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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一种钢拱桥吊杆加工及吊装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钢拱桥吊杆加工及吊装方

法，将吊杆为4个段分别加工，每段较短，避免了

运输过程中承受负弯矩；在桥梁施工现场先通过

销轴将4个段连接成两个吊杆节段，然后在竖直

状态下将两个节段组装成整体吊杆，最后在竖直

状态下将吊杆转移至安装位置与拱圈和桥面系

连接。本发明从吊杆结构上和吊装过程中避免了

吊杆的非弹性变形，保证成桥后吊杆受力状态与

设计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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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钢拱桥吊杆加工及吊装方法，其特征在于：

(1)将吊杆划分为多个段，包括与拱圈连接的上连接段、与桥面系连接的下连接段，以

及与上连接段和下连接段连接的中间段，所述中间段又分为上中间节段和下中间节段；各

段分别加工，其中上连接段的上端开设用于与拱圈连接的螺孔，下端两侧焊接耳板；上中间

节段上端两侧焊接耳板，下端开设螺孔；下中间节段上端开设螺孔，下端两侧焊接耳板；下

连接段的上端两侧焊接耳板，下端暂不开设螺孔；

(2)将加工好的各段运抵桥梁施工现场；在水平台座上将上连接段与上中间节段的耳

板用销轴连接，组成吊杆上节段；将下中间节段与下连接段的耳板用销轴连接，组成吊杆下

节段；

(3)将吊杆下节段起吊至竖直状态，并置于水深大于吊杆下节段的水中以保持竖直状

态，下中间节段的上端露出水面，并用夹具夹紧；将吊杆上节段起吊至竖直状态，并将上中

间节段的下端与下中间节段的上端上下对齐；

(4)在上中间节段的下端和下中间节段的上端两侧面分别设置一连接板，用螺栓将连

接板与上中间节段和下中间节段连接牢固，完成吊杆组装；

(5)用吊机将组装好的吊杆竖直吊至桥上安装位置，将上连接段与钢拱桥的拱圈节点

板连接；然后根据桥面系节点板上的连接孔位，在下连接段下端的两侧开设螺孔，并通过螺

栓将下连接段与桥面系节点板连接，完成吊杆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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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钢拱桥吊杆加工及吊装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桥梁施工中的钢拱桥施工技术领域，涉及钢拱桥与桥面系之间的吊杆

的加工及吊装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钢拱桥具有外形美观、材料用量少、跨越能力大、结构刚度大、承载能力高等诸多

优点，在公路、铁路及公铁两用桥中均有较多应用。中、下承式钢拱桥均通过吊杆连接拱圈

与桥面系，因此吊杆为拱桥结构中最关键的受力结构之一，其可靠性、耐久性、适应性关系

到桥梁结构的安全和正常使用。

[0003] 现有技术中，吊杆一般采用横截面为箱型或H形的整体钢结构，由于吊杆长度很

长，在运输过程中要横向放置，在吊装过程中要在一端设置吊点起吊，因此吊杆在运输和吊

装过程中均会承受较大弯矩，但由于吊杆长细比大，承受弯矩的能力较差，会产生非弹性变

形，因此难以保证成桥后吊杆受力状态与设计一致。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上述问题，改进现有的吊杆结构，在吊杆加工时将整体结构

改为多段组装式结构，多段间通过销绞连接以改善吊杆的受力特性，并在吊装过程中尽量

保持吊杆为竖直状态，避免吊杆在运输和吊装过程中承受弯矩导致非弹性变形。

[0005]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6] 一种钢拱桥吊杆加工及吊装方法，其特征在于：

[0007] (1)将吊杆划分为多个段，包括与拱圈连接的上连接段、与桥面系连接的下连接

段，以及与上连接段和下连接段连接的中间段，所述中间段又分为上中间节段和下中间节

段；各段分别加工，其中上连接段的上端开设用于与拱圈连接的螺孔，下端两侧焊接耳板；

上中间节段上端两侧焊接耳板，下端开设螺孔；下中间节段上端开设螺孔，下端两侧焊接耳

板；下连接段的上端两侧焊接耳板，下端暂不开设螺孔；

[0008] (2)将加工好的各段运抵桥梁施工现场；在水平台座上将上连接段与上中间节段

的耳板用销轴连接，组成吊杆上节段；将下中间节段与下连接段的耳板用销轴连接，组成吊

杆下节段；

[0009] (3)将吊杆下节段起吊至竖直状态，并置于水深大于吊杆下节段的水中以保持竖

直状态，下中间节段的上端露出水面，并用夹具夹紧；将吊杆上节段起吊至竖直状态，并将

上中间节段的下端与下中间节段的上端上下对齐；

[0010] (4)在上中间节段的下端和下中间节段的上端两侧面分别设置一连接板，用螺栓

将连接板与上中间节段和下中间节段连接牢固，完成吊杆组装；

[0011] (5)用吊机将组装好的吊杆竖直吊至桥上安装位置，将上连接段与钢拱桥的拱圈

节点板连接；然后根据桥面系节点板上的连接孔位，在下连接段下端的两侧开设螺孔，并通

过螺栓将下连接段与桥面系节点板连接，完成吊杆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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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本发明将吊杆设置为分段结构，每一节段长度较短，一方面便于运输，另一方面避

免运输过程中承受弯矩；吊杆在现场组装，组装时采用竖直状态下组拼，避免吊杆在组装时

承受弯矩；在吊杆两端设置了销绞结构，根据铰接点只能传递剪力、不能传递弯矩的受力特

性，从结构上避免了吊装时吊杆的非弹性变形。

附图说明

[0013] 图1是本发明的施工流程图；

[0014] 图2是上连接段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3是下连接段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4是上中间节段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5是下中间节段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6是上连接段与上中间节段连接后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7是下中间节段与下连接段连接后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8是吊杆下节段与上节段的连接状态示意图；

[0021] 图9是吊杆连接完成后的正视结构示意图；

[0022] 图10是吊杆连接完成后的侧视结构示意图；

[0023] 图11是吊杆与拱圈及桥面系连接完成的状态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进行说明。图1是本发明的施工流程图，具体过程如下：

[0025] (1)如图2到图5所示，为便于吊杆运输，并减小吊杆运输、吊装过程中所承受的负

弯矩，本发明将吊杆划分为多个段，包括与拱圈连接的上连接段1、与桥面系连接的下连接

段4，以及与上连接段和下连接段连接的中间节段，其中中间节段又分为上中间节段2和下

中间节段3。

[0026] 各段分别加工，其中上连接段1的上端开设用于与拱圈连接的螺孔11，下端两侧焊

接耳板12；上中间节段2上端两侧焊接耳板21，下端开设螺孔22；下中间节段3上端开设螺孔

31，下端两侧焊接耳板32；下连接段4的上端两侧焊接耳板41，下端暂不开设螺孔。

[0027] (2)如图6、图7所示，将加工好的各段运抵桥梁施工现场；在水平台座上将上连接

段1与上中间节段2的耳板用销轴5连接，组成吊杆上节段；将下中间节段3与下连接段4的耳

板用销轴连接，组成吊杆下节段。

[0028] (3)如图8所示，将步骤(2)连接好的吊杆下节段起吊至竖直状态，并置于水深大于

吊杆下节段的水中，以保持竖直状态。在跨江/河施工时，可直接置于较深的江/河水中，下

中间节段3的上端露出水面，并用夹具10夹紧，保持其位置固定；将吊杆上节段起吊至竖直

状态，并将上中间节段2的下端与下中间节段3的上端上下对齐。

[0029] 上述吊杆上节段和下节段在起吊过程中，由于上连接段与上中间节段之间、下中

间节段与下连接段之间均为销轴连接，而且每个段的长度较小，因此承受的弯矩很小，不会

造成非弹性变形。

[0030] (4)如图9、图10所示，在上中间节段2的下端和下中间节段3的上端两侧面分别设

置一连接板6，用螺栓7将连接板6与上中间节段2和下中间节段3连接牢固，完成吊杆组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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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5)如图11所示，用吊机将组装好的吊杆竖直转移吊至桥上安装位置。吊装过程

中，如果距离较远，可采用两台或多台吊机采用接力吊的方式将吊杆吊至桥位。将上连接段

1与钢拱桥的拱圈节点板8用螺栓连接连接；然后根据桥面系节点板9上的连接孔位，在下连

接段4下端的两侧适当位置开设螺孔，并用螺栓将下连接段4与桥面系节点板9连接，完成吊

杆安装。

[0032] 上述吊杆组装和吊装过程中，因吊杆始终保持悬空竖直状态，避免了吊杆承受负

弯矩，从而避免了其非弹性变形。

[0033] 本发明在加工下连接段时，下连接段下端可比原设计长度多预留出一定长度，待

拱圈及桥面系安装就位后，精确测量拱圈及桥面系对应节点板的高差，以确定吊杆的最终

长度，并根据吊杆最终长度切割掉下连接段下端多余的部分。这样能避免因吊杆过长而承

受竖向压力，进一步避免其非弹性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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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附　图 3/6 页

8

CN 110820518 B

8



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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