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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多向四锚头整体钢锚梁制
作方法，
所述制作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1）腹板单
元制作；
（2）底板单元制作；
（3）锚垫板制作；
（4）
锚头单元组焊 ；
（5）腹板单元与锚头单元组装 ；
（6）底板单元组装；
（7）其他功能板组装。本发明
的优点在于：
本发明多向四锚头整体钢锚梁制作
方法，
主要分为腹板单元制作、
底板单元制作、
锚
垫板制作、锚头单元组焊、腹板单元与锚头单元
组装、底板单元组装及其他功能板组装，
制作过
程合理，
保证制造质量和组装焊接顺利，
且该制
作方法具有制作方法简单、
操作方便及精度高的
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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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多向四锚头整体钢锚梁制作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制作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1)腹板单元制作：
对下料的钢板采用数控火焰精密切割，
在钢板一侧面的两端对称形
成有与钢板两端衔接的斜面，
接着用赶板机矫平，
严格控制平面度≤0 .3mm，
然后对切割有
斜面的一侧进行坡口加工，
进而在带所述斜面的一侧中心形成一弧形坡口，
以带有弧形坡
口钢板的中轴线及机加工边缘线为基准，用划针在钢板的中轴线位置划出分中线，
在钢板
的两侧边上划出螺栓孔位置线，
所述钢板上还划有锚头组装位置线，
且锚头组装位置线与
弧形坡口的两侧平行设置，
划线时需考虑焊接收缩量；
最后，
在螺栓孔位置线处用卡样板钻
制栓孔，
形成腹板单元；
(2)底板单元制作：
对下料的钢板进行冲孔，
在钢板的中心对称设有矩形孔，
并划出钢
板中心线，
然后采用数控火焰精密切割，
在带有矩形孔钢板的两侧对称设置有倒梯形坡口，
并在钢板的两端切割形成有四个对称设置的带有倾角的椭圆孔；
椭圆孔切割时将钢板水平
放置在切割台架上，
仔细调整椭圆孔长轴中心线与小车轨道平行，
椭圆孔短轴中心线与大
车轨道平行，
其误差值≤1mm，
将割具风嘴倾斜α角完成椭圆孔的切割；
接着用赶板机矫平，
严格控制平面度≤0 .3mm，
形成底板单元；
(3)锚垫板制作：
对下料的钢板进行数控切割，
接着用铣垫板矫平，
严格控制平面度≤
0 .3mm，
然后进行机加工平面，
且在钢板的中心镗出一个圆孔，
再划出锚座板定位线，
返样
冲，
形成锚垫板；
(4)锚头单元组焊：
制作出承压板、
中心带有圆孔的锚座板以及一侧带有半椭圆形孔的
锚头隔板，
并加工对接边缘，
然后在锚头机加工平台上精确划线组装，
即先将一承压板与锚
座板进行组装，
保证承压板与锚座板的垂直度≤0 .5mm，
然后将锚头隔板与承压板及锚座板
进行组装，
保证锚头隔板与承压板及锚座板两者的垂直度≤0 .5mm，
再将另一承压板与锚头
隔板及锚座板进行组装，
保证承压板与锚头隔板及锚座板两者的垂直度≤0 .5mm，
形成“∏”
形锚头单元；
组装完成后用样板检测垂直度，
合格后采用CO2气体保护焊对称施焊，
且承压
板与锚头隔板及锚座板间的熔透坡口角焊缝采用反变形以减小变形；
(5)腹板单元与锚头单元组装：
将一腹板单元置于平台上，
严格按腹板单元制作时所划
锚头组装位置线组装锚头单元，
然后再组装另一块腹板单元，
组装完成后CO2气体保护焊对
称施焊腹板单元与锚头单元之间的熔透焊缝，
最后进行修整，
形成腹板与锚头组装体；
(6)底板单元组装：
将底板单元置于平台上，
接着将步骤(5)中修整满足要求的腹板与
锚头组装体组装至底板单元上，
并使两腹板单元对称设置在底板单元上矩形孔的两侧，
然
后在底板单元上组装有端承板，
端承板分别组装在锚头单元的外端部，
接着在相邻两腹板
与锚头组装体之间组装有若干块内隔板，用于控制相邻两腹板张口尺寸，
保证两腹板加内
隔板间距公差为0～+1，
同时保证锚头单元中半椭圆形孔中心与底板单元上带有倾角的椭
圆孔中心同在锚头单元中心线上；
同时检验两侧锚座板圆孔中心距，
经专检合格后，
采用
CO2气体保护焊对称施焊，
严格控制变形在专用焊接胎型上焊接，
避免底板产生角变形；
(7)其他功能板组装：
在腹板单元的外侧及中间两腹板单元之间分别组装有平行于底
板的顶板，
并在外侧顶板与底板之间组装有若干个垂直于底板的外侧加劲板，
然后在锚头
单元上的锚座板上采用CO2气体保护焊对称施焊锚垫板，
使锚垫板上的圆孔与锚座板上的
圆孔重合，
并在锚头单元上的承压板的上端面采用CO2气体保护焊对称施焊有锚梁加劲板，
形成一多向四锚头整体钢锚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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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向四锚头整体钢锚梁制作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步骤(1)
中锚头组装位置线与螺栓孔位置线同时划出。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向四锚头整体钢锚梁制作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CO2气体
保护焊对称施焊时，
预热温度为60～100℃，
预热范围≥100mm，
道间温度为6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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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向四锚头整体钢锚梁制作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桥梁制造技术领域，
特别涉及一种多向四锚头整体钢锚梁制作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
陆上交通的压力越来越凸显，
为了解决这一压力，
大量
的铁路、
高速公路等项目的修建势在必行，
为了跨越道路通过的大江大河，
大跨度的桥梁的
使用就趋于必然，
人们也在对不同距离的桥梁的结构进行设计。
[0003] 本发明研究的桥梁中 ，
主桥为双塔双索面高低塔钢箱钢桁组合梁斜拉桥 ，全长
1234 .6m，
桥面采用双层设计，
上层为8车道公路，
下层为四线铁路。跨度布置为：
（99 .3+238+
588+224+85 .3）m，
主梁上层为板桁结合，
下层为钢箱结合钢桁梁，
三角型桁架，
两片主桁，
上
层桁中心距33 .8m，
下层桁中心距为38m，
主桁桁高15 .0m，
节间长度14m。全桥不设横联，
只在
支点处设板式桥门架，
斜拉索锚固在下弦主桁杆件内。
由于本桥拉索索力大，
索塔锚固区采
用钢锚梁拉索锚固体系与预应力锚固体系相结合的方式，
钢锚梁用于平衡施工阶段两侧拉
索的恒载索力，
使得这个阶段的绝大部分拉索水平拉力不直接作用在混凝土塔壁上。
同时，
由于本桥梁的特殊性，
选用多向四锚头整体钢锚梁，
而现有用于桥梁的钢锚梁一般为双锚
头钢锚梁，
如图1所示，
所述双锚头钢锚梁由腹板1 ，、底板2 ，、顶板翼缘板3 ，、腹板加劲板4 ，、
内隔板5 ，、
托板6 ，、
锚下加劲板7 ，和锚板8 ，构成，
根据钢锚梁的结构特点，
钢锚梁制作时腹板
1 ，及锚下加劲板7 ，制成单元，
其他构件采取零件下料、
机加工后在专用胎架上整体组装的方
式进行；
但该制作工艺并不适用于多向四锚头整体钢锚梁的制作。
[0004] 因此急需研制一种制作方法简单、
操作方便且精度高的桥多向四锚头整体钢锚梁
制作方法，
经检索，
未发现与本发明相同或相似的技术方案。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制作方法简单、
操作方便且精度高的桥多向
四锚头整体钢锚梁制作方法。
[0006]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为：
一种多向四锚头整体钢锚梁制作方
法，
其创新点在于：
所述制作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7] （1）腹板单元制作：
对下料的钢板采用数控火焰精密切割，
在钢板一侧面的两端对
称形成有与钢板两端衔接的斜面，
接着用赶板机矫平，
严格控制平面度≤0 .3mm，
然后对切
割有斜面的一侧进行坡口加工，
进而在所述带斜面的一侧中心形成一弧形坡口，
以带有弧
形坡口钢板的中轴线及机加工边缘线为基准，用划针在钢板的中轴线位置划出分中线，
在
钢板的两侧边上划出螺栓孔位置线，
所述钢板上还划有锚头组装位置线，
且锚头组装位置
线与弧形坡口的两侧平行设置，
划线时需考虑焊接收缩量；
最后，
在螺栓孔位置线处用卡样
板钻制栓孔，
形成腹板单元；
[0008] （2）底板单元制作：
对下料的钢板进行冲孔，
在钢板的中心对称设有矩形孔，
并划
出钢板中心线，
然后采用数控火焰精密切割，
在带有矩形孔钢板的两侧对称设置有倒梯形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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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口，
并在钢板的两端切割形成有四个对称设置的带有倾角的椭圆孔；
椭圆孔切割时将钢
板水平放置在切割台架上，
仔细调整椭圆孔长轴中心线与小车轨道平行，
椭圆孔短轴中心
线与大车轨道平行，
其误差值≤1mm，
将割具风嘴倾斜α角完成椭圆孔的切割；
接着用赶板机
矫平，
严格控制平面度≤0 .3mm，
形成底板单元；
[0009] （3）锚垫板制作：
对下料的钢板进行数控切割，
接着用赶板机矫平，
严格控制平面
度≤0 .3mm，
然后进行机加工平面，
且在钢板的中心镗出一个圆孔，
再划出锚座板定位线，
返
样冲，
形成锚垫板；
[0010] （4）锚头单元组焊：
制作出承压板、
中心带有圆孔的锚座板以及一侧带有半椭圆形
孔的锚头隔板，
并加工对接边缘，
然后在锚头机加工平台上精确划线组装，
即先将一承压板
与锚座板进行组装，
保证承压板与锚座板的垂直度≤0 .5mm，
然后将锚头隔板与承压板及锚
座板进行组装，
保证锚头隔板与承压板及锚座板两者的垂直度≤0 .5mm，
再将另一承压板与
锚头隔板及锚座板进行组装，
保证承压板与锚头隔板及锚座板两者的垂直度≤0 .5mm，
形成
“∏”形锚头单元；
组装完成后用样板检测垂直度，
合格后采用CO2气体保护焊对称施焊，
且
承压板与锚头隔板及锚座板间的熔透坡口角焊缝采用反变形以减小变形；
[0011] （5）腹板单元与锚头单元组装：
将一腹板单元置于平台上，
严格按腹板单元制作时
所划锚头组装位置线组装锚头单元，
然后再组装另一块腹板单元，
组装完成后CO2气体保护
焊对称施焊腹板单元与锚头单元之间的熔透焊缝，
最后进行修整，
形成腹板与锚头组装体；
[0012] （6）底板单元组装：
将底板单元置于平台上，
接着将步骤（5）中修整满足要求的腹
板与锚头组装体组装至底板单元上，
并使两腹板单元对称设置在底板单元上矩形孔的两
侧，
然后在底板单元上组装有端承板，
端承板分别组装在锚头单元的外端部，
接着在相邻两
腹板与锚头组装体之间组装有若干块内隔板，用于控制相邻两腹板张口尺寸，
保证两腹板
加内隔板间距公差为0～+1，
同时保证锚头单元中半椭圆孔中心与底板单元上带有倾角的
椭圆孔中心同在锚头单元中心线上；
同时检验两侧锚座板孔中心距，
经专检合格后，
采用
CO2气体保护焊对称施焊，
严格控制变形在专用焊接胎型上焊接，
避免底板产生角变形；
[0013] （7）其他功能板组装：
在腹板单元的外侧及中间两腹板单元之间分别组装有平行
于底板的顶板，
并在外侧顶板与底板之间组装有若干个垂直于底板的外侧加劲板，
然后在
锚单元上的锚座板上采用CO 2气体保护焊对称施焊锚垫板，
使锚垫板上的圆孔与锚座板上
的圆孔重合，
并在锚单元上的承压板的上端面采用CO2气体保护焊对称施焊有锚梁加劲板，
形成一多向四锚头整体钢锚梁。
[0014] 进一步地，
所述步骤（1）中锚头组装位置线与螺栓孔位置线同时划出。
[0015] 进一步地，
所述CO 2 气体保护焊对称施焊时 ，
预热温度为60～100℃，
预热范围≥
100mm，
道间温度为60～200℃。
[0016] 本发明的优点在于：
[0017] （1）本发明多向四锚头整体钢锚梁制作方法，
主要分为腹板单元制作、
底板单元制
作、锚垫板制作、锚头单元组焊、腹板单元与锚头单元组装、底板单元组装及其他功能板组
装，
制作过程合理，
保证制造质量和组装焊接顺利；
[0018] 其中，
腹板是锚箱的关键受力零件，
本发明采用数控火焰精密切割，
再精确划线加
工边缘的工艺方法，
通过精确划线把锚头单元的角度和锚固点中心坐标锁定在偏差允许范
围内，
进而可提高锚箱整体组装精度；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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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底板和腹板一样也是钢锚梁中重要的零件之一，
该底板制作控制的是四个椭圆孔
的相对位置尺寸，
由于数控切割机不能实现带有倾角的四个椭圆孔同时切割，
为此采用精
确划线后分别编程切割的方法，
进而可保证椭圆孔的倾角度及精确度；
同时，
腹板组对时按
照单件所
[0020]
划线组装，
组装时中间设置内隔板，
便于两腹板中心线及孔的同心度；
因而该制作
方法具有制作方法简单、
操作方便及精度高的优点；
[0021] （2）本发明多向四锚头整体钢锚梁制作方法，
其中，
腹板是锚
[0022] 箱的关键受力零件，
因而在划线时，
锚头组装位置线与螺栓孔位置线同时划出，
减
小了二次划线误差，
有利于提高组装精度和缩短制造周期；
[0023]
（3）本发明多向四锚头整体钢锚梁制作方法，
其中，
CO 2 气体保护焊对称施焊时，
严格控制焊接的工艺参数条件，
进而可保证各组装体组装的牢固度。
附图说明
[0024]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25] 图1为背景技术中双锚头钢锚梁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2-图9为本发明多向四锚头整体钢锚梁制作的过程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的实施例可以使本专业的技术人员更全面地理解本发明，
但并不因此将本发
明限制在所述的实施例范围之中。
实施例
[0028]

本实施例多向四锚头整体钢锚梁制作方法，
该制作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29] （1）腹板单元1制作：
如图2所示，
对下料的钢板采用数控火焰精密切割，
在钢板一
侧面的两端对称形成有与钢板两端衔接的斜面11，
接着用赶板机矫平，
严格控制平面度≤
0 .3mm，
然后对切割有斜面的一侧进行坡口加工，
进而在所述带斜面的一侧中心形成一弧形
坡口12，
以带有弧形坡口钢板的中轴线及机加工边缘线为基准，用划针在钢板的中轴线位
置划出分中线，
在钢板的两侧边上划出螺栓孔位置线，
钢板上还划有锚头组装位置线，
且锚
头组装位置线与弧形坡口的两侧平行设置，
划线时需考虑焊接收缩量，
锚头组装位置线与
螺栓孔位置线同时划出；
最后，
在螺栓孔位置线处用卡样板钻制栓孔，
形成腹板单元1；
[0030] （2）底板单元2制作：
如图3所示，
对下料的钢板进行冲孔，
在钢板的中心对称设有
矩形孔21，
并划出钢板中心线，
然后采用数控火焰精密切割，
在带有矩形孔钢板的两侧对称
设置有倒梯形坡口22，
并在钢板的两端切割形成有四个对称设置的带有倾角的椭圆孔23；
椭圆孔切割时将钢板水平放置在切割台架上，
仔细调整椭圆孔长轴中心线与小车轨道平
行，
椭圆孔短轴中心线与大车轨道平行，
其误差值≤1mm，
将割具风嘴倾斜α角完成椭圆孔的
切割；
接着用赶板机矫平，
严格控制平面度≤0 .3mm，
形成底板单元2；
[0031] （3）锚垫板3制作：
如图4所示，
对下料的钢板进行数控切割，
接着用赶板机矫平，
严
格控制平面度≤0 .3mm，
然后进行机加工平面，
且在钢板的中心镗出一个圆孔31，
再划出锚
座板定位线，
返样冲，
形成锚垫板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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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锚头单元4组焊：
如图5所示，
制作出承压板41、
中心带有圆孔的锚座板42以及
一侧带有半椭圆形孔的锚头隔板43，
并加工对接边缘，
然后在锚头机加工平台上精确划线
组装 ，即先将一承压板41与锚座板42进行组装 ，保证承压板41与锚座板42的垂直度≤
0 .5mm，
然后将锚头隔板43与承压板41及锚座板42进行组装，
保证锚头隔板43与承压板41及
锚座板42两者的垂直度≤0 .5mm，
再将另一承压板41与锚头隔板43及锚座板42进行组装，
保
证承压板41与锚头隔板43及锚座板42两者的垂直度≤0 .5mm，
形成“∏”形锚头单元；
组装完
成后用样板检测垂直度，
合格后采用CO2气体保护焊对称施焊，
且承压板41与锚头隔板43及
锚座板42间的熔透坡口角焊缝采用反变形以减小变形；
[0033] （5）腹板单元1与锚头单元4组装：
如图6和7所示，
将一腹板单元1置于平台上，
严格
按腹板单元1制作时所划锚头组装位置线组装锚头单元4，
然后再组装另一块腹板单元1，
组
装完成后CO2气体保护焊对称施焊腹板单元1与锚头单元4之间的熔透焊缝，
最后进行修整，
形成腹板与锚头组装体；
[0034] （6）底板单元组装：
如图8所示，
将底板单元2置于平台上，
接着将步骤（5）中修整满
足要求的腹板与锚头组装体组装至底板单元上，
并使两腹板单元1对称设置在底板单元2上
矩形孔21的两侧，
然后在底板单元2上组装有端承板5，
端承板5分别组装在锚头单元4的外
端部，
接着在相邻两腹板与锚头组装体之间组装有若干块内隔板6，
用于控制相邻两腹板张
口尺寸，
保证两腹板加内隔板间距公差为0～+1，
同时保证锚头单元4中半椭圆孔中心与底
板单元2上带有倾角的椭圆孔23中心同在锚头单元4中心线上；
同时检验两侧锚座板孔中心
距，
经专检合格后，
采用CO2气体保护焊对称施焊，
严格控制变形在专用焊接胎型上焊接，
避
免底板产生角变形；
[0035] （7）其他功能板组装：
如图9所示，
在腹板单元的外侧及中间两腹板单元1之间分别
组装有平行于底板的顶板7，
并在外侧顶板与底板之间组装有若干个垂直于底板的外侧加
劲板8，
然后在锚单元4上的锚座板42上采用CO2气体保护焊对称施焊锚垫板3，
使锚垫板3上
的圆孔31与锚座板42上的圆孔重合，
并在锚单元上的承压板41的上端面采用CO2气体保护
焊对称施焊有锚梁加劲板9，
形成一多向四锚头整体钢锚梁。
[0036] 作为实施例，
具体实施方式为CO2气体保护焊对称施焊时，
预热温度为60～100℃，
预热范围≥100mm，
道间温度为60～200℃。
[0037]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和主要特征以及本发明的优点。
本行业的技
术人员应该了解，
本发明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
上述实施例和说明书中描述的只是说明
本发明的原理，
在不脱离本发明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
本发明还会有各种变化和改进，
这些
变化和改进都落入要求保护的本发明范围内。本发明要求保护范围由所附的权利要求书及
其等效物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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