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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倒梯形大桥主梁拼装胎架

的建造工艺，依次经过拼装胎架的拼装、拼装胎

架的牙板安装、拼装胎架测量控制网设置及拼装

胎架的检测完成整个建造工艺。其优点在于：本

发明专用于倒梯形大桥主梁，以确保整个钢主梁

的外形和尺寸，而且拼装胎架的横梁为可拆卸

式，方便运输和安装，节省大量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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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倒梯形大桥主梁拼装胎架的建造工艺，其特征在于，依次经过拼装胎架的拼装、

拼装胎架的牙板安装、拼装胎架测量控制网设置及拼装胎架的检测完成整个建造工艺，具

体步骤包括：

1)拼装胎架的拼装：

a立柱的定位：根据拼装车间承载纵梁上已布置完成的预埋件，在地面上放样出立柱分

布的纵横中心线，然后用水准仪测出立柱纵横中心线范围内的地面水平差值，在立柱下料

时，将此差值加入到料尺寸中，立柱下料的同时，根据图纸将立柱竖立到相应的预埋件上，

用水平尺校直立柱的垂直度后，将立柱与预埋铁焊接牢固；

b横梁的定位：根据拼装胎架设计图，将横梁按图纸尺寸下料并放置到立柱上，在地面

上画出钢主梁的纵向中心线，用经纬仪调校首尾横梁的中心线与钢主料的纵向中心线共

线，将首尾横梁间拉线调整同一高度的横梁对齐，横梁对齐后用水平尺校直横梁的水平度，

钢卷尺检验每档横梁间距后，将横梁与立柱施焊牢固；

c横梁间纵向连接梁的安装：根据拼装胎架设计图，对照地面承载纵梁的纵向中心线，

在横梁间安装纵向连接梁；

d组件的安装：根据胎架图纸的尺寸，组成组件1、组件2和组件3；

e各组件的定位：以原地面钢主梁胎架中心线为基准，画出两侧组件的定位线，按照定

位线和与横梁腹板对筋的方式将每片组件放置在横梁上粗定位，制作带有花篮螺丝的临时

支撑杆，将每片组件临时支撑固定在横梁上，利用水平尺配合微调临时支撑杆上的花篮螺

丝，将每片组件调整到垂直位置，并用角度样板检验横梁与组件斜杠间的角度，检验合格后

将各组件施焊在横梁上；

f组件间纵向连接梁的安装：按照图纸上的纵向连接梁位置尺寸，在每片组件间安装纵

向连接梁，使组件1、组件2和组件3分别形成独立的网架结构；

g斜梯的安装：在钢主梁小节段间为方便在腹板外侧粘贴陶瓷衬垫，在胎架上小节段间

的拼接处设计简易斜梯，并与拼装胎架焊接牢固；

h拼装胎架上部平台安装：根据胎架设计图，在拼装胎架上部安装可供人行走的平台，

为保证人员的安全，在左、右两侧平台外侧安装栏杆，中间平台的中间安装栏杆；

i横梁拆卸装置的安装：钢主梁拼装结束后，为了让液压平板车进入胎架将钢主梁运

出，拼装胎架的横梁做成可拆卸的，按照图纸尺寸在横梁上先画出割断线，将联接板点焊到

横梁割断线处，配钻横梁上的孔后将横梁斜撑安装连接到位，沿割断线将横梁割断后，用联

接板和螺栓螺母联接紧固；

2)拼装胎架的牙板安装：拼装胎架的牙板主要分为底板牙板和腹板牙板，底板牙板安

装在横梁上，腹板牙板安装在各组件的斜撑杆上，钢主梁的外形尺寸及预拱度线型最终是

由牙板来保证的，底板牙板的预拱度曲线必须按照钢主梁设计蓝图给出的理论起拱后线型

来确定；

3)拼装胎架测量控制网设置：

a测量标志塔及地样线的设置：在钢主梁中心处设有永久的地样，在腹板与上翼缘板交

界处的一端各设一个测量标志塔，测量标志塔顶端设有标尺，中间设有图样标识，并以左右

两侧为基准，运用盘左盘右倒镜定点的方法定出测量标志塔非拼装梁段侧50米处设定永久

性地标，并对各夹角进行复测，再利用激光经纬仪划出各梁段的横向定位基准线，最终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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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地样线；

b标高控制网设置：标高基准点布置在胎架之外，其纵向间距不宜过长，且应坚实可靠、

最大沉降不得大于2mm的基础之上，进行控制测量时，要求测得的控制网闭合差不大于2mm，

标高控制网内各标高基点标高数据应当记录成册，并定期进行检测；

c胎架纵、横基准线设置：胎架纵向基准线设于地面预埋钢板之上，并用样冲做好标记，

每轮胎架改造时需要进行重测，横向基准线设于地面预埋钢板上，顶板与腹板胎架位置处

的边上，设立一根平行于顶板与腹板纵向中轴线的钢丝，胎架的纵、横向基准线仅用于节段

制造过程中结构的初步定位，结构的精准定位则依据梁段两端的标志塔上标尺配合经纬仪

或全站仪进行；

4)拼装胎架的检测：首次梁段拼装前及以后每轮次梁段下胎后，对胎架进行改造、检

测，做好检测记录，并报验胎架上牙板的拱度线性，确认合格后方可进行下一轮次的组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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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倒梯形大桥主梁拼装胎架的建造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主梁拼装胎架技术领域，特别是一种倒梯形大桥主梁拼装胎架的建造

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专用于倒梯形大桥主梁设计，从而保证钢主梁的外形尺寸和线型，传统的胎架不

能够确保倒梯形大桥主梁的安全和质量。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倒梯形大桥主梁拼装胎架的建造工

艺。

[0004]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取的技术方案是：

[0005] 一种倒梯形大桥主梁拼装胎架的建造工艺，其创新点在于，依次经过拼装胎架的

拼装、拼装胎架的牙板安装、拼装胎架测量控制网设置及拼装胎架的检测完成整个建造工

艺，具体步骤包括：

[0006] 1)拼装胎架的拼装：

[0007] a立柱的定位：根据拼装车间承载纵梁上已布置完成的预埋件，在地面上放样出立

柱分布的纵横中心线，然后用水准仪测出立柱纵横中心线范围内的地面水平差值，在立柱

下料时，将此差值加入到料尺寸中，立柱下料的同时，根据图纸将立柱竖立到相应的预埋件

上，用水平尺校直立柱的垂直度后，将立柱与预埋铁焊接牢固；

[0008] b横梁的定位：根据拼装胎架设计图，将横梁按图纸尺寸下料并放置到立柱上，在

地面上画出钢主梁的纵向中心线，用经纬仪调校首尾横梁的中心线与钢主料的纵向中心线

共线，将首尾横梁间拉线调整同一高度的横梁对齐，横梁对齐后用水平尺校直横梁的水平

度，钢卷尺检验每档横梁间距后，将横梁与立柱施焊牢固

[0009] c横梁间纵向连接梁的安装：根据拼装胎架设计图，对照地面承载纵梁的纵向中心

线，在横梁间安装纵向连接梁；

[0010] d组件的安装：根据胎架图纸的尺寸，组成组件1、组件2和组件3；

[0011] e各组件的定位：以原地面钢主梁胎架中心线为基准，画出两侧组件的定位线，按

照定位线和与横梁腹板对筋的方式将每片组件放置在横梁上粗定位，制作带有花篮螺丝的

临时支撑杆，将每片组件临时支撑固定在横梁上，利用水平尺配合微调临时支撑杆上的花

篮螺丝，将每片组件调整到垂直位置，并用角度样板检验横梁与组件斜杠间的角度，检验合

格后将各组件施焊在横梁上；

[0012] f组件间纵向连接梁的安装：按照图纸上的纵向连接梁位置尺寸，在每片组件间安

装纵向连接梁，使组件1、组件2和组件3分别形成独立的网架结构；

[0013] g斜梯的安装：在钢主梁小节段间为方便在腹板外侧粘贴陶瓷衬垫，在胎架上小节

段间的拼接处设计简易斜梯，并与拼装胎架焊接牢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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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h拼装胎架上部平台安装：根据胎架设计图，在拼装胎架上部安装可供人行走的平

台，为保证人员的安全，在左、右两侧平台外侧安装栏杆，中间平台的中间安装栏杆；

[0015] i横梁拆卸装置的安装：钢主梁拼装结束后，为了让液压平板车进入胎架将钢主梁

运出，拼装胎架的横梁做成可拆卸的，按照图纸尺寸在横梁上先画出割断线，将联接板点焊

到横梁割断线处，配钻横梁上的孔后将横梁斜撑安装连接到位，沿割断线将横梁割断后，用

联接板和螺栓螺母联接紧固。

[0016] 2)拼装胎架的牙板安装：拼装胎架的牙板主要分为底板牙板和腹板牙板，底板牙

板安装在横梁上，腹板牙板安装在各组件的斜撑杆上，钢主梁的外形尺寸及预拱度线型最

终是由牙板来保证的，底板牙板的预拱度曲线必须按照钢主梁设计蓝图给出的理论起拱后

线型来确定；

[0017] 3)拼装胎架测量控制网设置：

[0018] a测量标志塔及地样线的设置：在钢主梁中心处设有永久的地样，在腹板与上翼缘

板交界处的一端各设一个测量标志塔，测量标志塔顶端设有标尺，中间设有图样标识，并以

左右两侧为基准，运用盘左盘右倒镜定点的方法定出测量标志塔非拼装梁段侧50米处设定

永久性地标，并对各夹角进行复测，再利用激光经纬仪划出各梁段的横向定位基准线，最终

放出测量地样线；

[0019] b标高控制网设置：标高基准点布置在胎架之外，其纵向间距不宜过长，且应坚实

可靠、最大沉降不得大于2mm的基础之上，进行控制测量时，要求测得的控制网闭合差不大

于2mm，标高控制网内各标高基点标高数据应当记录成册，并定期进行检测；

[0020] c胎架纵、横基准线设置：胎架纵向基准线设于地面预埋钢板之上，并用样冲做好

标记，每轮胎架改造时需要进行重测，横向基准线设于地面预埋钢板上，顶板与腹板胎架位

置处的边上，设立一根平行于顶板与腹板纵向中轴线的钢丝，胎架的纵、横向基准线仅用于

节段制造过程中结构的初步定位，结构的精准定位则依据梁段两端的标志塔上标尺配合经

纬仪或全站仪进行。

[0021] 4)拼装胎架的检测：首次梁段拼装前及以后每轮次梁段下胎后，对胎架进行改造、

检测，做好检测记录，并报验胎架上牙板的拱度线性，确认合格后方可进行下一轮次的组

装。

[0022]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如下：

[0023] 本发明专用于倒梯形大桥主梁，以确保整个钢主梁的外形和尺寸，而且拼装胎架

的横梁为可拆卸式，方便运输和安装，节省大量成本。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一种倒梯形大桥主梁拼装胎架的建造工艺，依次经过拼装胎架的拼装、拼装胎架

的牙板安装、拼装胎架测量控制网设置及拼装胎架的检测完成整个建造工艺，具体步骤包

括：

[0025] 1)拼装胎架的拼装：

[0026] a立柱的定位：根据拼装车间承载纵梁上已布置完成的预埋件，在地面上放样出立

柱分布的纵横中心线，然后用水准仪测出立柱纵横中心线范围内的地面水平差值，在立柱

下料时，将此差值加入到料尺寸中，立柱下料的同时，根据图纸将立柱竖立到相应的预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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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用水平尺校直立柱的垂直度后，将立柱与预埋铁焊接牢固；

[0027] b横梁的定位：根据拼装胎架设计图，将横梁按图纸尺寸下料并放置到立柱上，在

地面上画出钢主梁的纵向中心线，用经纬仪调校首尾横梁的中心线与钢主料的纵向中心线

共线，将首尾横梁间拉线调整同一高度的横梁对齐，横梁对齐后用水平尺校直横梁的水平

度，钢卷尺检验每档横梁间距后，将横梁与立柱施焊牢固

[0028] c横梁间纵向连接梁的安装：根据拼装胎架设计图，对照地面承载纵梁的纵向中心

线，在横梁间安装纵向连接梁；

[0029] d组件的安装：根据胎架图纸的尺寸，组成组件1、组件2和组件3；

[0030] e各组件的定位：以原地面钢主梁胎架中心线为基准，画出两侧组件的定位线，按

照定位线和与横梁腹板对筋的方式将每片组件放置在横梁上粗定位，制作带有花篮螺丝的

临时支撑杆，将每片组件临时支撑固定在横梁上，利用水平尺配合微调临时支撑杆上的花

篮螺丝，将每片组件调整到垂直位置，并用角度样板检验横梁与组件斜杠间的角度，检验合

格后将各组件施焊在横梁上；

[0031] f组件间纵向连接梁的安装：按照图纸上的纵向连接梁位置尺寸，在每片组件间安

装纵向连接梁，使组件1、组件2和组件3分别形成独立的网架结构；

[0032] g斜梯的安装：在钢主梁小节段间为方便在腹板外侧粘贴陶瓷衬垫，在胎架上小节

段间的拼接处设计简易斜梯，并与拼装胎架焊接牢固；

[0033] h拼装胎架上部平台安装：根据胎架设计图，在拼装胎架上部安装可供人行走的平

台，为保证人员的安全，在左、右两侧平台外侧安装栏杆，中间平台的中间安装栏杆；

[0034] i横梁拆卸装置的安装：钢主梁拼装结束后，为了让液压平板车进入胎架将钢主梁

运出，拼装胎架的横梁做成可拆卸的，按照图纸尺寸在横梁上先画出割断线，将联接板点焊

到横梁割断线处，配钻横梁上的孔后将横梁斜撑安装连接到位，沿割断线将横梁割断后，用

联接板和螺栓螺母联接紧固。

[0035] 2)拼装胎架的牙板安装：拼装胎架的牙板主要分为底板牙板和腹板牙板，底板牙

板安装在横梁上，腹板牙板安装在各组件的斜撑杆上，钢主梁的外形尺寸及预拱度线型最

终是由牙板来保证的，底板牙板的预拱度曲线必须按照钢主梁设计蓝图给出的理论起拱后

线型来确定；

[0036] 3)拼装胎架测量控制网设置：

[0037] a测量标志塔及地样线的设置：在钢主梁中心处设有永久的地样，在腹板与上翼缘

板交界处的一端各设一个测量标志塔，测量标志塔顶端设有标尺，中间设有图样标识，并以

左右两侧为基准，运用盘左盘右倒镜定点的方法定出测量标志塔非拼装梁段侧50米处设定

永久性地标，并对各夹角进行复测，再利用激光经纬仪划出各梁段的横向定位基准线，最终

放出测量地样线；

[0038] b标高控制网设置：标高基准点布置在胎架之外，其纵向间距不宜过长，且应坚实

可靠、最大沉降不得大于2mm的基础之上，进行控制测量时，要求测得的控制网闭合差不大

于2mm，标高控制网内各标高基点标高数据应当记录成册，并定期进行检测；

[0039] c胎架纵、横基准线设置：胎架纵向基准线设于地面预埋钢板之上，并用样冲做好

标记，每轮胎架改造时需要进行重测，横向基准线设于地面预埋钢板上，顶板与腹板胎架位

置处的边上，设立一根平行于顶板与腹板纵向中轴线的钢丝，胎架的纵、横向基准线仅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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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段制造过程中结构的初步定位，结构的精准定位则依据梁段两端的标志塔上标尺配合经

纬仪或全站仪进行。

[0040] 4)拼装胎架的检测：首次梁段拼装前及以后每轮次梁段下胎后，对胎架进行改造、

检测，做好检测记录，并报验胎架上牙板的拱度线性，确认合格后方可进行下一轮次的组

装。

[0041] 以上所述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不能以此来限定本发明之权利范围。应当指

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等同替换，都

不脱离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说　明　书 4/4 页

7

CN 107841949 B

7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DES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