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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悬索桥加劲梁的吊装施

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将索鞍按预设要求安装

在主塔顶部，索鞍向边跨一侧偏移，架设边跨主

缆和中跨主缆；在主塔塔顶安装起吊系统的反力

架，将起吊系统的承重索锚固在反力架上；安装

起重设备；吊具吊装加劲梁梁体移动至指定安装

位置安装，根据吊具处于吊装工况或非吊装工况

实时调整索鞍向边跨一侧的偏移量，使边跨主缆

的张力水平分力和中跨主缆张力水平分力平衡；

吊装完成后，将索鞍移动到设计位置，拆除起吊

系统和起重设备。本发明具有节约成本、省时省

力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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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悬索桥加劲梁的吊装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将索鞍（4）按预设要求安装在主塔（3）顶部，索鞍（4）向边跨一侧偏移，架设边跨主

缆（1）和中跨主缆（2）；

S2、在主塔（3）塔顶安装起吊系统的反力架（52），将起吊系统的承重索（53）锚固在反力

架（52）上，并调整承重索（53）跨中垂度至满足预设设计要求；

S3、安装起重设备的跑车（61）、吊具（62）、卷扬机（63）、起重索及牵引索（64），跑车（61）

吊设于承重索（53）、起重索及牵引索（64）上，吊具（62）安装于跑车（61）下方且用于吊装加

劲梁梁体（7），卷扬机（63）用于牵引起重索及牵引索（64）；

S4、开启卷扬机（63）牵引起重索及牵引索（64），带动吊具（62）吊装加劲梁梁体（7）移动

至指定安装位置安装，根据吊具（62）处于吊装工况或非吊装工况实时调整索鞍（4）向边跨

一侧的偏移量，使边跨主缆（1）的张力水平分力和中跨主缆（2）张力水平分力平衡；

S5、加劲梁梁体（7）吊装完成后，将索鞍（4）移动到设计位置，拆除起吊系统和起重设

备。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吊装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4中，所述根据吊具

（62）处于吊装工况或非吊装工况实时调整索鞍（4）向边跨一侧的偏移量具体包括以下步

骤：

A1、用几何非线性软件及解析法计算出中跨主缆（2）、边跨主缆（1）的张力水平分力，承

重索（53）在吊装工况及非吊装工况时产生的水平分力；

A2、根据步骤A1的计算结果及主塔（3）预设可以抵抗的水平力，计算中跨主缆（2）、边跨

主缆（1）所需要的张力水平分力；

A3、根据步骤A2的计算结果确定索鞍（4）的偏移位置，确定索鞍（4）的偏移量；

A4、将索鞍（4）顶推至步骤A3确定的偏移量所在的偏移位置。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吊装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4中，采用顶推千斤顶

调整索鞍（4）向边跨一侧的偏移量。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吊装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起吊系统还包括预埋件

（51），预埋件（51）埋设于主塔（3）塔顶且用于安装反力架（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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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悬索桥加劲梁的吊装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土木工程桥梁施工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悬索桥加劲梁的吊装施工方法

(道路、铁路或桥梁的建筑；悬臂架设)。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悬索桥加劲梁采用缆索吊进行吊装，常规缆索吊在中跨起吊加劲梁后，缆索

吊承重索产生的水平分力经过边跨承重索传递至地锚，此方法仅考虑了缆索吊自身传力，

采用缆索吊边跨主索的张力来平衡中跨缆索吊吊钢梁时产生的水平力，缆索吊边跨承重索

及边跨锚固系统工程量巨大，边跨主索的工程量要占整个缆索吊主索工程的一半，且塔顶

缆索吊索鞍结构复杂。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节省成本、省时省力

的悬索桥加劲梁的吊装施工方法。

[0004]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5] 一种悬索桥加劲梁的吊装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6] S1、将索鞍按预设要求安装在主塔顶部，索鞍向边跨一侧偏移，架设边跨主缆和中

跨主缆；

[0007] S2、在主塔塔顶安装起吊系统的反力架，将起吊系统的承重索锚固在反力架上，并

调整承重索跨中垂度至满足预设设计要求；

[0008] S3、安装起重设备的跑车、吊具、卷扬机、起重索及牵引索，跑车吊设于承重索、起

重索及牵引索上，吊具安装于跑车下方且用于吊装加劲梁梁体，卷扬机用于牵引起重索及

牵引索；

[0009] S4、开启卷扬机牵引起重索及牵引索，带动吊具吊装加劲梁梁体移动至指定安装

位置安装，根据吊具处于吊装工况或非吊装工况实时调整索鞍向边跨一侧的偏移量，使边

跨主缆的张力水平分力和中跨主缆张力水平分力平衡；

[0010] S5、加劲梁梁体吊装完成后，将索鞍移动到设计位置，拆除起吊系统和起重设备。

[0011] 作为对上述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

[0012] 所述步骤S4中，所述根据吊具处于吊装工况或非吊装工况实时调整索鞍向边跨一

侧的偏移量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13] A1、用几何非线性软件及解析法计算出中跨主缆、边跨主缆的张力水平分力，承重

索在吊装工况及非吊装工况时产生的水平分力；

[0014] A2、根据步骤A1的计算结果及主塔预设可以抵抗的水平力，计算中跨主缆、边跨主

缆所需要的水平力；

[0015] A3、根据步骤A2的计算结果确定索鞍的偏移位置，确定索鞍的偏移量；

[0016] A4、将索鞍顶推至步骤A3确定的偏移量所在的偏移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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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 所述步骤S4中，采用顶推千斤顶调整索鞍向边跨一侧的偏移量。

[0018] 所述起吊系统还包括预埋件，预埋件埋设于主塔塔顶且用于安装反力架。

[001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优点在于：

[0020] 本发明的吊装施工方法在吊装加劲梁梁体时将起吊系统的承重索直接锚固在主

塔顶部，在吊装时，通过调整索鞍向边跨一侧的偏移量，调整边跨主缆、中跨主缆的张力，通

过中、边跨主缆的张力差来平衡缆索吊吊装加劲梁梁体时产生的水平力，从而省去常规缆

索吊施工所需的边跨承重索、边跨锚固系统等，在充分利用永久结构承载能力的同时大量

节省成本，省时省力。

附图说明

[0021] 图1是主缆架设完成示意图。

[0022] 图2是起吊系统安装示意图。

[0023] 图3是加劲梁吊装示意图。

[0024] 图4是加劲梁吊装完成示意图。

[0025] 图5是起吊系统拆除示意图。

[0026] 图6是本发明的施工流程图。

[0027] 图中各标号表示：

[0028] 1、边跨主缆；2、中跨主缆；3、主塔；4、索鞍；51、预埋件；52、反力架；53、承重索；61、

跑车；62、吊具；63、卷扬机；64、起重索及牵引索；7、加劲梁梁体。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以下将结合说明书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详细说明。除非特殊说

明，本发明采用的仪器或材料为市售。

[0030] 实施例1：

[0031] 如图6所示，本实施例的一种悬索桥加劲梁的吊装施工方法，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32] S1、将索鞍4按预设要求安装在主塔3顶部，索鞍4向边跨一侧偏移，架设边跨主缆1

和中跨主缆2。

[0033] 索鞍4安装时按要求进行预偏，完成主缆架设，如图1所示。索鞍4进行预偏是因为

考虑本发明后续进行加劲梁梁体7起吊时的水平张力由边跨主缆1承担，可以通过索鞍4的

预偏来调整边跨主缆1和中跨主缆2的张力，后续吊装过程中通过不断调整索鞍4的预偏量，

使得边跨主缆1、中跨主缆2张力的水平分量能基本保持平衡。

[0034] S2、在主塔3塔顶安装起吊系统的反力架52，将起吊系统的承重索53锚固在反力架

52上，并调整承重索53跨中垂度至满足预设设计要求，如图2所示。

[0035] 起吊系统还包括预埋件51，预埋件51埋设于主塔3塔顶且用于安装反力架52。

[0036] S3、安装起重设备的跑车61、吊具62、卷扬机63、起重索及牵引索64，跑车61吊设于

承重索53、起重索及牵引索64上，吊具62安装于跑车61下方且用于吊装加劲梁梁体7，卷扬

机63用于牵引起重索及牵引索64，如图3所示。

[0037] S4、开启卷扬机63牵引起重索及牵引索64，带动吊具62吊装加劲梁梁体7移动至指

定安装位置安装，根据吊具62处于吊装工况或非吊装工况实时调整索鞍4向边跨一侧的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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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量，使边跨主缆1的张力水平分力和中跨主缆2张力水平分力平衡，如图4所示。

[0038] 根据吊具62处于吊装工况或非吊装工况实时调整索鞍4向边跨一侧的偏移量具体

包括以下步骤：

[0039] A1、用几何非线性软件及解析法计算出中跨主缆2、边跨主缆1的张力水平分力，承

重索53在吊装工况及非吊装工况时产生的水平分力；

[0040] A2、根据步骤A1的计算结果及主塔3本身可以抵抗的水平力，计算中跨主缆2、边跨

主缆1所需要的水平力；

[0041] A3、根据步骤A2的计算结果确定索鞍4的偏移位置，确定索鞍4的偏移量；

[0042] A4、将索鞍4顶推至步骤A3确定的偏移量所在的偏移位置。

[0043] 加劲梁梁体7架设过程中分多次向中跨顶推索鞍4，调整索鞍4向边跨一侧的偏移

量，使边跨主缆1的张力能够平衡中跨已安装加劲梁梁体7引起的中跨主缆2张力的增加，且

满足平衡起吊系统吊装加劲梁梁体7时产生水平分力的要求(每次吊装一块加劲梁梁体7时

都调整理论上是可以的，而且也更加精确，但这样操作比较麻烦。悬索桥主塔3本身是有很

大刚度的，可承担一定的水平力，吊装的时候只要每吊几个加劲梁梁体7节段调整一次就可

以了，确保吊装产生的水平力不超过主塔7的承受能力就可)。

[0044] 所述步骤S4中，采用顶推千斤顶调整索鞍4向边跨一侧的偏移量：先计算偏移量，

安装顶推千斤顶，启动千斤顶装索鞍4顶推到预进位置(偏移位置)，顶推时要上下游同步。

[0045] 常规索鞍4预偏量只考虑永久结构施工的水平分力变化，不会考虑吊装时产生的

水平力，后续吊装时不会实施调整索鞍4的偏移量。本发明考虑了吊装时产生的水平力，充

分发挥边跨主缆1的承载力大的特点，由边跨主缆1来分担中跨缆索吊的承重索53吊装加劲

梁梁体7产生的水平力。通过精确计算，确定索鞍4的偏移量，从而使得边跨主缆1的张力既

能够平衡中跨已安装加劲梁梁体7引起的中跨主缆张力的增加，又满足平衡起吊系统吊装

加劲梁梁体7时产生水平分力的要求，确保加劲梁梁体7吊装过程中主塔不承担过大的水平

分力。

[0046] S5、加劲梁梁体7吊装完成后，将索鞍4移动到设计位置，如图4所示，拆除起吊系统

和起重设备，如图5所示。

[0047] 虽然本发明已以较佳实施例揭示如上，然而并非用以限定本发明。任何熟悉本领

域的技术人员，在不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范围的情况下，都可利用上述揭示的技术内容对

本发明技术方案做出许多可能的变动和修饰，或修改为等同变化的等效实施例。因此，凡是

未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的内容，依据本发明技术实质对以上实施例所做的任何简单修改、

等同变化及修饰，均应落在本发明技术方案保护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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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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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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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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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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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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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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