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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适用钢混叠合台座条件

下的预制梁场建设综合系统，该系统包括共用式

预制台座、接触网、龙门吊、预制箱梁、运梁炮车、

台座基础、淋喷头、箱梁内模支撑、水循环系统和

自动伸缩式预制棚；自动伸缩式预制棚包括驱动

电机、风力传感器、支撑骨架和苫布；风力传感器

安装在驱动电机的底板上，驱动电机的输出轴与

伸缩式导轨连接，各个支撑骨架并排安装在伸缩

式导轨中，各个支撑骨架通过苫布连接在一起。

水循环系统包括循环水池、沉沙层、泵送管、滤网

和水泵；本发明以预制梁整个施工过程为研究对

象，通过各项技术创新研究，提高梁场机械自动

化，减少人工投入；提高生产效率，提高了施工精

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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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适用钢混叠合台座条件下的预制梁场建设综合系统，其特征在于：该系统包括

共用式预制台座(4)、接触网(8)、龙门吊(1)、预制箱梁(2)、运梁炮车(3)、台座基础(5)、淋

喷头(6)、箱梁内模支撑(7)、水循环系统和自动伸缩式预制棚；在超厚淤泥层中浇筑台座基

础(5)，台座基础(5)作为共用式预制台座(4)的支撑结构，运梁炮车(3)安装在共用式预制

台座(4)上，在运梁炮车(3)上搭设预制箱梁(2)的内模和外模；淋喷头(6)设置在预制箱梁

(2)的顶部；预制箱梁(2)的内模采用整体插拔式结构并由箱梁内模支撑(7)进行支撑，各个

箱梁内模支撑(7)采用千斤顶或者支护架进行支撑；接触网(8)设置在龙门吊(1)的顶部；龙

门吊(1)正对预制箱梁(2)；淋喷头(6)与水循环系统连接，自动伸缩式预制棚设置在预制箱

梁(2)的顶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适用钢混叠合台座条件下的预制梁场建设综合系统，其

特征在于：自动伸缩式预制棚包括驱动电机(9)、风力传感器(10)、支撑骨架(11)和苫布

(12)；风力传感器(10)安装在驱动电机(9)的底板上，驱动电机(9)的输出轴与伸缩式导轨

连接，各个支撑骨架(11)并排安装在伸缩式导轨中，各个支撑骨架(11)通过苫布(12)连接

在一起。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适用钢混叠合台座条件下的预制梁场建设综合系统，其

特征在于：水循环系统包括循环水池(13)、沉沙层(14)、泵送管(15)、滤网(16)和水泵(17)；

泵送管(15)通过水泵(17)与淋喷头(6)，淋喷头(6)喷出的水经地面汇入循环水池(13)中，

沉沙层(14)沉在循环水池(13)的底部；泵送管(15)上设有滤网(16)并配有辅助输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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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适用钢混叠合台座条件下的预制梁场建设综合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适用于超厚淤泥层钢混叠合预制箱梁台座系统，属于智能化节能

环保型预制梁场施工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国内针对预制梁场研究主要偏向于单项的技术研究，针对于梁场布置、生产

优化、可回收利用等相对滞后，大多数仍处于观望状态，缺少一些系统性研究成果。项目结

合工程实际情况，综合目前国内预制梁场施工经验，技术革新预制梁施工生产全过程，通过

提高施工生产自动化、减少施工工期进一步达到降低施工成本，创造节能环保型预制梁场。

[0003] 随着交通基础设施的不断发展以及道路网络的互通，大型桥梁建设不断增多。大

型桥梁如跨江桥、高架桥除主跨外，其主梁大多采用装配式预应力混凝土小箱梁，它受力明

确，构造简单，施工方便，是桥梁中应用最广的桥型。现阶段，国内预制梁场施工技术、质量、

安全、生产进度、施工管理日臻成熟，简支梁桥的结构尺寸易于设计成系列化和标准化，这

就有利于在工厂内或土地上广泛采用工业化施工，组织大规模预制生产，并用现代化的起

重设备进行安装。面对日益先进的施工技术以及先进的机械设备，梁场建设也越来越自动

化。

[0004] 箱梁的预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工序：(1)安装固定底座；(2)底腹板、顶板钢筋分开

预制；(3)立外模；(4)安装底腹板钢筋骨架；(5)安装顶板钢筋骨架；(6)安装芯模；(7)浇注

混凝土；(8)抽芯模、拆外模；(9)预应力张拉；(10)养护。箱梁预制的各道工序涉及辅助设备

较多，现阶段主要以人工作业为主，不仅生产效率低下，且产品精度低下，安全风险较高。综

合来看，大量人工投入的生产方式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0005] (1)由于产品主要依赖人工生产，作业人员技术素质参差不齐，箱梁质量难以控

制。

[0006] (2)养护周期内，费工、费水，浪费资源，且人工操作难免出现疏忽，影响箱梁成品

质量。

[0007] (3)作业人员的大量投入，增加了作业风险，如立模、拆模、预应力张拉等。

[0008] (4)材料一次性投入较多，可回收利用率小，浪费严重。

[0009] (5)梁场建设用地越发紧张，场地受限，施工组织管理思想滞后容易造成停工、窝

工现象。

[0010] 因此，目前对于箱梁生产全过程中技术革新，如何在不大量增加成本投入的情况

下，提高施工机械化、减少人工投入，是项目研究的重点。本发明基于预制梁的整个施工过

程，通过各项技术创新研究，提高梁场机械自动化，减少人工投入；提高生产效率，提高产品

精确度，创造智能化节能环保型预制梁场。

发明内容

[0011]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针对背景技术中存在的技术难题，设计了一种适用钢混叠合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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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条件下的预制梁场建设综合系统，该系统是一种能够集浇筑、运输、养护等多功能为一体

的系统，通过该系统实现绿色施工、智能化施工。

[0012]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为一种适用钢混叠合台座条件下的预制

梁场建设综合系统，该系统包括共用式预制台座4、接触网8、龙门吊1、预制箱梁2、运梁炮车

3、台座基础5、淋喷头6、箱梁内模支撑7、水循环系统和自动伸缩式预制棚；在超厚淤泥层中

浇筑台座基础5，台座基础5作为共用式预制台座4的支撑结构，运梁炮车3安装在共用式预

制台座4上，在运梁炮车3上搭设预制箱梁2的内模和外模；淋喷头6设置在预制箱梁2的顶

部；预制箱梁2的内模采用整体插拔式结构并由箱梁内模支撑7进行支撑，各个箱梁内模支

撑7采用千斤顶或者支护架进行支撑；接触网8设置在龙门吊1的顶部；龙门吊1正对预制箱

梁2；淋喷头6与水循环系统连接，自动伸缩式预制棚设置在预制箱梁2的顶部。

[0013] 自动伸缩式预制棚包括驱动电机9、风力传感器10、支撑骨架11和苫布12；风力传

感器10安装在驱动电机9的底板上，驱动电机9的输出轴与伸缩式导轨连接，各个支撑骨架

11并排安装在伸缩式导轨中，各个支撑骨架11通过苫布12连接在一起。

[0014] 水循环系统包括循环水池13、沉沙层14、泵送管15、滤网16和水泵17；泵送管15通

过水泵17与淋喷头6，淋喷头6喷出的水经地面汇入循环水池13中，沉沙层14沉在循环水池

13的底部；泵送管15上设有滤网16并配有辅助输送管。

[0015] 与现有技术相比较，本发明涉及的技术方案以预制梁整个施工过程为研究对象，

通过各项技术创新研究，提高梁场机械自动化，减少人工投入；提高生产效率，提高了施工

精确度，并创造了智能化节能环保型预制梁场。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发明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为自动伸缩式预制棚的展开示意图。

[0018] 图3为自动伸缩式预制棚的合拢示意图。

[0019] 图4为水循环系统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以下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

[0021] 一种适用于超厚淤泥层钢混叠合预制箱梁台座系统，该系统包括共用式预制台座

4、接触网8、龙门吊1、预制箱梁2、运梁炮车3、台座基础5、淋喷头6、箱梁内模支撑7、水循环

系统和自动伸缩式预制棚；在超厚淤泥层中浇筑台座基础5，台座基础5作为共用式预制台

座4的支撑结构，运梁炮车3安装在共用式预制台座4上，在运梁炮车3上搭设预制箱梁2的内

模和外模；淋喷头6设置在预制箱梁2的顶部；预制箱梁2的内模采用整体插拔式结构并由箱

梁内模支撑7进行支撑，各个箱梁内模支撑7采用千斤顶或者支护架进行支撑；接触网8设置

在龙门吊1的顶部；龙门吊1正对预制箱梁2；淋喷头6与水循环系统连接，自动伸缩式预制棚

设置在预制箱梁2的顶部。

[0022] 自动伸缩式预制棚包括驱动电机9、风力传感器10、支撑骨架11和苫布12；风力传

感器10安装在驱动电机9的底板上，驱动电机9的输出轴与伸缩式导轨连接，各个支撑骨架

11并排安装在伸缩式导轨中，各个支撑骨架11通过苫布12连接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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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水循环系统包括循环水池13、沉沙层14、泵送管15、滤网16和水泵17；泵送管15通

过水泵17与淋喷头6，淋喷头6喷出的水经地面汇入循环水池13中，沉沙层14沉在循环水池

13的底部；泵送管15上设有滤网16并配有辅助输送管。

[0024] 实施例

[0025] (1)共用式预制台座

[0026] 共计箱梁类型四种，28.5m、30m、30.5m、40m四种，将预制台座设计成适用于4种箱

梁共用台座，可节省台座数量，克服两场用地有限，增大台座的利用率，节约施工成本。

[0027] (2)可回收式箱梁预制台座

[0028] 项目综合考虑，选用型钢结构作为预制梁预制台座，在梁场生产完工后，可进行回

收，重复利用率高。

[0029] (3)温湿度感应自动喷淋养护系统

[0030] 施工地属亚热带海洋性气候，夏季炎热、冬无严寒，常受南亚热带季候风侵袭，年

平均气温22.3℃。箱梁养护是项目箱梁施工中重要环节，常规自动喷淋养护系统需人工定

期开启与关闭，而温湿度感应自动喷淋系统可自动感应箱梁内外温差与湿度，实现自动养

护，相比常规自动喷淋养护具有节省人工、节省水资源等节能环保优势，且更利于箱梁养

护。

[0031] (4)龙门吊接触网式走线

[0032] 项目预制场配备一台2×100t龙门吊作为移梁使用，2台10t龙门吊作为日常施工

起重设备。传统龙门吊走线为地面槽口式走线，采用该走线方式增加不必要的占地面积、梁

场内车来车往也加大了梁场日常安全隐患，施工中一旦发生顺坏电线事故，即耽误工期又

容易发生触电事故。项目经研究决定对龙门吊走线采用接触网走线方式，采用该方式有效

的避免了上述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即美观又实用。

[0033] (5)风控式全自动可伸缩式遮阳防雨棚

[0034] 梁场内配备4个钢筋绑扎胎架，考虑到珠海市降雨量大，周期长的因素，为避免延

误工期，又便于施工，提高钢筋预制的工效和质量，确保24小时作业无盲点，保证预制梁的

施工进度。在预制场内钢筋加工大棚设计时，借鉴房建工程经验采用全自动伸缩式预制大

棚，该雨棚在钢筋骨架吊装时顶棚可自动回收，操作方便、快捷。同时大棚顶安装风速感应

器，风力超过6级自动收缩，保证施工安全。

[0035] (6)箱梁滑移平台上桥

[0036] 项目桥址地处深厚淤泥层，最大淤泥深度达40m，若采用常规箱梁上桥方案，对施

工便道要求较高，便道修筑投入过大，且后期维护保养费用高。为避免不必要投入，项目在

箱梁上桥方案比选时，确定采用滑移平台的上梁方式。常规滑移平台是搭设钢管支架，上设

滑移轨道，利用龙门吊将箱梁提至滑移车上，再滑移至运梁炮车上，而本项目将运梁炮车直

接至于横移平台，龙门吊提梁至炮车上，炮车与梁整体横移的方法。相比传统方法具有提高

施工工效，降低作业风险的优势,规避了使用千斤顶将箱梁从移梁小车转移至运梁炮车的

施工安全隐患。

[0037] (7)分节整体抽拔式内芯模

[0038] 为提高箱梁施工功效，确保箱梁预制质量，项目在箱梁模板配备时经过多次会议

研究决定采用箱梁分节整体可抽拔式内模，相比传统内模该模板具有安装便捷、易拆除、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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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隐患、混凝土外观质量好、节省人工等优点。

[0039] (8)全循环、无外排排水系统

[0040] 为减少梁场建设对当地环境和水资源的污染，项目打破常规思路，厂内采取全循

环、无外排排水系统，修建七级沉淀池，提高污水处理效果和利用率，污水分级处理和分区

域利用，设置养护用水区、厂区地面降尘用水区、植被绿化用水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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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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