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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桥梁连续梁施工中挂篮控制技术研究
裴兰勇*
中铁九局集团第六工程有限公司，辽宁 110141
摘

要：近年来铁路建设是我国的建设重点。铁路桥梁连续梁施工是铁路建设中的一部分，在连续梁施工过程

中，挂篮技术的应用非常广泛，并且日渐成熟。但是施工过程中环境及人员不确定性因素多，需要在某些关键工序中
重点控制。本文结合大张高铁连续梁施工工程，深入研究铁路桥梁连续梁施工中挂篮控制技术，从铁路桥梁连续梁施
工中挂篮控制要点入手，详细阐述铁路桥梁连续梁施工中挂篮施工控制以及安全文明施工及环境保护措施，以期为相
关研究学者提供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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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Railway NO.9 Group NO.6 Engineering Co., Ltd., Shenyang 110000, Liaoning, China
WUDFW In recent years, railway construction is the focus of our country. Continuous beam construction of railway bridge
is a part of railway construction. In the process of continuous beam construction, the application of hanging basket technology
is very extensive and increasingly mature. However, there are many uncertain factors i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which need to
be controlled in some key processes. Combined with the continuous beam construction project of Dazhang high-speed railway,
this paper studies the control technology of hanging baske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ontinuous beam of railway bridge. Star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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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control of hanging basket, safety and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easur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ontinuous beam of railway bridge,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relevant resear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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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目前，我国各个交通运输行业在先进科学技术的推动之下步入飞速发展的阶段，各种运输方式的存在也使得运输
行业呈现多元化的发展特点。铁路运输属于传统的运输行业，因为受气候和自然条件影响较小，运输效率以及运输时
间都可以得到有效的保障。火车的运输能力也相对较强，并且单车装载量相对较大，能够极大程度上降低运输成本，
因此，国家近年来也十分注重铁路桥梁连续梁工程施工。挂篮控制是铁路桥梁连续梁施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
深入研究铁路桥梁连续梁施工中挂篮控制技术具有极高的现实意义。
二、铁路桥梁连续梁施工中挂篮控制要点
（一）挂篮设计
挂篮设计是实现挂篮高水平控制目标的基础，因此在设计挂篮的时候，要结合整个铁路工程以及桥梁连续梁施工
的实际情况，对工程的地形、施工环境等各个方面进行全面的调查，特别是对施工场地的调查和评估，要更为仔细、
认真，然后基于各种调查结果制定完善的挂篮施工设计方案，为后续的挂篮控制奠定良好的基础 。在设计当中，挂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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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人员也要严格遵守国家设计标准，规范性的进行挂篮设计，同时，详细地介绍各种设计细节，不可以按照自己的
意愿随意地更改设计标准与要求，导致挂篮设计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增加施工事故的发生概率。如果基于工程情况
必须更改某些标准，也要由多位管理人员共同商讨之后再作出决定 。为了进一步确保挂篮的安全性，对挂篮的各项设
计数据也要一一标明，不仅为审核人员的审核过程提供极大的便利，同时也为施工人员的规范化施工提供有效保障。
在大张高铁连续梁施工工程当中，主要使用的是菱形挂篮，主桁上、下水平杆和前、后斜杆、立柱均采用普通热轧槽
钢，槽钢上下翼缘通长加焊一块

PP厚钢板。前、后托梁采用2I36a普通热轧工字钢杆件构成。底模腹板下纵梁采用

16H型钢，底板下纵梁采用 根

根
PP（4

）扁钢，其余吊杆采用

D工字钢。主吊带采用

PP扁钢，内、外滑梁吊带采用

PP，PSB830精轧螺纹钢，菱形挂篮正面以及立面布置图详见图 以及图 。

图1 菱形挂篮正面布置图

图2 菱形挂篮立面布置图
（二）挂篮构成
在铁路桥梁连续梁施工中广泛应用的挂篮主要分为五个部分，分别是锚固结构、走形结构、侧模结构、底膜结构
以及承重结构。连续梁挂篮每个结构部分组成情况详见表 。
表1 连续梁挂篮每个结构部分组成情况
构成项目

结构组成

锚固结构

锚固筋、压紧器等。

走形结构

完善的走形系统、菱形结合梁等。

侧模结构

滑梁、吊梁、模支架、模板等。

底膜结构

纵梁、横梁、完善横版系统等。

承重结构

梁上梁、菱形结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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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挂篮预压试验
挂篮预压试验的目的在于对挂篮的承载能力进行测试，以进一步确保挂篮的安全性。通过挂篮预压试验获得弹性
变形等各项参数，为后续的施工控制提供有效的依据，以保证施工过程中可以更为安全地使用挂篮 。挂篮预压试验
详见图 。

图3 挂篮预压试验
三、铁路桥梁连续梁施工中挂篮施工控制
（一）施工准备阶段控制
施工准确阶段要做好完全准备才能从根本上保证整个工程项目的质量，因此，在正式施工之前根据工程需求设定
相应的控制点，并且设置标高，后锚固定方法采用的是两套走行轮，走行道需要划出刻度，能够有效地预防材料或者
人员负载情况的出现，梁端在拆模之后还需要使用凿毛对混凝土的表面进行处理 。
（二）施工检查阶段控制
施工检查阶段要重点对各种施工安全措施进行检查，并且从根本上培养施工人员的安全意识，进一步加强对所有
施工参与人员的安全教育，使得所有参与人员具有极高的安全意识，在开展相应工作的时候可以更加的标准化和规范
化 。同时为了进一步确保施工安全，还要设置相应的安全装置，例如安全网、安全护栏等等，进一步提高挂篮的安
全性，为高空作业人员创造更加安全的工作环境。管理人员还要对各种机械以及道具进行定期的保养和维护，保证机
械和道具的完好性，例如千斤顶、钢丝绳等等，为高空作业人员的生命安全提供更高的保障。施工场地内的电路的铺
设也要规范、科学，杜绝出现杂乱排线的情况，消除安全隐患的同时，保障用电安全。每次使用挂篮之前要对挂篮的
各个部件进行全面的检查，以确保挂篮不存在任何问题，进一步提高施工安全性。
（三）混凝土浇筑阶段控制
1. 在混凝土浇筑之前，要对挂篮、钢筋、模板、接缝处理等各个情况进行全面的检查，确认所有情况合格、达标
之后才可以进行后续的混凝土浇筑环节。
2. 在进行混凝土浇筑的时候，要准确地把握荷载，并且保持两端平衡，预防荷载出现偏差 。同时，还要严格的
控制箱梁两端灌注盘数，两端交叉灌注的时候，要保持施工速度一致，将悬臂端浇注误差控制在 P 以下。
3. 在整个浇筑期间，要对悬浇工程进行监控，保证浇筑进度均衡、快速，按照底板、腹板、顶板的顺序浇筑 。
浇灌完毕之后要进行浇水保养，如果处于高温环境之下，还要进行相应的覆盖操作。
（四）挂篮行走方面控制
在挂篮的行走方面，行走之前要对行走系统以及悬吊系统进行仔细的检查。对于挂篮行走的指挥，也要由专业的
人员来完成，严格监控挂篮的整个行走过程，以保证行走对称、均匀、缓慢 。
四、挂篮施工安全保证措施
（一）安全管理体系
为了挂篮施工安全保证措施能够全面落实到位，就需要有更为完善的安全管理体系作为依托，从根本上保证整个
建筑建设过程中的安全性。安全管理体系的建立以“集中领导、职责明确、提高效率、有利协调”的原则，然后工程
实际的人员组成以及各个部门的主要职能，将建设过程安全性作为核心目标，建立以工区经理为组长，工区副经理和
工区总工程师为副组长，专职安检工程师为主的安全领导小组，并且工区管理方面也要设定安全监察工程师的职位，

8

国际建筑学·2020 第2卷 第5期

施工技术与工程实例

项目管理方面设定专职的安全检查员的职位，班组管理方面设定安全员的职位，三个组织结构中的监督身份共同协
作，对整个项目的建设过程进行全面性的监督，保证建设人员合法建设的同时，降低建设过程中意外情况的发生，进
而达到保证建设过程安全的根本目标。
（二）挂篮施工安全保证措施
挂篮施工安全保证措施主要包括挂篮拼装主要防护措施、挂篮施工防坠落措施以及挂篮移位三个方面。
1. 挂篮拼装主要防护措施
按照工程以及挂篮各阶段的基本要求，需要制定挂篮拼装主要防护措施。挂篮在拼装的时候要做到的基本原则是
防火以及防落物，以达到有效保障施工安全的目的。
（ ）挂篮在安装的时候要按照工程规定的安全顺序进行，并且由专业的安全人员进行，重点注重挂篮连接部位的
焊接，保证连接非常稳定、牢固以及可靠之后就可以脱钩，然后进行下一个挂篮的安装。
（ ）挂篮安装的时候要在相对封闭的空间施工，可以保证挂篮安装不会受到其他影响因素的影响，从根本上保证
挂篮的安装质量。挂篮的外侧支架部门要铺满结实的模板，同时在挂篮的四周焊接出相应的围栏，并且挂设挂篮的防
护网，给予使用人员绝对性的安全保障，防止使用人员出现高处坠落的情况。
（ ）如果挂篮是在加工厂中分批出场的时候，拼装以及焊接过程也要尽可能地在拼装平台上进行，预防出现铺垫
木板着火的情况。同时在焊接的过程中不仅需要铺设铁皮，还需要准备干粉灭火器，达到有效预防的目的。
2. 挂篮施工防坠落措施
灌筑砼的时候，两端的挂篮必须保持水平对称，然后进行灌注的时候按照由前向后的顺序进行浇筑。在新筑梁段
纵向张拉、压浆之后就可以移动挂篮。挂篮移动之前要先确认该拆换的部分时候已经按照施工计划准确完成。挂篮在
移动的时候也要按照左右同步的原则，均匀平衡的移动。主梁的前端也要及时的加垫、后端设锚压紧，避免倾覆情况
的出现。在使用挂篮的时候也要注重挂篮的施工荷载，及时地对挂篮上面的不必要物品进行清洗，以防重量超出挂篮
负荷，增加坠落事故的发生概率。在使用挂篮之前要做好万全的准备措施，佩戴好安全帽，并且系好安全带，同时对
挂篮的情况进行查看，如果挂篮存在磨损或者其他问题，就需要及时更换。在使用倒链的时候，要慢慢地拉紧，链条
刚刚受力的时候查看各个部门的状态，确保每个部分状态良好之后在继续拉动倒链，并正常进行工作。每个墩首次安
装挂篮必须由工区组织检查小组检查合格之后才可以灌注砼。其余梁段挂篮移动就位后，工区检查人员检查验收合格
后才能再次投入使用。
3. 挂篮移位
挂篮移位的时候施工处于高空作业的状态，因此，应该设定相应的临时栏杆以及安全网，保证施工人员的安全。
各个防护措施要做到防护到位，如果需要夜间工作的需求，还需要安全相应的照明设施，保证施工人员可以全面性的
查看情况。同时挂篮在移动期间还需要有专门的人员查看挂篮以及各个构建的情况，确认无误之后才可以继续施工，
如果发现存在问题，则需要停止施工，并且对问题进行解决，问题排查之后才可以继续使用。挂篮的后部还需要设定
一组溜绳，进一步保证施工安全。为了保证挂篮可以更为便捷的移动，挂篮的移动滑到要保证平稳、顺直。同时挂篮
前端严禁堆放其他荷载，预防超出挂篮实际负荷而出现坠落情况。
五、结语
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进一步推动了铁路行业的发展，因为铁路建设也是城市建设中非常重要的环节，不仅能够
为人们的出行提供极大的便利，同时也能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提供有效的保障。同时铁路建设还能进一步完善物流体系，
为电商行业的发展提供有效的助力。铁路桥梁连续梁施工是铁路建设中的重要环节，施工质量同样影响整个铁路工程的
质量，因此，铁路桥梁连续梁施工的每个环节都十分关键。挂篮作为铁路桥梁连续梁施工中的一个环节，高水平的控制
也十分重要。挂篮的成本非常低廉，并且使用简便，因此在铁路桥梁连续梁施工中被广泛应用。但是施工过程中存在许
多影响因素，都会影响到挂篮的情况，增加工程的风险性，因此，在铁路桥梁连续梁施工中要注重挂篮的控制，采取一
系列的控制手段来保持高水平的控制，从根本上对铁路工程进行有效控制，以推动铁路行业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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