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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智能建造的探索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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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路建造的现状及问题

 问题1：

农民工作为公路建设的主力军，由于缺

乏系统的专业技能培训，普遍存在专业

技能低、安全意识差、人员流动大、劳

动效率低；尤其是人口红利的减退，老

龄化严重、劳动力资源越来越紧缺，公

路建造民工荒的现象愈发凸显。

伴随我国高速公路30年的快速发展，公路建造技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但以农民工、小规模分包作业、现浇混凝土施工为特征的传统建造模式却

未明显改进，并由此积累了诸多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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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路建造的现状及问题

 问题2：桥梁钢筋现场制作误差大，现

浇混凝土运输、振捣、养护工艺难以控

制，工程质量通病多；

 问题3：现场施工临时设施投入大，重

复利用率低；

 问题4：专业化分工不强，施工成本高，

不利于集约节约化施工；

 问题5：临时占地多、恢复难度大，资

源能耗高、环境影响大。

 总之，影响品质提升，不可持续发展… 

一、问题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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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业化建造的提出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

展理念，将是“十三五”时期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的重要引领。

 伴随着我国城镇化和城市现代化进程，能源与资源不足的矛盾越发突出，

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形势日益严峻，建筑工业化作为可持续发展的生

产方式，已得到国家政策大力支持，步入快速发展轨道。

 公路作为建筑业的组成部分，承担着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重任，正面临转

型发展“机遇期”，以问题为导向，从标准化施工上升到工业化建造，

将是推进公路建设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

一、问题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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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
2020年，初步实现工
业化；2025年，“两
化融合”迈上新台阶

第二阶段
2035年，制造业整体
达到世界制造强国阵
营中等水平

第三阶段
2050年，综合实力进
入世界制造强国前列

工业化公路

智能化公路

智慧化公路

3、中国制造2025战略

一、问题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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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业化建造的概念

 桥梁工业化的主要标志：

标准化设计、工厂化生产、装配化施工、信息化管

理、智能化应用。

二、公路工业化建造：概念、途径和作用

 一般来说是指通过现代工厂化的制造、构件运输、装配式安装和科学管

理的大工业的生产方式，来代替传统公路行业中分散的、低水平的、低

效率的手工业生产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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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业化建造的概念

主要特征：

农民工提升为产业工人，形成集中、流水、

专业、规范的作业群体，具有一技之长，实行

专业分工；

工地施工转变为现代化工厂化施工和现场运

输、装配安装，产品构件可视、可达、可检、

可换；

手工业作业演变为机械化、自动化、智能化

操作，信息化管理。 工厂化构件生产车间整洁一新

二、公路工业化建造：概念、途径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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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路工业化建造的途径

二、公路工业化建造：概念、途径和作用

桥梁工程突破，隧道工程和路基工程跟进

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
由上部结构到下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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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桥梁工业化建造的作用

二、公路工业化建造：概念、途径和作用

 有利于提高质量

设计、生产、安装标准化，可维修更换性强，便于质量控制和管理。

 有利于节约工期

生产工厂化和安装机械化，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减短工期。

 有利于施工管理

工厂化程度高，现场工序少。

 有利于降低造价

工厂化和机械化可大大降低劳动强度，减少人工消耗，降低生产成本。

 有利于环境保护

工地现场粉尘量少，噪音污染小，环境破环小，资源利用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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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途径之一：常用、小型构件的工厂化、商品化

三、桥梁结构实现工业化的途径

思路：

将公路工程中常用的量大、

标准化程度高的小桥、通

道、涵洞、交通安全设施，

或整体、或构件、或零件

进行工厂化流水线加工制

造，同时尽可能地实现市

场商品化供应至施工现场，

进行机械化程度高的组拼、

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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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途径之二：中、大型构件的标准化、机械化

三、桥梁结构实现工业化的途径

思路：

将公路工程中常用的中、小

桥梁标准跨径标准统一，实

现从桥墩、墩柱、盖梁到上

部梁体设计、制造标准化，

施工机械化。

构想示例一：基于集设计、

施工、管理一体的空心板、T

梁、小箱梁等上部梁体的标

准化。

构想示例一：

预制装配式小箱梁

预制装配式T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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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途径之二：中、大型构件的标准化、机械化

三、桥梁结构实现工业化的途径

构想示例一：构想示例二：基于采用工厂制造，运至现场整体机械化拼装的桥墩结

构。

整体式桥墩，采用工厂制造，运至现场整体吊装。

运输至现场吊装 与承台连接 安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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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途径之二：中、大型构件的标准化、机械化

三、桥梁结构实现工业化的途径

构想示例一：构想示例二：基于采用工厂制造，运至现场整体机械化拼装的桥墩结

构。

节段拼装式桥墩，采用分节段制造，运至现场拼装。

节段小，易运输，采用体外预应力连接，干缝拼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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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途径之二：中、大型构件的标准化、机械化

三、桥梁结构实现工业化的途径

构想示例一：构想示例二：基于采用工厂制造，运至现场整体机械化拼装的桥墩结

构。

整体预制盖梁：采用整体预制，整体吊装。

盖梁与墩柱有干接和湿接两种方式，以干接方式为主。

运输至现场吊装 与承台连接 安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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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途径之三：整体结构的模块化预制拼装

三、桥梁结构实现工业化的途径

构想示例一：思路：将公路工程中整体的桥梁结构设计分解成若干个加工制造中可

流水线生产的、施工安装过程中可重复操作的的模块构件（零件），通过

批量生产、集中制造或商品化采购，从而实现工厂化制造、机械化施工桥

梁工程。

构想示例一：将预应力砼整体梁桥节段化。

国内节段预制拼装箱梁大规模应用2009年开始于南京四桥，之后在嘉

绍大桥、泉州湾大桥、港珠澳大桥、虎门二桥等陆续大规模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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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途径之三：整体结构的模块化预制拼装

三、桥梁结构实现工业化的途径

构想示例一：构想示例二：将预应力砼整体梁桥钢混组合化，集中制造、现场拼装。

槽形截面钢箱梁+混凝土桥面板

钢板梁+混凝土桥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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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途径之三：整体结构的模块化预制拼装

三、桥梁结构实现工业化的途径

构想示例一：构想示例二：将预应力砼整体梁桥钢混组合化。

钢桁架梁+混凝土桥面板

钢结构+预制混凝土桥面板+湿接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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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途径之三：整体结构的模块化预制拼装

三、桥梁结构实现工业化的途径

构想示例一：构想示例二：将预应力砼整体梁桥钢混组合化。

安徽太平湖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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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途径之三：整体结构的模块化预制拼装

三、桥梁结构实现工业化的途径

构想示例一：构想示例三：钢结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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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安徽省基于桥梁工业化的建造技术创新实践

 桥梁工业化的实践各地均开始在摸索或正在尝试阶段，安徽省以装配式

钢筋混凝土通道研究、应用为起点，并逐步拓展到桥梁预制节段箱梁、

钢板组合梁等工业化建造模块的研究，在建设管理方面先行一步大力推

进安徽桥梁的工业化进程，助推公路建设转型升级。

目前已形成了四大类、十余个子课题工的业化建造成果的应用、推广。工

业化应用范围涵盖特大桥、中小桥、通道、桩板式路基以及钢结构桥梁等

多个方面。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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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安徽省基于桥梁工业化的建造技术创新实践

➢ 课题一：工厂化小型预制构件和构造物

• 小型预制构件

• 打入式PHC管桩

• 装配式砼通道涵洞

• 装配式波纹钢板通道涵洞

• 桩板式无土路基

➢ 课题二：常规中小跨径桥梁

• 密肋式T梁

• 钢板组合梁桥

• 窄钢箱组合梁

• 节段拼装全体外束薄壁箱梁

• 钢管桁架桥

• 高强混凝土预制墩

工业化建造技术的全面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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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厂生产的小型预制构件和构造物—①小型构件的集中预制

 应用项目：在建高速公路

 中分带采用混凝土护栏集中预制，

运输至现场安装，填土绿化

 边沟排水、边坡防护、路缘石等采

用小型块件预制，现场拼装成型

集中预制 现场安装 成型护栏

四、安徽省基于桥梁工业化的建造技术创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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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厂生产的小型预制构件和构造物—②管桩基础

PHC管桩在我省高速公路上已广泛应

用。与此同时，针对常规PHC管桩应用

限制性因素，先后开展了大直径、钢管

复合桩、新工法研究，实现管桩基础在

中等跨径以下的桥梁中无限制性应用。

四、安徽省基于桥梁工业化的建造技术创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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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厂生产的小型预制构件和构造物—②管桩基础

 PRC管桩：配筋率更高，延性好，适用于抗震结构

 SC钢管砼桩抗弯性能好，刚度大，桩头强度高

 植入法：可应用范围广，适用于锤击法不易打入地区。

 桩头机械连接：现场连接质量容易得到保证。

四、安徽省基于桥梁工业化的建造技术创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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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厂生产的小型预制构件和构造物—②管桩基础

 工业化程度高，施工周期短、工效高

 施工现场整洁，环保、无污染

 成桩质量可靠、检测方便

 造价低，经济性较好，至少降低30%造价。

四、安徽省基于桥梁工业化的建造技术创新实践

桥梁管桩基础应用一览表

编号 项目名称 路线长度 (km) 桥梁长度 (km) 管桩总长(m)

1 徐明高速 139 3.5 37800

2 济祁高速合肥段 82.7 14.5 104000

3 淮上淮河大桥接线 7.02 7.02 84950

总计(m) 25.02 226750

目前累计应用总长度达22.7万米左右，综合效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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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厂生产的小型预制构件和构造物—③装配式钢筋混凝土通道

四、基于桥梁工业化建造技术的安徽创新与实践

技术背景

通道是公路的重要组成结构，广泛使用于

车辆、行人、水流的通行，具有以下工程特点：

（1）单个体量小，但工序繁杂；

（2）设置密度高，但场地离散；

如安徽省徐明高速公路，位于的皖北平原

区人口稠密，水利、道路纵横交错。全线设各

类通道600余座，平均间距不足2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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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厂生产的小型预制构件和构造物—③装配式钢筋混凝土通道

 装配式混凝土通道技术体系：含管通、箱通、预制洞口。

 通过设计、施工、建造技术系统集成，实现通道工业化应用。

 主体结构采用标准化构件、工厂化生产、机械化安装。

 主体结构采用3m、1m标准段，匹配不同长度组装需求。

 结构尺度各4种规格，适用目前不同净空需求的公路通道。

GTⅢ-3×2.5 4×3.2   4×4 6×3.5 XTⅡ-4×2.7 4×3.5  6×3.5  6×4

四、基于桥梁工业化建造技术的安徽创新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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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厂生产的小型预制构件和构造物—③装配式钢筋混凝土通道

四、基于桥梁工业化建造技术的安徽创新与实践

六武高速

徐明高速
马巢高速
济祁高速

巢无高速
滁定高速
定长高速

研究应用阶段

试验探索阶段

升级推广阶段

Ⅱ型管通 Ⅲ型管通

Ⅰ型管通

Ⅰ型箱通 Ⅱ型箱通

进行马蹄形撑脚管通

原型试验与定点应用。

进行竖肋形撑脚管通、

预制箱通关键技术研究与规

模化建造。

建立四构件平板形撑脚管通、

箱通标准结构体系，实现全覆盖

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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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厂生产的小型预制构件和构造物—③装配式钢筋混凝土通道

四、基于桥梁工业化建造技术的安徽创新与实践

技术应用

装配式钢筋混凝土通道创新

技术已成功应用于安徽省六武、

徐明、马巢、济祁、巢无、滁定、

定长等数条高速公路。

累计应用管型通道582道、箱

型通道1075道，总长度已超6万m。

目前，技术已推广至黑龙江、

内蒙、浙江等省。

六武
高速

济祁
高速

定长
高速

马巢
高速

滁定
高速

巢无
高速

徐明
高速

安徽省

工
程
应
用
统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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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厂生产的小型预制构件和构造物—③装配式钢筋混凝土通道

存放 运输 底板

拼装 防渗 洞口

四、基于桥梁工业化建造技术的安徽创新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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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厂生产的小型预制构件和构造物—③装配式钢筋混凝土通道

 工程应用优势

（1）工效提高。工厂化生产，现场装配，工期大幅缩短。

（2）安全易控。消除现浇工程支架搭设的潜在安全隐患。

（3）品质提升。生产工序标准化，检验便捷，质量得到系统保证。

（4）节能减排。集中预制，避免材料浪费，减少能耗。

（5）保护环境。机械化生产，作业环境改善。

（6）经济性。同比传统盖板式通道平均节约11%，箱型通道平均节约22% 。

四、基于桥梁工业化建造技术的安徽创新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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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厂生产的小型预制构件和构造物—③装配式钢筋混凝土通道

四、基于桥梁工业化建造技术的安徽创新与实践

通道综合指标示例

技术经济优势

装配式管通相对现浇箱通和盖

板涵经济性优势明显，相对盖

板涵单位造价降低10.3%；

箱通较传统现浇盖板涵，混

凝土减少70%以上，钢筋增加，

综合造价降低近3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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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厂生产的小型预制构件和构造物—③装配式钢筋混凝土通道

四、基于桥梁工业化建造技术的安徽创新与实践

工业化应用安徽模式

总体特点：标段独立、提前入场、集中预制、面向市场、 按需采购、集约绿色。

具体采用以下工业化推广模式：

● 独立性：设独立预制标，负责全线构件商品化生产、供货。

● 超前性：提前路基标6个月以上，实现进场、投产。

● 工厂化：实现系统可控的集中化预制、流水化生产、存放、养护、供货。

● 商品化：各路基标段按需采购，市场化供给，集约高效。

● 机械化：路基标负责安装，交付建设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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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厂生产的小型预制构件和构造物—③装配式钢筋混凝土通道

四、基于桥梁工业化建造技术的安徽创新与实践

行业示范意义

项目在理论、试验和应用

上取得完整成果。突破了设

计思维定式，填补了行业技

术空白。

简洁、美观的装配式通道

更获得集约、环保的品质，

在公路通道上的应用比例逐

步提高。

目前，已实现100%的全覆

盖，并已成为绿色公路建造

不可或缺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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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厂生产的小型预制构件和构造物—③装配式钢筋混凝土通道

四、基于桥梁工业化建造技术的安徽创新与实践

科技推动作用

项目推动了行业工业化建造技术

的进步。

2016年，《装配式钢筋混凝土通

道设计规程》、《装配式钢筋混凝土

通道施工规程》通过安徽省地方标准

审查。

2016年，《装配式钢筋混凝土通

道技术指南》成为首批中国公路学会

计划标准。

目前，一批工业化建造研究项目

正在快速推进。技术在国内外已形成

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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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厂生产的小型预制构件和构造物—④装配式波纹腹板通道

四、基于桥梁工业化建造技术的安徽创新与实践

应用情况： 在泗许高速淮北段、岳武高速、溧广高速、宿阳高速

等项目上钢波纹管涵洞得到大量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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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厂生产的小型预制构件和构造物—④装配式波纹腹板通道

四、基于桥梁工业化建造技术的安徽创新与实践

工程实际造价对比—溧广路费用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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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厂生产的小型预制构件和构造物—⑤桩板式无土路基

四、安徽省基于桥梁工业化的建造技术创新实践

传统路基拼

宽方案

桩板式路基方案

高桩码头

• 钻孔灌注桩/钢管
桩

• 整体现浇板

• 装配化程度低

• 施工速度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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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厂生产的小型预制构件和构造物—⑤桩板式无土路基

四、安徽省基于桥梁工业化的建造技术创新实践

桩与现浇板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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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厂生产的小型预制构件和构造物—⑤桩板式无土路基

四、安徽省基于桥梁工业化的建造技术创新实践

板与既有路基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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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厂生产的小型预制构件和构造物—⑤桩板式无土路基

四、安徽省基于桥梁工业化的建造技术创新实践

预制
桩

预制
板

框架体
系

柔性桩

墩帽
现浇
湿接缝 土路肩

垫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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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厂生产的小型预制构件和构造物—⑤桩板式无土路基

 上部采用轻型化实心板梁结构，A、B、C三种型号，桩顶钢板与盖梁底

预埋钢板焊接

 板式下部采用预制管桩，打入持力层，控制路基工后沉降。

 上部结构采用标准化装配，施工简单。

C板

预制板钢

筋环状接头

A板

板底

预留孔预制板钢
筋环状接头

B板

预制板

钢筋环状接头

桩顶钢板与盖梁底预埋钢板

焊接

桩

顶端板

盖梁底预埋

钢板

四、安徽省基于桥梁工业化的建造技术创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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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厂生产的小型预制构件和构造物—⑤桩板式无土路基

四、安徽省基于桥梁工业化的建造技术创新实践

打桩

成桥

架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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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厂生产的小型预制构件和构造物—⑤桩板式无土路基

桩板式无土路基主要优点：

四、安徽省基于桥梁工业化的建造技术创新实践

➢ 与传统路基方案造价相当，在软基覆盖深厚区域造价较于传统路基方案

低约10%，相较于传统桥梁方案其经济性更有明显优势；

➢桩板式无土路基无需填土，整个结构可减少对耕地的占用，避免了传统

路基方案占地较多，需要较多填土的缺点；

➢下部采用预制管桩，管桩按照单桩承载力设计值打入至相应持力层，路

基工后沉降问题可得到根本性的改善；

➢结构下部采用工厂制作预制管桩，为标准化构件，预制管桩施工时，其

施工工艺便于现场管理控制，施工污染及废弃物较少，上部结构采用轻型

化实心板梁结构，施工工艺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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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厂生产的小型预制构件和构造物—⑤桩板式无土路基

 应用项目：合徐高速扩建工程，合宁、合安等在建高速扩建工程

 桩板式无土路基标准段采用6m一跨，12跨一联。上部采用预制钢筋混凝

土板，下部采用桩柱一体结构，桩基为D600 130 AB型PHC（PRC）预制

管桩，管桩和上部桥面板均实现了工厂化制作。

四、安徽省基于桥梁工业化的建造技术创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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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厂生产的小型预制构件和构造物—⑤桩板式无土路基

四、安徽省基于桥梁工业化的建造技术创新实践

已经通车的绕城高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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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常规中小跨径的标准化—①低高度密肋式小T梁

四、安徽省基于桥梁工业化的建造技术创新实践

铰缝开裂

支座脱空

内模上浮

墩顶横向裂缝

可检性低

耐久性差

➢ 虽经多次优化，空心板“先天不足”，被多地禁止使用

➢ 研发新的中小跨径桥梁结构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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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常规中小跨径的标准化—①低高度密肋式小T梁

四、安徽省基于桥梁工业化的建造技术创新实践

“优等生”

传统T梁

降低梁高

增加梁片数 低高度

密肋式小T梁取消马蹄以便于施工

主力跨径范围13~2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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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常规中小跨径的标准化—①低高度密肋式小T梁

四、安徽省基于桥梁工业化的建造技术创新实践

刚接 铰
接

支座
脱空

脱
模
困
难

Δ=5c
m

侧弯
露筋

Δ=50c
m

无平弯
易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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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常规中小跨径的标准化—①低高度密肋式小T梁

四、安徽省基于桥梁工业化的建造技术创新实践

编制了密肋骨式T梁通用图（L=13、16、20、25m，α=0～40°）

在安徽省25米以下跨径桥梁已全面代替空心板结构

在河北省等省份已开始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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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常规中小跨径的标准化—①低高度密肋式小T梁

四、安徽省基于桥梁工业化的建造技术创新实践

应用省份

应用项目

建设里程

8

40+

100km+
• 目前低高度密肋式T梁已经在安徽省内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上全面取代空心板桥

• 使用效果显著，极大的减少了中小跨径桥梁的病害，降低了养护工作量

• 经济上造价比空心板节省约10%，“十二五”期间节约造价数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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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常规中小跨径的标准化—②钢板组合梁建造

 全钢结构实现工业化建造非常便利，但中小跨径桥梁经济性不占优势

 美国、欧洲、日本等国的桥梁建设中组合结构桥梁占有重要地位

 钢混组合结构采用双主梁体系，钢梁与桥面板均采用工厂化预制，发

挥两种材料的性能，与砼梁桥相比自重轻，可以大幅降低恒载比例，

与传统小箱梁相比，减少了砂、石材料用量70m³/跨，降造8%～10% 。

 是实现工业化桥梁建造的理想桥型，适应我国产业结构调整需要。

四、安徽省基于桥梁工业化的建造技术创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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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常规中小跨径的标准化—②钢板组合梁建造

四、安徽省基于桥梁工业化的建造技术创新实践

I型

1 双主梁

2 支撑横梁体系

3 分块预制桥面
板，纵横向普通
钢筋

II型

1 双主梁

2 非支撑横梁体系

3 全宽预制桥面板，
横向设预应力，纵
向普通钢筋

III型

1 三主梁

2 非支撑横梁体
系

3 叠合现浇桥面
板

• 少主梁

• 少横撑

• 少加劲肋

• 简化桥面

板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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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常规中小跨径的标准化—②钢板组合梁建造

四、安徽省基于桥梁工业化的建造技术创新实践

（1）Ⅰ型钢板组合梁桥设计

建造

——济祁高速，寿阳淮河大

桥

a)工程概况

寿阳淮河大桥，双向四车道。引

桥全长11.2km。

b)设计方案

全部设计为跨径35m、40m的分块

预制桥面板、双主梁、大横梁钢板组

合梁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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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常规中小跨径的标准化—②钢板组合梁建造

四、安徽省基于桥梁工业化的建造技术创新实践

（1）Ⅰ型钢板组合梁桥设计建造

——济祁高速，寿阳淮河大桥

c)施工方案

桥址区地势平坦，水系较少，采用龙

门吊施工。

每个工作面设置基础联，作为钢梁的

拼装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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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常规中小跨径的标准化—②钢板组合梁建造

四、安徽省基于桥梁工业化的建造技术创新实践

（1）Ⅰ型钢板组合梁桥设计建造

——济祁高速，寿阳淮河大桥

d)经济效益

通过精细化分析，合理化设计，材

料指标优化。

四车道桥梁，35mⅠ型钢板组合梁桥

与30m小箱梁桥相比，功能提升，造价降

低。

Ⅰ型钢板组合梁桥主要材料指标

名称 项目
35m梁桥

每平米指标
40m梁桥

每平米指标

桥面板

C40混凝土(m3) 0.286 0.286

HRB400(kg) 80.73 82.11

HPB300(kg) 10.19 10.30

钢主梁 Q345D(kg) 138 151.0030m小箱梁桥主要经济指标

35mⅠ型钢板组合梁桥主要经济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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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常规中小跨径的标准化—②钢板组合梁建造

四、安徽省基于桥梁工业化的建造技术创新实践

钢板组合梁结构用钢

量指标明显优于钢箱组合

梁，具备结构的经济性。

我国目前较多采用的

是钢箱组合梁结构，其材

料指标明显高于国外水平。

安徽省采用的钢板组

合梁桥材料指标与国外相

当。

序
号

项目名称
国
别

桥型 型式 跨径（m） 用钢量
(kg/m2)

1 河北205国道跨线桥

中
国

简支梁

钢箱
组合梁

70 446

2 平陵大桥 连续梁 71+110+71 504

3 铜陵路加宽桥 连续梁 36+66+30 490

4 机场高速跨线桥 连续梁 50+75+50 424

5 石家庄互通跨线桥 连续梁 35+2×55+35 357

6 亳州枢纽互通主线桥 连续梁 3×40+35.9 235

7
纵三寿县淮河大桥引桥 连续梁 钢板

组合梁

4×40 151

8 4×35 138

9 北沿江裕溪河引桥 连续梁 4×35 132

10 新天塩川桥

日
本

连续梁
钢箱
组合梁

(99+142+76.5)+
（50.5+48.6） 280

11 幾春别川新水路橋 连续梁 55+88+55 346

12 鴎鳴橋 简支梁 63.8 229

13 豊愛橋 连续梁

钢板
组合梁

45.5+62+50+2×36.6 161

14 千歳高架橋 连续梁 2×46.4 172

15 緑影橋 连续梁 2×52.4 188

16 我路橋 简支梁 48.1 168

组合结构梁桥材料指标对比d)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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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常规中小跨径的标准化—②钢板组合梁建造

四、安徽省基于桥梁工业化的建造技术创新实践

钢梁制造价格分析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 数量 单价 合价

钢板组合梁制造综合单价 元/吨 8086.69 

1 原材料 元 4385.40 

1.1 钢材 t 1 4250.00 3900.00 

1.2 钢材损耗 % 6% 4250.00 255.00 

1.3 剪力钉 个 32 7.20 230.40 

2 制造费 元/吨 1946.65 

2.1 辅助材料 元/吨 332.80 

2.2 人工费 元/吨 544.00 

2.3 机械费 元/吨 640.00 

2.4 管理费 元 177.60 

2.5 利润 元 17.76 

2.6 规税费 元 234.49 

3 工厂涂装费 元 713.55 

3.1 材料费（含损耗） 元/吨 323.40 

3.2 涂装施工费 元/吨 390.15 

4 钢板组合梁运费 元/吨 359.38 

5 工地焊接 元/吨 377.21 

6 最后一道面漆 元/吨 304.50 

钢梁安装价格分析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 单价 合价

龙门吊施工综合单价 元/吨 1617.95 

1 人工费 元 389.71 

2 机械费 元/吨 407.00 

3 材料费 元/吨 207.68 

4 辅助措施费 元/吨 362.17 

5 管理费 费率 8.00% 100.71 

6 利润 费率 6.00% 94.04 

7 税金 费率 3.410% 56.65 

济祁寿阳淮河桥引桥，基于原

材料每吨3900元考虑（当前价格

4200元），钢板组合梁结构制造安

装费预算价为9900元/吨，远低于钢

箱梁结构。

d)经济效益



63

2、常规中小跨径的标准化—②钢板组合梁建造

四、安徽省基于桥梁工业化的建造技术创新实践

预算价格

30米小箱梁主要材料指标（PHC桩）30米小箱梁主要材料指标（钻孔桩）

35米钢板梁主要材料指标（钻孔桩） 35米钢板梁主要材料指标（PHC桩）

d)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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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常规中小跨径的标准化—②钢板组合梁建造

四、安徽省基于桥梁工业化的建造技术创新实践

d)经济效益

施工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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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常规中小跨径的标准化—②钢板组合梁建造

四、安徽省基于桥梁工业化的建造技术创新实践

d)经济效益

设计寿命内养护成本分析（35米跨径为例）

剔除价格因素,钢板梁上部结构在寿命周期内的维修成本与小箱梁上部相当,下

部结构具备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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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常规中小跨径的标准化—②钢板组合梁建造

 施工现场装配工艺流程

吊装

铰缝安装桥面板

焊接

四、安徽省基于桥梁工业化的建造技术创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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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常规中小跨径的标准化—②钢板组合梁建造

四、安徽省基于桥梁工业化的建造技术创新实践

（2）Ⅱ型钢板组合梁桥设计建造 —

—巢芜高速，裕溪河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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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常规中小跨径的标准化—②钢板组合梁建造

 设计方案

 “全宽预制桥面板钢板组合梁”

连续梁桥。

 主梁：双主梁组合梁，等高。

 横梁：跨内横梁为小横梁；支点

横梁为加强中横梁；支点端横梁

为大横梁。

 桥面板：横向支撑板，单向预应

力结构，标准跨径35m。

 板、梁以剪力钉群连接。

跨内小
横梁

支点中
横梁

支点端
横梁

桥面板

主梁

四、安徽省基于桥梁工业化的建造技术创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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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常规中小跨径的标准化—②钢板组合梁建造

 桥面板预制结构C50、现浇湿接缝C55。

 顺桥向：预制桥面板宽度3m，湿接缝

50cm。

 横桥向：预制桥面板宽度16.75m，配

横向预应力。

标准段

50cm湿接缝

端部段
剪力钉槽

四、安徽省基于桥梁工业化的建造技术创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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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常规中小跨径的标准化—②钢板组合梁建造

四、安徽省基于桥梁工业化的建造技术创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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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常规中小跨径的标准化—②钢板组合梁建造

四、安徽省基于桥梁工业化的建造技术创新实践

d经济效益

六车道桥梁，35mⅡ型钢板组

合梁桥材料指标更加优化，与小箱

梁桥相比，上部自重减轻40%，总

体造价降低8.6%。

社会效益

规模化建造钢结构桥梁的技术

更强，信心更足。

35mⅡ型钢板组合梁桥主要经济指标

4-35单幅
钢板梁
(t)

桥面板
（m3）

钢筋
（t）

预应力钢筋
(t)

分项数量 249.5 666.2 231.8 21.1

综合单价 8564 1205.6 4513 12120

经济指标 1790元/m2

35m小箱梁桥主要经济指标

4-35单幅
混凝土
（m3）

钢筋
（t）

预应力
钢筋(t)

调平
层（m3）

调平层
钢筋(t)

盖梁砼
（m3）

盖梁
钢筋(t)

分项数量 1084.7 325.4 47.88 227.5 26.35 220 39.5

综合单价 1180 4513 12120 450 4100 700 4600

经济指标 1702元/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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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常规中小跨径的标准化—②钢板组合梁建造

四、安徽省基于桥梁工业化的建造技术创新实践

（3）Ⅲ型钢板组合梁桥设计建

造——合宁高速，扩建

a)工程概况

合宁高速，双向四车道扩建八

车道。32座支线上跨桥。交通非常

繁忙，要求快速、保畅、安全施工。

b)设计方案

32座支线上跨桥，全部设计为

跨径30m的叠合现浇桥面板、少主

梁、小横梁钢板组合梁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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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常规中小跨径的标准化—②钢板组合梁建造

四、安徽省基于桥梁工业化的建造技术创新实践

b)设计方案

斜桥正做，统一为两种型式。

主梁高1.1m。

桥面板厚0.22m、0.3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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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常规中小跨径的标准化—②钢板组合梁建造

四、安徽省基于桥梁工业化的建造技术创新实践

c)施工方案

先分步吊装钢主梁，栓接横梁；再分

块架设钢面板，兼作底模；后现浇混凝土，

形成叠合。

结构自稳，自架设，自防护，减少辅

助施工措施。

统一型式，简化建造。施工速度快，

环境干扰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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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常规中小跨径的标准化—②钢板组合梁建造

四、安徽省基于桥梁工业化的建造技术创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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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常规中小跨径的标准化—③窄钢箱组合梁技术

四、安徽省基于桥梁工业化的建造技术创新实践

项目概况

高速公路中间新建高架桥，

全长36.84公里。

全线约30公里采用60m标

准跨径的简支钢箱组合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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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常规中小跨径的标准化—③窄钢箱组合梁技术

四、安徽省基于桥梁工业化的建造技术创新实践

项目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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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常规中小跨径的标准化—③窄钢箱组合梁技术

四、安徽省基于桥梁工业化的建造技术创新实践

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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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常规中小跨径的标准化—③窄钢箱组合梁技术

四、安徽省基于桥梁工业化的建造技术创新实践

设计方案
部位 单跨重量（t） 指标（kg/m2）

U截
面

顶板 31.7 24.2

腹板 137.9 105.5

腹板加劲肋 25.7 19.6

底板 82.9 63.4

横向
连接

横梁 6.7 5.1

横梁拼接板 1.7 1.3

上平
联

角钢 5.9 4.5

节点板 1.0 0.8

横隔
板

普通U 17.5 13.3

X型 1.8 1.4

牛腿隔板 0.001 0.001

纵向拼接板 9.6 7.3

合计 322.4 2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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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常规中小跨径的标准化—③窄钢箱组合梁技术

四、安徽省基于桥梁工业化的建造技术创新实践

关键技术

（1）上部结构施工方案采用架桥机梁上运

梁的方式，桥面板采用预制装配式。

（2）钢箱梁采用腹板带纵向加劲肋的矩形

截面；

（3）60米简支钢箱梁端部采用牛腿构造；

（4）钢箱梁防腐采用热浸锌工艺；

（5）桥面板后浇湿接缝推荐采用抗裂超早

强高性能混凝土技术，确保了桥面板和钢梁

快速结合，保障了架梁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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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常规中小跨径的标准化—③窄钢箱组合梁技术

四、安徽省基于桥梁工业化的建造技术创新实践

架设技术

桥面运梁方案（视频演示动画）

创新工业化建造助推公路建设转型升级.pp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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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常规中小跨径的标准化—③窄钢箱组合梁技术

四、安徽省基于桥梁工业化的建造技术创新实践

架设技术

架设方案：桥面运梁

• 预制桥面板与钢梁结合后再运梁，改善了结构受力。

• 湿接缝采用抗裂超早强高性能混凝土，强度在24小时后即可达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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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常规中小跨径的标准化—③窄钢箱组合梁技术

四、安徽省基于桥梁工业化的建造技术创新实践

架设技术

施工方案优点：

• 钢梁和桥面板在桥面上运输，操作空间较大，不受既有上跨桥和桥墩的影

响。

• 同时架设两片完整钢箱梁和横向连接构造，架梁工作效率高，施工速度快。

• 钢梁和桥面板结合后受力，钢梁用钢量更节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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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常规中小跨径的标准化—③窄钢箱组合梁技术

四、安徽省基于桥梁工业化的建造技术创新实践

架设技术

方案名称 工期分析 工期

桥面运梁方案

1、共36.84公里，拟定实行平行作

业的方式，分10个作业点，同方向

架设。

2、各作业点4天架设1跨（含预制

板铺设），10个作业点有效作业需

249天。

钢箱梁与桥面系施工

实行流水作业，正常情

况下：

计划开工至计划完成

时间共需9.6个月。

施工工期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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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常规中小跨径的标准化—③窄钢箱组合梁技术

四、安徽省基于桥梁工业化的建造技术创新实践

桥面板制造工艺

➢ 定型钢底模

➢ 定型钢侧模

➢ 专用脱模剂

➢ 无收缩混凝土

➢ 早强减水剂

➢ 附着式高频振动器

➢ 真空吸盘调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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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常规中小跨径的标准化—③窄钢箱组合梁技术

四、安徽省基于桥梁工业化的建造技术创新实践

桥面板制造工艺

底模板系统（液压） 底模行走轨道（液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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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常规中小跨径的标准化—③窄钢箱组合梁技术

四、安徽省基于桥梁工业化的建造技术创新实践

桥面板制造工艺

➢ 浇筑：料斗多点布料

一次浇筑成型

➢ 振捣：插入式振捣棒

附着式高频振动器

➢ 表面处理：

长水平尺刮平收面

初凝前二次收面

混凝土浇筑 附着式高频振动器

顶面刮尺找平 二次收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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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常规中小跨径的标准化—③窄钢箱组合梁技术

四、安徽省基于桥梁工业化的建造技术创新实践

桥面板制造工艺

➢ 养护：

• 土工布、自动喷淋（印

尼）

• 蒸汽养护（气温较低）

➢ 凿毛：拆模后

➢ 真空吸盘吊运

噪音低、安全性高、操

作简便、吊装效率高、

对预制构件无损伤等优

点。

蒸汽养护棚 预制桥面板侧面凿毛

真空吸盘吊运构件 预制桥面板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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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常规中小跨径的标准化—③窄钢箱组合梁技术

四、安徽省基于桥梁工业化的建造技术创新实践

现浇湿接缝

抗裂超早强高性能混凝土技术

➢ 根据本项目快速施工特点，推荐采用超早强技术，1天内强度达到设计强度

的90%。

➢ 为解决普通早强混凝土后期易出现收缩裂缝的问题，推荐采用抗裂型混凝土。

➢ 采用抗裂超早强高性能混凝土技术，该技术专门针对湿接缝混凝土研发。对

于印尼温度较高的环境中，其混凝土早期强度及弹性模量均有较好的表现。



90

2、常规中小跨径的标准化—③窄钢箱组合梁技术

四、安徽省基于桥梁工业化的建造技术创新实践

现浇湿接缝

抗裂超早强高性能混凝土技术

➢ 膨胀剂： MgO能抑制温度收缩及干燥收缩。

➢ 此外，掺入的有机合成纤维，能够显著提高混凝土抗塑性开裂性能及抗干缩

性能。

➢ 本混凝土技术同时解决了混凝土早强以及收缩开裂两大难题，获得中国专利

优秀奖，特别适用于本项目的快速施工以及耐久性需求。

MgO Concrete

Ordinary Concrete

Cracking

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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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常规中小跨径的标准化—③窄钢箱组合梁技术

四、安徽省基于桥梁工业化的建造技术创新实践

钢材防腐

钢梁按照腹板和底板3个板件单元分别进行热浸锌，因此，单个板件单元入锌

池时，采用双吊点方案进行吊挂。

钢工字梁入锌池照片



92

2、常规中小跨径的标准化—③窄钢箱组合梁技术

四、安徽省基于桥梁工业化的建造技术创新实践

钢材轧制工艺

14500 15000 1450015000

59000

材质SM520（日本规范（JIS））

屈服强度是355MPa 屈服强度是355MPa

材质S460M（欧洲规范（EN））

屈服强度是460MPa

材质SM520（日本规范（JIS））材质S460M（欧洲规范（EN））

屈服强度是460MPa2
7
0
0 1

9
2
2

钢梁采用高性能钢，采用热机械轧制

（TMCP）工艺，在提高钢材强度的同时

又提高其韧性和可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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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常规中小跨径的标准化—③窄钢箱组合梁技术

四、安徽省基于桥梁工业化的建造技术创新实践

窄钢箱组合梁技术总结

➢ 钢板梁的改进型式，主要适用50米以上跨径，有效降低板厚；

➢ 采用少主梁、窄底板的结构型式，板件尽可能自稳定、少设加劲肋；

➢ 60米跨径用钢量不到250kg/m2，上部造价约3600元/m2，低于混凝

土结构；

➢ 国内规范对结构的强度要求比国外规范苛刻，但细节设计较粗糙，其

安全度并一定高于国外规范；

➢ 50~80m的组合梁结构均采用整跨施工，施工速度极大提高，尤其适

应山区高墩大跨要求；

➢ 相比较，国内50~120米的混凝土连续梁从经济性和施工性且不具备优

势，窄钢箱组合梁应用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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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常规中小跨径的标准化—④体外预应力节段拼装箱梁建造

 应用项目：芜湖长江公路二桥

 项目全长约55.5公里，总概算90.39亿元，计划2017年底建成。跨江主桥

长1622米，全漂浮体系斜拉桥，主跨806米，索塔高262米。首次采用柱式

塔、双分肢、分离钢箱梁、四索面同向回转拉索锚固体系等四大创新技术，

荣获全球BE创新奖，系我国首个获奖桥梁项目。

四、安徽省基于桥梁工业化的建造技术创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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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桥与接线共27.826公里，采用全体外预应力大悬臂、薄壁节段梁拼

装设计，2万多榀节段梁实行工厂化生产与装备化拼装，规模位居国

内外之首。

四、安徽省基于桥梁工业化的建造技术创新实践

2、常规中小跨径的标准化—④体外预应力节段拼装箱梁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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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安徽省基于桥梁工业化的建造技术创新实践

2、常规中小跨径的标准化—④体外预应力节段拼装箱梁建造

标段
节段梁长度
（km）

结构类型 节段榀
数

上部砼用量
（万方）

C1 7.36
节段梁+桁架+矮塔

斜拉桥
5400 9.74

C2 5.806
节段梁+矮塔

斜拉桥
4186 9.19

D1 7.56 节段梁 5284 12.76

E1 7.10 节段梁+桁架 5164 10.52

工程规模：总长27.826km
设计理念：标准化、工厂化、装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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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安徽省基于桥梁工业化的建造技术创新实践

2、常规中小跨径的标准化—④体外预应力节段拼装箱梁建造

 借鉴国外经验，将“全体外预应力、节段预制、轻型薄壁箱梁”三者

结合，扬长避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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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安徽省基于桥梁工业化的建造技术创新实践

2、常规中小跨径的标准化—④体外预应力节段拼装箱梁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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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外预应力轻型大悬臂薄壁节段拼装箱梁体现了结构尺寸小、重量

轻、易安装的特点，且可检查、可更换，维护方便；施工安排实现

上下同步、减少环节、缩短工期、避免污染、降低能耗。

四、安徽省基于桥梁工业化的建造技术创新实践

2、常规中小跨径的标准化—④体外预应力节段拼装箱梁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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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提高规模化建造的技

术适应性；简化构造和施工；

通过降低控制高程的主梁高

度，减少桥梁长度与高度。

 改进：采用全钢结构钢管桁、

钢板组合桥面板。

 工厂化制造，装配化施工的

特点更强。上部结构重量减

轻40%。

Ⅰ型钢管桁架梁桥

Ⅱ型钢管桁架梁桥

四、安徽省基于桥梁工业化的建造技术创新实践

2、常规中小跨径的标准化—⑤钢管桁架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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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应用：芜湖长江二桥，

10处跨堤桥，全部采用钢管

桁架梁桥。

桥跨50m，梁高仅1m。

 效果：钢板组合桥面板、全

钢结构钢管桁架梁桥自重减

轻，用钢量得以控制，下部

结构节约较多，施工速度更

快。

钢管对接焊

组合桥面板施工

四、安徽省基于桥梁工业化的建造技术创新实践

2、常规中小跨径的标准化—⑤钢管桁架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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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安徽省基于桥梁工业化的建造技术创新实践

2、常规中小跨径的标准化—⑤钢管桁架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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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常规中小跨径的标准化—⑥高强混凝土预制墩

四、安徽省基于桥梁工业化的建造技术创新实践

a、技术背景

预制桥墩目前已在厦门高架BRT工程、东海大桥、杭州湾跨海大桥、上海长

江大桥的桥墩设计和施工中得到了成功应用，应用效果良好，经济效益显著。

东海大桥预制墩现场图 建筑预制柱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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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常规中小跨径的标准化—⑥高强混凝土预制墩

四、安徽省基于桥梁工业化的建造技术创新实践

预制墩技术优势：

1）施工速度快、施工质量易控制；

2）现场的人工作业大为减少，机械化程度高；

3）环保绿色的施工方式。

预制墩的改进技术

1）采用C70高强混凝土

桥墩为受压为主的构件，提高混凝土的性能，可以有效降低材料用量指标；

2）工厂化预制

工厂流水化、标准化、机械化作业，产品质量可靠可控；

3）离心法工艺

大型离心机的使用，桥墩强度、耐久性、抗渗性均提高；

4）产品标准化

设备利用率提高，管理难度降低，造价进一步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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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常规中小跨径的标准化—⑥高强混凝土预制墩

四、安徽省基于桥梁工业化的建造技术创新实践

C、应用实例-济祁高速淮河特大桥

吊装 杯口施工

安装后

现场应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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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常规中小跨径的标准化—⑥高强混凝土预制墩

四、安徽省基于桥梁工业化的建造技术创新实践

d、应用实例-济祁高速淮河特大桥

淮河特大桥安装效率为每个标段每天8根，

与现浇桥墩相比，减少了一倍以上的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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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常规中小跨径的标准化—⑥高强混凝土预制墩

四、安徽省基于桥梁工业化的建造技术创新实践

淮河特大桥11.5公里引桥中已全面使用，其在工期、质量、效率、

经济、风险控制、环保等方面优势明显，综合经济效益具有很大优势，

预制墩的应用是国内公路首次全线大规模化采用。

我公司已获得2项实用新型专利，1项发明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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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安徽省基于桥梁工业化的建造技术创新实践

3、工业化建造技术的全面应用—合安高速改扩建桩板式路基

• 节约社会资源：节约土地资源，同时老路基小型构造物能充分利用；

• 节省造价：造价与填土路基相当，有软土路基段更为节省；

• 工业化程度高：预制板、管桩工厂化生产，现场组装，施工周期短，

可减少对现有营运高速的影响。

桩板式路基的优势

采用创新型的钢筋混凝土无梁板式结构代替常规路基拼宽，合安高速总应用里程为

2.019k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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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安徽省基于桥梁工业化的建造技术创新实践

3、工业化建造技术的全面应用—合安高速改扩建桩板式路基

标准跨径6m，等跨径布置，7孔一联，

标准联长42m。桥面板采用纵向分块预制，

管桩与梁板采用半固结连接。

桩板式路基结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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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安徽省基于桥梁工业化的建造技术创新实践

3、工业化建造技术的全面应用—芜合高速改扩建桩板式路基

芜合高速首次实现在既有加宽又有加高的改扩建项目中应用桩板式路基结构，总应用

里程为1.878km 。

体系特点

• 稳定性好：内外侧均采用

管桩进行支承；

• 与泡沫轻质土联合应用：
老路基采用泡沫轻质土换

填加高处理，不对软土地

基新增荷载；

• 管桩多种施工方法联合应

用：根据所处位置的不同

，分别采用锤击法、振动

液压法施工管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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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安徽省基于桥梁工业化的建造技术创新实践

3、工业化建造技术的全面应用—芜合高速改扩建桩板式路基

标准跨径6m，等跨径布置，15孔一

联，标准联长90m。桥面板采用纵向分块

预制，管桩与梁板采用固结连接。

芜合桩板式路基结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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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安徽省基于桥梁工业化的建造技术创新实践

3、工业化建造技术的全面应用—合枞高速新建桩板式路基

• 创新示范效应显著：本项目通过大规模应用桩板式路基结构，实现了

在基本农田保护区内路基填挖平衡，不设取土坑的“节能环保”设计

理念，桩板路基总应用里程超过20km，创新示范效应显著。

本项目位于G3W德州至上饶高速公路合肥至枞阳路段，路基宽度为26m，单幅桥面宽

度为12.625m。结构采用横向三桩，为新建高速公路首次采用桩板式路基结构。

项目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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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安徽省基于桥梁工业化的建造技术创新实践

3、工业化建造技术的全面应用—合安高速中派河桥

• 一次成孔法：采用KTY4000 钻机完成φ3.5m 钻孔，最大直径可达5.0m；

• 取消水中承台：施工费用大幅降低，工程造价降低22%/206万元；

• 大直径空心桩：空心结构可有效节省桩长，已开展内模机械脱模方法研究。

主墩采用大直径桩柱一体结构

主桥上部结构采用86+140+90m下承式钢桁架梁，引桥采用30m装配式预应力混凝土

小箱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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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安徽省基于桥梁工业化的建造技术创新实践

3、工业化建造技术的全面应用—合安高速中派河桥

引桥采用分体式全装配化预制T

型桥墩，由预制帽梁，预制墩、承

台、预制管桩组成。

引桥采用装配式T型桥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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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安徽省基于桥梁工业化的建造技术创新实践

3、工业化建造技术的全面应用—合枞高速桥梁装配式下部结构

桥墩类型
适用类

型

墩柱尺寸 预制盖梁尺寸 承台尺寸 桩基
直径

（cm）
壁厚

（cm）
墩高范
围（m）

长（cm）宽（cm） 高（cm）长（cm）宽（cm）高（cm）类型 类型 施工方法

A

A-1
15m工
字梁

100 22 1～14 440 170 120 / / / /
PHC100

0
植入法

A-2 100 22 1～14 440 170 120 / / / /
PHC100

0
打入法

B

B-1
20m工
字梁

100 24 1～14 440 170 140 / / / /
PHC100

0
植入法

B-2 100 24 1～14 440 170 140 / / / /
PHC100

0
打入法

C

C-1

25m工
字梁

140 30 14～25 440 170 140 400 400 200 现浇 PHC800 打入法
C-2 140 30 14～25 440 170 140 410 410 200 预制 PHC800 打入法

C-3 120 25 1～14 440 170 140 500 250 200 现浇
PHC100

0
打入法

C-4 120 25 1～14 440 170 140 500 250 200 预制
PHC100

0
打入法

C-5 140 30 14～25 440 170 140 300 300 250 现浇 φ1600 钻孔灌注桩
C-6 120 25 1～14 440 170 140 300 300 250 现浇 φ1400 钻孔灌注桩

D

D-1

35m钢
板梁

140 30 14～25 180 180 100 400 400 200 现浇 PHC800 打入法
D-2 140 30 14～25 180 180 100 410 410 200 预制 PHC800 打入法

D-3 120 25 1～14 180 180 100 500 250 200 现浇
PHC100

0
打入法

D-4 120 25 1～14 180 180 100 500 250 200 预制
PHC100

0
打入法

D-5 120 25 1～14 180 180 100 300 300 250 现浇 φ1400 钻孔灌注桩
D-6 140 30 14～25 180 180 100 300 300 250 现浇 φ1600 钻孔灌注桩

注：墩高指预制桥墩长

全线桥梁下部结构均采用预制装配式结构，分别对应上部结构采用15m、20m、

25m简支工字梁和35m钢板组合梁。

装配式桥梁下部结构通用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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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安徽省基于桥梁工业化的建造技术创新实践

3、工业化建造技术的全面应用—合枞高速桥梁装配式下部结构

装配式桥梁下部结构构造立面图

定位块

法兰连接

预留洞

预制承台

连接方式

• 预制墩与预制盖梁

灌浆金属波纹管

• 预制墩柱
法兰连接、钢横梁

• 预制墩与预制承台

插槽式连接

• 管桩与承台

管桩预留钢筋与承台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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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安徽省基于桥梁工业化的建造技术创新实践

3、工业化建造技术的全面应用—S11芜黄高速公路装配式下部结构

桥梁上部结构采用25m、30m小箱梁和35m钢板梁，下部结构采用预制

装配式构件。

小箱梁 钢板梁

下部预制构件

• 预制盖梁

• 预制墩柱

• 现浇承台

• 钻孔灌注桩

由于地质条件

较好，基础不适宜

采用打入法施工的

桩基，故采用钻孔

灌注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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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安徽省基于桥梁工业化的建造技术创新实践

3、工业化建造技术的全面应用—S11芜黄高速公路装配式下部结构

连接方式

• 预制墩与预制盖梁

灌浆金属波纹管

• 预制墩柱
法兰连接、钢横梁

• 预制墩与预制承台

插槽式连接

预制桥墩与预制盖梁连接

金属波纹管

钢横梁构造图（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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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安徽省基于桥梁工业化的建造技术创新实践

3、工业化建造技术的全面应用—黄千高速55m简支钢板组合梁

• 1：该跨径组合梁目前多采用钢箱组合梁形式，双主梁钢板组合梁相

比钢箱组合梁，具有制造方便，用钢量较低等突出优势。

• 2：跨中梁段使用Q500qD钢材，端部梁段使用Q345qD钢材。在跨中

梁段可充分发挥Q500qD的屈服强度；

• 3.：采用变厚钢板，在梁段B中上下翼缘使用变厚钢板，此技术的使

用结合简支梁弯矩变化特点，较等厚钢板，可有效减少用钢量。

55m钢板简支钢板组合梁创新技术

用钢量：
198kg/m2

考虑Q500qD

价格因素，仍
具有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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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安徽省基于桥梁工业化的建造技术创新实践

3、工业化建造技术的全面应用—黄千高速装配式钢管混凝土格构墩

• 装配式钢管混凝土格构墩，由盖梁

、格构墩柱与承台构造。钢管混凝

土柱由钢管内包空心混凝土柱组成

，钢管使用定型钢管，混凝土采用

C80高强混凝土。

创新技术

1.墩柱采用SC定型管桩，格构墩在工厂分
节段预制，施工现场拼装；
2.能充分利用混凝土优异的受压性能，并且
钢管与混凝土的结合能解决钢管的局部稳定
性问题；
3.装配式钢管混凝土格构墩能适应山区复杂
地形建造条件，适用于高度16m以上的桥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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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安徽省基于桥梁工业化的建造技术创新实践

3、工业化建造技术的全面应用—黄千高速装配式钢管混凝土格构墩

相比于传统桥墩，格构墩具有自重轻、建造速度快、外观通透优
美；特别对于高墩，格构墩具有传力简洁明确，迎风面积较小，墩柱
之间温差效应小等优点。

与上部装配化结构匹配较好，如与钢混组合梁配成套使用，则营
造一种工程美感，且综合造价较低，是一种极具有竞争优势的桥墩型
式。

格构墩

钢板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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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维数字化信息管理系统

 解决以前不能解决的技术问

题：

➢ –多专业综合

➢ –碰撞检测

➢ –进度模拟

➢ –材料统计

 解决以前不能解决的技术问

题：

➢ –优化项目流程

➢ –并行设计

➢ –标准控制

➢ –工作流程

 设计可视化

➢ –直观、形象

➢ –空间布置问题

➢ –精确、高效

五、安徽省基于桥梁工业化的管养技术创新实践



124

1、三维数字化信息管理系统

 设计效率与质量的提升 ：

➢ –团队效率与设计质量的提升

➢ –数据唯一性和复用性

 全生命周期的应用扩展 ：

➢ –数据移交

➢ –交付项目的数据模型，为运

营管理部门带来价值

➢ –数字化公路、数字化桥梁0

五、安徽省基于桥梁工业化的管养技术创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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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维数字化信息管理系统

应用项目：芜湖长江公路二桥

 基于卫星地图三维总体设计

五、安徽省基于桥梁工业化的管养技术创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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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维数字化信息管理系统

应用项目：芜湖长江公路二桥

 构件的精细化设计

局部构造设
计

复杂节点
BIM模型

有限元力学
分析

调整 优化

导出

五、安徽省基于桥梁工业化的管养技术创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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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维数字化信息管理系统

应用项目：芜湖长江公路二桥

 基于构件的协同设计
拉索

钢梁

锚固系统

附属下部

主塔

五、安徽省基于桥梁工业化的管养技术创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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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维数字化信息管理系统

应用项目：芜湖长江公路二桥

 基于BIM的快速化出图

校核构造设计的合理性，
提高设计质量。

五、安徽省基于桥梁工业化的管养技术创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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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维数字化信息管理系统

应用项目：芜湖长江公路二桥

 基于BIM的可视化的施工进度管理

已完成

构件信息查询

构件状态查询

构件质量查询

五、安徽省基于桥梁工业化的管养技术创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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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维数字化信息管理系统

应用项目：芜湖长江公路二桥

 基于BIM的可视化的施工质量管理

➢ 全寿命跟踪

➢ 可溯源

➢ 及时纠偏

五、安徽省基于桥梁工业化的管养技术创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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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维数字化信息管理系统

应用项目：芜湖长江公路二桥

 基于BIM的可视化的施工成本管理

➢ 根据进度自动统计工程量

➢ 真实模拟施工全过程

➢ 成本管控

五、安徽省基于桥梁工业化的管养技术创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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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桥梁监控监测与安全评价系统

五、安徽省基于桥梁工业化的管养技术创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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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桥梁监控监测与安全评价系统

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0.95

0.96

0.97

0.98

0.99

1

A comparison between before and after collision

Time     (min)

M
A

C

MAC(2,2) before

MAC(2,2) after

2007-01-01 00:00:00 2007-01-03 02:35:00

2007-01-02

00:50:00~2007-01-02

01:35:00船撞监测

地震监测

五、安徽省基于桥梁工业化的管养技术创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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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语

 第一阶段 — 2007年之前

工业化桥梁使用特点：基于结构跨度的客观需求和通用
标准的使用

本阶段钢结构由于材料单价及人工成本因素，普通钢结构的成本为混凝土

结构的2~5倍，因此在安徽省钢结构桥梁极少使用，仅少量的大跨度桥梁

由于结构需求采用了钢结构。使用类型集中在大跨度的跨江桥梁、刚刚兴

起的钢管混凝土拱桥及少量在铁路使用的钢桁架桥。其他工业化建造仅限

于部颁标准的应用和装配式通道的研发和试验工程。

工业钢结构桥梁所占比例不足1%。

1、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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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语

 第二阶段 — 2007年~2012年

工业化桥梁使用特点：基于结构低高度的主动使用和通
用标准的自制定

• 大跨度悬索桥、斜拉桥及拱桥继续根据结构的需求采用了钢结构；

• 部分市政桥梁由于景观需求采用了钢结构桥梁；

• 由于平原区高速公路建设的需要，主动采用了钢桁架、钢管桁架、正交异

性桥面板、组合结构桥面板等钢结构解决桥下净空问题，有效降低主桥梁

高，降低路线纵坡，减少桥长，降低工程造价。

• 装配式通道、密肋式T梁的全面推广应用

钢结构桥梁所占比例不足2%。

1、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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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语

 第三阶段 — 2012年以后

工业化桥梁使用特点：基于桥梁工业化的组合结构规模应用

• 跨越淮河、长江等大跨度钢桥梁的跨越发展；

• 伴随市政工程大发展的钢结构景观桥梁的规模应用；

• 低高度钢桥的持续应用与发展；

• 基于桥梁工业化的新型钢板组合梁结构推广应用；

• 装配式通道、密肋式T梁、管桩、预制墩身、桩板式路基.......

钢结构桥梁所占比例提升至10%左右。

1、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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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语

1、发展阶段

实例实现：

设计和施工的系统性

施工过程和生产的重复性

构配件生产的批量化

实例内涵： 产品标准、工艺标准、管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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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语

➢ 经过二十多年的探索与实践，钢

结构桥梁在安徽省得到了长足的

发展，应用比例从不到1%快速推

进到目前的10%左右；

➢ 与发达国家钢结构桥梁70%的应用

比例相比，还存在继续探索与发

展的空间；

1、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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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语

1、发展阶段

工业化差距：单项项目、单体结构、 单个标准

标准化、规范化：政策、法规、标准缺乏统一

规模化生产：体现于局部工程

社会化、专业化：未体现分工和协作，商品化程度低

科学化管理：工程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变认识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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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语

推进公路工业化建设的技术实践决

非一蹴而就！踏实、细致的工作永远是取

得成功的基础保证。

1  认识主导过程

无认识，就无思考，无对策。以此主

导的工作过程，无异于“盲人骑瞎马”一

是乱，二是慢。

2  态度左右结果

持不同的态度，就会采用不同的方式，

付出不同的努力，也就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3  细节决定成败

技术实践的大胆设想需要足够的细节

支撑。否则，在既有技术的反衬下，“说

不清”无异于“不可行”。

2、几点体会 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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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语

 安徽省桥梁工业化技术的核心理念

1、结构的高强化、轻型化

降低材料用量，降低结构自重，降低运输和安装成本

典型结构：钢板组合梁、高强桥墩、高强管桩等

2、构件通用化

尽可能使得构件尺寸统一，减少模具数量，降低工程造价

典型结构：超薄节段预制拼装箱梁、装配式通道等

2、几点体会 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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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语

 安徽省桥梁工业化技术的核心理念

3、安装便利化

尽可能减少现场接头、多采用自稳定构件、降低辅助措施

典型结构：高强桥墩、装配式通道等

4、造价经济化

根据经济性原则选择合适的结构，控制不同的结构的适用范围；从工程总

体和全寿命周期分析造价

2、几点体会 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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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语

我省按照“法人主导，设计诱导、

专家推导，政府引导”的“4D循环”

推进思路，重点从以下四方面着手推

进钢结构桥梁建设。

（一）实现决策、建设与管理等工程全

工程的思想和认识的统一；

（二）引导与促进桥梁钢结构技术的进

步和发展；

（三） 帮助企业（设计、制造、安装、

管理、使用）实现效益和成长的同步；

（四）鼓励引智育才为钢结构桥梁建设提

供能力和保障。

2、几点体会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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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语

➢桥梁工业化政策和法律法规体

系正在建设，将为工业化的健康、

快速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

➢完整的桥梁工业化集成系统正

在建成，将为工业化的健康、快

速提供了强有力地技术保证！

➢桥梁人的孜孜追求，将为工业

化的健康、快速发展，为公路建

设转型升级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传统建筑
业转型和
升级的机

遇

产业融合
和新兴市
场发展的

机遇

提高工程
环境质量
的机遇

高新技术
应用和发
展的机遇

工程品质
提高的机

遇

3、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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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桥梁工业化建造的目标——桥梁

二、公路工业化建造的现状和目标

（1）桥梁设计的标准化和体系化

设计理念、设计方案及编制成套的

标准设计图集。桥梁设计标准化

依据桥梁的不同要求，灵活选择不

同的定型构件，组合出多样化的桥

梁结构体系。

桥梁设计体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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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桥梁工业化建造的目标

二、公路工业化建造的现状和目标

（2）桥梁构件生产的工业化和商品化

由工厂进行集中批量生产，采用机

械化手段，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产品

质量、缩短生产周期。

桥梁构件生产工业化

进入流通领域成为社会化的商品，

促进桥梁产品质量的提高，生产成

本降低。最终，推动了桥梁工业化

的发展 。

桥梁构件生产商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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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桥梁工业化建造的目标

二、公路工业化建造的现状和目标

（3）桥梁施工的装配化和机械化

实现“农民工→技术工，施工工地

→组装工厂”的转变。桥梁施工装配化

使得桥梁工程建设进一步走向专业

化和社会化。桥梁施工机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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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桥梁工业化目标

二、公路工业化建造的现状和目标

（4）组织管理科学化和信息化

设计与产品生产、产品生产与施工

方面的综合协调，使产业结构布局

和生产资源合理化。

组织管理科学化

生产与经营管理方法的科学化，要

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和计算机信息技

术促进桥梁工业化的快速发展。

组织管理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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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