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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金属材料、焊接设备等

硬件学科技术的不断飞跃发展，大跨

径全焊接钢结构公路桥梁相继出现在

全国各地的大江大河之上，广西柳州

市双拥大桥就是大跨径单主缆斜吊杆

地锚式双塔单索面宽幅公路悬索桥。

该类型桥梁为国内首座，其大截面单

箱双室钢桥梁制造技术在公路桥梁建

设中具有典范意义。

1  工程概述

柳州双拥大桥位于广西柳州市河

东大桥下游2km处的柳江江面，跨越

的柳江河段宽480m。大桥呈西北—东

南走向，全长1494.76m，机动双向6

车道；主桥横跨柳江，主跨430m，跨

径布置为（40+430+40）m，采用扁

平流线型全焊接钢箱梁结构。钢桥主

体结构材料采用Q345C钢，全桥钢箱

梁用量约9200t。钢箱梁通过吊杆悬吊

于悬索上及通过索塔横梁支撑于索塔

上，大桥立面图及平面图如图1所示，

建造成桥实景图如图2所示。

2  结构特点及制作难点
柳州双拥大桥为单主缆斜吊杆地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of a Suspension Bridge with Single Main Cabin and 
Double-cell Steel Box Girder

[摘  要] 柳州双拥大桥是国内首座单主缆斜吊杆地锚式悬索桥，全桥总长1937m，主跨430m，

为世界单主缆单索面宽幅公路悬索桥之首。本文对主桥钢箱梁制造过程采用的工艺技术进行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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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gether with project case, this paper summarizes manufactu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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锚式悬索桥，主桥钢箱梁位于R25500m的竖曲线

上，顶板全宽38m，设双向1.5%的泄水坡，中心高

3.5m，中间设置一道纵隔板，采用单箱双室结构。

横隔板采用整体式隔板，每隔2m设置一道。吊点分

为斜吊索吊点、直吊索吊点和临时吊点三类。斜吊

索吊点采用整板形式，板厚60mm，加装两侧补强板

共130mm；直吊索吊点与顶板焊接连接，采用全熔

透焊缝，板厚40mm，加装两侧补强板后110mm。

标准梁段结构见图3、图4。

（1）钢箱梁板厚比较薄，顶板16mm，底板

图1  柳州双拥大桥立面和断面图

图2   柳州双拥大桥建造成桥实景图

图4  标准梁段—钢箱梁成品

图3  标准梁段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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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mm，腹板14mm，横截面尺寸大；对于保证钢箱梁

的外形尺寸精度，焊接变形和焊接收缩量控制是关键。

（2）横隔板采用组合式，上下分为三块，上面

要保证横隔板槽口与52根U肋吻合，下面要保证与

108根板肋吻合，这对横隔板的加工精度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

（3）吊耳板与顶板采用全熔透焊接连接。吊耳

板40mm，顶板只有16mm，焊接质量要求高，焊接

变形难于矫正。

（4）大跨径单主缆斜吊杆地锚式双塔单索面宽

幅公路悬索桥属于国内同类型桥梁中的首座，对梁

段预拼装线型控制和合拢段加工工艺没有成熟的经

验可以借鉴。

受柳江航道和公路超限运输限制，钢箱梁的加

工制造采用“二阶段”制造方法加工。钢梁制造采

用分段、分块在工厂制造板单元，在桥位南岸建总

拼装场地进行梁段组装与试拼装，通过轨道运梁台

车运输梁段至吊装位置进行桥位吊装、桥位环缝焊

接、顶推钢箱梁至北岸的制造方案。

3  板单元制造工艺要点及控制措施
柳州双拥大桥主桥钢箱梁全长510m，划分为53

个梁段制造。每个梁段顶板分为15个顶板单元，共

有52根U肋；底板单元分为15个底板单元、斜底板

单元，共有108根板肋；1道纵隔板单元和两侧的风

嘴单元。

3.1  顶、底板单元制造

顶、底板单元制造工艺流程：预处理→顶板和

底板精切下料、U肋制造→无码组装胎组装→反变形

焊接胎架进行焊接→矫正、成品。

（1）板单元零件下料时综合考虑火焰切割、焊

接、热矫正等板件尺寸的影响，对板件的外形尺寸

确定适当的工艺预留量。

（2）正交异性桥面板采用专用无码组装胎进行

U肋与顶板的组装，控制U肋的位置以及与顶板的组

装间隙。

（3）利用板单元反变形焊接胎架，控制焊接

角变形。在胎架上用CO2气体保护自动焊对称施焊U

肋角焊缝，减小焊接变形内应力。控制焊接工艺参

数，保证熔深和焊缝外观成形，避免缺陷。

3.2  横、纵隔板单元制造

横隔板作为钢箱梁组装的内胎，且纵向与U肋

要精确配合，加工精度要求非常高。柳州双拥大桥

横隔板除结合段端隔板外，其他均为普通横隔板，

在与纵隔板处断开，通过焊接连接。为了保证焊接

质量，将横隔板整体分为4个板块进行制造，即上、

中、下和两侧的风嘴部分。纵隔板单元按照设计划

分长度进行制作。

横、纵隔板制造工艺流程：预处理→精切下料

→平台组装→约束焊接、矫正→成品。

（1）单元件组焊。利用组装平台组立T型或H

型截面横隔板。横隔板在平台上按照组装位置线，

组装加劲肋等件，重点控制加劲肋与竖板的组装间

隙和垂直度，通过强力拘束，控制焊接变形。

（2）矫正。采取强力拘束变形措施后，焊后产

生局部变形，使用火工矫正，保证板面的平面度和

直线度。

4  钢箱梁制造工艺要点及控制措施
钢箱梁制造采用多节段（6+1）连续匹配组装、

图5  双拥桥钢箱梁6+1总拼装

焊接和预拼装同时完成的方案。全桥53个钢箱梁段在

一条70m长的总拼装线上装焊，每轮次装焊不少于5

个节段，全桥钢箱梁共分9轮次制造。每轮预拼装合

格后，将最后一个节段留下，参与下一轮预拼装，其

余节段出胎进入下道工序。钢箱梁总拼装（6+1）连

续匹配技术应用如图5所示。

4.1  钢箱梁总拼装技术

在钢箱梁节段制造中，按照底板→中间横隔板→

内腹板→风嘴横隔板→风嘴外腹板→中间顶板→边顶

板→吊耳板的顺序，实现立体阶梯形推进方式逐段组

装与焊接。组装采用正装法，设计专用总拼装胎架，

如图6。胎架以底板、斜底板的外形为基准面确定胎

架形状，钢箱梁组装时以专用胎架为外胎，以横隔板

为内胎，各板单元按“三纵一横”基线就位，辅以加

固设施以确保精度和安全， 重点控制桥梁的线形、节

段几何形状和尺寸精度、相邻接口的精确匹配。

钢箱梁所有焊缝施焊完并检测后，以胎架的纵、

横基准线为基准，修正钢箱段相应线。以修正的横基

线为基准用样杆确定长度划线配切，保证钢箱梁段长

度满足设计与工艺要求，并保证箱口断面平齐，以满

足桥位焊接时箱口对接间隙均匀，保证焊接质量。

4.2  钢箱梁总拼装质量控制

为保证钢箱梁的外形和几何尺寸，防止产生过

大的内应力，加劲梁焊接应分步进行，并遵循先内后

外、先下后上、由中心向两边的施焊原则。

全焊接钢箱梁结构从胎架上解除约束后会产生一

定的应力释放，引起横桥向两边侧产生一定的上翘反

弹，箱体吊装后自身横桥向产生挠度等因素的影响，

使横坡出现一定的负偏差，引起桥面铺装厚度和二期

恒载的变化，对线形的控制和运营产生一定的影响。

针对这个问题，在总拼胎架设计中主要依据梁体自身

横桥向挠度及焊接变形的经验数据，在底板上设置横

向预拱度，在箱体斜底板处设置反变形量，有效控制

了成品梁的横坡。

4.3  钢箱梁6+1节段匹配预拼装技术要点

根据钢箱梁架设施工顺序，在总拼装胎架上采用

6+1平位预拼装方法，全桥分九个轮次预拼装。通过

预拼装控制钢箱梁的旁弯、拱度、长度、组焊接口匹

配件，控制桥位环焊缝的间隙及错边量。

九个轮次的预拼装均采用起拱预拼装法，在每两

个梁段的接头采用插入法对钢箱梁的预拱度或线形拱

度值进行放样计算，然后通过千斤顶或液压油顶对梁

段接头进行调整，采用全站仪控制预拱度达到要求的

位置，之后将连接好的临时匹配件在两梁段接头处定

位装配并焊接牢固。再次测量梁段间的预拱度，合格

后解码匹配件，采用船台运梁台车将梁段运输出胎。

图6  钢箱梁总拼装胎架

图7  双拥大桥钢箱梁桥位总拼装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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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技术特点就是实现了“板单元二次组拼—

钢箱梁节段总拼—6+1试拼装—防腐涂装—存梁场转

运”这样一种完全工厂化式的流水生产线制造。如

图7所示。

（1）通过中间测量塔控制好匹配基准梁段，用

水准仪测量钢箱梁拱度测点标高，使梁段桥中线在

设计允许的偏差范围内，并以此调整其他梁段，控

制测点标高，按照基准线以此就位。

（2）在凌晨或没有日照的情况下检查拱度、长

度和相邻梁段之间吊点距离，通过中间测量塔修整

桥轴线。该线是桥位测量的控制线。

（3）各项检查数据满足制造规则后，组焊匹配

件、嵌补段。

5  结语

柳州双拥大桥采用的大跨径单主缆斜吊杆地锚

式双塔单索面悬索桥，结构形式是目前国内首座，

主跨跨度是世界上最大的，对于斜吊杆吊点位置的

控制尤为重要。双拥大桥于2012年8月正式通车投入

使用，本文对其钢箱梁的制作过程中采用的技术工

艺和质量控制措施进行了总结，以便于对类似桥梁

的设计和制造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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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近年来，网壳结构作为大跨度

空间结构的一种主要形式，在体育场

馆、会展中心以及其他公共建筑中

大量应用。与传统的平面结构体系

相比，网壳结构具有自重轻、抗震性

能好、建筑形式美观、施工周期短等

特点。网壳结构的形式繁多，按层数

划分为单层网壳和双层网壳，按曲面

外形可以分为球面网壳、双曲扁网

壳、柱面网壳、圆锥面网壳、扭曲面

网壳、双曲抛物面网壳等。网壳结构

为高次超静定结构，在早期使用传统

的结构分析方法进行计算时，计算工

作量十分巨大，耗费的分析设计时间

长，且容易出错，很多情况下还需要

简化，影响计算精度，从而限制了网

壳结构的发展。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

展，对这种高次超静定的空间钢结构

可以较精确地进行分析计算，或编制

出计算用表以供设计使用。这不仅解

决了过去无法进行的结构分析问题，

而且缩短了工程的设计周期，因此推

动了大跨空间网壳结构在社会各类建

筑中的大量应用。目前，许多学者在

网壳结构的静力稳定性、动力稳定性

和抗震性能等方面做了一些研究工

作，但仍不够深入，缺乏系统性。本

On Axial Force Distribution of Square Pyramid Space Grids Roof Attacked 
by El-Centro Seismic Wave

[摘  要] 通过工程实例，采用线性动力时程分析法对网壳结构进行在El-Centro地震波下的动

力响应分析，得到了网壳屋面的轴力分布规律，为网壳结构的设计以及地震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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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rough project case, this paper discusses on axial force distribution of 
square pyramid space grids roof attacked by El-Centro seismic wave by dynamic 
response analysis, so as to be reference for design of square pyramid space grids 
structure and seismic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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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壳屋面杆件轴力在地震波下的动力响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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