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吨位过街廊桥节段预制吊装施工工法 

1 前言 

随着社会经济与科技技术的迅猛发展，在许多的现代交通桥梁建设中钢箱梁结构

桥梁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因此钢箱梁结构开始普遍被推广运用。但在实际中，大

吨位钢箱梁的吊装施工是一项繁重而困难的过程，针对此情况，本工程采用了节段预

制吊装施工工艺，提高了施工质量、降低了施工难度、加快了施工进度、降低了施工

费用，产生了很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2 工法特点 

 2.0.1 根据现场情况，在满足设计要求的前提下，且满足梁段的运输要求，对梁

段进行合理划分，降低了吊装的难度，加快了施工进度。 

 2.0.2 根据划分各梁段重量，结合拟搭设的合拢口支架位置，在能确保机械合理

进出及吊转的前提下，对梁段进行合理的吊装排序，有利于节段的焊接施工，极大地

保证了吊装过程中的安全。 



 

 

3 适用范围 

本工法适用于大吨位钢箱梁节段预制吊装施工，在交通复杂、场地受限地区尤为

适用。 

4 工艺原理 

将钢箱梁合理地节段，支设临时支架，进行大吨位钢箱梁的吊装施工。 

 

 

 

 

 

 

 

 

 

 

 

 

 

 

 

 

 



 

 

5 工艺流程及操作要点 

5.1 施工工艺流程 

钢箱梁加工  钢柱加工 

   

  钢柱测 

   

钢箱梁检测  钢柱吊装 

   

  焊接 

   

搭设临时组装支墩  
浇筑混凝

土 

   

钢箱梁 钢支撑就位   

   

钢箱梁现场焊接   

   

钢支撑悬挑两端桥面安装完焊接后临

时支墩拆除 

   

焊缝 平面位置验收   

 



 

 

 

5.2  操作要点 

5.2.1 钢箱梁合理节段 

主梁 B5 分段钢箱梁，总重约 284t，共分为 10 个小梁段,根据划分各梁段重量，

结合拟搭设的合拢口支架位置，在能确保机械合理进出及吊转的前提下，对梁段进行

吊装排序。 

B5分段钢箱梁梁段划分表 

分段 宽度（m） 高度（m） 长度（m） 重量（t） 

B5-1 3.8 1.05 14.742 30 

B5-2 3.2 1.05 15.069 28.4 

B5-3 3.7 1.05 13.08 28.8 

B5-4 3.3 1.05 14.36 38.6 

B5-5 3.7 1.05 15.5 24.2 

B5-6 3.3 1.05 13.3 28.4 

B5-7 4.79 1.05 13.1 27.8 

B5-8 4.33 1.05 15.2 25.3 

B5-9 3.99 1.05 16.91 21.9 

B5-10 3 1.05 16.91 29.8 

 

 

 
 

B5分段吊装顺序图 

 

5.2.2 搭设、拆除临时支架 

（1）根据现场场地情况，对临时钢支墩的地基进行整平夯实处理后，临时钢支

墩搭设采用钢垫板+ H400 型钢的钢框架形式进行设置，首先在合拢口位置使用挖掘机



 

 

进行场地平整压实后浇筑 10cm 混凝土垫层，后做 600mm 厚双层双向钢筋混凝土支

座,在测量好的合拢口位置铺设钢垫板。在垫板上架设钢框架支架。 

 

 

 

（2）支架现场操作步骤：从柱 P1、P2 中向南测出 15202mm 落点，为支架中心

点，然后向两侧过 1500mm，为支架两边拖梁的中心位置，按图设置支架。支架上平

面与箱梁下地面预留 50mm 的距离，用垫板交错垫到箱梁底面高度（目的：2 块 20mm，

一块 10mm 垫板，方便落架是撤掉垫板）。为防止箱梁变形，必须保证支架两边托梁

的中心坐落在横隔板的位置上。同时，支架两侧外挑工作平台，方便工人立缝焊接施

工。 

 



 

 

（3）撤架：首先在箱梁上桥面预留吊耳位置用钢丝绳及吊环固定好，用吊车慢

慢起吊，直至钢丝绳绷紧受力辅助，然后用千斤顶在在纵横向隔板处确立支撑点，然

后三台千斤顶同时匀速起顶，当到达一定间隙时，用倒链慢慢把上层垫板撤出来，慢

慢收顶；同时用水准仪、水平尺测量校正水平、起拱、下挠、桥墩钢柱侧弯、地面基

础下陷等情况，观察下挠幅度及焊缝质量，记录在案，并报设计院审核。第二、第三

块垫板依次类推施工。撤除垫块完毕后，支架在一个工作日内无任何问题，然后整体

撤掉支架。 

5.2.3 钢箱梁吊装 

（1） 用全站仪根据坐标在支架和箱梁垂直面地面上测出箱体中心线，按箱体宽

度，以中心线向两侧均分，找出箱体边缘线，在边缘线位置每隔 1 米位置设置焊接定

位板，定位焊板竖立面要和箱体两侧竖立箱面平行一致。并在需要拼接的箱体的纵、

横上下钢板内侧每隔 20cm 设置定位板，定位板与箱体上下桥面钢板平行一致。并在

每段箱梁上焊接 4 个 U 型吊装鼻。 

    



 

 

（2）在箱梁进入吊装时，应先试吊，设备离地 200mm 左右，停留十分钟，检查

吊车的稳定性，制动器的可靠性，捆绑的牢固性，重物的平稳性等各方面安全正常后

才可继续起升。 

（3）在箱梁到达安装位置后，按定位线位置方向缓慢下降至离箱体下表面高程

位置约有 5cm 左右，然后用 30T 倒链和 50T 千斤顶轻微水平移动至定位板位置，同时

在箱梁下桥面定出定位线位置，然后用吊坠下垂至地面定位线位置，并缓缓落实在桥

墩钢柱支座及支架上，并用水准仪、水平尺测量校正水平、起拱、下挠、桥墩钢柱侧

弯、地面基础下陷等情况，并记录、校准后，局部节点焊接固定箱梁，然后摘钩卸绳，

撤掉吊车。 

 

 

5.2.4 钢箱梁焊接 

在固定好 4 块主梁后，搭建悬挑下通长安全施工通道，做好安全保护后，逐一焊

接，焊接顺序：先焊箱梁底板，再焊接立板横隔板，再焊接箱梁顶板。并用探伤仪、

水平仪、水平尺随时自检焊缝质量、焊接变形情况，并做好记录，随时修正焊接工艺，

保证焊缝 100%熔透，同时做好应力消除工作，防止焊接桥面变形。 

 



 

 

 

6 材料与设备 

6.1 材料 

本工法主要所用的材料如下： 

钢箱梁、钢丝绳、润滑油等。 

 

6.2 施工设备、机具 

表 6.2  施工设备机具列表 

序 号 设备名 称 单位 数量 用  途 

   

 

 

 

 

 

 

吊装 

1 100T吊机 台 2 钢梁安装 

2 50T吊机 台 1 输送设备工具 安装支撑 

3 钢丝绳 根 若干 结构吊装、安全绳 

4 卡环 个 10 结构吊装 

5 大绳 个 4 结构吊装 

6 对讲机 个 5 指挥用 

7 吊栏 安全网 个 5 安装用 

8 安全带 个 10 吊装用 

9 爬梯  若干 吊装用 

10 30 大型平板车  2 运输构件 

 

 

 

 

 

 

 

 

拼焊 

11 50吨倒链 台 8 吊装支撑 安装支撑 

12 角向磨光机 台 2 焊缝打磨 

13 氧气、丙烷 套 8 切割用 

14 逆变直流焊机 台 2 
钢柱与钢支撑 主梁与主梁

定位焊接 

15 二保气体焊机 台 8 
钢柱与钢支撑 主梁与主梁

焊接 

16 碳弧气刨机 台 1 备返工用 

17 螺旋千斤顶 台 4 主梁对接接口方向调整 

18 空气压缩机 台 1 气刨供气 

19 液压千斤顶 个 2 主梁对接高度调整 



 

 

20 配电柜 个 1 电缆传递供配电 

21 配电箱 个 若干 施工用电三级保护 

22 电缆线 米 若干 供电 

 

 

测量 

23 经纬仪 台 1 测量  

24 水平仪 台 1 测量 

25 超声波探伤仪 台 1 焊缝探伤 

26 全站仪 台 1 测量 

 

7 质量控制 

7.1  质量标准 

7.1.1《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办法》（建质[2018]31 号）； 

7.1.2《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5） 

7.1.3《钢结构焊接规范》（GB50661-2011） 

7.1.4《起重设备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78-2010） 

7.2  质量控制措施 

7.2.1 设备、材料的质量控制 

进入现场的材料，均应进行必要的检验和试验。并核对这些设备、材料的合格证，

材质证明书。产品技术文件等随行资料，以证实这些材料是完好的，是满足工程需要

的。   

对业主提供的设备、材料也应按要求进行验收。如发现缺件、不适用；损坏等情

况应及时报告业主代表。 

7.2.2 施工工艺的控制 

本工程各专业施工工艺的制定应根据施工图纸、规范、标准及监理工程师的要求

进行，制定的工艺应能满足施工质量的要求，又与企业的施工能力一致。重要的施工

工艺应经过有关部门的批准及监理工程师的认可。施工工艺确定之后，各有关人员应

严格执行，对施工方法、操作技术，工艺参数等工艺要求均应进行有效控制，以确保

工艺质量。 

7.2.3 产品实现过程的控制 

本工程的整个施工中，应对产品的实现过程进行控制。通过产品实现的策划确定



 

 

产品实现所需的过程和产品有关的要求。对物质的采购、生产和服务提供等过程进行

有效控制，以确保产品的实现符合业主和规定的要求。 

7.2.4 具体措施 

（1）认真贯彻执行公司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强化质量意识，确保质量目标的

实现： 

（2）进行严格的施工图审核，使可能出现的问题或更改超前解决或纠正； 

（3）施工前编制详细、科学的组织设计及施工方案，并经公司技术领导审核批准

后方可实施。对大件的运输、吊装编制详细的作业文件。施工前进行施工人员技术交

底； 

（4）施工过程中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范、质量检验评定标准、施工图纸、设备技

术文件的要求进行施工，引进设备按外商提供标准执行。引进技术国内制造的设备按

制造厂提供的技术要求，其余部分可参照国内相关的规范标准：国内制造的设备执行

国内的规范与标准（包括国家的、行业的、企业的）。如果图纸、说明书中的技术要

求与规范、标准互有矛盾之处，以最高标准执行。   

（5）严格按公司编纂的施工检测表进行各工序质控点检测及要求施工，加强原始

资料的记录与管理，便于质量问题的追溯及解决；   

（6）施工前做好仪器仪表的检测校正、机具工具的维修保养工作，避免施工中发

生意外；     

（7）严格控制进厂材料的质量，加强进厂材料的检验试验工作，不合格材料不准

进入现场；       

（8）投入功率强大、性能优良的大型机具设备，尽量扩大机械化施工范围，提高

机械化作业程度，尽量采用整体吊装，减少高空组对、焊接的工作量，以保证施工质

量。 

（9）加强技术咨询，施工期间，定期主动邀请质监站等有关部门专家来工地指导、

检查产品质量及咨询技术方案。 

8 安全措施 

8.0.1 加强安全自我保护意识教育，强化管理安全防护用品使用。 

8.0.2 重点部位项目，严格执行安全管理专业人员旁站监督制度。 



 

 

8.0.3 随施工进度，及时完善各项安全防护设施，各类孔洞安全门栏必须设制警示牌。 

8.0.4 安全专业人员，加强安全防护设施巡查，发现隐患及时落实解决。 

8.0.5 吊装前对机械设备、机具进行详细检查，起重机的安全装置必须要灵敏、可靠、

齐全，确保吊装过程中无事故发生。 

8.0.6 起吊前必须先试吊，作业中发现起重机倾斜、履带不稳定等异常现象时，应立

即将重物下降落在安全的地方。起吊重物时，操作应平稳，避免迅速上升、下降、回

转或停止，换向应在停稳后进行。 

8.0.7 现场存放备用钢丝绳，钢丝绳使用前应检查确保无断丝情况。 

8.0.8 发生吊耳崩断情况立即将停止吊装作业，将盾构部件放在安全地方。 

8.0.9 发生倾覆及时组织现场抢险和人员抢救工作。 

8.0.10 对于参加吊装的吊车司机、信号工，必须是参加过特种作业培训，并取得证书

人员方可持证上岗。起重吊装人员，必须严格遵守《大型设备吊装工程工艺标准》

SHT3515-2003 中的各项技术安全规定，遵守建设单位及公司的有关安全规定。 

9 环保措施 

9.1.1 对施工人员进行文明施工教育，遵守安全生产规定，做好宣传教育，加强职工

的文明施工意识，使职工养成保护建筑物品、爱护建筑物品的美德，人人遵守施工秩

序，维护社会美德。做好已安装好的构件的外观及形体保护，减少污染。 

9.1.2 施工现场建筑垃圾、废料应清理到指定的地点堆放，指定专人处理并及时清运

出场，施工现场做到道路通畅，场地平整、干净，各个作业现场务必整洁、干净，工

完清场，临时设施搭设整齐，室外定期打扫。施工现场临时设施、材料的布置与堆放，

实行区域管理，划分职责范围，工长、班组长分别是包干区域的负责人，项目按《文

明施工中间检查记录》表自检评分，在每月的生产会上总结评比。 

9.1.3 切实加强火源管理，现场禁止吸烟，电、气焊及焊接作业时应清理周围的易燃

物，消防工具要齐全，动火区域都要安放灭火器，并定期检查，加强噪音管理，控制

噪音污染。 

91.4 加强施工现场的安全保卫工作，完善施工现场的出入管理制度，施工人员在施工

现场佩戴附有相片、证明其身份的证卡，严禁非施工人员擅自进入施工现场。 

9.1.5 材料、构件、机具堆放整齐，分类码放，安全装置灵敏可靠。 



 

 

9.1.6 合理划施工场地，减少对道路的占用。 

9.1.7 优化构件进场时间，构件尽量夜间运进施工场地，保证运输车辆不对周围城市

干道造成影响。 

9.1.8 场内运输道路，进行硬化处理，达不到硬化条件，安排专人定时洒水，避免烟

尘污染环境。 

9.1.9 加强场区管理规划和人文管理。采用 PDCA 循环管理法（计划、实施、检查、处

理）和 5S 管理法（整理、整顿、清扫、清洁和素养）进行管理。  

10 效益分析 

但在实际中，大吨位钢箱梁的吊装施工是一项繁重而困难的过程，针对此情况，

本工程采用了节段预制吊装施工工艺，提高了施工质量、降低了施工难度、加快了施

工进度、降低了施工费用，产生了很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施工方法 施工工期 租赁费 机械费 人工费 合计 

节段预制吊装 5 天 0.1 万 2 万 0.8 万 2.9 万 

传统吊装方式 10 天 0.5 万 4 万 1.5 万 6 万 

11 工程实例       

11.1  胶州市南中轴廊桥工程澳门路段廊桥设计施工总承包 

11.1.1 工程概况  

胶州澳门路廊桥为一座由梯坡道、主桥以及平台组成的景观廊道，其中包括主桥

两座，一座跨越澳门路，跨径布置为为 29.36m+28.50m+18.785m，桥梁标准宽度为

7.0m，桥梁两侧为与平台和建筑连接，局部加宽。另一座桥梁为连接平台与主桥之间

的连接桥，桥梁跨径布置为 10.916m+10.905m，桥梁宽度为 5.654-11.599m；，主梁采

用矩形钢管结构。B5、B6 分块中墩基基础采用 1.4m 桩基，坡道布置单根直径 1.0m

桩基，其余桥梁、平台和梯道上均布置 1.2m 桩基。该区段 B5 分段主桥梁横跨澳门路，

南侧与原有建筑物接壤,其它方位周边无建筑物，现场场地相对空旷，该区段为独立桥

体，与相邻建筑不相连。 



 

 

11.1.2 施工情况 

根据本工程现场情况，本工程采用节段预制吊装工艺，严格按照施工方案中具体

流程施工，达到质量、安全、环境的施工要求。施工未出现质量、安全事故，完工后

建设单位、监理单位、设计单位依据验收标准对现场查验，一次性验收合格。 

11.1.3 应用效果 

采用本工法施工，顺利解决了地理位置受限制、吊装对周围影响较大、大吨位钢

梁吊装难度大等问题，优质、安全、快速的完成了大吨位钢梁吊装的施工，达到了预

期效果，加快了施工速度，降低了施工成本。钢箱梁吊装完成后经第三方检测单位检

测以及监理验收，合格率 100%。 

11.2 2014 年青岛世界园艺博览会科学园、绿业园、天水区建筑物及其配套工程—科

学园景观桥项目 

11.2.1 工程地点：青岛市李沧区 

11.2.2 工程概况 

由我公司承建的 2014 年青岛世界园艺博览会科学园、绿业园、天水区建筑物及其配

套工程—科学园景观桥项目。桥梁由人行桥平台、人行梯道等组成。 

11.2.3 施工情况 

本工程施工地点位于世园会景区内，施工用地紧张，工期紧，任务重，具有较大

的施工难度。在桥梁装饰安装工程施工过程中，我公司技术人员对新型玻璃夹具快速、

精确安装椭圆形 LED 发光玻璃片施工过程进行分析和探讨，经反复论证及实践，最终



 

 

取得了圆满的结果，该施工工法特点及能保证玻璃片安装牢固、排列整齐，又能降低

施工难度，加快施工进度，也能满足业主对工程的质量要求以及景观效果，未出现任

何质量和安全问题，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11.2.4 结果评价 

全部 LED 发光玻璃片安装完成后经第三方检测单位检测以及监理验收，合格率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