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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海上大吨位异性钢桁架

构件缆索吊整体竖转起吊施工方法；充分考虑钢

桁架构件海上运输安全，利用现有施工技术准备

和条件，将运输姿态与设计安装姿态不同的大吨

位异性钢桁架构件，采用缆索吊装系统分两次起

吊，第一次先将保持运输姿态的构件调离运输驳

船，临时搁置后，利用缆索吊装系统将构件整体

竖转至设计安装姿态，再第二次将构件起吊安

装。该方法成功的将海上大吨位异性钢桁架构件

顺利起吊，在保证异性超高超大钢桁构件海上运

输安全的前提下，极大的提高了施工效率，填补

了利用缆索吊装系统将异性钢桁架构件整体竖

转起吊安装的技术空白，是一种贴合实际、科学

合理的施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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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海上大吨位异性钢桁架构件缆索吊整体竖转起吊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主要

施工步骤如下：

步骤1、确定一种偏于安全的运输姿态：构件为异性钢桁架构件，因海上运输构件超高

无法按设计安装姿态运输，为确保运输安全，确定了一种偏于安全的运输姿态，构件重心与

驳船重心重合；

步骤2、运输姿态第一次起吊：异性钢桁架构件运输至吊装位置后，首先在主梁上确定

临时搁置点，并设置简易临时转动铰，然后在异性钢桁架构件上焊接一组临时吊耳，利用缆

索吊装系统将异性钢桁架构件起吊，通过牵引系统将异性钢桁架构件吊至临时搁置点搁

置，临时吊点松钩；

步骤3、异性钢桁架构件整体竖转：将异性钢桁架构件起吊至临时搁置点后，临时吊点

松钩，利用1组缆索吊装系统吊点将异性钢桁架构件整体竖转至设计安装姿态，即将异性钢

桁架构件重心竖转至两组设计安装吊耳中间；

步骤4、设计安装姿态第二次起吊：异性钢桁架构件整体竖转至设计安装姿态后，安装

另外一组设计安装起吊吊点，第二次起吊将异性钢桁架构件安装至设计位置，完成吊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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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海上大吨位异性钢桁架构件缆索吊整体竖转起吊施工

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构件起吊施工方法，具体讲是一种海上大吨位异性钢桁架构件缆

索吊整体竖转起吊施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常用吊装方法的种类：

[0003] (1)对称吊装法适用于在车间厂房内和其他难以采用自行式起重机吊装的场合。

(2)滑移吊装法主要针对自身高度较高的高耸设备或结构。(3)旋转吊装法的基本原理是将

设备或构件底部用旋转铰链与其基础连接，利用起重机使设备或构件绕铰链旋转，达到直

立。(4)超高空斜承索吊运设备吊装法适用于在超高空吊装中、小型设备，山区的上山索道。

(5)计算机控制集群液压千斤顶整体吊装大型设备与构件的吊装方法特点可以概括液压千

斤顶(提升油缸)多点联合吊装、钢绞线悬挂承重、计算机同步控制，目前该方法有两种方

式：“上拔式”和“爬升式”两种。(6)“万能杆件”，在吊装中的应用。“万能杆件”由各种标准杆

件、节点板、缀板、填板、支撑靴组成，可以组合、拼装成桁架、墩架、塔架或龙门架等形式，常

用于桥梁施工中。(7)气(液)压顶升法的工作原理是提高和保持罐内一定的空气压力，利用

罐内外空气压力差将大型贮罐上部向上顶升，稳定在要求的高度。

[0004] 现有的吊施工方法未充分考虑钢桁架构件海上运输安全，不仅不适用于海上大吨

位异性钢桁架构件的起吊，而且施工效率慢，故需要加以改进。

[0005] 由于大吨位大尺寸构件海上运输无法按设计安装姿态运输，为充分考虑结构海上

运输安全及吊装安全，发明了分两次起吊，第一次按运输姿态临时起吊搁置，再整体竖转后

按设计姿态第二起吊安装。

发明内容

[0006] 因此，为了解决上述不足，本发明在此提供一种海上大吨位异性钢桁架构件缆索

吊整体竖转起吊施工方法；充分考虑钢桁架构件海上运输安全，利用现有施工技术准备和

条件，将运输姿态与设计安装姿态不同的大吨位异性钢桁架构件，采用缆索吊装系统分两

次起吊，第一次先将保持运输姿态的构件调离运输驳船，临时搁置后，利用缆索吊装系统将

构件整体竖转至设计安装姿态，再第二次将构件起吊安装。该方法成功的将海上大吨位异

性钢桁架构件顺利起吊，在保证异性超高超大钢桁构件海上运输安全的前提下，极大的提

高了施工效率，填补了利用缆索吊装系统将异性钢桁架构件整体竖转起吊安装的技术空

白，是一种贴合实际、科学合理的施工方法。

[0007] 本发明是这样实现的，构造一种海上大吨位异性钢桁架构件缆索吊整体竖转起吊

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主要施工步骤如下：

[0008] 步骤1、确定一种偏于安全的运输姿态：构件为异性钢桁架构件，因海上运输构件

超高无法按设计安装姿态运输，为确保运输安全，确定了一种偏于安全的运输姿态，构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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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与驳船重心重合；

[0009] 步骤2、运输姿态第一次起吊：异性钢桁架构件运输至吊装位置后，首先在主梁上

确定临时搁置点，并设置简易临时转动铰，然后在异性钢桁架构件上焊接一组临时吊耳，利

用缆索吊装系统将异性钢桁架构件起吊，通过牵引系统将异性钢桁架构件吊至临时搁置点

搁置，临时吊点松钩；

[0010] 步骤3、异性钢桁架构件整体竖转：将异性钢桁架构件起吊至临时搁置点后，临时

吊点松钩，利用1组缆索吊装系统吊点将异性钢桁架构件整体竖转至设计安装姿态，即将异

性钢桁架构件重心竖转至两组设计安装吊耳中间；

[0011] 步骤4、设计安装姿态第二次起吊：异性钢桁架构件整体竖转至设计安装姿态后，

安装另外一组设计安装起吊吊点，第二次起吊将异性钢桁架构件安装至设计位置，完成吊

装。

[0012]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海上大吨位异性钢桁架构件缆索吊整体竖转起吊施工方法，充

分考虑钢桁架构件海上运输安全，利用现有施工技术准备和条件，将运输姿态与设计安装

姿态不同的大吨位异性钢桁架构件，采用缆索吊装系统分两次起吊，第一次先将保持运输

姿态的构件调离运输驳船，临时搁置后，利用缆索吊装系统将构件整体竖转至设计安装姿

态，再第二次将构件起吊安装。该方法成功的将海上大吨位异性钢桁架构件顺利起吊，在保

证异性超高超大钢桁构件海上运输安全的前提下，极大的提高了施工效率，填补了利用缆

索吊装系统将异性钢桁架构件整体竖转起吊安装的技术空白，是一种贴合实际、科学合理

的施工方法。

[0013] 本发明具有如下优点：

[0014] 优点1、海上超高超大异性钢桁架构件受运输高度限制，且异性构件重心按设计安

装姿态运输重心太高，海上运输风险极大，此方法解决了超高超大异性钢桁架构件的安全

运输问题。

[0015] 优点2、第一次起吊通过设置临时吊耳按运输姿态起吊，避免了构件按设计姿态起

吊其重心偏位对船舶可能造成侧翻的安全风险，可操作性更强。

[0016] 优点3、通过两次起吊及异性构件整体竖转，提高了现场起吊安装施工效率，施工

安全风险小。

[0017] 优点4、填补了利用缆索吊装系统单吊点将超高超大异性构件整体竖转的技术空

白，对同类型工程施工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附图说明

[0018] 图1-1至图1-2是异性构件运输姿态示意图。

[0019] 图2是异性钢桁架构件运输姿态第一次起吊示意图。

[0020] 图3是异性钢桁架构件运输姿态第一次起吊临时搁置示意图。

[0021] 图4是异性钢桁架构件整体竖转示意图。

[0022] 图5是异性钢桁架构件设计姿态第二次起吊安装示意图。

[0023] 其中：1异性构件运输姿态，2异性构件重心，3临时支撑，4驳船重心，5支撑脚与船

舶固定，6牵引绳，7起吊索，8牵引索，9主承重索，10后锚，11起吊索，12扣塔，13吊塔，14起吊

滑车组，15设计安装吊耳，16异性构件重心，17临时铰，18临时吊点松钩，19第二次起吊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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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20驳船重心。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将结合附图1-1至图5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

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

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

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5] 本发明通过改进在此提供一种海上大吨位异性钢桁架构件缆索吊整体竖转起吊

施工方法，主要施工步骤如下：

[0026] 步骤1、确定一种偏于安全的运输姿态：构件为异性钢桁架构件，因海上运输构件

超高无法按设计安装姿态运输，为确保运输安全，确定了一种偏于安全的运输姿态，构件重

心与驳船重心重合，如图1-1至1-2示：图1  -1至1-2为异性钢桁架构件运输姿态示意图。

[0027] 步骤2、运输姿态第一次起吊：异性钢桁架构件运输至吊装位置后，首先在主梁上

确定临时搁置点，并设置简易临时转动铰，然后在异性钢桁架构件上焊接一组临时吊耳，利

用缆索吊装系统将异性钢桁架构件起吊，通过牵引系统将异性钢桁架构件吊至临时搁置点

搁置，临时吊点松钩。起吊安装示意图如图2、图3示。图2  异性钢桁架构件运输姿态第一次

起吊示意图，图3异性钢桁架构件运输姿态第一次起吊临时搁置示意图。

[0028] 步骤3、异性钢桁架构件整体竖转：将异性钢桁架构件起吊至临时搁置点后，临时

吊点松钩，利用1组缆索吊装系统吊点将异性钢桁架构件整体竖转至设计安装姿态（即将异

性钢桁架构件重心竖转至两组设计安装吊耳中间）。整体竖转示意图如图4示，图4异性钢桁

架构件整体竖转示意图。

[0029] 步骤4、设计安装姿态第二次起吊：异性钢桁架构件整体竖转至设计安装姿态后，

安装另外一组设计安装起吊吊点，第二次起吊将异性钢桁架构件安装至设计位置，完成吊

装，如图5示，图5  异性钢桁架构件设计姿态第二次起吊安装示意图。

[0030]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海上大吨位异性钢桁架构件缆索吊整体竖转起吊施工方法，其

充分考虑钢桁架构件海上运输安全，利用现有施工技术准备和条件，将运输姿态与设计安

装姿态不同的大吨位异性钢桁架构件，采用缆索吊装系统分两次起吊，第一次先将保持运

输姿态的构件调离运输驳船，临时搁置后，利用缆索吊装系统将构件整体竖转至设计安装

姿态，再第二次将构件起吊安装。该方法成功的将海上大吨位异性钢桁架构件顺利起吊，在

保证异性超高超大钢桁构件海上运输安全的前提下，极大的提高了施工效率，填补了利用

缆索吊装系统将异性钢桁架构件整体竖转起吊安装的技术空白，是一种贴合实际、科学合

理的施工方法。

[0031] 本发明的特点是：大吨位大尺寸构件海上运输无法按设计安装姿态运输，为充分

考虑结构海上运输安全及吊装安全，发明了分两次起吊，第一次按运输姿态临时起吊搁置，

再整体竖转后按设计姿态第二起吊安装。

[0032] 对所公开的实施例的上述说明，使本领域专业技术人员能够实现或使用本发明。

对这些实施例的多种修改对本领域的专业技术人员来说将是显而易见的，本文中所定义的

一般原理可以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或范围的情况下，在其它实施例中实现。因此，本发明

将不会被限制于本文所示的这些实施例，而是要符合与本文所公开的原理和新颖特点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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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的最宽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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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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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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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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