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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重点介绍了新桥大道桥斜拉索安装施工工艺、施工要点以及施工注意事项,为斜拉索安装
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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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plan for cable cable installation of Xinqiao Avenue Bridge
Jinniu Wang
Anhui Provincial Highway and Bridge Engineering Co., Ltd
[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introduces the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key points and precautions for cable
installation of Xinqiao Avenue Bridge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cable installation.
[Key words] inclined cable;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technology
引言
大跨度桥梁设计与施工不仅代表着
科学技术的创新,施工工艺水平的提升,
更担负着发展交通运输事业的重任。作
为一种新型大跨度桥型,斜拉桥能够将
其施工材料优势充分发挥出来,不仅具
有良好的跨越能力,更具经济性,在现代
交通建设中发展空间极为广阔。

1 工程概况
新桥大道桥桥面结构宽52.5m,主桥
跨径布置为(170+58+32)m。结构形式为
非对称钢-混梁独塔双面斜拉桥。塔柱采
用矩形塔,高108米,主跨及边跨侧均设
置12对斜拉索。
斜拉索采用1860MPa钢绞线拉索体
系,全桥共48束斜拉索,最长164.79m。最
大规格为15.2-91。根据索力不同,采用3
种规格的斜拉索,分别为15.2-55,15.273,15.2-91。
斜拉索安装施工工艺及技术措施
1.1斜拉索安装工艺流程
1.2下料
1.2.1下料场地
根据施工现场实际情况及索长,在
工地现场下料。下料时要求丈量准确,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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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量减少下料误差,同时要有必要的保
[1]
护措施,严防PE护套受损 。

1.2.2下料长度计算
A.下料长度公式：
L=L0+A1+A2+L1+L2+L3
式中：L0——张拉端、固定端锚垫
板之间距离；
L1——固定端预留长度；
L2——张拉工作长度；
L3——挂索工作长度。
由于挂索张拉要求,张拉端、固定端
PE护套必须根据计算长度剥除;
B.剥除长度按下式：
固定端：
L固=L4+A1+50mm
式中：L4——固定端预留长度；

循环穿索系统示意图
持锚孔锥面清洁无污染。
台建筑吊笼由吊笼主体、两台自提式提

A1——固定端锚具厚度；

升机、起重吊架、起重钢丝绳以及导向

经检查孔位一一对应后,把密封板

张拉端：

钢丝绳组成。由于本桥塔柱未拱式,将在

与延长筒,延长筒与支承筒点焊固定,

L张=A2+L2+L3+ΔL+50mm

塔顶做一个吊笼横向移动轨道,使得塔

以防施工过程中松动错位,而留下施工

式中：A2——张拉端锚具厚度(根据

[2]
外平台能够横向移动 。

隐患。

调整长度决定)；
ΔL——单根张拉伸长量；

1.3.2塔内平台
塔内施工平台的作用是为操作人员

1.2.3下料过程

在塔内进行施工作业时提供安全可靠的

(1)下料施工选在施工现场进行,在

工作平台。可以根据已有的钢锚箱作为

地面放样下料,同时进行校核。下料时应
注意：
如果发现钢绞线PE护套有破损处,
应及时进行修补,若破损严重,则应弃用
此段钢绞线。
下料时,随时对钢绞线长度进行复
查,保证下料长度准确无误。

张拉端锚固位置调整,要求有效可
调长度全落在螺母底面下。
安装前,先清理锚垫板、预埋管内杂
物,下端注意清理排水槽。

施工平台。
1.4挂索准备

如有未被使用的锚孔,应作相应封
堵,以防注浆时泄露。

1.4.1起重设备安装

1.5.2锚具安装技术要求

选择起重设备时,需考虑单根张拉

张拉端和固定端锚孔按每排孔水平

初拉力,循环挂索时钢绞线重量,起重设

排列,两端锚孔相互对应,不得有错位现

备安装时,卷扬机安放位置合理,吊点、

象。

导向点布设合理,既适合施工要求,又安

(2)张拉端、固定端PE护套剥除：用

全可靠,尽可能减少二次移动。

专用剥PE刀剥除,剥除时应注意不得误

1.4.2穿索机挂索系统布置

锚具中心线与锚垫板中心线保持一
致,两者偏差不得超过5mm。
1.5.3张拉支座安装

在上下预埋管口临时焊接导向,将

为了单根张拉需要,挂索张拉前,先

(3)钢绞线PE剥除后,打散钢绞线

牵引钢丝绳依次穿过上端导向、HDPE外

安装张拉顶压支座,该支座底环有内螺

用专用 清 洗 济 清 洗两端 油 脂 ,清 洗 时

护管、下端导向、卷扬机,形成循环牵引

牙与锚板联接,调整张拉支座顶板孔位

注意保 护 钢 绞 线 表面涂 层 ,清 洗后 将

动力系统。

与锚孔对应后,用螺栓将顶板与支座连

伤钢绞线。

钢绞线复原,对端头进行处理,供挂索

1.5上、下端锚具安装

时牵引用。

1.5.1安装前准备工作

1.6 HDPE圆管安装

将锚具内壁进行清洗,清洗后重新

1.6.1 HDPE管焊接工艺

(4)钢绞线成盘。
1.3施工平台

组装。

接稳固。

1.6.2 PE管焊接

由于本桥斜拉索根数多,必须专门

检查锚孔、密封板孔位是否对齐,孔

(1)PE管要按规格大小分类堆放,堆

设计加工整套适合于现场的塔内、塔外

位不得有错位现象,最好用钢绞线试穿。

放场地要垫平,堆放高度不宜超过6层,

检查锚孔是否干净,用纱头将锚孔

要远离火源。用卷尺选出PE管并做好顺

平台。
1.3.1塔外平台

内杂物(如机加工碎屑)擦洗干净以防影

采用专业建筑吊笼作为塔外施工平

响锚固质量。在安装、运输过程中要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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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对接,调整PE管位置和卡箍使PE管基

间,观察焊缝翻转高度5～8mm。

应防止HDPE护管刮伤、碰伤,如损伤严重

(8)在冬天进行PE管焊接时要采取

[3]
应及时修复 。③严禁HDPE外护管弯折

取暖措施,保障焊接温度在20℃左右,冷

水平夹角大于90°。④HDPE外护管计算

圈状,厚度均匀,才能退刀,退刀时要直

却时用棉纱头、挡风布对接头进行保暖。

长度,应考虑上下管口挂索操作空间及

进直出,不能左右摆动。退刀后进行试对,

冷却接近室外温度时取出PE管,焊好的

整体防护时热胀冷缩的影响长度。

看管接缝四周是否有缝隙,如有缝隙必

PE管堆放场地要平整,不能在PE管上堆

2 结语

须重新刨削。刀片刀口钝用细砂轮进行

放杂物,不能踩踏PE管,防止焊好的PE管

在桥梁结构建设与发展的过程中,

水磨,要注意刀口的角度。

变形。

本顺直。
(3)刨削时压力要均衡,刨花成连续

1.6.3 PE管吊装
HDPE 管焊接

(4)刨削后调整卡箍使管口接口处
外圆高差小于1mm。
(5)对每种规格的PE管正式焊接之
前进行试焊,确定焊接参数。
(6)加 热 时 要 控 制 温 度 和 压 力 恒
定,时间控制准确,同时观察熔高要符
合要求。

桥作为大跨度桥梁的主要桥型,其施工
技术水平的高低备受人们的关注。为进

的长度将HDPE护管焊接好,以备起吊。摆

一步规范施工工艺,必须对斜拉桥的作

放 时 用 支架或枕木将护管架立,防止

用原理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必须根据工程

HDPE管损伤。

实际情况,合理选择施工流程,针对施工

(2)在护管内穿入一根已计算好长

要点,做好施工控制工作,才能推动交通

度的钢绞线,同时在HDPE护管两端安装

运输事业发展,更好地实现其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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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PE管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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