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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分离式开口组合梁混凝土

桥面板叠合精度控制方法，根据混凝土桥面预制

板结构形式，设计精加工预制模具，底模需保证

整体的平面度，并设有定位与钢梁对接焊接预埋

钢构件的定位槽口，侧模设有精确定位钢筋及预

应力筋的槽口，底模上表面四周端部标记用于定

位预埋钢构件及侧模的纵横基准线，形成测量控

制网；利用模具及纵横基线精确定位钢构件及钢

筋预应力筋，保证预埋钢构件与底模上表面整体

平面度，保证侧模与底模的垂直度及整体外轮廓

尺寸后进行后续的混凝土浇筑、养护等施工，确

保预制板的整体尺寸、预埋件、钢筋的定位精度

达到钢结构毫米级的验收精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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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分离式开口组合梁混凝土桥面板叠合精度控制方法，其特征是：（1）带预埋钢构

件的混凝土桥面板预制精度控制：

根据混凝土桥面预制板结构形式，设计精加工预制模具，底模需保证整体的平面度，并

设有定位与钢梁对接焊接预埋钢构件的定位槽口，侧模设有精确定位钢筋及预应力筋的槽

口，底模上表面四周端部标记用于定位预埋钢构件及侧模的纵横基准线，形成测量控制网；

利用模具及纵横基线精确定位钢构件及钢筋预应力筋，保证预埋钢构件与底模上表面整体

平面度，保证侧模与底模的垂直度及整体外轮廓尺寸后进行后续的混凝土浇筑、养护等施

工，确保预制板的整体尺寸、预埋件、钢筋的定位精度达到钢结构毫米级的验收精度要求；

（2）混凝土桥面预制板与钢梁组拼精度控制：

①利用组合梁总拼四纵一横测量网监控测量，保证钢梁总拼及混凝土桥面预制板与钢

梁组拼有统一的测量基准，保证组装精度；

②分离式开口钢控制精度工艺措施：

a.从钢梁中间单元向两侧单元依次组焊，预留焊接收缩工艺量，同时根据焊后尺寸，修

正外侧单元组拼工艺焊接收缩量；

b.钢梁节段间腹板采用工艺拼接板，将整轮节段栓和成整体使其整体受力，同时顶部

增加约束梁，控制焊接变和增加刚度；

③利用吊具先将混凝土桥面预制吊装放置钢梁顶面，利用导向支撑件先实现粗定位，

再利用千金顶、调整丝杠以测量塔基线为基准微调桥面预制板位置，使其与钢梁精确定位

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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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分离式开口组合梁混凝土桥面板叠合精度控制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大型斜拉桥、悬索桥等钢混组合梁带预埋钢构件混凝土桥面

预制板与分离式开口钢主梁叠合的精度控制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钢混组合梁采用混凝土桥面板，相对传统钢箱梁具有刚度大、用钢量少、避免了传

统钢桥面板疲劳问题和桥面铺装易损坏的问题，越来越受到建设者的青睐，近些年在我国

发展迅速。钢混组合梁大部分采用直接在钢梁上现浇成型，混凝土桥面板与钢梁结合精度

控制相对容易。但是带预埋钢构件的混凝土桥面预制板与分离式的开口钢主梁叠合成整体

则极为困难，主要表现为二个方面：首先带预埋钢构件的混凝土桥面板要实现与分离式开

口的钢梁精确匹配，必须保证混凝土桥面板的预制精度达到钢结构制作的精度要求；其次

混凝土桥面板为长大构件、质量重，而分离式的开口钢梁桥面板叠合前刚度小，桥面板与其

组拼精度控制难度极高。

发明内容

[0003] 设计目的：避免背景技术中的不足之处，针对大型斜拉桥、悬索桥等钢混组合梁带

预制钢构件的混凝土桥面预制板预制及与钢梁组拼精度控制困难的结构特点，提供一种工

厂化的、标准化的成套施工精度控制方法。其不仅可以实现精度控制目标，而且可以提高施

工功效，降低施工成本。

[0004] 设计方案：为了实现上述设计目的。分离式开口组合梁混凝土桥面板叠合精度控

制方法，（1）带预埋钢构件的混凝土桥面板预制精度控制：根据混凝土桥面预制板结构形

式，设计精加工预制模具，底模需保证整体的平面度，并设有定位与钢梁对接焊接预埋钢构

件的定位槽口，侧模设有精确定位钢筋及预应力筋的槽口，底模上表面四周端部标记用于

定位预埋钢构件及侧模的纵横基准线，形成测量控制网；利用模具及纵横基线精确定位钢

构件及钢筋预应力筋，保证预埋钢构件与底模上表面整体平面度，保证侧模与底模的垂直

度及整体外轮廓尺寸后进行后续的混凝土浇筑、养护等施工，确保预制板的整体尺寸、预埋

件、钢筋的定位精度达到钢结构毫米级的验收精度要求。（2）混凝土桥面预制板与钢梁组拼

精度控制：①利用组合梁总拼四纵一横测量网监控测量，保证钢梁总拼及混凝土桥面预制

板与钢梁组拼有统一的测量基准，保证组装精度；②分离式开口钢控制精度工艺措施：a.从

钢梁中间单元向两侧单元依次组焊，预留焊接收缩工艺量，同时根据焊后尺寸，修正外侧单

元组拼工艺焊接收缩量；b.钢梁节段间腹板采用工艺拼接板，将整轮节段栓和成整体使其

整体受力，同时顶部增加约束梁，控制焊接变和增加刚度；③利用吊具先将混凝土桥面预制

吊装放置钢梁顶面，利用导向支撑件先实现粗定位，再利用千金顶、调整丝杠以测量塔基线

为基准微调桥面预制板位置，使其与钢梁精确定位匹配。

[0005] 本发明与背景技术相比，一是实现了悬索桥等钢混组合梁带预制钢构件的混凝土

桥面预制板预制及与钢梁组拼精度控制的工厂化、标准化成套施工精度控制；二是不仅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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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实现精度控制目标，而且可以提高施工功效，降低施工成本。

附图说明

[0006] 图1是混凝土桥面预制模具示意图。

[0007] 图2是图1中A-A向剖视示意图。

[0008] 图3是图1中B-B向剖视示意图。

[0009] 图4是组合梁总拼四纵一横测量网示意图。

[0010] 图5是图1的俯视示意图。

[0011] 图6是工艺拼接板示意图

图7是图6的侧视示意图。

[0012] 图8是约束梁示意图。

[0013] 图9是混凝土桥面预制板定位组装示意图。

[0014] 图10是图9俯视图示意图。

[0015] 图11是图9和图10中混凝土桥面预制板定位组装调整机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参照附图1-11。本发明采用的成套施工精度控制方法包括：（1）带预埋钢构件的混

凝土桥面板预制精度控制方法；（2）混凝土桥面预制板与钢梁组拼精度控制方法。

[0017] （1）带预埋钢构件的混凝土桥面板预制精度控制方法：

根据混凝土桥面预制板1结构形式，设计并精加工预制模具,底模需保证整体的平面

度，并设有定位与钢梁对接焊接预埋钢构件的定位槽口，侧模设有精确定位钢筋及预应力

筋的槽口，底模上表面四周端部标记用于定位预埋钢构件及侧模的纵横基准线，形成测量

控制网，结构示意如图1所示。

[0018] 利用模具底模及纵横基线精确定位预埋钢构件，利用底模基线定位侧模，再利用

侧模上的钢筋及预应力筋的槽口定位钢筋和预应力筋，保证预埋钢构件与底模上表面整体

平面度，保证侧模与底模的垂直度及整体外轮廓尺寸后进行后续的混凝土浇筑、养护等施

工，确保预制板的整体尺寸、预埋件、钢筋的定位精度达到钢结构毫米级的验收精度要求。

[0019] （2）混凝土桥面预制板与钢梁组拼精度控制方法：

①利用组合梁总拼四纵一横测量网6、7监控测量，保证钢梁总拼及混凝土桥面预制板

与钢梁组拼有统一的测量基准，保证组装精度。

[0020] ②针对分离式开口钢主梁桥面板叠合前刚度小不利于控制总拼精度，不利于保证

后续与桥面预制板组拼精度的难点，采取了如下控制精度工艺措施：

a.从钢梁13中间单元向两侧单元依次组焊，预留焊接收缩工艺量，同时根据焊后尺寸，

修正外侧单元组拼工艺焊接收缩量。

[0021] b.钢梁13节段间腹板采用工艺拼接板，将整轮节段栓和成整体使其整体受力，同

时顶部增加约束梁14，控制焊接变和增加刚度。

[0022] ③利用吊具先将混凝土桥面预制板1吊装放置钢梁顶面13，利用导向支撑件2和4

先实现粗定位，再利用千金顶、调整丝杠3以测量塔基线6、节段横基线7和预制板1的横基线

8和纵基线9为基准微调桥面预制板1位置，使其与钢梁13精确定位匹配，保证钢梁13横隔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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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预制板预埋钢构件5对正，保证8块预制板1之间的纵向湿接缝11和横向湿接缝12钢筋间

距，保证预应力筋对正。

[0023] ④焊接钢梁13横隔板与混凝土桥面预制板预埋钢构件5之间的对接焊缝10。

[0024] ⑤在纵向湿接缝11位置安装浇筑成型的模板，横向湿接缝12位置自然形成模板，

安装湿接缝的钢筋及预应力筋后浇筑纵向和横向湿接缝混凝土，将8块混凝土预制桥面板

浇筑成整体，与钢梁叠合成整体的分离式开口钢混组合梁。

[0025] 1是混凝土桥面预制板，2是导向板，3是调整丝杠，4是匹配支撑件，5是预埋钢构

件，6是测量塔基线，7是节段横基线，8是混凝土桥面预制板横基线，9是混凝土桥面预制板

纵基线，10是预埋钢构件与钢梁隔板对接缝，11是纵向湿接缝，12是横向湿接缝，13是底部

钢梁，14是约束梁。

[0026] 需要理解到的是：上述实施例虽然对本发明的设计思路作了比较详细的文字描

述，但是这些文字描述，只是对本发明设计思路的简单文字描述，而不是对本发明设计思路

的限制，任何不超出本发明设计思路的组合、增加或修改，均落入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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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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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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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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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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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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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说　明　书　附　图 8/10 页

13

CN 109944160 A

13



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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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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