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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桥梁施工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

种混凝土组合箱梁整体预制墙式护栏施工方法，

包括以下步骤：安装边梁模板并绑扎钢筋；设置

预埋件，混凝土浇筑成型；布置临时支架于边梁

护栏侧翼缘板下；预制护栏；安装配重梁；运输整

体预制箱梁至桥位处进行架设，安装刚性横梁于

所述刚性横梁预埋件后解除配重梁，进行边梁和

中梁的横隔梁、湿接缝浇筑；待横隔梁及湿接缝

强度满足要求后，解除刚性横梁，护栏施工完成。

本发明通过边梁与护栏的预制，在工厂即完成了

边梁的整体预制工作，现场仅需架设连接工作，

提高护栏的施工效率；通过护栏的整体预制，使

得箱梁架设完成后，护栏的整体线性更加美观，

整体强度得到了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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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混凝土组合箱梁整体预制墙式护栏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安装边梁模板并绑扎钢筋；

预埋配重梁预埋件和刚性横梁预埋件于边梁的绑扎钢筋上，并对边梁进行浇筑成型；

布置临时支架于边梁护栏侧翼缘板下；

预制护栏于成型后的所述边梁翼缘侧；

安装配重梁于所述配重梁预埋件上；

运输整体预制箱梁至桥位处进行架设，安装刚性横梁于所述刚性横梁预埋件后解除配

重梁，进行边梁和中梁横隔梁、湿接缝浇筑；

待横隔梁及湿接缝强度满足要求后，解除刚性横梁，护栏施工完成。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混凝土组合箱梁整体预制墙式护栏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在

所述安装边梁模板并绑扎钢筋步骤中，先根据护栏自重调整底模预拱度值，以保证边梁与

中梁连接横隔梁时高程一致。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混凝土组合箱梁整体预制墙式护栏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在

步骤预埋配重梁预埋件和刚性横梁预埋件于边梁的绑扎钢筋上，并对边梁进行浇筑成型

中，还包括布置吊装孔，所述吊装孔用于起吊。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混凝土组合箱梁整体预制墙式护栏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在

步骤布置临时支架于边梁护栏侧翼缘板下中，所述临时支架与翼缘板下侧腹板外侧接触并

顶紧。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混凝土组合箱梁整体预制墙式护栏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在

步骤预制护栏于成型后的所述边梁翼缘侧中，需要在预制护栏时设置断缝。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混凝土组合箱梁整体预制墙式护栏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在

步骤安装配重梁于所述配重梁预埋件上中，所述配重梁与护栏至箱梁中线的扭矩等效，配

重梁在预设刚性横梁位置处断开，纵桥向分段配置。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混凝土组合箱梁整体预制墙式护栏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在

步骤安装配重梁于所述配重梁预埋件上后，还包括撤掉临时支架并吊装箱梁移至存梁场的

步骤。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混凝土组合箱梁整体预制墙式护栏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刚性横梁预埋件布置于跨中、1/4跨、3/4跨截面顶板与腹板交界位置处，刚性横梁穿过配

重梁分段间隙与所述刚性横梁预埋件栓接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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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混凝土组合箱梁整体预制墙式护栏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桥梁施工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混凝土组合箱梁整体预制墙式护栏

施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箱梁护栏是指设置在箱梁两侧、用于保障桥梁通行安全的刚性结构。组合箱梁桥

护栏多采用现场浇筑方式施工，施工周期长，工序繁琐，受施工现场不良条件影响显著，外

观质量难以控制。目前，随着桥梁建设预制化和装配化水平逐步提高，国内大多数混凝土组

合箱梁桥均采用预制装配化施工，可以有效控制施工质量，提高生产效率。

[0003] 现有技术中，对于箱梁护栏的预制多采用单独预制护栏节段方式，即在箱梁搭建

完毕后，将分节预制的护栏固定在边梁翼缘板上。然而，这种节段式预制护栏一般长度较

短，在连接时由于节段式预制护栏的制造误差和安装误差，节段间存在高差，影响护栏整体

线形，而且护栏与边梁之间大多通过预埋件连接，连接强度存在隐患。

[0004] 鉴于上述问题的存在，本设计人基于从事此类产品工程应用多年丰富的实务经验

及专业知识，积极加以研究创新，以期创设一种混凝土组合箱梁整体预制墙式护栏施工方

法，使其更具有实用性。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混凝土组合箱梁整体预制墙式护栏施工

方法，提高预制护栏整体性和施工效率。

[0006]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混凝土组合箱梁整体预制

墙式护栏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安装边梁模板并绑扎钢筋；

预埋配重梁预埋件和刚性横梁预埋件于边梁的绑扎钢筋上，并对边梁进行浇筑成型；

布置临时支架于边梁护栏侧翼缘板下；

预制护栏于成型后的所述边梁翼缘侧；

安装配重梁于所述配重梁预埋件上；

运输整体预制箱梁至桥位处进行架设，安装刚性横梁于所述刚性横梁预埋件后解除配

重梁，进行边梁和中梁横隔梁、湿接缝浇筑；

待横隔梁及湿接缝强度满足要求后，解除刚性横梁，护栏施工完成。

[0007] 进一步地，在所述安装边梁模板并绑扎钢筋步骤中，先根据护栏自重调整底模预

拱度值，以保证边梁与中梁连接横隔梁时高程一致。

[0008] 进一步地，在步骤预埋配重梁预埋件和刚性横梁预埋件于边梁的绑扎钢筋上，并

对边梁进行浇筑成型中，还包括布置吊装孔，所述吊装孔用于起吊。

[0009] 进一步地，在步骤布置临时支架于边梁护栏侧翼缘板下中，所述临时支架与翼缘

板下侧腹板外侧接触并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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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进一步地，在步骤预制护栏于成型后的所述边梁翼缘侧中，需要在预制护栏时设

置断缝。

[0011] 进一步地，在步骤安装配重梁于所述配重梁预埋件上中，所述配重梁与护栏至箱

梁中线的扭矩等效，配重梁在预设刚性横梁位置处断开，纵桥向分段配置。

[0012] 进一步地，在步骤安装配重梁于所述配重梁预埋件上后，还包括撤掉临时支架并

吊装箱梁移至存梁场的步骤。

[0013] 进一步地，其特征在于，所述刚性横梁预埋件布置于跨中、1/4跨、3/4跨截面顶板

与腹板交界位置处，刚性横梁穿过配重梁分段间隙与所述刚性横梁预埋件栓接固定。

[001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本发明通过边梁与护栏的预制，在工厂即完成了边梁的整

体预制工作，现场仅需架设连接工作，大大缩短了现场施工时间，提高护栏的施工效率；通

过护栏的整体预制，使得箱梁架设完成后，护栏的整体线性更加美观，整体强度得到了保

证；此外，通过配重梁的设置，在箱梁的运输及架设阶段避免了边梁的偏载效应，克服整体

式预制产生的失稳风险，提高了施工的安全性。

附图说明

[0015]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或现

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

发明中记载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

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16]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中混凝土组合箱梁整体预制墙式护栏施工方法的流程图；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中边梁与护栏整体预制结构示意图；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中边梁顶板预埋件及吊装预留孔位置示意图；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中边梁增加工型钢配重梁结构示意图；

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中架设完成后刚性横梁连接约束形式示意图；

图6为本发明实施例中预埋件结构示意图。

[0017] 附图标记：1-边梁；2-护栏；3-配重梁预埋件；4-吊装预留孔；5-临时支撑架；6-刚

性横梁预埋件；7-工型钢配重梁；8-刚性横梁；9-横隔梁；10-湿接缝；11-预埋弯筋；12-钢垫

板；13-竖向螺杆。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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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

[0019] 为了解决现有技术中节段式护栏整体不美观的问题，发明人尝试整体预制，然而

在整体预制后发现，存在诸多问题，例如在整体预制之后，边梁的拱度会发生改变，而且在

运输和架设过程中，由于护栏设置在边梁一侧，运输会发生倾斜甚至倾覆的危险情况，为了

克服上述问题，发明人对整体预制方法进行了改进，下面对本发明实施例作进一步详细说

明。

[0020] 如图1所示的混凝土组合箱梁整体预制墙式护栏施工方法，包括一下步骤：

S10：安装边梁底模并绑扎钢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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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0：预埋配重梁预埋件和刚性横梁预埋件于边梁的绑扎钢筋上，并对边梁进行浇筑成

型；

S30：布置临时支架于边梁护栏侧翼缘板下；

S40：预制护栏于成型后的所述边梁翼缘侧；

S50：安装配重梁于所述配重梁预埋件上；

S60：运输整体预制箱梁至桥位处进行架设，安装刚性横梁于刚性横梁预埋件后解除配

重梁，进行边梁和中梁横隔梁、湿接缝浇筑；

S70：待横隔梁及湿接缝强度满足要求后，解除刚性横梁，护栏施工完成。

[0021] 在上述实施例中，通过边梁与护栏的预制，在工厂即完成了边梁的整体预制工作，

现场仅需架设连接工作，大大缩短了现场施工时间，提高护栏的施工效率；通过护栏的整体

预制，使得箱梁架设完成后，护栏的整体线性更加美观，整体强度得到了保证；此外，通过配

重梁的设置，在箱梁的运输及架设阶段避免了边梁的偏载效应，克服整体是预制产生的失

稳风险，提高了施工的安全性。

[0022] 在本发明实施例的以下部分，为了便于对本发明的理解，通过结合图2至图6，对本

发明的详细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详细解释，本发明实施例中提供的混凝土组合箱梁整体预制

墙式护栏施工方法，具体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一：安装边梁底模，底模须进行打磨处理，处理完成后涂刷脱模剂，立模标高考虑

护栏自重预拱度值A（与护栏自重引起的边梁竖向变形等值反向），保证边梁与中梁连接横

隔梁时高程一致。这里通过护栏自重与拱度值的计算，使得边梁在与中梁连接时的高程一

致，提高了桥梁的质量。

[0023] 步骤二：绑扎边梁钢筋，定位波纹管，在跨中、1/4跨、3/4跨截面顶板与腹板交界位

置布置刚性横梁预埋件6（中梁在相应位置相同布置），沿边梁桥内侧翼缘板纵桥向预埋配

重梁预埋件3，在腹板外侧顶面位置设置吊装预留孔4。预埋件由钢垫板12、预埋弯筋11和竖

向螺杆13组成，如图6所示，通过预埋弯筋11与绑扎钢筋的固定，再通过钢垫板12浇筑于混

凝土中，大大提高了预埋件的连接强度。刚性横梁预埋件6的均布设置，能够提高边梁1的受

力效果，防止在搭建过程中边梁的倾覆开裂等现象。

[0024] 步骤三：安装边梁模板，浇筑混凝土，达到龄期要求后张拉预应力筋，脱模后按要

求进行养护。

[0025] 步骤四：在边梁护栏侧翼缘板下布置临时支撑架5，临时支撑架与边梁翼缘板下侧

和腹板外侧接触并顶紧。临时支撑架5由槽钢焊接而成的框架结构，中间增加斜撑加强其稳

定性。由于临时支撑架5的设置，提高了边梁1的成型质量，而且有助于下一步护栏浇筑时的

支撑效果，减少边梁偏载受力。

[0026] 步骤五：边梁养生龄期达到28天后，绑扎墙式护栏钢筋，立模进行混凝土浇筑，每

隔6m到8m设置一道2cm左右的断缝（钢筋同样断开同时保证混凝土保护层厚度），减小护栏

预制对梁体抗弯截面惯性矩的影响。

[0027] 步骤六：护栏养生结束后，在配重梁预埋件3上用螺母紧固工型钢配重梁7，配重梁

的重量到箱梁中线的扭矩与护栏等效。配重梁在在预设刚性横梁位置处断开，纵桥向分段

配置。撤掉临时支撑架5，采用龙门吊以钢丝绳兜托梁底的方式将整体预制箱梁吊运出坑，

钢丝绳从吊装预留孔4穿出混凝土箱梁顶板，与箱梁棱角接触部位采用橡胶片护角，将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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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制箱梁支承在枕木上，放置于存梁厂内。通过在边梁的整体预制，节省了现场单独浇筑护

栏的大量时间，通过工型钢配重梁7的设置，保障了吊装时边梁不发生倾斜，保障了产品整

体性。

[0028] 步骤七：运输整体预制箱梁至桥位处，架设边梁和中梁，在刚性横梁预埋件6上用

高强螺母紧固刚性横梁8，解除边梁上工型钢配重梁7，浇筑横隔梁9及湿接缝10。如图5所

示，中梁上同样设置有刚性横梁预埋件，通过刚性横梁的连接，防止边梁在护栏偏载作用下

的扭转变形，提高了湿接缝施工的可靠性。

[0029] 步骤八：待横隔梁9及湿接缝10强度满足要求后，去掉刚性横梁8，修补刚性横梁下

的湿接缝，混凝土组合箱梁整体预制护栏施工完成。

[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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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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