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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截面钢栈桥施工组合加固方式及施工工

艺

(57)摘要

斜截面钢栈桥施工组合加固方式及施工工

艺，该工艺采用三种组合方式对斜截面钢栈桥进

行组合加固方式，一是钢管桩底外侧焊接“剑尖”

状钢板增加钢管受振强度；二是对于部分钢管桩

外侧加设斜撑增加栈桥横向稳定性；三是对钢管

桩内部进行钻芯植桩锚固处理，增加桩的支撑稳

定性。本发明在不断优化施工工艺后，也形成了

许多创新的方式方法，确保了工程的安全、质量。

截面浅覆盖层砂岩区，钢栈桥斜正常工艺施工钢

管桩无法满足入岩深度，结合实际施工情况，最

终采取栈桥钢管桩内钻芯植桩锚固配合横向斜

撑的施工工艺，确保了工程的安全、质量及施工

进度，其很好的解决了以往所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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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斜截面钢栈桥施工组合加固方式及施工工艺，其特征在于：该工艺采用三种组

合方式对斜截面钢栈桥进行组合加固方式，一是钢管桩底外侧焊接“剑尖”状钢板增加钢管

受振强度；二是对于部分钢管桩外侧加设斜撑增加栈桥横向稳定性；三是对钢管桩内部进

行钻芯植桩锚固处理，增加桩的支撑稳定性；

施工工艺流程根据设计方案结合实际施工情况，本工程施工工艺包括以下步骤：(1)钢

管桩振设施工(2)钢管桩钻芯植桩锚固施工(3)剪刀撑、平联施工(4)桩顶承重梁施工(5)主

梁的安装(6)型钢的安装(7)桥面施工；

上述工艺中提到的钢管桩钻芯植桩锚固施工采用钢栈桥立柱钻芯植桩锚固新工艺，采

用钢管桩桩底钻芯锚固进行植桩补强，是本工程钢栈桥及施工平台施工采用的一种特殊施

工工艺；

钢管桩桩底锚固施工工艺流程为钢管桩桩内清孔、平台搭建、钻机就位对中、套管安放

取芯、取芯孔清孔、工字钢植入注浆和桩底混凝土灌注；

平台搭建清孔过程中进行钢管桩桩间的剪刀撑、平联连接，下部结构施工完成后，搭建

钢栈桥上部结构，利用钢栈桥上部结构作为地质取芯的操作平台；前场平台搭建完毕后，钢

管桩锚固处理未完成前，栈桥不允许任何机械、车辆驶入；同时，在钢栈桥临河心一侧斜向

插入一根钢管桩与横向分配梁焊接；

(1)、平台搭建完成后，经验收合格，钢栈桥部位焊接和连接合格，将地质钻探机移至钢

管桩施工位置处；钻机就位后，钻机基座安放平稳，下垫槽钢进行调整；钢管桩锚固取芯孔

位位于桩顶承重梁两侧对称取孔，对中时将钻杆下放或使用吊锤对中，对中应在钻机固定

前完成；

(2)、钻机就位对中后，安放套管进行钢管桩孔底取芯的准备工作，利用地质钻探机在

钢管桩内部进行钻探取芯；

(3)、钻孔取芯完成后植入工字钢之前，从钢管桩顶端将抽砂管尽孔底，将孔内的沉渣、

泥水抽除干净，经多次清洗后下放I10工字钢；清孔时严格控制施工质量，保证注浆完成后

孔内水泥浆能够达到设计强度，使得工字钢、地质岩层、钢管桩形成一个整体的锚杆系统；

(4)、将钻孔内的沉渣清除干净后分别于每个孔位植入一根I10工字钢作为锚杆，工字

钢下放到位后，插入压浆管和观测管，通过压浆管向孔内注入水泥浆，当新鲜水泥浆从观测

管中连续不断流出后，即视为桩孔内注浆已满，停止注浆；

(5)、水泥浆注入完成后待水泥浆强度达到80％后，进行桩内混凝土浇筑；混凝土浇筑

采用串筒下放至孔底，防止混凝土下落的冲击力导致钢管桩松动；

(5)步骤中混凝土标号采用C30水下混凝土，桩孔内混凝土浇筑高度为3m，0.9m3混凝土，

在1.5m3料斗外用红油漆标注刻度，确保不超方不亏方，最后形成岩层—锚杆—钢管桩的稳

定系统；

(5)步骤中栈桥钢管桩采用Φ630mm×8mm螺旋管，在河床覆盖层较浅或无覆盖层地段，

为最大限度达到入岩效果，钢构件加工时采取在钢管桩底外侧焊接10块15cm×25cm“剑尖”

状的25mm厚45号钢板进行桩底受振加强；钢管桩运输到前场后利用50T履带吊进行“钓鱼

法”沉桩施工；利用地质钻探机在钢管内部钻探取芯，每根钢管桩布设2个孔位，孔径为

12.7cm，钻孔深度为入岩面以下5.2m，孔位钻成后植入I10工字钢作为锚杆，I10工字钢单根

长8.2m，孔内5.2m孔外3m；工字钢安放完毕后，插入压浆管，通过压浆管向孔内注入水泥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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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钢管内浇筑3m高C30水下混凝土，最后形成岩层—锚杆—立柱稳定系统。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斜截面钢栈桥施工组合加固方式及施工工艺，其特征在于：该

工艺自一端钢栈桥向另一端钢栈桥逐步推进完成整桥施工的钢栈桥,主梁采用贝雷梁，在

架设前先根据设计跨径提前在加工场地拼接成型，每组贝雷梁，由挂车运至现场后使用履

带吊拼装；将拟安装的贝雷梁抬起，放在已装好的贝雷梁后面，并与其成一直线将贝雷梁前

端吊起，下弦销孔对准后插入销栓然后再吊起贝雷梁后端，插入上弦销栓并设保险插销。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斜截面钢栈桥施工组合加固方式及施工工艺，其特征在于：

(2)步骤中钻机就位对中后，安放的套管采用φ13.6cm的钢制套管，钻头采用φ12.7cm的钻

头，每根钢管桩钻孔取芯2个孔位，孔位对称布设，孔径为12.7cm，取芯深度为河床基岩下

5.2m。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斜截面钢栈桥施工组合加固方式及施工工艺，其特征在于：

(4)步骤中I10工字钢单根长8.2m，河床基岩以上钢管桩桩身内长度3.0m，河床基岩以下取

芯孔内工字钢长度5.2m；现场水泥浆采用P.O42.5级普通硅酸盐水泥加水搅拌，水泥净浆强

度M20，水灰比为0.45。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斜截面钢栈桥施工组合加固方式及施工工艺，其特征在于：上

述施工方法中提到的剪刀撑、平联施工，是钢栈桥一个墩位处钢管桩施工完成后，立即进行

该墩钢管桩间剪刀撑、平联及牛腿的焊接施工；实际施工过程中，受迳口水库水位及设计栈

桥高程影响，钢管桩间剪刀撑下部位于水下，现场采取在加工钢管桩时提前定位焊接两块

14mm厚钢板，钢板与剪刀撑用18cm长，M24的高强螺栓连接入水端，上端靠立与钢管桩上预

先焊接，待钢管桩振沉完毕后再将上端焊开，剪刀撑落下与另一侧钢管桩销接；

利用履带吊安放桩顶承重梁，若有偏差及时调整；钢管桩顶部切割设置32cm宽、22.5cm

高的槽口，承重梁嵌入槽口中与牛腿相接，通过焊接固定横梁主梁采用贝雷梁，在架设前先

根据设计跨径提前在加工场地拼接成型，每组贝雷梁重2.88T，由挂车运至现场后使用履带

吊拼装；将拟安装的贝雷梁抬起，放在已装好的贝雷梁后面，并与其成一直线将贝雷梁前端

吊起，下弦销孔对准后插入销栓然后再吊起贝雷梁后端，插入上弦销栓并设保险插销；用

50T履带吊吊装I22a工字钢作为横向分配梁，纵向间距75cm均匀铺设于主梁之上，横向分配

梁与贝雷梁采用U型连接器固定；横向分配梁安装完成后，用50T履带吊吊装净距为25cm的

纵向[20a反扣槽钢面板，纵向槽钢面板与横向分配梁间采用焊接；栈桥桥面采用纵向[20a

反扣槽钢作为面板，施工平台采用10mm厚钢板作为面板，钻孔平台下放护筒前在桩位处切

割孔洞；施工平台面板与纵梁采用U型螺栓固定，最后安装护栏立杆、护栏横杆以及涂刷油

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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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截面钢栈桥施工组合加固方式及施工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涉及桥梁施工技术领域具体涉及水上钢栈桥施工加固方式及施工工

艺。

背景技术

[0002] 钢栈桥施工时,现场焊接量大,焊接条件差,成为了制约钢栈桥快速施工的重要因

素。现有的钢栈桥施工方法多为履带吊机配合振动锤插打钢管桩,逐跨向前推进施工。具体

施工过程为先设置专用的钢管桩插打导向架，钢管桩插打完成后，作业人员在打桩导向架

前端，切割多余长度的钢管桩，焊接桩帽，然后拆除钢管桩插打导向架，安装分配梁，再利用

小型船舶行驶至钢管桩附近或采用履带吊机吊装作业人员至钢管桩附近，焊接桩间联结

系，最后分组吊装贝雷梁及支撑架，铺设桥面板。工序复杂打桩导向架为专用结构，每跨钢

管桩施工完成后便拆除,待下一跨钢管桩插打前再安装,费工费时。现场焊接工作量大，操

作不便，施工工效低桩间联结系具有一定高度，钢管桩插打导向架不能为作业人员同时提

供桩间联结系焊接平台、钢管桩接长或割短平台、钢管桩帽焊接平台，需采用履带吊机或小

型船舶配合作业,影响焊接质量和焊接效率。

[0003] 目前，水上钢栈桥较为成熟的施工方法有利用打桩船插打钢管桩,履带吊安装上

部结构和履带吊配合振动桩锤插打钢管桩,逐跨向前推进施工。第一种施工方案需大型打

桩船,投资高,栈桥桥位位置在退潮期间水位过浅施工船舶无法停靠,不能形成全天候作

业,耽误工期和施工进度，受海况和天气的影响较大,如遇恶劣天气,船机颠簸严重,钢管桩

的定位精确度不高。第二种施工方案虽然受天气影响程度较小,履带吊位于栈桥上比较稳

定,不会晃动,但是受履带吊起重能力和作业半径的限制,因此只能进行浅覆盖层区域栈桥

的施工,或者直接从岸边开始的栈桥施工,并且施工进度慢,且施工精度不易控制。

[0004] 钢栈桥工程受地质、地势的影响，施工过程中碰到很多困难，如钢管桩无法正常振

沉、场地狭窄、焊接不便等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发明目的：本发明提供一种斜截面钢栈桥施工组合加固方式及施工工艺，其目的

是解决以往所存在的问题。

[0006] 技术方案：

[0007] 一种斜截面钢栈桥施工组合加固方式及施工工艺，其特征在于：该工艺采用三种

组合方式对斜截面钢栈桥进行组合加固方式，一是钢管桩底外侧焊接“剑尖”状钢板增加钢

管受振强度；二是对于部分钢管桩外侧加设斜撑增加栈桥横向稳定性；三是对钢管桩内部

进行钻芯植桩锚固处理，增加桩的支撑稳定性。

[0008] 该方法自一端钢栈桥向另一端钢栈桥逐步推进完成整桥施工的钢栈桥,主梁采用

贝雷梁，在架设前先根据设计跨径提前在加工场地拼接成型，每组贝雷梁，由挂车运至现场

后使用履带吊拼装；将拟安装的贝雷梁抬起，放在已装好的贝雷梁后面，并与其成一直线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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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雷梁前端吊起，下弦销孔对准后插入销栓然后再吊起贝雷梁后端，插入上弦销栓并设保

险插销。

[0009] 施工工艺流程根据设计方案结合实际施工情况，本工程施工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1)钢管桩振设施工(2)钢管桩钻芯植桩锚固施工(3)剪刀撑、平联施工(4)桩顶承重梁施工

(5)主梁的安装(6)型钢的安装(7)桥面施工。

[0010] 上述施工方法中提到的钢管桩钻芯植桩锚固施工采用钢栈桥立柱钻芯植桩锚固

新工艺，采用钢管桩桩底钻芯锚固进行植桩补强，是本工程钢栈桥及施工平台施工采用的

一种特殊施工工艺。

[0011] 钢管桩桩底锚固施工工艺流程为钢管桩桩内清孔、平台搭建、钻机就位对中、套管

安放取芯、取芯孔清孔、工字钢植入注浆和桩底混凝土灌注。

[0012] 平台搭建清孔过程中进行钢管桩桩间的剪刀撑、平联进行连接，下部结构施工完

成后，搭建钢栈桥上部结构，利用钢栈桥上部结构作为地质取芯的操作平台；前场平台搭建

完毕后，钢管桩锚固处理未完成前，栈桥不允许任何机械、车辆驶入；同时，在钢栈桥临河心

一侧斜向插入一根钢管桩与横向分配梁焊接；

[0013] (1)、平台搭建完成后，经验收合格，钢栈桥部位焊接和连接合格，将地质钻探机移

至钢管桩施工位置处；钻机就位后，钻机基座安放平稳，必要时下垫槽钢进行调整；钢管桩

锚固取芯孔位位于桩顶承重梁两侧对称取孔，对中时将钻杆下放或使用吊锤对中，对中应

在钻机固定前完成；

[0014] (2)、钻机就位对中后，安放套管进行钢管桩孔底取芯的准备工作，利用地质钻探

机在钢管桩内部进行钻探取芯；

[0015] (3)、钻孔取芯完成后植入工字钢之前，从钢管桩顶端将抽砂管尽孔底，将孔内的

沉渣、泥水等抽除干净，经多次清洗后下放I10工字钢；清孔时严格控制施工质量，保证注浆

完成后孔内水泥浆能够达到设计强度，使得工字钢、地质岩层、钢管桩形成一个整体的锚杆

系统；

[0016] (4)、将钻孔内的沉渣清除干净后分别于每个孔位植入一根I10工字钢作为锚杆，

工字钢下放到位后，插入压浆管和观测管，通过压浆管向孔内注入水泥浆，当新鲜水泥浆从

观测管中连续不断流出后，即视为桩孔内注浆已满，停止注浆；

[0017] (5)、水泥浆注入完成后待水泥浆强度达到80％后，进行桩内混凝土浇筑；混凝土

浇筑采用串筒下放至孔底，防止混凝土下落的冲击力导致钢管桩松动。

[0018] (2)步骤中钻机就位对中后，安放的套管采用φ13.6cm的钢制套管，钻头采用φ

12.7cm的钻头，每根钢管桩钻孔取芯2个孔位，孔位对称布设，孔径为12.7cm，取芯深度为河

床基岩下5.2m。

[0019] (4)步骤中I10工字钢单根长8.2m，河床基岩以上钢管桩桩身内长度3.0m，河床基

岩以下取芯孔内工字钢长度5.2m；现场水泥浆采用P.O  42.5级普通硅酸盐水泥加水搅拌，

水泥净浆强度M20，水灰比为0.45。

[0020] (5)步骤中混凝土标号采用C30水下混凝土，桩孔内混凝土浇筑高度为3m，大约

0.9m3混凝土，在1.5m3料斗外用红油漆标注刻度，确保不超方不亏方，最后形成岩层—锚

杆—钢管桩的稳定系统；

[0021] (5)步骤中栈桥钢管桩采用Φ630mm×8mm螺旋管，在河床覆盖层较浅或无覆盖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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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段，为最大限度达到入岩效果，钢构件加工时采取在钢管桩底外侧焊接10块15cm×25cm

“剑尖”状的25mm厚45号钢板进行桩底受振加强；钢管桩运输到前场后利用50T履带吊进行

“钓鱼法”沉桩施工；利用地质钻探机在钢管内部钻探取芯，每根钢管桩布设2个孔位，孔径

为12.7cm，钻孔深度为入岩面以下5.2m，孔位钻成后植入I10工字钢作为锚杆，I10工字钢单

根长8.2m，孔内5.2m孔外3m；工字钢安放完毕后，插入压浆管，通过压浆管向孔内注入水泥

浆，然后钢管内浇筑3m高C30水下混凝土，最后形成岩层—锚杆—立柱稳定系统。

[0022] 上述施工方法中提到的剪刀撑、平联施工，是钢栈桥一个墩位处钢管桩施工完成

后，立即进行该墩钢管桩间剪刀撑、平联及牛腿的焊接施工；实际施工过程中，受迳口水库

水位及设计栈桥高程影响，钢管桩间剪刀撑下部位于水下，现场采取在加工钢管桩时提前

定位焊接两块14mm厚钢板，钢板与剪刀撑用18cm长M24高强螺栓连接入水端，上端靠立与钢

管桩上预先焊接，待钢管桩振沉完毕后再将上端焊开，剪刀撑落下与另一侧钢管桩销接；

[0023] 利用履带吊安放桩顶承重梁，若有偏差及时调整；钢管桩顶部切割设置32cm宽、

22.5cm高的槽口，承重梁嵌入槽口中与牛腿相接，通过焊接固定横梁主梁采用贝雷梁，在架

设前先根据设计跨径提前在加工场地拼接成型，每组贝雷梁重约2.88T，由挂车运至现场后

使用履带吊拼装；将拟安装的贝雷梁抬起，放在已装好的贝雷梁后面，并与其成一直线将贝

雷梁前端吊起，下弦销孔对准后插入销栓然后再吊起贝雷梁后端，插入上弦销栓并设保险

插销；用50T履带吊吊装I22a工字钢作为横向分配梁，纵向间距75cm均匀铺设于主梁之上，

横向分配梁与贝雷梁采用U型连接器固定；横向分配梁安装完成后，用50T履带吊吊装净距

为25cm的纵向[20a反扣槽钢面板，纵向槽钢面板与横向分配梁间采用焊接；栈桥桥面采用

纵向[20a反扣槽钢作为面板，施工平台采用10mm厚钢板作为面板，钻孔平台下放护筒前在

桩位处切割孔洞；施工平台面板与纵梁采用U型螺栓固定，最后安装护栏立杆、护栏横杆以

及涂刷油漆。

[0024] 优点效果：

[0025] 本发明在不断优化施工工艺后，也形成了许多创新的方式方法，确保了工程的安

全、质量。截面浅覆盖层砂岩区，钢栈桥斜正常工艺施工钢管桩无法满足入岩深度，结合实

际施工情况，最终采取栈桥钢管桩内钻芯植桩锚固配合横向斜撑的施工工艺，确保了工程

的安全、质量及施工进度，其很好的解决了以往所存在的问题。

附图说明

[0026] 图1为本发明的工艺流程图；

[0027] 图2为钢管桩桩底锚固施工工艺流程图；

[0028] 图3为钢管桩锚固施工工序示意图；

[0029] 图4为取芯孔位布置图；

[0030] 图5为I10工字钢操作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说明：

[0032] 如图1所示，本发明提供一种斜截面钢栈桥施工组合加固方式及施工工艺，其采用

三种组合方式对斜截面钢栈桥进行组合加固，主梁采用贝雷梁，在架设前先根据设计跨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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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在加工场地拼接成型，每组贝雷梁，由挂车运至现场后使用履带吊拼装。将拟安装的贝

雷梁抬起，放在已装好的贝雷梁后面，并与其成一直线将贝雷梁前端吊起，下弦销孔对准后

插入销栓然后再吊起贝雷梁后端，插入上弦销栓并设保险插销。利用本发明钢栈桥施工设

施,针对急速水流和河床岩面倾斜的施工条件,避免了作业人员和船舶在急速水流条件下

作业的安全隐患,降低了工程成本,提高了施工安全性。

[0033] 工艺包括以下步骤：(1)、钢管桩振设施工；(2)、钢管桩钻芯植桩锚固施工；(3)、剪

刀撑、平联施工；(4)、桩顶承重梁施工；(5)、主梁的安装；(6)、型钢的安装；(7)、桥面施工。

[0034] 上述施工方法中提到的钢管桩钻芯植桩锚固施工采用钢栈桥立柱钻芯植桩锚固

新工艺本工程钢栈桥工程所处迳口水库河床地质条件为斜截面浅覆盖层砂岩区，正常钢管

桩振沉无法达到设计入岩深度，因此，采用钢管桩桩底钻芯锚固进行植桩补强，是本工程钢

栈桥及施工平台施工采用的一种特殊施工工艺，极大地保证了特殊地质情况下栈桥工程的

安全和质量。钢管桩桩底锚固施工工艺流程见图2，钢管桩锚固施工工序示意图见图3。

[0035] 平台搭建清孔过程中可进行钢管桩桩间的剪刀撑、平联进行连接，下部结构施工

完成后，搭建钢栈桥上部结构，利用钢栈桥上部结构作为地质取芯的操作平台。前场平台搭

建完毕后，钢管桩锚固处理未完成前，栈桥不允许任何机械、车辆驶入。同时，为提高栈桥的

稳定性，考虑河床基岩斜面坡度较大，在钢栈桥临河心一侧斜向插入一根钢管桩与横向分

配梁焊接。

[0036] 平台搭建完成后，经验收合格，钢栈桥部位焊接和连接合格，将地质钻探机移至钢

管桩施工位置处。钻机就位后，钻机基座安放平稳，必要时下垫槽钢进行调整。钢管桩锚固

取芯孔位位于桩顶承重梁两侧对称取孔，对中时将钻杆下放或使用吊锤对中，对中应在钻

机固定前完成。

[0037] 钻机就位对中后，安放套管进行钢管桩孔底取芯的准备工作，套管采用φ13.6cm

的钢制套管，钻头采用φ12.7cm的钻头。设置套管的作用是为保证钻机提钻和下钻时入孔

的准确度和调整钻杆钻进时的垂直度，并对钻杆进行了有一定保护作用。利用地质钻探机

在钢管桩内部进行钻探取芯，每根钢管桩钻孔取芯2个孔位，孔位对称布设，孔径为12.7cm，

取芯深度为河床基岩下5.2m。取芯孔位布置见下图。

[0038] 钻孔取芯完成后植入工字钢之前，从钢管桩顶端将抽砂管尽孔底，将孔内的沉渣、

泥水等抽除干净，经多次清洗后下放I10工字钢。清孔时严格控制施工质量，保证注浆完成

后孔内水泥浆能够达到设计强度，使得工字钢—地质岩层—钢管桩形成一个整体的锚杆系

统，达到增加钢管桩锚固入岩的力学效果。

[0039] 将钻孔内的沉渣清除干净后分别于每个孔位植入一根I10工字钢作为锚杆，I10工

字钢单根长8.2m，河床基岩以上钢管桩桩身内长度3.0m，河床基岩以下取芯孔内工字钢长

度5.2m。工字钢下放到位后，插入压浆管和观测管，通过压浆管向孔内注入水泥浆，当新鲜

水泥浆从观测管中连续不断流出后，即视为桩孔内注浆已满，停止注浆。现场水泥浆采用

P.O  42.5级普通硅酸盐水泥加水搅拌，水泥净浆强度M20，水灰比为0.45。

[0040] 水泥浆注入完成后待水泥浆强度达到80％后，进行桩内混凝土浇筑。混凝土浇筑

采用串筒下放至孔底，防止混凝土下落的冲击力导致钢管桩松动。混凝土标号采用C30水下

混凝土，桩孔内混凝土浇筑高度为3m，大约0.9m3混凝土，在1.5m3料斗外用红油漆标注刻度，

确保不超方不亏方，最后形成岩层—锚杆—钢管桩的稳定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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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1] 栈桥钢管桩采用Φ630mm×8mm螺旋管，在河床覆盖层较浅或无覆盖层地段，为最

大限度达到入岩效果，钢构件加工时采取在钢管桩底外侧焊接10块15cm×25cm“剑尖”状的

25mm厚45号钢板进行桩底受振加强，提升入岩程度。

[0042] 钢管桩运输到前场后利用50T履带吊进行“钓鱼法”沉桩施工。利用地质钻探机在

钢管内部钻探取芯，每根钢管桩布设2个孔位，孔径为12.7cm，钻孔深度为入岩面以下5.2m，

孔位钻成后植入I10工字钢作为锚杆，I10工字钢单根长8.2m，孔内5.2m孔外3m。工字钢安放

完毕后，插入压浆管，通过压浆管向孔内注入水泥浆，然后钢管内浇筑3m高C30水下混凝土，

最后形成岩层—锚杆—立柱稳定系统。

[0043] 上述施工方法中提到的剪刀撑、平联施工，是钢栈桥一个墩位处钢管桩施工完成

后，立即进行该墩钢管桩间剪刀撑、平联及牛腿的焊接施工。实际施工过程中，受迳口水库

水位及设计栈桥高程影响，钢管桩间剪刀撑下部位于水下，现场采取在加工钢管桩时提前

定位焊接两块14mm厚钢板，钢板与剪刀撑用18cm长M24高强螺栓连接(入水端)，上端靠立与

钢管桩上预先焊接，待钢管桩振沉完毕后再将上端焊开，剪刀撑落下与另一侧钢管桩销接。

[0044] 利用履带吊安放桩顶承重梁，若有偏差及时调整。钢管桩顶部切割设置32cm宽、

22.5cm高的槽口，承重梁嵌入槽口中与牛腿相接，通过焊接固定横梁主梁采用贝雷梁，在架

设前先根据设计跨径提前在加工场地拼接成型，每组贝雷梁重约2.88T，由挂车运至现场后

使用履带吊拼装。将拟安装的贝雷梁抬起，放在已装好的贝雷梁后面，并与其成一直线将贝

雷梁前端吊起，下弦销孔对准后插入销栓然后再吊起贝雷梁后端，插入上弦销栓并设保险

插销。用50T履带吊吊装I22a工字钢作为横向分配梁，纵向间距75cm均匀铺设于主梁之上，

横向分配梁与贝雷梁采用U型连接器固定。横向分配梁安装完成后，用50T履带吊吊装净距

为25cm的纵向[20a反扣槽钢面板，纵向槽钢面板与横向分配梁间采用焊接。栈桥桥面采用

纵向[20a反扣槽钢作为面板，施工平台采用10mm厚钢板作为面板，钻孔平台下放护筒前在

桩位处切割孔洞。施工平台面板与纵梁采用U型螺栓固定，用于防止因温度变化而引起的桥

面翘曲起伏。最后安装护栏立杆、护栏横杆以及涂刷油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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