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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通道桥加固施工方法，包括

作业面处理、浇筑底板、单元钢筋绑扎、单元支架

搭建、单元模板安装、配置混凝土料、压力浇筑混

凝土、压浆及混凝土养护；通过连续拼装节段式

模架及侧向压力浇筑混凝土进行通道桥顶板加

固施工，可以在不改变原有桥体结构的情况下对

变形、断裂的通道桥顶板进行加固维修，将桥面

恢复原状，增强了原有单板桥体的承载能力。该

发明施工周期短，施工成本低，施工质量安全可

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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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通道桥加固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10：作业面处理；通道桥的底板、侧墙及顶板凿毛，采用高压水清洗；

S120：底板钢筋绑扎及浇筑；

S130：单元钢筋绑扎；将通道桥的长度分N段，沿其长度方向一侧绑扎第一段的侧墙及

顶板钢筋；

S140:  单元支架搭建；在第一段的顶板下方支立第一段满堂红支架，作为压力浇筑工

作平台和后期单元模板支架的基础；

S150：单元模板安装：通道桥两个侧墙和顶板支立封闭模板，所述封闭模板包括侧墙模

板和顶板模板，两所述侧墙模板的上部还分别预留侧向浇筑口，顶板模板侧向预留多个靠

近顶板的顶板浇筑口及出浆口，顶板模板中部预留垂直穿过顶板模板并延伸至顶板的灌浆

管；

S160配置混凝土料；混凝土料混合搅拌，混凝土料按重量份计，包括细沙10-70、碎石5-

15、水泥40-70、减水剂1-3、石膏粉5-8、早强剂1-2、缓释剂3-8、消泡粉3-5、复合纤维3-5、水

40-60；

S170:  压力浇筑混凝土；1）侧墙浇筑：分别从侧向浇筑口同时对称浇筑两个侧墙，混凝

土浇筑至侧向浇筑口后封堵侧向浇筑口，再从顶板模板两端的顶板浇筑口同时对称浇筑，

直至顶板模板两端的出浆口流出混凝土，完成两个侧墙的浇筑；2）顶板浇筑：从顶板模板的

中部的顶板浇筑口分别向两侧浇筑顶板，直至从相应的出浆口流出混凝土，最后从顶板模

板两侧的顶板浇筑口同时对称浇筑，直至相对应的出浆口流出混凝土，完成顶板的浇筑；

S180：压浆；从灌浆管的下端开口处进行压力注浆；

S190:重复步骤S130至S180的施工流程，依顺序施工余下的各段，直至整个通道桥浇筑

完成；

S200:混凝土养护；整个通道桥浇筑完成12小时后，对受浇筑面喷雾进行养护，持续养

护28-35天。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通道桥加固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160中混凝土料按

重量份计，细沙30、碎石10、水泥50、减水剂12、石膏粉6、早强剂2、缓释剂4、消泡粉4、复合纤

维3、水50。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通道桥加固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细沙的粒度为150-200

目，碎石粒径小于10mm。

4.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通道桥加固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复合纤维长8-15mm。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通道桥加固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150中，单元模板

安装时接缝处嵌设海绵胶带进行封堵，且接缝平整。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通道桥加固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步骤S170中，顶板浇

筑时浇筑管从顶板浇筑口插入，从邻近的顶板浇筑口观察浇筑情况，边浇筑边缓慢向外拔

浇筑管至顶板浇筑口。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通道桥加固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步骤S170中，压力浇

筑混凝土塌落度为550～600mm。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通道桥加固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180中的压浆采用水泥

浆液，水泥浆液按重量份计，包括水泥40－100、粉煤灰、200－300、膨润土40－100，细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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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1100、水200－300，添加剂0－40。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通道桥加固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水泥浆液按重量份计，包括

水泥50、粉煤灰、150、膨润土60，细砂900、水240，添加剂15。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通道桥加固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压浆的压力为0.2-

0.5Mpa，加压时间8～10秒。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110468744 A

3



一种通道桥加固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桥梁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通道桥加固施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交通的不断发达，为了降低交通的拥堵，在城市道路上出现了很多通道桥，由

于交通量的迅猛增加，大吨位车辆越来越多，再加上一些交通事故和自然因素，导致一些通

道桥桥面出现损坏变形，导致桥面的不平整，从而降低了桥梁结构整体延性能力和承载力，

严重影响了通道桥结构的耐久性，存在工程事故隐患。

[0003] 对于以上的情况，就需要对桥面进行维修，进行桥面的调整，现有的通道桥维修通

常是对断裂或损坏的通道桥路面进行维护修补，或是更换通道桥顶板，在维修过程中必须

要对通道桥体进行封路，而且维修的程序比较繁琐，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其施工时间比

较长，长时间的封路也给正常交通带来诸多不便。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通道桥加固施工方法，通过分段连续拼装模架及压力浇

筑自密实混凝土进行通道桥底板、侧壁及顶板的成型。该通道桥加固施工方法简便，施工期

短，可以在不改变桥体的情况下对变形、断裂的通道桥进行加固维修，将桥面恢复原状，保

证桥体的承载能力。

[0005] 本发明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

一种通道桥加固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S110：作业面处理；通道桥的底板、侧墙及顶板凿毛，采用高压水清洗；

S120：底板钢筋绑扎及浇筑；

S130：单元钢筋绑扎；将通道桥的长度分N段，沿其长度方向一侧绑扎第一段的侧墙及

顶板钢筋；

S140:  单元支架搭建；在第一段的顶板下方支立第一段满堂红支架，作为压力浇筑工

作平台和后期单元模板支架的基础；

S150：单元模板安装：通道桥两个侧墙和顶板支立封闭模板，封闭模板包括侧墙模板和

顶板模板，两所述侧墙模板的上部还分别预留侧向浇筑口，顶板模板侧向预留多个靠近顶

板的顶板浇筑口及出浆口，顶板模板中部预留垂直穿过顶板模板并延伸至顶板的灌浆管；

S160配置混凝土料；混凝土料混合搅拌，混凝土料按重量份计，包括细沙10-70、碎石5-

15、水泥40-70、减水剂1-3、石膏粉5-8、早强剂1-2、缓释剂3-8、消泡粉3-5、复合纤维3-5、水

40-60；

S170:  压力浇筑混凝土；1）侧墙浇筑：分别从侧向浇筑口同时对称浇筑两个侧墙，混凝

土浇筑至侧向浇筑口后封堵侧向浇筑口，再从顶板模板两端的顶板浇筑口同时对称浇筑，

直至顶板模板两端的出浆口流出混凝土，完成两个侧墙的浇筑；2）顶板浇筑：从顶板模板的

中部的顶板浇筑口分别向两侧浇筑顶板，直至从相应的出浆口流出混凝土，最后从顶板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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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两侧的顶板浇筑口同时对称浇筑，直至相对应的出浆口流出混凝土，完成顶板的浇筑；

S180：压浆；从灌浆管的下端开口处进行压力注浆；

S190:重复步骤S130至S180的施工流程，依顺序施工余下的各段，直至整个通道桥浇筑

完成；

S200:混凝土养护；整个通道桥浇筑完成12小时后，对受浇筑面喷雾进行养护，持续养

护28-35天。

[0006] 上述的通道桥加固施工方法，其中，所述步骤S160中混凝土料按重量份计，细沙

30、碎石10、水泥50、减水剂12、石膏粉6、早强剂2、缓释剂4、消泡粉4、复合纤维3、水50。

[0007] 上述的通道桥加固施工方法，其中，所述细沙的粒度为150-200目，碎石粒径小于

10mm。

[0008] 上述的通道桥加固施工方法，其中，所述复合纤维长8-15mm。

[0009] 上述的通道桥加固施工方法，其中，所述步骤S150中，单元模板安装时接缝处嵌设

海绵胶带进行封堵，且接缝平整。

[0010] 上述的通道桥加固施工方法，其中，在所述步骤S170中，顶板浇筑时浇筑管从顶板

浇筑口插入，从邻近的顶板浇筑口观察浇筑情况，边浇筑边缓慢向外拔浇筑管至顶板浇筑

口。

[0011] 上述的通道桥加固施工方法，其中，在所述步骤S170中，压力浇筑混凝土塌落度为

550～600mm。

[0012] 上述的通道桥加固施工方法，其中，步骤S180中的压浆采用水泥浆液，水泥浆液按

重量份计，包括水泥40－100、粉煤灰、200－300、膨润土40－100，细砂800－1100、水200－

300，添加剂0－40。

[0013] 上述的通道桥加固施工方法，其中，水泥浆液按重量份计，包括水泥50、粉煤灰、

150、膨润土60，细砂900、水240，添加剂15。

[0014] 上述的通道桥加固施工方法，其中，所述压浆的压力为0.2-0.5Mpa，加压时间8～

10秒。

[0015] 本发明的有益技术效果为：

本发明配置的混凝土料速干性好，施工周期短，可操作性强，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噪音相

对较小，施工进度快。

[0016] 相对于常用施工方法的通道桥路面施工维护比较，该施工方法工程造价较低，又

能达到加固施工要求，省时省力。

[0017] 施工中每完成一个单元底模板的压力浇筑，再支立下一单元底模板，顺序压力浇

筑作业，组织有序，安全可靠，极大提高了通道桥的耐久性，延长其使用寿命。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发明的流程图；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压力浇筑方式截面示意图；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压力浇筑方式平面示意图。

[0019] 其中，1、底板；2、侧墙；3、顶板；4、满堂红支架；5、侧墙模板；51、侧向浇筑口；6、顶

板模板；61、顶板浇筑口；62、出浆口；  7、灌浆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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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进车道；B、路面中央隔离带；C、出车道；D、第一段压力浇筑；E、多段压力浇筑的方

向。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1] 如图1-3所示，图1为本发明的流程图；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压力浇筑方式截面示意

图；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压力浇筑方式平面示意图。

[0022] 本实施例中，通道桥全长120m,宽14*2m,净跨6.9m。

[0023] 如图3所示，通道桥以路面中央隔离带B为中心，分成进车道A和出车道C,本实施例

在压力浇筑通道桥顶板的时候，先从进车道A靠近路面中央隔离带B一侧分段依次向进车道

A的另一侧压力浇筑，即多段压力浇筑的方向E,直至整个进车道A顶板的压力浇筑完成；再

用同样的方法压力浇筑出车道C，直至整个出车道C顶板的压力浇筑完成。

[0024] 通道桥加固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S110：作业面处理；通道桥的底板1、侧墙2及顶板3凿毛，采用高压水清洗；

S120：底板1钢筋绑扎及浇筑；

S130：单元钢筋绑扎；将通道桥的长度分N段，本实施例通道桥的长度分30段,沿其长度

方向一侧绑扎第一段的侧墙2及顶板3钢筋；每段施工的单元模架长度为4m，单元模架的宽

为净跨6.9m；

S140: 单元支架搭建；在第一段的顶板下方支立第一段满堂红支架4，作为压力浇筑工

作平台和后期单元模板支架的基础；

S150：单元模板安装：通道桥两个侧墙2和顶板3支立封闭模板，封闭模板包括侧墙模板

5和顶板模板6，两所述侧墙模板5的上部还分别预留侧向浇筑口51，顶板模板6侧向预留多

个靠近顶板3的顶板浇筑口61及出浆口62，顶板模板6中部预留垂直穿过顶板模板6并延伸

至顶板3的灌浆管7；

S160配置混凝土料；混凝土料混合搅拌，混凝土料按重量份计，细沙30kg、碎石10  kg、

水泥50kg、减水剂12  kg、石膏粉6kg、早强剂2kg、缓释剂4kg、消泡粉4kg、复合纤维3kg、水

50kg；

本实施例中的优选硫铝酸盐水泥，复合纤维长10mm，细沙的粒度为170目，碎石粒径小

于20mm，减水剂为萘磺酸系减水剂，消泡剂为有机硅消泡剂。

[0025] S170:  压力浇筑混凝土；1）侧墙浇筑：分别从侧向浇筑口51同时对称浇筑两个侧

墙2，混凝土浇筑至侧向浇筑口51后封堵侧向浇筑口51，再从顶板模板6两端的顶板浇筑口

61同时对称浇筑，直至顶板模板6两端的出浆口62流出混凝土，完成两个侧墙2的浇筑,顶浇

筑口61的高度低于出浆口62的高度；2）顶板浇筑：从顶板模板6的中部的顶板浇筑口61分别

向两侧浇筑顶板，直至从相应的出浆口62留出混凝土，最后从顶板模板6两侧的顶板浇筑口

61同时对称浇筑，直至相对应的出浆口流出混凝土，完成顶板61的浇筑；

如图2所示，实施例中在侧墙2预留的侧向浇筑口51为400*300mm，沿通道桥净跨预留4

个均分的顶板浇筑口61、6个均分的出浆口62，顶板浇筑口61直径80mm，出浆口62直径10mm。

[0026] 顶板3浇筑的时候，先从顶板模板6的中部两个顶板浇筑口61压力浇筑混凝土，直

至从相应的出浆口62流出混凝土，最后从顶板模板6两侧的顶板浇筑口61同时对称浇筑，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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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相对应的出浆口62流出混凝土。

[0027] 本实施例中，浇筑顶板时浇筑管从顶板浇筑口61插入3.5米，通过相邻的顶板浇筑

口61观察浇筑情况，边浇筑边缓慢向外拔浇筑管至顶板浇筑口61。

[0028] 本实施例中的压力浇筑混凝土塌落度为560mm。保证混凝土的速干效果及施工质

量。

[0029]   S180：压浆；从灌浆管的下端开口处进行压力注浆；压浆的压力为0.3Mpa，加压时

间8秒，注浆过程中压力如突然升高,应停机检查,消除故障再进行作业。

[0030] 本实施例中，水泥浆液按重量份计，包括水泥50kg、粉煤灰150kg、膨润土60kg，细

砂900kg、水240kg，添加剂15kg。

[0031] S190:重复步骤S130至S180的施工流程，依顺序施工余下的各段，直至整个通道桥

浇筑完成；

S200:混凝土养护；整个通道桥浇筑完成12小时后，对受浇筑面喷雾进行养护，持续养

护28天。

[0032] 单元模板安装时接缝处嵌设海绵胶带进行封堵，且接缝平整。

[0033] 本具体实施方式的实施例均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非依此限制本发明的保护

范围，故：凡依本发明的结构、形状、原理所做的等效变化，均应涵盖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

内。

说　明　书 4/4 页

7

CN 110468744 A

7



图1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1/2 页

8

CN 110468744 A

8



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2/2 页

9

CN 110468744 A

9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DES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RA
	DRA00008
	DRA00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