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910132949.X

(22)申请日 2019.02.22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9695206 A

(43)申请公布日 2019.04.30

(73)专利权人 中国水利水电第八工程局有限公

司

地址 410004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常青路8

号

(72)发明人 李亚民　黄巍　李金恒　朱兵　

曾湖庚　苏迎瑞　朱欣　刘兴　

(74)专利代理机构 湖南兆弘专利事务所(普通

合伙) 43008

代理人 陈晖

(51)Int.Cl.

E01D 24/00(2006.01)

E01D 11/04(2006.01)

审查员 于艳然

 

(54)发明名称

一种水上稀索体系斜拉桥上部结构拆除方

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水上稀索体系斜拉桥上

部结构拆除方法，包括S1：在主塔附近设置临时

支墩，使临时支墩支撑在桥体主梁实心段下方；

S2：拆除边跨侧一束斜拉索，调整索力，使主塔两

侧斜拉索索力保持对称平衡；S3：对称释放第一、

二次索力，拆除挂孔梁并采用大型浮吊将挂孔梁

吊装；对称释放第三、四次索力，拆除中跨梁并采

用大型浮吊将中跨梁吊装；对称释放第五次索

力，拆除跨中横梁并采用大型浮吊将中横梁吊

装；拆除斜拉索；分段拆除纵梁、边梁、主塔，并采

用大型浮吊将各构件吊装；S4：吊装构件后沿设

计线路运输至码头，转至砂场，在砂场采用破碎

机破除，分块运至指定位置。具有保证航道正常

通行、安全稳定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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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水上稀索体系斜拉桥上部结构拆除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临时支墩搭设：在主塔（1）附近设置临时支墩（2），使临时支墩（2）支撑在桥体主梁

（3）实心段下方；

S2：斜拉索索力调整：拆除边跨侧一束斜拉索（4），调整索力，使主塔（1）两侧斜拉索（4）

索力保持对称平衡；

S3：分次释放索力并拆除吊装：对称释放第一、二次索力，拆除挂孔梁（31）并采用大型

浮吊（5）将挂孔梁（31）吊装；对称释放第三、四次索力，拆除中跨梁（32）并采用大型浮吊（5）

将中跨梁（32）吊装；对称释放第五次索力，拆除跨中横梁（33）并采用大型浮吊（5）将跨中横

梁（33）吊装；拆除斜拉索（4）；分段拆除纵梁（34）、边梁（35）、主塔（1），并采用大型浮吊（5）

将各构件吊装；所述跨中横梁（33）和纵梁（34）为框架式；

S4：水上运输、岸上破碎：吊装构件后沿设计线路运输至码头（6），转至砂场（7），在砂场

（7）采用破碎机破除，分块运至指定位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上稀索体系斜拉桥上部结构拆除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

S1中，沿纵梁（34）距主塔（1）14m处，在纵梁（34）正下方上下游各设置一处临时支墩（2），临

时支墩（2）采用振动锤插入岩层，并在临时支墩（2）顶部设置型钢抄垫（21），型钢抄垫（21）

顶部与纵梁（34）底部密贴。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水上稀索体系斜拉桥上部结构拆除方法，其特征在于：设置型

钢抄垫（21）应在纵梁边段（341）切割拆除完成后进行。

4.根据权利要求1至3中任一项所述的水上稀索体系斜拉桥上部结构拆除方法，其特征

在于：在步骤S2中，释放中间一束斜拉索（4）索力。

5.根据权利要求1至3中任一项所述的水上稀索体系斜拉桥上部结构拆除方法，其特征

在于：在步骤S3中，拆除挂孔梁（31），将三跨斜拉桥转换为两个独立斜拉桥，再分别拆除。

6.根据权利要求1至3中任一项所述的水上稀索体系斜拉桥上部结构拆除方法，其特征

在于：在步骤S3中，随着第三、第四次索力释放，在跨中横梁（33）端部和临时支墩（2）靠近主

塔侧各设置一道临时横撑（8），纵梁（34）通过膨胀螺栓预埋钢板，横撑与钢板焊接。

7.根据权利要求1至3中任一项所述的水上稀索体系斜拉桥上部结构拆除方法，其特征

在于：在步骤S3中，释放第五次索力然后整体拆除跨中横梁（33），拆除后采用大型浮吊（5）

对下游纵梁边段（341）施加向上提升力，同时拆除前端临时横撑（8）及下游侧斜拉索（4），按

照预定切割点切除纵梁边段（341）后吊装至码头（6），上游侧纵梁边段（341）拆除步骤与下

游纵梁边段（341）一致，然后拆除主塔（1），切割前先用大型浮吊（5）按设计吊点施加提升

力，再拆除后端临时横撑（8）和边梁（35）。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水上稀索体系斜拉桥上部结构拆除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

S3中，释放第五次索力然后整体拆除跨中横梁（33），拆除后采用大型浮吊（5）对下游纵梁边

段（341）施加向上提升力，同时拆除前端临时横撑（8）及下游侧斜拉索（4），按照预定切割点

切除纵梁边段（341）后吊装至码头（6），上游侧纵梁边段（341）拆除步骤与下游纵梁边段

（341）一致，然后拆除主塔（1），切割前先用大型浮吊（5）按设计吊点施加提升力，再拆除后

端临时横撑（8）和边梁（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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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水上稀索体系斜拉桥上部结构拆除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主要涉及斜拉桥拆除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水上稀索体系斜拉桥上部结

构拆除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旧桥承载力状态逐渐下降以及改扩建工程的增加，对影响城市规划的旧桥以

及一些“老龄化”的桥梁进行拆除或改建被提上日程，必然导致有大量的旧桥需要拆除。在

对城市市区、人员密度比较大的地方以及一些跨江、跨河的桥梁进行拆除的时候，非爆破拆

除法会被首先考虑。目前，在桥梁非爆破拆除方面没有专门的施工规范以及技术指南，特别

是对受力体系复杂的跨江、跨河的斜拉桥拆除工程更加缺乏工程实践经验借鉴。

[0003] 三跨水上稀索斜拉桥拆除一般按照建桥的逆过程进行拆除，本桥建设时采用爬模

法浇筑主塔，采用支架法浇筑框架纵横梁，纵梁分段施加预应力，架桥机架设工字梁。完全

按照建桥的逆过程进行拆除，支架较多，搭设周期长，且会中断通航，与现行通航等级要求

不符；在拆除框架横梁时很难保证纵梁的水平稳定性。因此，如何在拆除桥梁过程中保证施

工的安全是整个拆除工程中的重中之重，为达到安全、有效、快速地拆除桥梁的目的，在桥

梁拆除过程中的安全控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保证航道正常通行、

安全稳定的水上稀索体系斜拉桥上部结构拆除方法。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水上稀索体系斜拉桥上部结构拆除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7] S1：临时支墩搭设：在主塔附近设置临时支墩，使临时支墩支撑在桥体主梁实心段

下方；

[0008] S2：斜拉索索力调整：拆除边跨侧一束斜拉索，调整索力，使主塔两侧斜拉索索力

保持对称平衡；

[0009] S3：分次释放索力并拆除吊装：对称释放第一、二次索力，拆除挂孔梁并采用大型

浮吊将挂孔梁吊装；对称释放第三、四次索力，拆除中跨梁并采用大型浮吊将中跨梁吊装；

对称释放第五次索力，拆除跨中横梁并采用大型浮吊将跨中横梁吊装；拆除斜拉索；分段拆

除纵梁、边梁、主塔，并采用大型浮吊将各构件吊装；

[0010] S4：水上运输、岸上破碎：吊装构件后沿设计线路运输至码头，转至砂场，在砂场采

用破碎机破除，分块运至指定位置。

[0011]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

[0012] 在步骤S1中，沿纵梁距主塔14m处，在纵梁正下方上下游各设置一处临时支墩，临

时支墩采用振动锤插入岩层，并在临时支墩顶部设置型钢抄垫，型钢抄垫顶部与纵梁底部

密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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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设置型钢抄垫应在纵梁边段切割拆除完成后进行。

[0014] 在步骤S2中，释放中间一束斜拉索索力。

[0015] 在步骤S3中，拆除挂孔梁，将三跨斜拉桥转换为两个独立斜拉桥，再分别拆除。

[0016] 在步骤S3中，随着第三、第四次索力释放，在跨中横梁端部和临时支墩靠近主塔侧

各设置一道临时横撑，纵梁通过膨胀螺栓预埋钢板，横撑与钢板焊接。

[0017] 在步骤S3中，释放第五次索力然后整体拆除跨中横梁，拆除后采用大型浮吊对下

游纵梁边段施加向上提升力，同时拆除前端临时横撑及下游侧斜拉索，按照预定切割点切

除纵梁边段后吊装至码头，上游侧纵梁边段拆除步骤与下游纵梁边段一致，然后拆除主塔，

切割前先用大型浮吊按设计吊点施加提升力，再拆除后端临时横撑和边梁。

[0018]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优点在于：

[0019] 本发明的水上稀索体系斜拉桥上部结构拆除方法，由于为少支架法拆除，满足了

通航净宽的需求，减少了占用航道的时间，且拆除过程中各混凝土构件不出现拉应力，确保

拆除的安全性；吊装时采用大型浮吊整体吊装，仅拆除护栏，不再对桥面系进行单独破碎拆

除，提高了拆除效率；边梁在纵梁拆除之后再拆除的施工顺序，避免了斜拉索对边梁吊装的

影响，保证了纵梁始终不出现拉应力。

附图说明

[0020] 图1是本发明水上稀索体系斜拉桥上部结构拆除方法的流程图。

[0021] 图2是本发明中水上稀索体系斜拉桥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3是本发明中主塔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0023] 图4是本发明水上稀索体系斜拉桥上部结构拆除方法运输线路图。

[0024] 图中各标号表示：

[0025] 1、主塔；2、临时支墩；21、型钢抄垫；3、桥体主梁；31、挂孔梁；32、中跨梁；33、跨中

横梁；34、纵梁；341、纵梁边段；35、边梁；4、斜拉索；5、大型浮吊；6、码头；7、砂场；8、临时横

撑。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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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7] 如图1至图4所示，本实施例的水上稀索体系斜拉桥上部结构拆除方法，包括以下

步骤：

[0028] S1：临时支墩搭设：在主塔1附近设置临时支墩2，使临时支墩2支撑在桥体主梁3实

心段下方；

[0029] S2：斜拉索索力调整：拆除边跨侧一束斜拉索4，调整索力，使主塔1两侧斜拉索4索

力保持对称平衡；

[0030] S3：分次释放索力并拆除吊装：对称释放第一、二次索力，拆除挂孔梁31并采用大

型浮吊5将挂孔梁31吊装；对称释放第三、四次索力，拆除中跨梁32并采用大型浮吊5将中跨

梁32吊装；对称释放第五次索力，拆除跨中横梁33并采用大型浮吊5将跨中横梁33吊装；拆

除斜拉索4；分段拆除纵梁34、边梁35、主塔1，并采用大型浮吊5将各构件吊装；

[0031] S4：水上运输、岸上破碎：吊装构件后沿设计线路运输至码头6，转至砂场7，在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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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采用破碎机破除，分块运至指定位置。

[0032] 本发明的水上稀索体系斜拉桥上部结构拆除方法，由于为少支架法拆除，满足了

通航净宽的需求，减少了占用航道的时间，且拆除过程中各混凝土构件不出现拉应力，确保

拆除的安全性；吊装时采用大型浮吊5整体吊装，仅拆除护栏，不再对桥面系进行单独破碎

拆除，提高了拆除效率；边梁35在纵梁34拆除之后再拆除的施工顺序，避免了斜拉索4对边

梁35吊装的影响，保证了纵梁34始终不出现拉应力。

[0033] 本实施例中，在步骤S1中，沿纵梁34距主塔14m处，在纵梁34正下方上下游各设置

一处临时支墩2，临时支墩2采用振动锤插入岩层，并在临时支墩2顶部设置型钢抄垫21，型

钢抄垫21顶部与纵梁34底部密贴。采用振动锤将管桩直接打入河床中，在每根管桩底部插

入4根芯棒，浇筑混凝土，打入位置及深度应能满足设计受力要求，然后接长钢管桩，焊接连

接系，使单侧钢管桩连接成整体，以钢管桩为支撑在桩顶与纵梁34保持一定的空间，保证纵

梁34的自由竖向位移，纵梁边段341拆除后，用型钢抄垫21密实，确保纵梁边段341拆除后荷

载能有效传递至临时支墩2。

[0034] 本实施例中，设置型钢抄垫21应在纵梁边段341切割拆除完成后进行。确保纵梁边

段341拆除后荷载能有效传递至临时支墩2。

[0035] 本实施例中，在步骤S2中，释放中间一束斜拉索4索力。拆除中间束斜拉索4，此时

主塔1会向跨中侧偏移，将索力转移至另两束斜拉索4上，使主塔1两侧斜拉索4均为两束，且

索力大小接近，达到索力调整的目的。

[0036] 本实施例中，在步骤S3中，拆除挂孔梁31，将三跨斜拉桥转换为两个独立斜拉桥，

再分别拆除。保证了力的平衡，利用于拆除。

[0037] 本实施例中，拆除的各构件均采用大吨位浮吊6整体吊装，在拆除过程中除护栏外

均不再切割小段。

[0038] 本实施例中，在步骤S3中，随着第三、第四次索力释放，在跨中横梁33端部和临时

支墩2靠近主塔侧各设置一道临时横撑8，纵梁34通过膨胀螺栓预埋钢板，横撑与钢板焊接。

在横梁拆除前增设了两道临时横向支撑，避免跨中横梁拆除时由于不平衡力导致纵梁失

稳，保证了拆除的整体安全性。

[0039] 本实施例中，在步骤S3中，释放第五次索力然后整体拆除跨中横梁33，拆除后采用

大型浮吊5对下游纵梁边段341施加向上提升力，同时拆除前端临时横撑8及下游侧斜拉索

4，按照预定切割点切除纵梁边段341后吊装至码头6，上游侧纵梁边段341拆除步骤与下游

纵梁边段341一致，然后拆除主塔1，切割前先用大型浮吊5按设计吊点施加提升力，再拆除

后端临时横撑8和边梁35。在横梁拆除前增设了两道临时横向支撑，避免跨中横梁拆除时由

于不平衡力导致纵梁失稳，保证了拆除的整体安全性。

[0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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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