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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悬索桥运梁船定位装置

及定位施工方法，所述定位装置包括主缆、卷扬

机、钢丝绳、钢箱梁及运梁船，所述主缆上设置有

4台第一导向滑车，4台第一导向滑车对称分布在

钢箱梁吊装跨径的两侧，所述卷扬机设置有4台，

4台卷扬机分别设置在悬索桥两岸主塔的塔顶或

塔底，一个卷扬机对应设置一个钢丝绳，卷扬机

用于钢丝绳的收放，钢丝绳的一端穿过第一导向

滑车连接运梁船。本发明采用横桥向利用运梁船

自身动力进行定位，纵桥向利用4根钢丝绳进行

定位的技术，解决了桥位处运梁船无法抛锚定位

的问题，避免了大型定位拖轮和定位锚的投入，

施工安全高效，操控实用性强，并节约了施工成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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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悬索桥运梁船定位装置，其特征在于:至少包括主缆（4）、卷扬机（6）、钢丝绳

（5）、钢箱梁（1）及运梁船（2），所述主缆（4）上设置有4台第一导向滑车（7），4台第一导向滑

车（7）对称分布在钢箱梁（1）吊装跨径的两侧，所述卷扬机（6）设置有4台，4台卷扬机（6）分

别设置在悬索桥两岸主塔的塔顶或塔底，一个卷扬机（6）对应设置一个钢丝绳（5），卷扬机

（6）用于钢丝绳（5）的收放，钢丝绳（5）的一端穿过第一导向滑车（7）连接运梁船（2）。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悬索桥运梁船定位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运梁船（2）的

首、尾两侧分别对称设置有锚桩（3）。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悬索桥运梁船定位装置，其特征在于:该定位装置还包括

导向系统，所述导向系统可牵引钢丝绳（5）至运梁船（2）的锚桩（3）。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悬索桥运梁船定位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导向系统为4

艘辅助交通船（10），卷扬机（6）所对应设置的钢丝绳（5）预留有绳头，所述钢丝绳（5）的预留

绳头用于与所述辅助交通船（10）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悬索桥运梁船定位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钢箱梁（1）上

方设有型钢扁担梁，所述扁担梁端部设有第二导向滑车（11）。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悬索桥运梁船定位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主缆（4）上还

设置有钢箱梁吊具（8），钢箱梁（1）上设置有吊耳，所述钢箱梁吊具（8）的一端与主缆（4）连

接，钢箱梁吊具（8）另一端与钢箱梁（1）上的吊耳连接。

7.一种悬索桥运梁船定位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采取了横桥向利用运梁船（2）

自身动力进行定位；纵桥向利用4根钢丝绳（5）进行定位。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悬索桥运梁船定位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

骤：

S1.  运梁船横桥向定位：先将钢箱梁吊具（8）下到一定位置以作为运梁船（2）初定位的

参照物，然后根据涨落潮方向选择顶潮作业，并利用船舶自身的动力抵抗水流力，初步调整

运梁船（2）至钢箱梁吊具（8）的下方；

S2.  运梁船纵桥向定位：先根据钢箱梁（1）的吊装位置，分别将4台第一导向滑车（7）固

定于主缆（4）上，然后通过卷扬机（6）下放钢丝绳（5），使钢丝绳（5）预留绳头的一端与辅助

交通船（10）连接，通过辅助交通船（10）牵拉钢丝绳（5）的至运梁船（2）的锚桩（3）上，同时运

梁船（2）自身根据吊装要求点动微调运梁船（2）位置，实现运梁船（2）的精定位。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悬索桥运梁船定位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运梁船纵

桥向定位具体包括：

S201.悬索桥主跨中段区域运梁船纵桥向定位，以主跨跨中为界，按跨中向两侧的顺序

依次逐段对称进行施工：将4台第一导向滑车（7）分别固定于主跨主缆（4）上预设位置处，然

后将4台卷扬机（6）分别放置在悬索桥两岸主塔的塔顶门架上进行钢丝绳（5）的收放，钢丝

绳（5）沿主缆（4）的猫道（9）通过所述第一导向滑车（7）下放至距水面一定高度，待钢箱梁

（1）吊装时，运梁船（2）通过自身动力初步定位后，通过辅助交通船（10）牵拉至运梁船（2）的

锚桩（3）上，实现悬索桥主跨中段运梁船（2）的精确定位；

S202.悬索桥主跨端部运梁船纵桥向定位：先将4台第一导向滑车（7）分别固定于主跨

主缆（4）上预设位置处，然后将4台卷扬机（6）分别放置在悬索桥两岸主塔的塔底进行钢丝

绳（5）的收放，并在塔底横梁上设置第三导向滑车（12）  ，钢丝绳（5）绕过转向导轮（12）并通

权　利　要　求　书 1/2 页

2

CN 110396930 A

2



过所述第一导向滑车（7）下放至距水面一定高度，并与辅助交通船（10）连接，通过辅助交通

船（10）牵引钢丝绳（5）至运梁船（2）的锚桩（3）上，实现悬索桥主跨两端端部运梁船（2）的精

确定位；

S203.悬索桥边跨下段区域运梁船纵桥向定位：先将4台第一导向滑车（7）分别固定于

边跨主缆（4）上预设位置处，然后将2台卷扬机（6）放置在悬索桥一岸主塔的塔顶门架上，2

台卷扬机（6）放置在悬索桥边跨边墩上；钢丝绳（5）通过所述第一导向滑车（7）下放至距水

面一定高度，并与辅助交通船（10）连接，通过辅助交通船（10）牵引钢丝绳（5）至运梁船（2）

的锚桩（3）上，实现悬索桥边跨下段运梁船（2）的精确定位；

S204.悬索桥边跨中段区域运梁船纵桥向定位：将2台卷扬机（6）放置在悬索桥一岸主

塔塔底钢围堰上，2台卷扬机（6）放置在边跨边墩上，并在所述塔底横梁上设置第三导向滑

车（12）  ，钢丝绳（5）绕过第三导向滑车（12）  下放至距水面一定高度与辅助交通船（10）连

接，通过辅助交通船（10）牵引钢丝绳（5）至运梁船（2）的锚桩（3）上，实现悬索桥边跨中段运

梁船（2）的精确定位；

S205.悬索桥边跨上段区域运梁船纵桥向定位：将2台卷扬机（6）放置在悬索桥一岸主

塔塔底钢围堰上，2台卷扬机（6）放置在边跨边墩上，通过卷扬机（6）收放钢丝绳（5），实现悬

索桥边跨上段运梁船（2）的精确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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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悬索桥运梁船定位装置及定位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悬索桥钢箱梁运梁船施工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悬索桥运梁船定位装置

及定位施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桥梁建设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特别是进入二十一

世纪以来，桥梁建设事业蓬勃发展，跨越内河、海岛连接的桥梁不胜枚举。从国内已经建成

的大桥的资料可以知道，在具备抛锚条件的情况下运梁船一般使用的是抛锚定位，或辅助

拖轮进行定位，在不具备抛锚条件的情况下运梁船一般采用动力定位。所述抛锚定位是将

锚预先抛在定位点，待运输船舶到达后，将缆绳牵引至运输船舶进行定位，定位时间长，且

定位过程复杂繁琐。

[0003] 目前国内梁段运输船舶采用动力定位的大桥有天津海河大桥、桃夭门大桥和与秀

山大桥相近的西堠门大桥。秀山大桥地处舟山外海区域，中跨和秀山侧边跨位置海底地形

呈深V形构造，基岩裸露，无覆盖层，最大水深为103m，海水流速急达4m/s，流向复杂，因海上

明礁和大瓦窑门岛的影响水流呈紊流状态且涨落潮时产生巨大旋涡，台风频繁，运梁船定

位、钢箱梁吊装施工难度大，国内少见。所以传统的运梁船定位施工技术无法满足秀山大桥

现有条件下钢箱梁吊装的条件。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解决上述现有施工技术中存在的缺陷，克服运梁船在海床为裸

岩、水流条件紊流急流的水域环境下定位施工的难题,提供了一种悬索桥运梁船定位装置

及定位施工方法。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一种悬索桥运梁船定位装置，至少包括主缆、卷扬机、钢丝绳、钢箱梁及运梁船，所述主

缆上设置有4台第一导向滑车，4台第一导向滑车对称分布在钢箱梁吊装跨径的两侧，所述

卷扬机设置有4台，4台卷扬机分别设置在悬索桥两岸主塔的塔顶或塔底，一个卷扬机对应

设置一个钢丝绳，卷扬机用于钢丝绳的收放，钢丝绳的一端穿过第一导向滑车连接运梁船。

[0006] 所述运梁船的首、尾两侧分别对称设置有锚桩。

[0007] 该定位装置还包括导向系统，所述导向系统可牵引钢丝绳至运梁船的锚桩。

[0008] 所述导向系统为4艘辅助交通船，卷扬机所对应设置的钢丝绳预留有绳头，所述钢

丝绳的预留绳头用于与所述辅助交通船连接。

[0009] 所述钢箱梁上方设有型钢扁担梁，所述扁担梁端部设有第二导向滑车。

[0010] 所述主缆上还设置有钢箱梁吊具，钢箱梁上设置有吊耳，所述钢箱梁吊具的一端

与主缆连接，钢箱梁吊具另一端与钢箱梁上的吊耳连接。

[0011] 一种悬索桥运梁船定位施工方法，该方法采取了横桥向利用运梁船自身动力进行

定位；纵桥向利用4根钢丝绳进行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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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一种悬索桥运梁船定位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S1.  运梁船横桥向定位：先将钢箱梁吊具下到一定位置以作为运梁船初定位的参照

物，然后根据涨落潮方向选择顶潮作业，并利用船舶自身的动力抵抗水流力，初步调整运梁

船至钢箱梁吊具的下方；

S2.  运梁船纵桥向定位：先根据钢箱梁的吊装位置，分别将4台第一导向滑车固定于主

缆上，然后通过卷扬机下放钢丝绳，使钢丝绳预留绳头的一端与辅助交通船连接，通过辅助

交通船牵拉钢丝绳至运梁船的锚桩上，同时运梁船自身根据吊装要求点动微调运梁船位

置，实现运梁船的精定位。

[0013] 所述运梁船纵桥向定位具体包括：

S201.悬索桥主跨中段区域运梁船纵桥向定位，以主跨跨中为界，按跨中向两侧的顺序

依次逐段对称进行施工：将4台第一导向滑车分别固定于主跨主缆上预设位置处，然后将4

台卷扬机分别放置在悬索桥两岸主塔的塔顶门架上进行钢丝绳的收放，钢丝绳沿主缆猫道

通过所述第一导向滑车下放至距水面一定高度，待钢箱梁吊装时，运梁船通过自身动力初

步定位后，通过辅助交通船牵拉至运梁船的锚桩上，实现悬索桥主跨中段运梁船的精确定

位；

S202.悬索桥主跨端部运梁船纵桥向定位：先将4台第一导向滑车分别固定于主跨主缆

上预设位置处，然后将4台卷扬机分别放置在悬索桥两岸主塔的塔底进行钢丝绳的收放，并

在塔底横梁上设置第三导向滑车  ，钢丝绳绕过转向导轮并通过所述第一导向滑车下放至

距水面一定高度，并与辅助交通船连接，通过辅助交通船牵引钢丝绳至运梁船的锚桩上，实

现悬索桥主跨两端端部运梁船的精确定位；

S203.悬索桥边跨下段区域运梁船纵桥向定位：先将4台第一导向滑车分别固定于边跨

主缆上预设位置处，然后将2台卷扬机放置在悬索桥一岸主塔的塔顶门架上，2台卷扬机放

置在悬索桥边跨边墩上；钢丝绳通过所述第一导向滑车下放至距水面一定高度，并与辅助

交通船连接，通过辅助交通船牵引钢丝绳至运梁船的锚桩上，实现悬索桥边跨下段运梁船

的精确定位；

S204.悬索桥边跨中段区域运梁船纵桥向定位：将2台卷扬机放置在悬索桥一岸主塔塔

底钢围堰上，2台卷扬机放置在边跨边墩上，并在所述塔底横梁上设置第三导向滑车  ，钢丝

绳绕过第三导向滑车  下放至距水面一定高度与辅助交通船连接，通过辅助交通船牵引钢

丝绳至运梁船的锚桩上，实现悬索桥边跨中段运梁船的精确定位；

S205.悬索桥边跨上段区域运梁船纵桥向定位：将2台卷扬机放置在悬索桥一岸主塔塔

底钢围堰上，2台卷扬机放置在边跨边墩上，通过卷扬机收放钢丝绳，实现悬索桥边跨上段

运梁船的精确定位。

[001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如下：

1、通过将常规的船舶抛锚定位方式改为采用4根钢丝绳进行定位，很好的解决了裸岩

无覆盖层，运梁船无法抛锚定位的施工难题，钢丝绳牵拉方便，安全可靠，为项目和企业创

造了良好的施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0015] 2、本发明具有操作方便、定位快、起锚方便、快速等优点。

说　明　书 2/5 页

5

CN 110396930 A

5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悬索桥运梁船的定位示意图一；

图2为悬索桥运梁船的定位示意图二；

图3为悬索桥运梁船的定位示意图三；

图4为悬索桥运梁船的定位示意图四；

图5钢丝绳与导向滑车连接的结构示意图。

[0017] 附图标记说明：

1、钢箱梁；2、运梁船；3、锚桩；4、主缆；5、钢丝绳；6、卷扬机；7、第一导向滑车；8、钢箱梁

吊具；9、猫道；10、辅助交通船；11、第二导向滑车；12、第三导向滑车。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在本发明的描述中，需要说明的是，术语“第一”、“第二”、“第三”仅用于描述目的，

而不能理解为指示或暗示相对重要性。

[0019] 以下由特定的具体实施例说明本发明的实施方式，本领域技术人员可由本说明书

所揭示的内容轻易地了解本发明的其他优点及功效。

[0020] 现参考附图介绍本发明的示例性实施方式，然而，本发明可以用许多不同的形式

来实施，并且不局限于此处描述的实施例，提供这些实施例是为了详尽地且完全地公开本

发明，并且向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充分传达本发明的范围。对于表示在附图中的示例

性实施方式中的术语并不是对本发明的限定。在附图中，相同的单元/元件使用相同的附图

标记。

[0021] 除非另有说明，此处使用的术语（包括科技术语）对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具有

通常的理解含义。另外，可以理解的是，以通常使用的词典限定的术语，应当被理解为与其

相关领域的语境具有一致的含义，而不应该被理解为理想化的或过于正式的意义。

[0022] 实施例1

如图1、图3所示，一种悬索桥运梁船定位装置，至少包括主缆4、卷扬机6、钢丝绳5、钢箱

梁1及运梁船2，所述主缆4上设置有4个导向滑车7，4个导向滑车7对称分布在钢箱梁1吊装

跨径的两侧，所述卷扬机6设置有4台，4台卷扬机6分别设置在悬索桥两岸主塔的塔顶或塔

底，一个卷扬机6对应设置一个钢丝绳5，卷扬机6用于钢丝绳5的收放，钢丝绳5的一端穿过

导向滑车7连接运梁船2。

[0023] 本发明采取了横桥向采用运梁船自身动力进行定位，纵桥向两侧塔顶、塔底或锚

碇固定所述卷扬，并通过钢丝绳或导向系统使其与运梁船的锚桩连接固定的施工方法。解

决了桥位处运梁船无法抛锚定位的问题，避免了大型定位拖轮和定位锚的投入，施工安全

高效，操控实用性强，最大化的节约了施工成本，为项目和企业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值得在今后类似水域条件下的钢箱梁运梁船舶定位施工中进一步推广应用。

[0024] 实施例2

在实施例1的基础上，进一步地，该定位装置还包括导向系统，所述导向系统为4艘辅助

交通船10，卷扬机6所对应设置的钢丝绳5预留有一定长度绳头，用于与所述辅助交通船10

连接，所述运梁船2的首、尾两侧分别对称设置有锚桩3，所述辅助交通船10可牵引钢丝绳5

至运梁船2的锚桩3，两根钢丝绳先锚固于运梁船2船尾锚桩，剩余两根钢丝绳锚固于运梁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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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船首锚桩。

[0025] 进一步地，为了确保牵引钢丝绳能够顺利牵引，所述钢箱梁1上方设有型钢扁担

梁，所述扁担梁端部设有第二导向滑车11。

[0026] 进一步地，如图3所示，所述主缆4上还设置有钢箱梁吊具8，钢箱梁1上设置有吊

耳，所述钢箱梁吊具8的一端与主缆4连接，钢箱梁吊具8另一端与钢箱梁1上的吊耳连接。在

连接过程中需始终保持运梁船2位置在允许范围内，并通过及时调整卷扬机及时校正运梁

船的位置。

[0027] 实施例3

如图3、图4所示，一种悬索桥运梁船定位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S1.  运梁船横桥向定位：先将钢箱梁吊具8下到一定位置以作为运梁船2初定位的参照

物，然后根据涨落潮方向选择顶潮作业，并利用船舶自身的动力抵抗水流力，初步调整运梁

船2至钢箱梁吊具8的下方；

S2.  运梁船纵桥向定位：先根据钢箱梁1的吊装位置，分别将4个导向滑车7固定于主缆

4上预设位置处，然后通过卷扬机6下放钢丝绳5，使钢丝绳5预留有一定长度绳头的一端与

辅助交通船10连接，通过辅助交通船10牵拉钢丝绳5的至运梁船2的锚桩3上，同时运梁船2

自身根据吊装要求点动微调运梁船2位置，实现运梁船2的精定位。

[0028] 实施例4

在上述实施例的基础上，所述运梁船的纵桥向定位方式如下：

方式一：塔顶卷扬机钢丝绳绕过主缆上导向滑车下放至距离水面一定高度处或通过钢

箱梁面上设置的所述型钢悬挑梁，钢丝绳通过所述型钢悬挑梁上设置的所述第一转向导轮

后下放至距离水面一定高度处，待钢箱梁吊装时，运梁船通过自身动力进行初步定位后，通

过辅助船舶牵引所述钢丝绳与运梁船上的所述锚桩进行连接固定。

[0029] 方式二：塔底卷扬机钢丝绳预留一定长度绳头，待钢箱梁吊装时，运梁船通过自身

动力进行初步定位后，通过所述辅助船舶牵拉所述钢丝绳与运梁船上的所述锚桩进行连接

固定，辅助交通船驶离运梁船，卷扬机收放钢丝绳，通过点动微调卷扬机钢丝绳调整运梁船

平面位置，钢箱梁与吊装吊具连接好，提升钢箱梁，钢箱梁吊装到位后，卷扬机松绳并解除

钢丝绳与运梁船的连接，根据下一片钢箱梁吊装位置情况调整牵拉钢丝绳导向。

[0030] 实施例5

一种悬索桥运梁船定位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S1.  运梁船横桥向定位：先将钢箱梁吊具8下到一定位置（距钢箱梁顶面100cm~200cm

高度）以作为运梁船2初定位的参照物，然后根据涨落潮方向选择顶潮作业，并利用船舶自

身的动力抵抗水流力，初步调整运梁船2至钢箱梁吊具8的下方；

S201.悬索桥主跨中段区域运梁船纵桥向定位，以主跨跨中为界，按跨中向两侧的顺序

依次逐段对称进行施工：将4个导向滑车7分别固定于主跨主缆4上预设位置处，然后将4台

卷扬机6分别放置在悬索桥两岸主塔的塔顶门架上进行钢丝绳5的收放，如图5所示，钢丝绳

5沿主缆4的猫道9通过所述导向滑车7下放至水面上2m，待钢箱梁1吊装时，运梁船2通过自

身动力初步定位后，通过辅助交通船10牵拉至运梁船2的锚桩3上，实现悬索桥主跨中段运

梁船2的精确定位；

S202.悬索桥主跨端部运梁船纵桥向定位：先将4个导向滑车7分别固定于主跨主缆4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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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设位置处，然后将4台卷扬机6分别放置在悬索桥两岸主塔的塔底进行钢丝绳5的收放，并

在塔底横梁上设置第三导向滑车12，钢丝绳5绕过第三导向滑车12并通过所述导向滑车7下

放至下放至水面上2m，并与辅助交通船10连接，通过辅助交通船10牵引钢丝绳5至运梁船2

的锚桩3上，实现悬索桥主跨两端端部运梁船2的精确定位；

S203.悬索桥边跨下段区域运梁船纵桥向定位：先将4个导向滑车7分别固定于边跨主

缆4上预设位置处，然后将2台卷扬机6放置在悬索桥一岸主塔的塔顶门架上，2台卷扬机6放

置在边跨边墩上；钢丝绳5通过所述导向滑车7下放至水面上2m，并与辅助交通船10连接，通

过辅助交通船10牵引钢丝绳5至运梁船2的锚桩3上，实现悬索桥边跨下段运梁船2的精确定

位；

S204.悬索桥边跨中段区域运梁船纵桥向定位：将2台卷扬机6放置在悬索桥一岸主塔

塔底钢围堰上，2台卷扬机6放置在边跨边墩上，并在所述塔底横梁上设置第三导向滑车12，

钢丝绳5绕过第三导向滑车12下放至水面上2m,并与辅助交通船10连接，通过辅助交通船10

牵引钢丝绳5至运梁船2的锚桩3上，实现悬索桥边跨中段运梁船2的精确定位；

S205.悬索桥边跨上段区域运梁船纵桥向定位：将2台卷扬机6放置在悬索桥一岸主塔

塔底钢围堰上，2台卷扬机6放置在边跨边墩上，如图2所示，通过卷扬机6收放钢丝绳5，实现

悬索桥边跨上段运梁船2的精确定位。

[0031]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和主要特征和本发明的优点。本行业的技术

人员应该了解，本发明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上述实施例和说明书中描述的只是说明本

发明的原理，在不脱离本发明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本发明还会有各种变化和改进，这些变

化和改进都落入要求保护的本发明范围内。本发明要求保护范围由所附的权利要求书及其

等效物界定。

[0032] 尽管已经用特征或方法专用的语言描述了复杂海域条件下钢箱梁运梁船定位的

施例。但是所附权利要求主题不必限于所述的具体特征或方法。本实施例没有详细叙述的

部件和结构属本行业的公知部件和常用结构或常用手段，这里不逐一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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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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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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