安全防护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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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 高空作业处都设有护栏、安全绳或防坠网；

8.1.3 高空作业面都设有工具统一安放点，避免随意丢放，造成物体坠落；

8.1.4 风速达到六级及以上时，停止一切高空作业；

8.1.5 高空作业与地面联系应有专人负责，或配对讲机等通讯设备；

8.1.6 高空作业不得坐在平台、孔洞的边缘，不得骑坐在栏杆上，不得躺在走

道板上和安全网内休息，不得站在栏杆处工作或凭借栏杆起吊物件；

8.1.7 油漆封闭，应注意废弃料和漆筒不得随意丢弃，统一处理。

8.1.8 安装作业的安全措施

8.1.9 各种施工用具准备全（千斤顶、手拉葫芦、岛链、撬棍等）；

8.1.10 操作平台搭设，安装好临时防护，如护栏、安全网等。

8.2 防火安全措施

8.2.1 消防宣传教育和培训

8.2.2 设立检查和监督机制

8.2.3 现场的生产、生活区设足够的消防水源和消防设施网点，消防器有专人

管理，不乱扔乱放，各项目队组成由 15～20 人的义务消防队，所有施工人员熟悉

并掌握消防设备的性能和使用方法。

8.2.4 季节性安全措施

8.2.5 雨季，在拱圈上搭设防雨棚、安全通道、休息平台和避雨走廊等；

8.2.6 施工人员配备雨衣、雨鞋等；

8.2.7 高强螺栓佩戴雨布起吊，未使用的高强螺栓一定全覆盖。

9 环保措施

9.1 水土保护措施

站在可持续发展的高度对待建设过程中的环境保护工作，自觉爱护沿线的一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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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水，一草一木。制定《环境保护管理办法》、《水土保持管理办法》，成立环境保

护领导小组，各施工队伍的第一管理者是其管辖范围环保、水保的第一责任人，要

求指定专人负责环境保护工作，自觉接受各级地方政府环境保护和水利部门的监督、

检查和指导。严格按国家和地方政府有关规定及设计要求做好环保工作，坚持“三

同时”（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竣工），防止水土流失和空气污染，控制施工噪

声。

对施工沿线进行调查和收集资料，充分了解当地环境、生态和植被保护的法律

和法规。

9.2 避免油料外泄措施

现场存放油料的地面进行防渗处理，如采用防渗砼地面、铺防油毡等措施。在

使用过程中，要采取防止油料跑、冒、滴、漏的措施，防止土壤受到污染。

9.3 生活区垃圾排放措施

工地临时厕所的化粪池采取防渗措施，并尽可能利用既有建筑物内的水冲式厕

所，同时做好防蝇、灭蛆工作。

9.4 易燃易爆品存放措施

乙炔、油漆等易燃物品存放必须远离火源，集中储存，储存库房应通风避阴。

10 效益分析

采用常规桁片式吊装需设置强大的缆索起吊装备，通过散件吊装降低了缆索起

重设备的规模，降低了大型设备的风险。横移式缆索吊在满足吊重的前提下解决了

大跨度提篮拱拱肋变化的问题。同时利用对拉措施，减少了缆索吊横移次数，相应

减少了人员设备的投入。另外散件吊装不需要设置预拼装平台，减少了用地面积的

同时，也减少了地面拼装设备的投入。

10.1 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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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预拼场地节省 7000 ㎡，地面预拼龙门吊节省 2台，节约人工 2190 工日，

节约成本 316.94 万元。将平联组合式吊装，减少吊装 150 余次，减少高空作业量，

加速了施工进度，节约工期 1.5 个月，节省了 65 万元利用对拉方式减少横移次数

12 次，节约人工 240 工日，节约工期 24d，共计节约成本 150 万元。共计节约成本

531.94 万元。

10.2 社会效益

本技术科学地解决了山地峡谷地形、场地有限的双肋四桁提篮式钢桁拱吊装与

三维空间对位的难题，减少缆索吊横移、平联组合式吊装等为我们节约了工期，在

全标段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得到了业主、监理的认可，赢得了社会各界媒体的关注

与报道，赢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11 应用实例

11.1 工程概况

怒江四线特大桥位于金刚元隧道与高黎贡山隧道之间，于大坪子附近跨越怒江，

桥上设怒江车站，为四线特大桥，桥上线路线间距均为 5.0m。桥梁全长 1024.20m。

桥高约 226m。桥址纵断面上线位处开口 1030m，是较典型的 V 型峡谷，主桥采用

1-490m 上承式钢桁拱桥跨越峡谷，钢桁拱矢高 109.5m，矢跨比为 1/4.475，拱轴

线采用悬链线，拱轴系数 2.0。主桥为上承式提篮双肋四桁结构，全桥钢桁拱 40

个节段，每个节段有 8 个弦杆、8 个腹杆、6 个平联、2 个横撑组成。通过横杆连

接成整体。主桁为 N型桁架，主桁采用全节点结构形式。主弦杆均采用箱型截面，

最重的杆件重约 97t 左右，腹杆采用箱型及 H型截面，联结系为箱型，上、下平联

在节点之间“K”型布置。

11.2 应用效果

本工法应用于大瑞铁路怒江四线特大桥解决了大型杆件现场预拼难度大、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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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件三维空间对位困难、吊装过程中杆件之间的碰撞的技术难题，顺利完成主拱圈

的悬臂拼装施工。采用散件吊装省去钢构件现场预拼过程，有效降低缆索吊机单钩

吊重过大的问题，降低了施工风险；设计和施工横移式缆索吊机，施工过程中减少

了缆索吊横移次数，降低了施工成本；杆件之间对拉措施、长短吊耳设计、局部组

合式吊装等一系列措施加快了对位速度，决了提篮式钢桁拱构件三维空间对位问题，

技术先进，效果显著，有明显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同时为我国发展山地大跨度

提篮式大型钢构拱桥提供了宝贵经验，其推广和应用前景十分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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