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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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1178509.7

(22)申请日 2020.10.29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12144424 A

(43)申请公布日 2020.12.29

(73)专利权人 魏家乐

地址 710000 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长安国

际企业总部27号楼陕西通宇公路研究

所有限公司

(72)发明人 魏家乐　

(74)专利代理机构 保定运维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13133

专利代理师 钟骁

(51)Int.Cl.

E01D 24/00(2006.01)

E01D 4/00(2006.01)

E01D 101/24(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10847063 A,2020.02.28

CN 101215825 A,2008.07.09

CN 110130200 A,2019.08.16

CN 108660903 A,2018.10.16

CN 107119584 A,2017.09.01

CN 108385543 A,2018.08.10

KR 20110067942 A,2011.06.22

审查员 于艳然

 

(54)发明名称

一种哑铃型截面的钢管混凝土拱桥拱肋拆

除施工方法

(57)摘要

一种哑铃型截面的钢管混凝土拱桥拱肋拆

除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施工步骤：按照原施工工

序的逆序拆除桥面系和主梁；安装拱肋施工平台

及缆索吊装系统；以下管为支架，分段切割上管

和缀板，并利用缆索吊装系统逐段拆除；待上管

切割完成后，利用斜拉扣挂施工体系，调整扣索

力至拱中应力趋近于零，打开拱肋，逐段切割吊

走拆除。利用哑铃型钢管混凝土拱桥的下管作为

支架分段拆除上管，再安装斜拉扣挂体系拆除下

管，使拱肋的自重降低50％，降低斜拉扣挂体系

的设计要求，降低施工成本和施工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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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哑铃型截面的钢管混凝土拱桥拱肋拆除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施工

步骤：

所述钢管混凝土拱桥拱肋的截面为哑铃型，包括上管、下管和缀板，所述上管位于所述

下管的上方，所述缀板位于所述上管和所述下管的中间；

按照原施工工序的逆序拆除桥面系和主梁；

安装拱肋施工平台及缆索吊装系统；

在下管的拱顶拱中提前焊接工字钢，并安装应力测试装置；以下管为支架，分段切割上

管和缀板，并利用缆索吊装系统逐段拆除；在拱肋打开过程中进行应力测试，调整扣索力至

拱中应力趋近于零，打开拱肋，沿绳锯切缝逐段切割吊走拆除；

待上管切割完成后，主拱肋的自重为原拱肋的一半；利用斜拉扣挂施工体系，调整扣索

力至拱中应力趋近于零，打开拱肋，逐段切割吊走拆除。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哑铃型截面的钢管混凝土拱桥拱肋拆除施工方法，其特征在

于，按照从跨中向两边的顺序对称拆除护栏和人行道板，再按照从跨中向两边的顺序对称

拆除主纵梁，最后按照从跨中向两边的顺序对称拆除横梁和吊杆。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哑铃型截面的钢管混凝土拱桥拱肋拆除施工方法，其特征在

于，在主拱圈侧面焊接临时施工平台，用于拱肋上的施工作业。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哑铃型截面的钢管混凝土拱桥拱肋拆除施工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缆索吊装系统用于主拱圈中的上管、下管的拆除吊装。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哑铃型截面的钢管混凝土拱桥拱肋拆除施工方法，其特征在

于，先用缆索吊挂住待切割拱段，然后在拱肋施工平台上按照节段划分利用绳锯切割上管

拱肋，利用氧气乙炔割枪切割缀板，切割完成后利用缆索吊走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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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哑铃型截面的钢管混凝土拱桥拱肋拆除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拱桥拆除技术领域，更具体地说，特别涉及一种哑铃型截面的钢管混

凝土拱桥拱肋拆除施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钢管混凝土拱桥是20世纪90年代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拱桥技术，它发挥钢管和混

凝土的力学特性，具有承载力高、跨越能力强、抗震性能好、施工方便等优良特性。

[0003] 当钢管混凝土拱桥承载能力退化、不满通行要求、或限于环境或者其他原因不得

采用爆破法拆除的时候，往往需要采用与原施工工序相反的逆序拆除法施工。对于钢管混

凝土拱桥，其管内混凝土已经成型，很难破碎清除，导致斜拉扣挂系统的设计要求提高，成

本和风险也相应提高。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哑铃型截面的钢管混凝土拱桥拱肋拆除施工方法，解决相关技

术中钢管混凝土拱桥拆除时对斜扣挂系统设计要求高、成本高、风险高的问题。

[0005]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方面，提供了一种哑铃型截面的钢管混凝土拱桥拱肋拆除施工

方法，包括以下施工步骤：

[0006] 按照原施工工序的逆序拆除桥面系和主梁；

[0007] 安装拱肋施工平台及缆索吊装系统；

[0008] 以下管为支架，分段切割上管和缀板，并利用缆索吊装系统逐段拆除；

[0009] 待上管切割完成后，利用斜拉扣挂施工体系，调整扣索力至拱中应力趋近于零，打

开拱肋，逐段切割吊走拆除。

[0010] 进一步的，所述钢管混凝土拱桥拱肋的截面为哑铃型，包括上管、下管和缀板，所

述上管和下管通过缀板连接于一体，所述上管位于所述下管的上方，所述缀板位于所述上

管和所述下管的中间。

[0011] 进一步的，按照从跨中向两边的顺序对称拆除护栏和人行道板，再按照从跨中向

两边的顺序对称拆除主纵梁，最后按照从跨中向两边的顺序对称拆除横梁和吊杆。

[0012] 进一步的，在主拱圈侧面焊接临时施工平台，用于拱肋上的施工作业。

[0013] 进一步的，所述缆索吊装系统用于主拱圈中的上管、下管的拆除吊装。

[0014] 进一步的，先用缆索吊挂住待切割拱段，然后在拱肋施工平台上按照节段划分利

用绳锯切割上管拱肋，利用氧气乙炔割枪切割缀板，切割完成后利用缆索吊走拆除。

[0015] 进一步的，待上管切割完成后，主拱肋的自重为原拱肋的一半。

[0016] 通过本发明提供的哑铃型截面的钢管混凝土拱桥拱肋拆除施工方法，发挥原有结

构的承载能力，利用哑铃型钢管混凝土拱桥的下管作为支架分段拆除上管，再安装斜拉扣

挂体系拆除下管，使拱肋的自重降低50％，降低斜拉扣挂体系的设计要求，降低施工成本和

施工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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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7] 构成本申请的一部分的附图用来提供对本发明的进一步理解，本发明的示意性实

施例及其说明用于解释本发明，并不构成对本发明的不当限定。在附图中：

[0018] 图1是本发明具体实施例中哑铃型截面的钢筋混凝土桥拱拱肋截面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是本发明具体实施例中下管拱肋拆除前安装结构示意图；

[0020] 图3是本发明具体实施例中拆除上管和缀板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4是本发明具体实施例中上管和缀板拆除完毕后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5是本发明具体实施例中的安装斜拉扣挂施工体系结构示意图。

[0023] 图中：1、上管，2、下管，3、缀板，4、工字钢，5、应力测试装置，6、绳锯切缝，7、缆索吊

装系统，8、斜拉扣挂施工体系。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需要说明的是，在不冲突的情况下，本申请中的实施例及实施例中的特征可以相

互组合。下面将参考附图并结合实施例来详细说明本发明。

[0025] 为了使本技术领域的人员更好地理解本发明方案，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

附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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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发明一部分的实施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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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应当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

围。

[0026] 需要说明的是，本发明的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及上述附图中的术语“第一”、“第

二”等是用于区别类似的对象，而不必用于描述特定的顺序或先后次序。应该理解这样使用

的数据在适当情况下可以互换，以便这里描述的本发明的实施例。此外，术语“包括”和“具

有”以及他们的任何变形，意图在于覆盖不排他的包含，例如，包含了一系列步骤或单元的

过程、方法、系统、产品或设备不必限于清楚地列出的那些步骤或单元，而是可包括没有清

楚地列出的或对于这些过程、方法、产品或设备固有的其它步骤或单元。

[0027] 具体实施例一，如图1‑图5所示，本哑铃型截面的钢管混凝土拱桥拱肋拆除施工方

法，应用于哑铃型截面的钢筋混凝土桥拱拱肋的拆除，该种桥拱拱肋的截面图如图1所示，

上管1和下管通过缀板3连接于一体，上管1位于下管2的上方，缀板3位于上管1和下管2的中

间。

[0028] 本拱肋拆除施工方法中，利用哑铃型结构的下管作为支撑，拆除上管和缀板，降低

拱肋本身的自重，再按照斜拉扣挂法拆除下管，从而完成拱肋的拆除。

[0029] 本拱肋拆除施工方法具体施工工序为：

[0030] (1)按照原施工工序的逆序拆除桥面系和主梁。

[0031] 按照从跨中向两边的顺序对称拆除护栏、人行道板，再按照从跨中向两边的顺序

对称拆除主纵梁，最后依旧按照从跨中向两边的顺序对称拆除横梁和吊杆。

[0032] (2)安装拱肋施工平台及缆索吊装系统7。

[0033] 在主拱圈侧面焊接临时施工平台，用于拱肋上的施工作业。安装缆索吊装系统，用

于主拱圈中的上管、下管的拆除吊装。

[0034] 其中，施工平台设置在拱圈拱脚处，在施工平台上铺设沿桥横向延伸的轨道。缆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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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装系统的塔柱设置在拱脚处桥两侧。

[0035] 缆索吊装系统包括主索、工作索、塔架及锚固装置。其中，工作索包括起重索、牵引

索和扣索等。缆索吊装的工作原理是利用主缆承受吊重和作为跑车的运行轨道，主索跑车

上的起重装置和牵引装置将构件吊起、升降、运输和安装。缆索吊装系统的结构和原理均属

于现有技术，在此不再赘述。

[0036] (3)以下管为支架分段切割上管和缀板，并使用缆索吊装系统逐段拆除。

[0037] 如图3所示，先用缆索吊挂住待切割拱段，然后在拱肋施工平台上按照节段划分使

用绳锯切割上管拱肋，使用氧气乙炔割枪切割缀板。切割完成后，将切割成一段段的上管‑

缀板组合体利用缆索吊装系统按照从中间到两侧的顺序吊走拆除。

[0038] (4)待上管切割完成后，此时主拱肋的自重仅有原拱肋的一半，如图4所示。此时，

安装常规的斜拉扣挂施工体系8，如图5所示，斜拉扣索按照从下到上的顺序依次张拉，扣索

的初步索力由有限元仿真模型计算得出。

[0039] 在下管2的拱顶拱中提前焊接工字钢4，并安装应力测试装置5，如图2所示，在拱肋

打开过程中进行应力测试。若应力变大则通过补张拉扣索索力的方式工字钢的应力水平的

在拱顶打开过程中始终趋近于零应力状态，以此保证拱顶打开过程的安全性。调整扣索力

至拱中应力趋近于零，打开拱肋，沿绳锯切缝6逐段切割吊走拆除。

[0040] 其中，该斜拉扣挂施工体系的安装工序为：按照施工准备→平衡锁安装、张拉→拱

肋N节段吊装→扣索安装及锚固端固定→扣索张拉→完成拱肋N节段吊装→继续拱肋N+1节

段吊装→主拱肋合龙→斜拉扣挂系统。由于斜拉扣挂施工体系8是针对仅为原拱肋重量一

半的下管拱肋设计，其平衡锁采用强度标准值1860MPa的钢绞线，扣索采用1860MPa的钢绞

线，扣索分批安装于对应的下管拱肋节段，扣索采用单端拉张，张拉端位于该体系扣塔锚梁

上，固定端位于下管拱肋扣点上，均采用OVN可调锚具。本实施例中，该斜拉扣挂施工体系的

结构承受力与常规拆除方法的结构承受力相比，减少一半。

[0041] 通过本发明提供的哑铃型截面的钢管混凝土拱桥拱肋拆除施工方法，发挥原有结

构的承载能力，利用哑铃型钢管混凝土拱桥的下管作为支架分段拆除上管，再安装斜拉扣

挂体系拆除下管，使拱肋的自重降低50％，从而能够降低斜拉扣挂体系的承重和受力要求，

降低施工成本和施工风险。

[0042] 本发明不局限于上述实施方式，任何人在本发明的启示下都可以得出其他各种形

式的产品。凡依本发明申请专利范围所做的均等变化与修饰，皆应属于本发明的涵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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