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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装配式板桥橡胶支座的
安装方法，
根据桥板下方橡胶支座所需要的支承
力调整支座垫石的高度，
并利用橡胶支座的竖向
变形量进行精准调整，
进一步采用相邻桥板的下
沉量调整橡胶支座下方支座垫石的高度，
直至满
足要求。
本发明橡胶支座安装方法实现了对橡胶
支座安装的精确控制，
克服了靠经验提供和调整
橡胶支座支承力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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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装配式板桥橡胶支座的安装方法，
其特征在于，
该安装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根据桥板的重量计算桥板下方每个橡胶支座所承受的压力，
即桥板的重量除以桥
板下方橡胶支座的数量；
（2）橡胶支座试压
在压力机上给随机取样的多个橡胶支座分别施加步骤（1）中计算得到的每个橡胶支座
所承受的压力，
测量橡胶支座竖向变形量并分别计算若干个橡胶支座竖向变形量中的最大
值、
最小值与中值的差的绝对值与中值的比值，
并与15%比较，
获得试压结果，
橡胶支座竖向
变形量Δ；
（3）安装橡胶支座和桥板
支座垫石安装完毕后，
并且具备安装桥板的条件后，
安装橡胶支座和桥板；
（4）调整支座垫石高度
桥板安装完毕后，
测量桥板下方的每个橡胶支座的竖向变形量Δi ，
当橡胶支座竖向变
形量试压的结果Δ满足Δ－0 .1mm≤Δi≤Δ＋0 .1mm时，
不需要调整支座垫石高度，
即橡胶
支座安装完毕，
否则调整支座垫石的高度，
直至满足Δ－0 .1mm≤Δi≤Δ＋0 .1mm为止；
（5）检验相邻桥板的下沉量
橡胶支座和桥板安装且调整完毕后，
在相邻桥板的相邻橡胶支座处施加相同的荷载，
测量两个橡胶支座处桥板的下沉量 ，两桥板下沉量的差值的绝对值需要满足小于等于
0 .2mm的要求，
否则需查明原因并进行调整，
直至满足要求。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装配式板桥橡胶支座的安装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步骤
（1）中，
对于边板，
桥板的重量包括护栏带的重量。
3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装配式板桥橡胶支座的安装方法，
其特征在于，
步骤（4）
中，
对于边板，
测量和调整橡胶支座的竖向变形量Δi需在护栏带施工完毕后进行。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装配式板桥橡胶支座的安装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步骤
（2）中，
试压的具体过程为：
试压橡胶支座一组三个，
试压后得到三个竖向变形量，
其中最大
值、
最小值与中值的差的绝对值与中值的比有三种情况：
1）：
两个比值都小于等于15%，
则取三个竖向变形量的算术平均值作为试压结果；
2）：
两个比值中的其中一个大于15%，
则取三个竖向变形量中的中值作为试压结果；
3）：
两个比值都大于15%，
则此组试压结果作废，
并需查明原因，
当因试验误差所致，
则
重新试验；
当因橡胶支座质量所致，
则此批橡胶支座不得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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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装配式板桥橡胶支座的安装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公路桥梁施工和养护技术领域，
尤其是一种装配式板桥橡胶支座的安
装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桥梁是公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公路建设的迅猛发展，
桥梁数量也在迅速增加，
据不完全统计，
目前我国现有各类公路桥梁超过80万座，
每年开工建筑的桥梁为1万余座，
我国不但是 “桥梁大国”，
也是“桥梁强国”。
[0003] 装配式板桥是公路桥梁中量大、
面广的常用桥型，
它结构简单、
受力明确，
可以采
用钢筋混凝土或预应力混凝土结构，
能做成实心或空心，
能够进行工厂化生产，
因此，
各类
各级公路和城市道路桥梁中被广泛采用。
[0004] 目前，
装配式板桥橡胶支座的安装没有指标进行精确控制，
靠经验行事，
橡胶支座
“顶紧”了桥板就可以了，
这样做容易出现的问题是：
在荷载作用下，
相邻桥板的相邻橡胶支
座的变形量差别可能较大，
导致在相邻桥板之间产生很大的剪力，
造成桥面铺装使用3~5年
就过早破坏，
甚至形成单板受力，
不但影响桥梁使用品质和通行能力，
存在安全隐患，
甚至
造成安全事故。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要解决的问题是：
改变靠经验安装橡胶支座的方法，
对装配式板桥橡胶支
座的安装进行精确控制，
避免橡胶支座在使用过程中产生差别较大的变形量。
[0006]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
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为：
[0007] 一种装配式板桥橡胶支座的安装方法，
包括以下步骤：
[0008] （1）根据桥板的重量计算桥板下方每个橡胶支座所承受的压力，
即桥板的重量除
以桥板下方橡胶支座的数量；
[0009] （2）橡胶支座试压
[0010] 在压力机上给随机取样的多个橡胶支座分别施加步骤（1）中计算得到的每个橡胶
支座所承受的压力，
测量橡胶支座竖向变形量并分别计算若干个橡胶支座竖向变形量中的
最大值、
最小值与中值的差的绝对值与中值的比值，
并与15%比较，
获得试压结果，
橡胶支座
竖向变形量Δ；
[0011] （3）安装橡胶支座和桥板
[0012] 支座垫石安装完毕后，
并且具备安装桥板的条件后，
安装橡胶支座和桥板；
[0013] （4）调整支座垫石高度
[0014] 桥板安装完毕后，
测量桥板下方的每个橡胶支座的竖向变形量Δi ，
当橡胶支座竖
向变形量试压的结果Δ满足Δ－0 .1mm≤Δi≤Δ＋0 .1mm时，
不需要调整支座垫石高度，
即
橡胶支座安装完毕，
否则调整支座垫石的高度，
直至满足Δ－0 .1mm≤Δ i ≤Δ＋0 .1mm为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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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5）检验相邻桥板的下沉量
[0016] 橡胶支座和桥板安装且调整完毕后，
在相邻桥板的相邻橡胶支座处施加相同的荷
载，
测量两个橡胶支座处桥板的下沉量，
两桥板下沉量的差值的绝对值需要满足小于等于
0 .2mm的要求，
否则需查明原因并进行调整，
直至满足要求。
[0017] 进一步，
所述步骤（1）中，
对于边板，
桥板的重量包括护栏带的重量。
[0018] 进一步，
步骤（4）中，
对于边板，
测量和调整橡胶支座的竖向变形量Δi需在护栏带
施工完毕后进行。
[0019] 进一步，
所述步骤（2）中，
试压的具体过程为：
试压橡胶支座一组三个，
试压后得到
三个竖向变形量，
其中最大值、
最小值与中值的差的绝对值与中值的比有三种情况：
[0020] 1）：
两个比值都小于等于15%，
则取三个竖向变形量的算术平均值作为试压结果；
[0021] 2）：
两个比值中的其中一个大于15%，
则取三个竖向变形量中的中值作为试压结
果；
[0022] 3）：
两个比值都大于15%，
则此组试压结果作废，
并需查明原因，
当因试验误差所
致，
则重新试验；
当因橡胶支座质量所致，
则此批橡胶支座不得使用。
[0023] 与现有技术相比，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
[0024] （1）本发明的橡胶支座安装方法实现了对橡胶支座安装的精确控制，
克服了靠经
验提供和调整橡胶支座支承力的弊端。
[0025] （2）按照本发明的橡胶支座安装方法避免了相邻桥板的相邻橡胶支座的变形量差
别较大，
能够消除因此而导致桥面铺装过早破坏，
进而可以提高桥梁的使用寿命，
避免了安
全事故的发生。
[0026] （3）本发明的橡胶支座安装方法、
所用材料和施工机具简单，
容易掌握，
方便推广
应用。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0028] 实施例1
[0029] 桥板为20m、
90度预应力空心板，
重量22 .10t，
橡胶支座规格为直径φ＝200mm、
厚
度δ＝35mm。
[0030] 本实施例中，
橡胶支座的安装方法如下：
[0031] 1、
计算橡胶支座承受的压力F
[0032] 每块桥板重22 .10t ，
四个橡胶支座支承 ，则每个橡胶支座承受的 压力为 ：F＝
22 .10t÷4＝5 .525t。
[0033] 2、
橡胶支座试压
[0034] 随机取样一组三个橡胶支座，
在压力机上分别施加压力F＝5 .525t，
测量三个橡胶
支座竖向变形量分别为：
0 .38mm、0 .34mm、0 .34mm，
最大值和最小值与中值的差的绝对值除
以中值所得的商分别为12%、
0%，
都不大于15%，
则取三个竖向变形量的算术平均值作为试压
结果即Δ≈0 .35mm。其中，
橡胶支座竖向变形量是指橡胶支座不受压时的厚度与受压时的
厚度之差。
[0035] 3、
安装橡胶支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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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橡胶支座放在支座垫石上。
[0037] 4、
安装桥板
[0038] 把桥板放在橡胶支座上。
其中，
需要具备安装桥板条件后进行安装，
这个安装条件
是指支承橡胶支座的所有混凝土构件或者砂浆的强度达到设计强度的80%以上。
[0039] 5、
调整支座垫石高度
[0040] 每块桥板用四个橡胶支座，
其编号从1#到4# ，
其中，
1#和3#对角，
2#和4#对角。支座垫
石编号与橡胶支座编号相对应。
[0041] 桥板I放在橡胶支座上之后，
1#橡胶支座脱空。凭经验加钢板调高1#和3#垫石，
使橡
胶支座顶紧桥板。然后，
第一次测量四个橡胶支座的竖向变形量Δi1分别为：
Δ11＝0 .21mm、
Δ21＝0 .39mm、
Δ31＝0 .30mm、
Δ41＝0 .40mm。之后，
加钢板使1#支座垫石调高0 .06mm，
再次测
量四个橡胶支座的竖向变形量Δi2分别为：
Δ12＝0 .27mm、
Δ22＝0 .36mm、
Δ32＝0 .33mm、
Δ42
＝0 .38mm。则Δ12－Δ＝0 .27mm－0 .35mm＝-0 .08mm、
Δ22－Δ＝0 .36mm－0 .35mm＝0 .01mm、
Δ32－Δ＝0 .33mm－0 .35mm＝-0 .02mm、Δ42－Δ＝0 .38mm－0 .35mm＝0 .03mm，
均满足Δ－
0 .1mm≤Δi≤Δ＋0 .1mm的要求，
不再需要调整橡胶支座的高度，
即橡胶支座安装完毕。
[0042] 桥板II放在橡胶支座上之后，
目测四个橡胶支座均顶紧桥板，
之后测量四个橡胶
支座的竖向变形量分别为0 .33mm、0 .34mm、0 .35mm、0 .35mm ，误差分别为－0 .02mm、－
0 .01mm、
0mm、
0mm , 均满足Δ－0 .1mm≤Δi≤Δ＋0 .1mm的要求，
不需要调整垫石的高度，
即
橡胶支座安装完毕。
[0043] 6、
检验相邻桥板的下沉量
[0044] 橡胶支座和桥板安装完毕后，
在桥板I和桥板II的相邻橡胶支座处施加相同的荷
载5t，
测量两个橡胶支座处桥板的下沉量，
结果是：
桥板一端两桥板下沉量分别为0 .45mm和
0 .30mm，
它们的差值的绝对值为0 .15mm；
桥板另一端两桥板下沉量分别为0 .38mm和0 .28mm，
它们的差值的绝对值为0 .10mm，
均满足两桥板下沉量的差值的绝对值不大于0 .2mm的要求。
[0045] 同理安装其它橡胶支座和桥板。
[0046] 尽管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实施例，
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
可以
理解在不脱离本发明的原理和精神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些实施例进行多种变化、修改、替换
和变型，
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及其等同物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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