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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属于转体桥主墩外包钢板施工领域，

具体为转体桥主墩外包钢板安装施工工法。本发

明采用预埋外包钢板与法兰整体安装方式解决

了高精度安装的问题；采用主墩箍筋与外包钢板

一起分节段吊装的方法，解决了外包钢板剪力钉

与主墩墩身箍筋冲突的问题，既保证主墩墩身施

工质量，又有效的缩短了工期；外包钢板分节段

拼装，并在钢板内侧面设置横、纵向钢支撑、倒链

拉锁，对钢板内侧面进行定形；钢板外侧四个面

设置斜拉钢丝、U型20槽钢加固，对钢板外侧面进

行定形，精确对位，有效的控制了钢板安装和焊

接过程中的变形。本发明工法适用于结构物钢板

设计对混凝土起到约束作用的外包钢板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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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转体桥主墩外包钢板安装施工工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上承台底层钢筋、预应力施工与预埋外包钢板法兰拼装同步施工：转体上承台采用

木模法施工，底层钢筋、立筋绑扎完成后，安装横向纵向预应力钢绞线、管道各一层；预埋外

包钢板与钢板法兰采用螺栓对孔连接，整体拼装过程与上承台底层施工同步进行，整个拼

装过程在主墩基坑外完成，对孔全程采用水准仪进行控制、调节；

（2）外包钢板法兰整体安装：底层钢筋及预应力施工完成后，在上承台内安装预埋件定

位骨架，预埋外包钢板法兰整体采用履带吊吊装，全站仪定位、调平后与定位骨架进行焊

接；

（3）上承台上层钢筋绑扎、预应力施工、预埋墩柱钢筋、浇筑混凝土；

（4）主墩墩身主筋、预应力筋分段施工：墩身混凝土分次浇筑，墩身主筋分段段数与墩

身浇筑次数相同，预应力筋分段，接头处采用连接器连接；

（5）主墩箍筋、外包钢板安装、加固分段施工：主墩采用外包钢板做模板施工，外包钢板

采用分节分段吊装焊接，底层外包钢板先与预埋外包钢板焊接，主墩箍筋与外包钢板等节

段吊装，箍筋做成L形，箍筋绑扎在外包钢板内侧剪力钉上，分节段钢板与分节段箍筋同时

吊装，全站仪精确就位，外包钢板就位后再将箍筋散开与主筋连接，不影响预应力筋施工；

（6）主墩墩身分次浇筑养护。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转体桥主墩外包钢板安装施工工法，其特征在于主墩外包钢

板内设横、纵向钢支撑、倒链拉锁，外侧四面设斜拉钢丝、U型20槽钢加固。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转体桥主墩外包钢板安装施工工法，其特征在于定位骨架

采用U型30槽钢焊制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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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体桥主墩外包钢板安装施工工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转体桥主墩外包钢板施工领域，具体为转体桥主墩外包钢板安装施工

工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我国桥梁建设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桥梁需要跨越公路和铁路，而转体施工具

有工期短、保证营业线安全运营、占用空间小等特点，为了减小跨线桥梁施工对运营线路的

影响，转体施工在公路、铁路桥梁施工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目前转体桥主墩外包钢板的安装，本发明对转体桥主墩外包钢板施工形成了

可靠的施工工艺，具体为转体桥主墩外包钢板安装施工工法，确保了施工和铁路、城铁的运

营安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显著。

[0004] 本发明是采用如下的技术方案实现的：转体桥主墩外包钢板安装施工工法，包括

以下步骤：

（1）上承台底层钢筋、预应力施工与预埋外包钢板法兰拼装同步施工：转体上承台采用

木模法施工，底层钢筋、立筋绑扎完成后，安装横向纵向预应力钢绞线、管道各一层；预埋外

包钢板与钢板法兰采用螺栓对孔连接，整体拼装过程与上承台底层施工同步进行，整个拼

装过程在主墩基坑外完成，对孔全程采用水准仪进行控制、调节；

（2）外包钢板法兰整体安装：底层钢筋及预应力施工完成后，在上承台内安装预埋件定

位骨架，预埋外包钢板法兰整体采用履带吊吊装，全站仪定位、调平后与定位骨架进行焊

接；

（3）上承台上层钢筋绑扎、预应力施工、预埋墩柱钢筋、浇筑混凝土；

（4）主墩墩身主筋、预应力筋分段施工：墩身混凝土分次浇筑，墩身主筋分段段数与墩

身浇筑次数相同，预应力筋分段，接头处采用连接器连接；

（5）主墩箍筋、外包钢板安装、加固分段施工：主墩采用外包钢板做模板施工，外包钢板

采用分节分段吊装焊接，底层外包钢板先与预埋外包钢板焊接，主墩箍筋与外包钢板等节

段吊装，箍筋做成L形，箍筋绑扎在外包钢板内侧剪力钉上，分节段钢板与分节段箍筋同时

吊装，全站仪精确就位，外包钢板就位后再将箍筋散开与主筋连接，不影响预应力筋施工；

（6）主墩墩身分次浇筑养护。

[0005] 上述的转体桥主墩外包钢板安装施工工法，主墩外包钢板内设横、纵向钢支撑、倒

链拉锁，外侧四面设斜拉钢丝、U型20槽钢加固。

[0006] 上述的转体桥主墩外包钢板安装施工工法，定位骨架采用U型30槽钢焊制而成。

[0007] 转体桥主墩外包钢板预埋外包钢板与法兰钢板采用螺栓精确对孔连接，常规做法

为上承台内预埋外包钢板，承台钢筋、预应力筋全部施工完成后，再进行螺栓对孔，现场无

法满足其对孔要求。因此，本发明预埋钢板及法兰钢板施工采用整体安装方式，精确对孔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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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转体上承台同步施工，上承台第一层预应力筋及波纹管施工后，安装预埋钢板定位骨架，

钢板整体吊装精确就位。

[0008] 通常情况下主墩外包钢板与主墩墩身箍筋不能同步施工，因为外包钢板内侧设剪

力钉，不管先施工外包钢板还是箍筋，两者由于现场施工原因导致剪力钉与箍筋安装时位

置出现冲突，无法保证钢板与钢筋的正常施工及质量要求。本发明转体主墩墩身外包钢板

采用分段分节、箍筋分节段同步施工的方法，成功解决了剪力钉与箍筋安装时位置冲突的

问题。主墩箍筋与外包钢板等节段吊装，箍筋做成L形，保证钢筋搭接长度满足规范要求的

情况下，钢筋绑扎在外包钢板内侧剪力钉上，分节段钢板与分节段钢筋同时吊装，全站仪精

确就位，钢板就位后再将箍筋散开与主筋连接，既解决了钢板与钢筋施工冲突问题，又保证

墩身钢板、钢筋施工质量，同时满足了工期要求。

[0009] 为进一步保证外包钢板浇筑混凝土时不发生变形，钢板内设支撑、倒链拉锁，外侧

四面设斜拉钢丝、U型20槽钢加固，混凝土分次浇筑，有效控制了钢板变形。

[0010] 本发明工法具有以下技术优点：

（1）采用预埋外包钢板与法兰整体安装方式解决了高精度安装的问题；

（2）采用主墩箍筋与外包钢板一起分节段吊装的方法，解决了外包钢板剪力钉与主墩

墩身箍筋冲突的问题，既保证主墩墩身施工质量，又有效的缩短了工期；

（3）外包钢板分节段拼装，并在钢板内侧面设置横、纵向钢支撑、倒链拉锁，对钢板内侧

面进行定形；钢板外侧四个面设置斜拉钢丝、U型20槽钢加固，对钢板外侧面进行定形，精确

对位，有效的控制了钢板安装和焊接过程中的变形。

[0011] 本发明工法适用于结构物钢板设计对混凝土起到约束作用的外包钢板施工。

附图说明

[0012] 图1为本发明工法流程图。

[0013] 图2为桥墩施工工艺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4] 对本发明施工工艺流程及操作要点进行详细说明，施工工艺流程如图1所示。

[0015] 操作要点

上承台底层钢筋、预应力施工与预埋外包钢板法兰拼装同步施工

转体上承台采用木模法施工，底层钢筋、立筋绑扎完成后，安装横向纵向预应力钢绞

线、管道各一层。预埋钢板与钢板法兰采用M45高强螺栓对孔连接，整体拼装过程与上承台

底层施工同步进行，整个拼装过程在主墩基坑外完成，对孔全程采用水准仪进行控制、调

节。

外包钢板法兰整体安装

上承台采用支设木模法施工，底层钢筋及预应力施工完成后，在上承台内安装预埋件

定位骨架，定位骨架采用U型30槽钢焊制，预埋外包钢板法兰整体采用500吨履带吊吊装，全

站仪定位、调平后与定位骨架进行焊接。

[0016] 上承台上层钢筋绑扎、预应力施工、预埋墩柱钢筋、浇筑混凝土

上承台设计为八角形，上层钢筋绑扎需注意预应力槽口位置预留，预应力设计为梅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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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对称、分层、不等距布置，预应力穿束时需注意预应力管道顺直，最后预埋墩柱钢筋，保证

预埋深度2.1m。

[0017] 主墩墩身主筋、预应力筋分段施工

主墩采用永久定型外包钢板做模板施工，墩身采用空心薄壁墩，截面尺寸为6*11.2m，

横桥向壁厚1.5m，顺桥向壁厚1.2m。外包钢板采用分节分段吊装焊接，墩身混凝土分四次浇

筑，墩身主筋分段与墩身浇筑相同，Φ32精轧螺纹钢预应力筋11m长408根，分2节段，接头处

采用连接器连接。

[0018] 主墩箍筋、外包钢板安装、加固分段施工

主墩箍筋与外包钢板等节段吊装，箍筋做成L形，保证箍筋搭接长度满足规范要求的情

况下，箍筋绑扎在外包钢板内侧剪力钉上，箍筋绑扎前对钢板内侧进行除锈处理，每排剪力

钉内绑扎3排箍筋，分节段外包钢板与分节段箍筋同时吊装，接口处错开满足施工及规范要

求，全站仪精确就位，外包钢板就位后再将箍筋散开与主筋连接，不影响预应力精轧螺纹钢

施工，主墩外包钢板内设间距30cm剪力钉，为进一步保证外包钢板浇筑混凝土时不发生变

形，外包钢板内设支撑、倒链拉锁，外侧四面设斜拉钢丝、U型20槽钢加固，有效控制钢板变

形，满足规范及工期要求。

[0019] 主墩墩身四次浇筑养护

墩身采用空心薄壁墩，截面尺寸为6*11.2m，横桥向壁厚1.5m，顺桥向壁厚1.2m。外包钢

板采用分节分段吊装焊接。墩身混凝土分四次浇筑，第一次浇筑墩身底实体段1m高，空心段

9m高分两次浇筑，墩梁锚固段在安装钢箱梁底层后一次浇筑，并及时进行洒水养护，满足精

轧螺纹钢施工规范要求。

[0020] 质量控制

主墩施工前应在基础顶面放出墩中线和墩内外轮廓线的准确位置。

[0021] 钢筋加工及安装

1.墩身钢筋现场绑扎成型；钢筋加工采用钢筋厂集中加工。运输至现场后全部采用人

工抬运及绑扎。

[0022] 2.钢筋检查合格后，在加工场地集中切断、焊接、弯制成形，然后运至主墩处人工

绑扎成形，其各项加工及绑扎指标严格控制于允许偏差之内。

[0023] 3 .钢筋保护层使用塑料弧形垫块以保证混凝土表面质量。钢筋的根数、直径、长

度、编号排列、位置等都符合设计的要求。

[0024] 4.结构主筋接头采用双面搭接焊，主筋与箍筋之间采用扎丝进行绑扎。绑扎或焊

接的钢筋网和钢筋骨架无变形、松脱现象。

[0025] 墩身外包钢板

1.主墩外模直接利用墩外包裹钢板，施工时先支设好外模，外模四周预留1.5*2.0m施

工门洞，后补齐。外模设置好后绑扎钢筋，最后支设内模，内模板采用木模。模板支立前精确

放出结构外轮廓线并将基底精确找平，找平误差控制在2mm内，保证模板拼装后的垂直度符

合规范要求。采用人工配合履带吊吊装钢筋、拼装模板。在模板设计时要考虑到机械吊装，

并为吊装需用设计吊点，以防吊装时模板变形。每吊装一节模板要检查一次模板的垂直度

及几何形状，无误后才能继续拼上层。模板支立完成后紧固每个加固螺栓。

[0026] 2.墩身混凝土运输及浇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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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浇筑前，将基础与墩身接头处混凝土进行凿毛，清除浮浆及焊渣，冲洗干净，并

整修连接钢筋。

[0027] 混凝土采用拌合站集中拌制，使用混凝土输送罐车运输，泵送到位，通过串筒入

模。

[0028] 3.桥墩施工工艺流程如图2所示。

[0029] 4.预埋件的施工

为保证预埋件位置准确，应对预埋件采取固定措施，以免振捣混凝土时发生移动；预埋

件下面及附近的混凝土应注意振捣密实；预埋件在墩上的外露部分要有明显标识，浇至顶

层混凝土时，要注意外露部分尺寸准确；在已埋入墩、台帽内的预埋件上施焊时，应尽量采

用细焊条、小电流，分层施焊，以免烧伤混凝土。

[0030] 在混凝土浇注过程中，应随时观察设置的预埋件、预留孔、预埋支座的位置是否移

动，若发现移位应及时校正，浇筑过程中还应注意模板情况，如有变形应立即校对并加固。

[0031] 5.模板的拆除

带模养护不少于3天，待全墩浇筑完毕达到15Mpa后方可拆除内模，顺序自上向下。外模

钢板起永久保护作用，不拆除。

[0032] 6.混凝土的养护

带模养护不少于3天，拆模后的混凝土立即使用保温保湿的土工布覆盖，外贴隔水塑料

薄膜，使用自动喷水系统和喷雾器，不间断养护，避免形成干湿循环，养护时间不少于7d后，

拆除养生毯，再用塑料薄膜紧密覆盖，保湿养护14d以上。

[0033] 养护期间混凝土强度未达到规定强度之前，不拆除模板。混凝土强度满足拆模要

求，且芯部混凝土与表层混凝土之间的温差、表层混凝土与环境之间的温差均≯15℃时拆

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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