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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桥梁建造领域，公开了一种提篮

拱桥拱肋节段的二次横移吊装施工方法，该方法

包括以下步骤：步骤S1：缆索吊机竖直起吊拱肋

拼装平台上位于桥梁纵向中心线外侧的待安装

拱肋节段，并将待安装拱肋节段移动至高架平

台；步骤S2：沿桥梁横向方向移动高架平台上的

待安装拱肋节段至拱肋待安装横向位置；步骤

S3：缆索吊机竖直起吊待安装拱肋节段，并沿桥

梁纵向方向移动至设计位置安装。本发明能够有

效解决拱肋中间拱肋节段的起吊安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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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提篮拱桥拱肋节段的二次横移吊装施工方法，用于起吊安装拱桥拱肋(1)的中

间拱肋节段，所述拱肋(1)由多个拱肋节段组成，所述施工方法基于的施工系统包括：

缆索吊机(7)，其沿桥梁纵向中心线方向设置；

起吊平台，其包括位于拱肋(1)拱脚(2)处并沿桥梁纵向方向并列设置的拱肋拼装平台

(3)和高架平台(4)，且所述拱肋拼装平台(3)和高架平台(4)横跨桥梁纵向中心线，所述拱

肋拼装平台(3)高度低于拱脚(2)，所述高架平台(4)高度高于高架平台(4)处的拱肋(1)；

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S1：缆索吊机(7)竖直起吊拱肋拼装平台(3)上位于桥梁纵向中心线外侧的待安装

拱肋节段(5)，并将待安装拱肋节段(5)移动至高架平台(4)；

步骤S2：沿桥梁横向方向移动高架平台(4)上的待安装拱肋节段(5)至拱肋待安装横向

位置；

步骤S3：缆索吊机(7)竖直起吊待安装拱肋节段(5)，并沿桥梁纵向方向移动至设计位

置安装。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提篮拱桥拱肋节段的二次横移吊装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拱肋拼装平台(3)和高架平台(4)上均设有沿桥梁横向方向的滑轨(6)。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提篮拱桥拱肋节段的二次横移吊装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拱肋拼装平台(3)和高架平台(4)上均设有沿桥梁横向方向的滑轨(6)。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提篮拱桥拱肋节段的二次横移吊装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步骤S1具体为：

S1.1：将拼装完成的待安装拱肋节段(5)沿拱肋拼装平台(3)上的滑轨(6)移动至桥梁

纵向中心线外侧，且待安装拱肋节段(5)位于缆索吊机(7)沿桥梁横向方向移动范围内；

S1.2：缆索吊机(7)竖直起吊待安装拱肋节段(5)，并沿桥梁纵向方向移动待安装拱肋

节段(5)至高架平台(4)上。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提篮拱桥拱肋节段的二次横移吊装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步骤S2具体为：沿高架平台(4)设有的滑轨(6)移动待安装拱肋节段(5)至拱肋待安装

横向位置。

6.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提篮拱桥拱肋节段的二次横移吊装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

对于拱肋(1)上高度低于高架平台(4)的拱肋节段的起吊安装：

沿拱肋拼装平台(3)上滑轨(6)移动待安装拱肋节段(5)至拱肋待安装横向位置，缆索

吊机(7)竖直起吊待安装拱肋节段(5)，并沿桥梁纵向方向移动至设计位置安装。

7.如权利要求4至6任一项所述的一种提篮拱桥拱肋节段的二次横移吊装施工方法，其

特征在于：所述滑轨(6)上设有移梁台车，待安装拱肋节段(5)通过移梁台车在滑轨(6)上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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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提篮拱桥拱肋节段的二次横移吊装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桥梁建造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提篮拱桥拱肋节段的二次横移吊装施工

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传统大跨度提篮拱桥的主拱在施工时，拱肋由多个拱肋节段起吊安装而成，对于

拱肋节段的起吊安装，若拱桥桥址处具备水运条件，则在拱桥下布置运输船，通过运输船上

的缆索吊机起吊拱肋，并将拱肋纵移到位后直接安装，采用这种方式，在拱肋的安装过程

中，仅需运输船沿横桥向移动到位，同时缆索吊机仅起吊一次拱肋节段，并沿桥梁纵向方向

移动一次拱肋节段，从而完成整个拱肋的安装。

[0003] 若拱桥桥址处不具备水运条件，且陆运条件受到限制，同时桥址处施工场地狭隘，

大型施工设备进场、布置困难，此时则需要在拱桥的近拱脚内侧设置拱肋拼装起吊平台，满

足拱肋运输和缆索吊机的起吊要求，完成拱肋节段的起吊安装。

[0004] 若拱桥桥址处不具备水运条件，且陆运条件受到限制，同时桥址处施工场地和拱

桥的近拱脚处狭隘，此时拱脚处拼装的拱肋拼装起吊平台沿桥向纵向长度有限，若采用拱

肋节段沿桥梁横向移动一次、沿桥梁纵向移动一次的施工技术，由于缆索吊机不具备带载

沿桥梁横向移动条件，而在安装拱肋的中间拱肋节段时，待安装拱肋节段需位于桥轴向上，

则在起吊待安装拱肋节段时，待安装拱肋节段和已安装节段将不可避免的发生竖直方向上

的空间位置冲突，待安装拱肋节段的起吊通道发生堵塞，影响整个拱桥拱肋节段的施工安

装。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现有技术中存在的缺陷，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提篮拱桥拱肋节段的二

次横移吊装施工方法，有效解决拱肋中间拱肋节段的起吊安装问题。

[0006] 为达到以上目的，本发明采取的技术方案是：

[0007] 用于起吊安装拱桥拱肋的中间拱肋节段，所述拱肋由多个拱肋节段组成，所述施

工方法基于的施工系统包括：

[0008] 缆索吊机，其沿桥梁纵向中心线方向设置；

[0009] 起吊平台，其包括位于拱肋拱脚处并沿桥梁纵向方向并列设置的拱肋拼装平台和

高架平台，且所述拱肋拼装平台和高架平台横跨桥梁纵向中心线，所述拱肋拼装平台高度

低于拱脚，所述高架平台高度高于高架平台处的拱肋；

[0010] 所述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1] 步骤S1：缆索吊机竖直起吊拱肋拼装平台上位于桥梁纵向中心线外侧的待安装拱

肋节段，并将待安装拱肋节段移动至高架平台；

[0012] 步骤S2：沿桥梁横向方向移动高架平台上的待安装拱肋节段至拱肋待安装横向位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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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步骤S3：缆索吊机竖直起吊待安装拱肋节段，并沿桥梁纵向方向移动至设计位置

安装。

[0014] 在上述技术方案的基础上，所述拱肋拼装平台和高架平台上均设有沿桥梁横向方

向的滑轨。

[0015] 在上述技术方案的基础上，所述拱肋拼装平台和高架平台上均设有沿桥梁横向方

向的滑轨。

[0016] 在上述技术方案的基础上，所述拱肋拼装平台和高架平台上均设有沿桥梁横向方

向的滑轨。

[0017] 在上述技术方案的基础上，所述步骤S1具体为：

[0018] S1.1：将拼装完成的待安装拱肋节段沿拱肋拼装平台上的滑轨移动至桥梁纵向中

心线外侧，且待安装拱肋节段位于缆索吊机沿桥梁横向方向移动范围内；

[0019] S1 .2：缆索吊机竖直起吊待安装拱肋节段，并沿桥梁纵向方向移动待安装拱肋节

段至高架平台上。

[0020] 在上述技术方案的基础上，所述步骤S2具体为：沿高架平台设有的滑轨移动待安

装拱肋节段至拱肋待安装横向位置。

[0021] 在上述技术方案的基础上，对于拱肋上高度低于高架平台的拱肋节段的起吊安

装：

[0022] 沿拱肋拼装平台上滑轨移动待安装拱肋节段至拱肋待安装横向位置，缆索吊机竖

直起吊待安装拱肋节段，并沿桥梁纵向方向移动至设计位置安装。

[0023] 在上述技术方案的基础上，所述滑轨上设有移梁台车，待安装拱肋节段通过移梁

台车在滑轨上移动。

[002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一种提篮拱桥拱肋节段的二次横移吊装施工方法的优点

在于：在拱脚处设置拱肋拼装平台和高架平台，且高架平台高于拱脚处的已安装拱肋节段，

对于拱肋上中间拱肋节段的安装，将拱肋拼装平台已拼装好拱肋节段起吊至高架平台后再

由缆索吊机起吊安装，避免直接从拱肋拼装平台上起吊拱肋节段，拱肋节段与拱肋上已安

装拱肋节段发生竖直空间位置上的冲突。

[0025] 本发明一种提篮拱桥拱肋节段的二次横移吊装施工方法的优先在于：通过设置高

于拱肋拼装平台的高架平台，待安装拱肋节段先在拱肋拼装平台沿桥梁横向方向移动至缆

索吊机作业范围内，缆索吊机起吊待安装拱肋节段沿桥梁纵向方向移动至高架平台上，待

安装拱肋节段再在高架平台沿桥梁横向方向移动至拱肋节段待安装横向位置，即桥梁纵向

中心线方向上，最后缆索吊机起吊待安装拱肋节段沿桥梁纵向方向移动至设计位置安装，

针对缆索吊机无法载重沿桥梁横向方向移动的特性，避免安装拱肋的中间拱肋节段时，直

接起吊拱肋拼装平台上桥轴向处的待安装拱肋节段，待安装拱肋节段与拱脚处已安装的拱

肋节段发生竖直方向上的碰撞冲突，有效解决了拱肋中间节段的安装问题。

附图说明

[0026] 图1为本发明一种提篮拱桥拱肋节段的二次横移吊装施工系统的安装示意图；

[0027] 图2为待安装拱肋节段位于拱肋拼装平台的示意图；

[0028] 图3为待安装拱肋节段位于高架平台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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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图中：1-拱肋，2-拱脚，3-拱肋拼装平台，4-高架平台，5-待安装拱肋节段，6-滑轨，

7-缆索吊机。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1] 本发明提供一种提篮拱桥拱肋节段的二次横移吊装施工系统，用于起吊安装拱桥

的拱肋1的中间拱肋节段，即非拱桥拱脚2处附近的拱肋节段，拱肋1由多个拱肋节段组成，

在进行拱肋节段的起吊安装时，一般先安装拱脚2附近的拱肋节段，再安装拱肋1中的中间

拱肋节段，本实施例中的拱桥的拱肋1不具备采用水运方式起吊安装的方式，同时拱脚2处

地形狭隘。

[0032] 参见图1所示，本拱桥拱肋节段的吊装系统包括沿桥梁纵向中心线方向设置的缆

索吊机7，由于缆索吊机7自身功能特性，此时缆索吊机7无法在沿桥梁横向方向起吊物件移

动，否则会存在坠落风险。拱桥拱肋节段的吊装系统还包括起吊平台，起吊平台包括位于拱

肋1拱脚2处并沿桥梁纵向方向并列设置的拱肋拼装平台3和高架平台4，且拱肋拼装平台3

和高架平台4横跨桥梁纵向中心线，拱肋拼装平台3高度低于拱脚2，高架平台4高度高于高

架平台4处拱肋1，即高架平台4高于高架平台4处拱肋1上已安装的拱肋节段。待安装的拱肋

节段均在拱肋拼装平台3上拼装完成，拱肋拼装平台3一般低于拱脚2，高架平台4高于拱脚

2，受拱脚2处地形狭隘的限制，拱肋拼装平台3和高架平台4均位于拱脚2内侧，拱肋拼装平

台3和高架平台4上均还设有沿桥梁横向方向的滑轨6。

[0033]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基于上述二次横移吊装施工系统的提篮拱桥拱肋节段的二次

横移吊装施工方法，该提篮拱桥拱肋节段的二次横移吊装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4] 步骤S1：缆索吊机7竖直起吊拱肋拼装平台3上位于桥梁纵向中心线外侧的待安装

拱肋节段5，即待安装拱肋节段5不处于拱肋1正下方，然后沿桥梁纵向方向移动至高架平台

4，具体的：

[0035] S1 .1：将拼装完成的待安装拱肋节段5沿拱肋拼装平台3上的滑轨6移动至桥梁纵

向中心线外侧，且待安装拱肋节段5位于缆索吊机7沿桥梁横向方向移动范围内，参见图2所

示，方便后续步骤中缆索吊机7起吊待安装拱肋节段5至高架平台4上；

[0036] S1 .2：缆索吊机7竖直起吊待安装拱肋节段5，并沿桥梁纵向方向移动待安装拱肋

节段5至高架平台4上。

[0037] 步骤S2：沿桥梁横向方向移动高架平台4上的待安装拱肋节段5至拱肋节段待安装

横向位置，拱肋节段待安装横向位置位于桥梁纵向中心线方向上，具体的，沿高架平台4上

设有的滑轨6移动待安装拱肋节段5至拱肋节段待安装横向位置，即沿高架平台4上设有的

滑轨6移动待安装拱肋节段5至桥梁纵向中心线方向上，参见图3所示。

[0038] 步骤S3：缆索吊机7竖直起吊高架平台4上的待安装拱肋节段5，并将待安装拱肋节

段5沿桥梁纵向方向移动至设计位置安装。

[0039] 拱肋1的整个拱肋节段的安装顺序为先安装拱脚2附近的拱肋节段，再安装拱肋1

的中间拱肋节段，拱肋拼装平台3高度一般低于拱脚2，故对于拱肋1上高度低于高架平台4

的拱肋节段的起吊安装：将在拱肋拼装平台3上拼装好的待安装拱肋节段5，沿拱肋拼装平

台3上滑轨6移动待安装拱肋节段5至拱肋节段待安装横向位置，即桥梁纵向中心线方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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缆索吊机7竖直起吊待安装拱肋节段5，并沿桥梁纵向方向移动至设计位置安装。

[0040] 滑轨6上设有移梁台车，待安装拱肋节段5通过移梁台车在滑轨6上移动。

[0041] 通过拱肋拼装平台3和高架平台4的设置，对于拱桥拱肋1的中间拱肋节段的安装，

针对缆索吊机7无法沿桥梁横向方向载重移动的特性，将拱肋拼装平台3上拼装完成的拱肋

节段，先沿桥梁横向方向移动至缆索吊机7起吊工作范围，且位于拱桥桥梁纵向中心线方向

外侧，然后通过缆索吊机7竖直起吊拱肋节段，并沿桥梁纵向方向移动至高架平台4上，然后

沿桥梁横向方向移动高架平台4上的拱肋节段至桥梁纵向中心线方向上，最后缆索吊机7起

吊拱肋节段沿桥梁纵向方向移动至设计位置安装，避免直接起吊拱肋拼装平台3上桥轴向

上的拱肋节段时，与已安装的拱脚2附近的拱肋节段发生竖直方向上的空间位置冲突，有效

解决了拱肋1中间拱肋节段的安装问题，且整个工艺流畅，安全性高。

[0042] 本发明不局限于上述实施方式，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

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视为本发明的保护

范围之内。本说明书中未作详细描述的内容属于本领域专业技术人员公知的现有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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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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