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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索塔塔柱节段钢筋笼分

块吊装施工方法及结构，其特征在于，将悬索桥

或斜拉桥的索塔塔柱按要求划分为塔柱节段，每

段塔柱节段的钢筋笼分为4个分块钢筋笼，分块

钢筋笼预制好后，在塔柱底部通过旋转和吊运，

将分块钢筋笼送至指定位置，现场拼装并与下方

已安装塔柱节段钢筋笼进行连接，得到该段塔柱

节段钢筋笼，重复上述步骤，完成塔柱节段钢筋

笼施工。本发明可以减小钢筋笼的最大重量，进

而减小对塔吊起重能力的要求，节约工期和成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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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索塔塔柱节段钢筋笼分块吊装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将悬索桥或斜拉桥的索

塔塔柱按要求划分为塔柱节段，每段塔柱节段的钢筋笼分为4个分块钢筋笼，分块钢筋笼在

钢筋加工厂预制好后，运输至塔柱底部通过旋转和吊运，将分块钢筋笼送至塔柱顶施工位

置，现场拼装并与下方已安装塔柱节段钢筋笼进行连接，得到该段塔柱节段钢筋笼，重复上

述步骤，完成塔柱全部节段钢筋笼施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索塔塔柱节段钢筋笼分块吊装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分

块钢筋笼预制，是以已安装塔柱节段钢筋笼为父节，待安装塔柱节段钢筋笼为子节进行设

计制作，使父节子节钢筋笼准确连接，按照塔柱倾斜斜率、钢筋间距和直径的设计参数，以

及塔柱节段划分、分块钢筋笼划分的施工参数，制作斜率相同的预制台座，使预制台座坡

度、钢筋定位梳齿板定位槽间距的参数符合设计要求。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索塔塔柱节段钢筋笼分块吊装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与

下方已安装塔柱节段钢筋笼进行连接，是指待安装塔柱节段的分块钢筋笼与已安装塔柱节

段钢筋笼的竖向钢筋对接、劲性骨架包板连接、钢筋直螺纹连接，然后进行剩余箍筋、水平

勾筋的安装，完成连接施工。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索塔塔柱节段钢筋笼分块吊装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与

下方已安装塔柱节段钢筋笼进行连接，是将节段钢筋笼分为纵桥向钢筋笼分块和横桥向钢

筋笼分块，吊装顺序为先纵桥向钢筋笼分块，后横桥向钢筋笼分块，纵桥向钢筋笼分块由上

往下缓慢下放，横桥向分块由两侧往里水平移动。

5.根据权利要求1-4任一项所述的索塔塔柱节段钢筋笼分块吊装结构，其特征在于，塔

柱按要求划分为塔柱节段(1)，每段塔柱节段(1)的钢筋笼(2)分为4个分块钢筋笼(3)。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索塔塔柱节段钢筋笼分块吊装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分块钢

筋笼(3)分为横桥向钢筋笼分块(4)和纵桥向钢筋笼分块(5)。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索塔塔柱节段钢筋笼分块吊装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横桥向

钢筋笼分块(4)，包括横桥向劲性骨架(401)，在横桥向劲性骨架(401)中间设有横桥向主筋

(402)和横桥向导向管(403)，在横桥向劲性骨架(401)和横桥向主筋(402)上分别固定隔离

筋(6)、加强筋(7)、箍筋(8)和勾筋(9)。

8.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索塔塔柱节段钢筋笼分块吊装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纵桥向

钢筋笼分块(5)，包括纵桥向劲性骨架(501)，在纵桥向劲性骨架(501)中间设有纵桥向主筋

(502)和纵桥向导向管(503)，在纵桥向劲性骨架(501)和纵桥向主筋(502)上分别固定隔离

筋(6)、加强筋(7)、箍筋(8)和勾筋(9)。

9.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索塔塔柱节段钢筋笼分块吊装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分块钢

筋笼(3)在塔柱底部通过旋转支架(10)进行旋转，旋转支架(10)包括固定轴(101)和支架

(102)，支架(102)上表面坡度与所述分块钢筋笼(3)倾斜率相同。

10.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索塔塔柱节段钢筋笼分块吊装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分块

钢筋笼(3)通过钢筋笼吊具(11)进行吊装，钢筋笼吊具(11)包括承重梁(111)、钢丝绳(112)

和电动葫芦(113)，钢丝绳(112)和电动葫芦(113)的连接点在分块钢筋笼(3)重心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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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索塔塔柱节段钢筋笼分块吊装施工方法及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塔柱钢筋笼施工方法，特别是一种索塔塔柱节段钢筋笼分块吊装

施工方法及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高速公路项目、市政道路项目建设中，斜拉桥与悬索桥往往作为项目建设的控制

性工程，制约着项目的总工期，对项目的建设投资、施工成本有着重要影响。以往工程实践

表明，在悬索桥、斜拉桥索塔建设过程中，塔柱节段的钢筋安装通常需3.5天以上，占到节段

总施工时间的60％左右，其施工的效率制约着塔柱施工的总进度。为此，国内多家桥梁建设

单位都开创性的寻找提高塔柱节段钢筋施工效率的办法，以期缩短索塔施工时间，提高投

资的效益。比较典型的有鸭池河特大桥的节段钢筋笼整体吊装技术，实现了在地面预制节

段钢筋笼后采用塔吊整体提升至塔柱顶安装；以及赤水河特大桥的“帘”式吊装技术、平塘

特大桥的分片吊装技术和虎门二桥的钢筋网片吊装技术，实现了在地面通过箍筋或胎架将

主筋编组形成主筋帘或网片，再提升至塔柱顶进行拼装。上述技术的探索与成功实践，极大

的推进了塔柱钢筋施工的效率，尤其是节段钢筋笼整体吊装技术，实现了将将塔柱顶钢筋

作业时间控制在14小时以内，成果斐然。然而，上述工艺实施的同时，也存在着需要进一步

改进的问题：整节段吊装工艺吊重超40吨，需采用大型塔吊，成本高昂，钢筋笼巨大，对接钢

筋数量超500根，钢筋笼变形难以控制，钢筋对接难度大，对接质量难以控制；而对于帘式吊

装或分片吊装等技术，则由于分片过多，且劲性骨架、大部分箍筋、勾筋等均需逐根安装，对

施工工效的提升效果不如节段钢筋笼整体吊装。

[0003] 目前国内墩塔节段钢筋施工工艺主要包括常规逐根安装工艺、节段钢筋笼整体吊

装工艺，“帘”式吊装、分片吊装及网片吊装工艺。

[0004] (1)常规逐根安装工艺

[0005] 该工艺采用塔吊将角钢及钢筋提升至塔柱顶后，采用人工逐根对劲性骨架及竖向

主筋、箍筋与勾筋等进行安装。该工艺安装效率较低，以开州湖特大桥3#主塔为例，正常情

况下，标准节段钢筋安装时间为3.5～4d，且受恶劣天气影响较大，不可控因素多，工期得不

到保证；同时，由于长时间露天高空作业，工人体力消耗较大，长时间处于疲劳状态，安全风

险高。

[0006] (2)节段钢筋笼整体吊装技术

[0007] 中交路桥建设有限公司在鸭池河特大桥施工过程中，成功探索实施了节段钢筋笼

整体吊装技术，该工艺在地面钢筋笼拼装胎架上按竖向“1+1”的方式将节段钢筋笼拼装完

成，后采用大型塔吊整体提升至塔柱顶对接安装。该工艺将大部分高空作业转移至地面，安

全风险低、干扰因素少；且钢筋笼拼装在地面完成，塔柱顶钢筋笼吊装作业时间可控制在

14h左右，施工效率极高。但因节段钢筋笼重量庞大，平均超38t，需采用中联重科D1100等大

型塔吊进行吊装，成本高昂；同时，因钢筋笼重量大、钢筋笼在吊装过程中变形难以控制，加

之竖向对接钢筋数量超过500根，钢筋对接的技术难度较大，连接质量得不到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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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3)“帘”式、分片及网片吊装

[0009] 四川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在赤水河特大桥建设过程中成功应用了钢筋

“帘”式吊装技术[3]、贵州桥梁建设集团在平塘特大桥施工中探索了钢筋分片吊装技术、广

东公路建设有限公司在虎门二桥建设中实施了钢筋网片吊装技术。该类技术基本原理为在

地面采用专用吊具或箍筋，将竖向主筋进行编组或焊接成网片，后采用塔吊提升至塔柱顶

进行对接安装。该类技术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钢筋安装效率，塔柱顶钢筋作业时间

可控制在2.5d以左右，同时降低了安全风险，也无需安装大型塔吊，成本低廉，且单次吊装

钢筋数量少，对接简单，钢筋连接质量可控。但该类技术单次仅能吊装数十根钢筋，钢筋分

片过多，且劲性骨架与箍筋、勾筋等水平钢筋仍需逐根人工安装，对施工效率的提升有限。

发明内容

[0010]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一种索塔塔柱节段钢筋笼分块吊装施工方法及结构。兼具整

体吊装工艺的高效特点，以及分片吊装施工成本低廉、质量可控、操作难度低的优点。

[0011]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一种索塔塔柱节段钢筋笼分块吊装施工方法，将悬索桥或斜

拉桥的索塔塔柱按塔柱设计参数、液压爬模模板高度划分为塔柱节段，每段塔柱节段的钢

筋笼依据“重量均衡原则”，按索塔施工中常用的TC6015/7035等型号塔吊起重能力，以及钢

筋笼劲性骨架设计、水平钢筋接头错开要求等分解为4个分块钢筋笼，实现在最大化利用常

规施工塔吊起重能力的前提下，尽量减少水平勾筋、钢筋接头，节约成本、提高施工效率。分

块钢筋笼在钢筋加工厂预制好后，运输至塔柱底部通过旋转和吊运，将分块钢筋笼送至塔

柱顶施工位置，现场拼装并与下方已安装塔柱节段钢筋笼进行连接，得到该段塔柱节段钢

筋笼，重复上述步骤，完成塔柱节段钢筋笼施工。

[0012] 前述的索塔塔柱节段钢筋笼分块吊装施工方法，所述分块钢筋笼预制，是以已安

装塔柱节段钢筋笼为父节，待安装塔柱节段钢筋笼为子节进行设计制作，子节以父节为基

准，使父节子节钢筋笼准确连接。同时，按照塔柱倾斜斜率、钢筋间距和直径的设计参数，以

及塔柱节段划分、分块钢筋笼划分的施工参数，制作斜率相同的预制台座，使预制台座坡

度、钢筋定位梳齿板定位槽间距的参数符合设计要求。此外，为使箍筋连接高效高质，箍筋

下料长度需精确控制，箍筋下料长度比设计长度短5mm。

[0013] 前述的索塔塔柱节段钢筋笼分块吊装施工方法，所述与下方已安装塔柱节段钢筋

笼进行连接，是指待安装塔柱节段的分块钢筋笼与已安装塔柱节段钢筋笼的竖向钢筋对

接、劲性骨架包板连接、钢筋直螺纹连接，然后进行剩余钢筋的安装，完成连接施工。钢筋直

螺纹连接施工中，竖向主筋及水平勾筋采用常规套筒，箍筋采用加长型套筒，长度较常规套

筒大1cm，以确保箍筋连接质量。

[0014] 前述的索塔塔柱节段钢筋笼分块吊装施工方法，所述与下方已安装塔柱节段钢筋

笼进行连接，是将分块钢筋笼分为纵桥向钢筋笼分块和横桥向钢筋笼分块，吊装顺序为先

纵桥向钢筋笼分块，后横桥向钢筋笼分块，纵桥向钢筋笼分块由上往下缓慢下放，横桥向分

块由两侧往里水平移动。

[0015] 索塔塔柱节段钢筋笼分块吊装结构，塔柱按要求划分为塔柱节段，每段塔柱节段

的钢筋笼分为4个分块钢筋笼。

[0016] 前述的索塔塔柱节段钢筋笼分块吊装结构，所述分块钢筋笼分为横桥向钢筋笼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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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和纵桥向钢筋笼分块。

[0017] 前述的索塔塔柱节段钢筋笼分块吊装结构，所述横桥向钢筋笼分块，包括横桥向

劲性骨架，在横桥向劲性骨架中间设有横桥向主筋和横桥向导向管，在横桥向劲性骨架和

横桥向主筋上分别固定隔离筋、加强筋、箍筋和勾筋。

[0018] 前述的索塔塔柱节段钢筋笼分块吊装结构，所述纵桥向钢筋笼分块，包括纵桥向

劲性骨架，在纵桥向劲性骨架中间设有纵桥向主筋和纵桥向导向管，在纵桥向劲性骨架和

纵桥向主筋上分别固定隔离筋、加强筋、箍筋和勾筋。

[0019] 前述的索塔塔柱节段钢筋笼分块吊装结构，所述分块钢筋笼在塔柱底部通过旋转

支架进行旋转，旋转支架包括固定轴和支架，支架上表面坡度与所述分块钢筋笼倾斜率相

同。

[0020] 前述的索塔塔柱节段钢筋笼分块吊装结构，所述分块钢筋笼通过钢筋笼吊具进行

吊装，钢筋笼吊具包括承重梁、钢丝绳和电动葫芦，钢丝绳和电动葫芦的连接点在分块钢筋

笼重心位置。

[0021]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22] (1)分块吊装技术采用“预制装配式”的思路进行塔柱节段钢筋作业，钢筋笼分块

的工厂化预制，将大部分钢筋安装工作转移至钢筋加工厂内进行，在塔柱顶仅需进行与已

施工节段主筋对接、分块间箍筋连接、劲性骨架连接及少量剩余箍筋与勾筋安装工作，工作

简单、工作量少，极大的减少了高空作业量与作业时间，且尽可能的减小了恶劣天气对施工

的影响，降低了施工作业人员的操作安全风险。

[0023] (2)采用节段钢筋笼分解为4个分块，降低了吊装的重量和难度，实现了钢筋笼分

块重量与索塔施工常规塔吊起重能力的最优匹配，以及竖筋连接质量与效率的均衡，同时

避免因过多分块而导致的水平勾筋箍筋、劲性骨架接头过多造成的成本大幅提升、效率大

幅降低问题。钢筋笼分块在钢筋加工厂中按“父节+子节”思路进行预制，提供了多个工作

面，实现了将钢筋笼塔柱顶模块化拼装与钢筋笼分块工厂化生产同步进行，且钢筋笼分块

的预制不占用施工总工期，极大的缩短了索塔施工总工期，单节段钢筋安装时间可控制在

1.5天内，较常规工艺节省2天。

[0024] (3)节段钢筋笼分解为4个分块，分为纵桥向和横桥向，使得钢筋笼四个分块的重

量基本平均，可以减小钢筋笼的最大重量，进而减小对塔吊起重能力的要求，节约成本；钢

筋笼吊装时，以劲性骨架作为承重结构，这样进行分块，可以使劲性骨架闭合成整体，提高

劲性骨架的承重能力；此外，箍筋通过下料长度控制和加长型套筒连接，保障了箍筋连接速

度、提高了钢筋笼组装的效率。

[0025] (4)钢筋笼分块采用旋转支架进行姿态调整，避免了长宽较大、而厚度较小、柔度

较大的钢筋笼分块在采用常规主、副吊点法由水平姿态转为竖立姿态过程中产生的弹塑性

不利变形，提高了钢筋笼吊装施工中钢筋的连接效率与质量。

[0026] 本发明分块吊装与现有工艺效果对比见下表：

[0027] 表1分块吊装与现有工艺效果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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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附图说明

[0029] 图1为本发明结构示意图；

[0030] 图2为本发明塔柱节段的俯视图；

[0031] 图3为塔柱节段分块示意图；

[0032] 图4为横桥向钢筋笼分块的侧视图；

[0033] 图5为图4的后视图；

[0034] 图6为横桥向钢筋笼分块的俯视图；

[0035] 图7为纵桥向钢筋笼分块的侧视图；

[0036] 图8为图7的后视图；

[0037] 图9为纵桥向钢筋笼分块的俯视图；

[0038] 图10为旋转支架的结构示意图；

[0039] 图11为钢筋笼吊具的俯视图；

[0040] 图12为钢筋笼吊具的侧视图；

[0041] 图13为索塔塔柱劲性骨架的示意图；

[0042] 图14为父节子节钢筋笼安装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43]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说明，但并不作为对本发明限制的依

据。

[0044] 本发明的实施例：

[0045] 一种索塔塔柱节段钢筋笼分块吊装结构，如图1-12所示，塔柱按要求划分为塔柱

节段1，每段塔柱节段1的钢筋笼2分为4个分块钢筋笼3。

[0046] 所述分块钢筋笼3分为横桥向钢筋笼分块4和纵桥向钢筋笼分块5，将每块钢筋笼

的重量尽量平分。

[0047] 所述横桥向钢筋笼分块4，包括横桥向劲性骨架401，在横桥向劲性骨架401中间设

有横桥向主筋402和横桥向导向管403，在横桥向劲性骨架401和横桥向主筋402上分别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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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离筋6、加强筋7、箍筋8和勾筋9。横桥向导向管403用于上下横桥向钢筋笼分块4的对准连

接。

[0048] 所述纵桥向钢筋笼分块5，包括纵桥向劲性骨架501，在纵桥向劲性骨架501中间设

有纵桥向主筋502和纵桥向导向管503，在纵桥向劲性骨架501和纵桥向主筋502上分别固定

隔离筋6、加强筋7、箍筋8和勾筋9等水平筋。纵桥向导向管503用于上下纵桥向钢筋笼分块5

的对准连接。

[0049] 所述分块钢筋笼3在塔柱底部通过旋转支架10进行旋转，旋转支架10包括固定轴

101和支架102，支架102上表面坡度与所述分块钢筋笼3倾斜率相同。旋转时，将分块钢筋笼

3放置在旋转支架10上，采用汽车吊辅助将旋转支架10及分块钢筋笼3整体旋转为竖立状态

并用插销临时固定，最后解除与分块钢筋笼3临时连接并采用塔吊调离至塔柱顶安装。旋转

过程中，因与旋转支架10固结成整体，刚度较大，且分块钢筋笼3受力均衡，基本上不产生不

利变形，保障了分块钢筋笼3对接施工便捷与质量。

[0050] 所述分块钢筋笼3通过钢筋笼吊具11进行吊装，钢筋笼吊具11包括承重梁111、钢

丝绳112和电动葫芦113，钢丝绳112和电动葫芦的连接点113在分块钢筋笼3重心位置。

[0051] 索塔塔柱节段钢筋笼分块吊装施工方法，将悬索桥或斜拉桥的索塔塔柱按要求划

分为塔柱节段1，每段塔柱节段1的钢筋笼分为4个分块钢筋笼3，分块钢筋笼3预制好后，在

塔柱底部通过旋转和吊运，将分块钢筋笼3送至指定位置，现场拼装并与下方已安装塔柱节

段1钢筋笼进行连接，得到该段塔柱节段钢筋笼2，重复上述步骤，完成塔柱节段1钢筋笼施

工。

[0052] 所述分块钢筋笼预制，是以已安装塔柱节段钢筋笼2为父节，待安装塔柱节段钢筋

笼2为子节进行设计制作，使父节子节钢筋笼2准确连接，按照塔柱倾斜斜率、钢筋间距和直

径的设计参数，以及塔柱节段1划分、分块钢筋笼3划分的施工参数，制作斜率相同的预制台

座，使预制台座坡度、钢筋定位梳齿板定位槽间距的参数符合设计要求。按照“父节+子节”，

即上一节段钢筋笼2为下一节段基模的思路，对节段钢筋笼2的四个分块分别进行预制，循

环往复，直至完成。

[0053] 所述与下方已安装塔柱节段钢筋笼2进行连接，是指待安装塔柱节段1的分块钢筋

笼3与已安装塔柱节段钢筋笼2的竖向钢筋对接、劲性骨架包板连接、钢筋直螺纹连接，然后

进行剩余钢筋的安装，完成连接施工。

[0054] 所述与下方已安装塔柱节段钢筋笼进行连接，是将分块钢筋笼3分为纵桥向钢筋

笼分块5和横桥向钢筋笼分块4，吊装顺序为先纵桥向钢筋笼分块5，后横桥向钢筋笼分块4，

纵桥向钢筋笼分块5由上往下缓慢下放，后横桥向钢筋笼分块4由两侧往里水平移动。直到

移动到已安装塔柱节段钢筋笼2的上方，再进行上下钢筋笼的连接。

[0055]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创造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创造的保护范围并不

局限于此，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创造揭露的技术范围内，根据本发明

创造的技术方案及其发明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都应涵盖在本发明创造的保护范围之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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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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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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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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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图10

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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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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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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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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