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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混凝土预制梁桥机械化施工新技术 
 

 今天，世界上桥梁技术发展迅速，桥梁的结构也在多样化。特别是由于桥梁架设施工技术的

发展，促使各类桥梁的架设质量与速度不断提高，由于近年来高速铁路，高速公路，轻轨交通和

城市高架立交桥的蓬勃发展，大型混凝土预制架桥的建设越来越多。相应的预制梁桥架设和机械

化施工技术也日新月异。 
 
   预制梁桥的设计构思与架设设备的设计紧密结合，使适宜架设设备的设计服务于桥梁设计师

的要求，或者对已有架设设备进行改进，使其适应各种新桥的架设施工，这是当今架桥施工机械

与施工技术发展的特点，意大利 PAOLO DE NECOLA 公司在此方面成绩斐然，一些桥梁施工公

司借助这些设备和技术成功地以流水作业方式完成许多桥梁的架设。 
 
1．基本特点 
 
 采用预制梁架设桥梁的主要目的是便于机械设备的使用和缩短施工周期。 
 
－－桥梁上部结构施工可做为一个施工段或设一个标段，应单独由一个施工单位承担，并且与 
预制梁场同为一个施工组织。 
 
－－座桥设 1 个或 2 个预制梁场，1 个预制梁场供应最佳施工区段单向可达 10 公里，在预 制

 梁场配自动化制梁模板，生产整孔箱梁，工梁或分段梁。 
 
－－当修建桥墩的同时，建造预制梁场，预制梁场设置应考虑运梁设备的出入并能驶上桥梁。一

 旦预制梁场附近的桥墩完工，则可以开始组织架梁设备进入 现场。 
 
－－制梁工作应最先开始，当架设施工开始时，所有工作均可在墩上作业，有时也可从桥下运送

 预制梁。 
 
－－从钢筋成型，编制网架，浇铸成型，施加预应力，蒸汽养护，脱膜，沿桥上或桥下运梁 至
 架设位置，用架桥机安置梁体到位，各工续连续进行，成为一个不停顿的流水作业工场。 
 
－－当完成一孔架设工作后，架桥设备移至下一工位，而此时制梁和运梁工作仍在连续进行。 
 
 整个过程中，几个要素必不可少。 
 A．采用自动化预制梁模板设备，制梁场设在桥上，或桥中。 
 B．使用与架桥机匹配的专用运梁机。 
 C．采用适宜的架桥机。 
 D．采用流水作业法组织施工。 
 
2．传统预制梁的机械架设技术及设备的多功能化。 
 
    至今，人们往往还采用传统 T 梁型或工字型预制梁修建混凝土桥，尽管这种桥已显得有些过

时，不甚美观，但毕竟其技术难点少，设计简单。即使如此，与其相配的机械设备，也仍不断寻

求完善和多功能化，以适应特种需求和更广泛的应用的价值。 
 
 这类架桥机主要特征是双主桁架，且常配有横移导轨，支腿总支架在桥墩部位，图 1．的 150
吨步进式架桥与传统的架桥机在外型上没有太大的区别，但实际上，它都能满足多种特殊要求，

这在中国上海徐浦大桥的施工中得以体现： 
 



－－设计上充分考虑力学的稳定性和结构适应性，纵向架设坡度可达 5％，架桥机可采用两种喂

 梁方式，即后部喂梁和侧悬吊喂梁；架设施工可以不局限从 桥的一端开始，而可分段作 
 业，并且制梁的地点位置可有很大的选择余地（桥 的两侧空地或桥头空地等处）。 
  
—－吊梁小车上装有液压微调定位装置，可以保证在最后落梁阶段时，准确落 梁，易于控制误

 差。 
 
－－主桁架携梁前行。 架桥机主桁架上的吊梁小车在满负荷时即吊着150吨重梁体时，主桁架能

 自行向前运动至下一桥墩，架支在新桥墩横移轨道上。在确 认主桁架稳固住后，吊梁小车

 可吊梁运行至下桥孔位置。 
 
－－主桁架水平摆转。在每个横移小车上的主桁架基座下有一活动铰接机构，这可以使主桁架能

 进行水平摆转，与桥的纵轴线形成一个夹角，最大可达7°，因而可满足曲线半径800米的桥

 梁架设要求。 
 
－－单侧桁架起落梁功能。 在特殊情况下能吊起梁体150吨，并可准确落梁。 
 
－－横移轨道支架和前后液压支腿可折叠。以适应横移轨道吊运及主桁架行进能在架好的桥孔上

 面越过，以保证架桥机可向桥的两个方向进行架设施工。 
 
－－横移轨道支架可沿轨道调整，调整幅度为800毫米。这可以保证支架各锚固位置可以调整， 
以适应其它一些桥梁设计的锚固位置。 

 
图 2．为适应这种工字梁或 T 梁架桥方式，专用轮胎跨式运梁设备的使用具有极大优越性： 
 －－可集中制梁，利于现场制梁，专业化生产。 
 －－可不用轨道，缩短施工占地周期，操作灵活，利于加快施工速度。 
  
 运送工字梁和 T 梁有两种方式。一种为单车式，一台运梁车配上吊具就可运送一片梁，但吨

位适于 80 吨以下的梁。另一种是用两台单车跨式运梁车联合运作吊运一片梁。由 于运梁车运行

性能十分稳定，即使在工地上运行，也一样保证安全可靠。见图 3—图 4。 
 
 T 梁和工字梁的预制比较简单，在现场制梁时，如果在预制模板上配上适宜的脱模机构，则

会使制梁更具工厂化。 
 
 
3. 大型整孔箱梁桥的施工技术及其设备发展趋向（50 米以下整孔箱梁） 
 
 近些年由于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及轻轨交通的迅速发展，大型混凝土整孔箱梁桥的修建倍受

青睐，采用大型整体箱梁架桥的优点在于： 
 

－结构的连续性. 对一个桥孔而言, 没有数个梁体组装连接上的技术问题. 

－梁的长高比(孔距与梁高的比值)较大, 因而具有美学上的优点和广泛的应用 

  前景. 

－减掉墩上现场浇铸工作, 施工速度大大加快, 从制梁开始到安装完成, 可望

每  两天架设一孔(注: 10米以上桥宽), 尤其适用于几十孔以上的桥. 

－有降低混凝土和钢筋最低用量的可能性. 

－ 预应力结构在一开始就施加在整孔梁上, 而不是限制在一部分结构上, (包括

  上部桥面板的预应力也可以同时施加). 

－桥梁整体质量高, 由于箱梁体和路面一次成型, 因此桥梁架设完成后, 几乎无 

 需做后续工作就可投入使用. 



- 梁的支座极少, 仅为四个, 可简化施工地的调整工作及日后的检查、维护和保 

 养. 

  

 迄今为止，这种方法可适用 25～50 米，6～16 米宽的整体箱梁，桥梁纵向坡度 0.15%～3%，

梁吨位最大已达 900 吨。 

 

A.. 整体箱梁的现场预制. 

在现场附近设置预制梁厂, 一般设在桥头或设在桥的中部, 预制梁厂的地平面与桥

面同一个水平面, 以便运梁设备可直接进入预制梁厂, 也有考虑预制梁厂的地平面与桥

面不在同一个水平面上, 但这将增加吊移设备, 并且安全风险较大. 

 

为使施工组织合理化, 钢筋骨架编制预先进行. 编制是在一个符合预制梁形状的特

殊台架上进行, 台架设在其它场地上. 将整个钢筋结构按要求预先制作好, 犹如钢筋笼

一样, 然后整体吊运至制梁模内, 这样可大大缩短预制梁的时间.  浇铸梁时先浇灌箱

梁底板部分, 然后将可移动的箱梁液压内模插入箱梁骨架内腔, 各活动模板件由液压系

统操作就位后, 再浇铸整体梁.  浇灌过程自始至终是连续进行的, 一般为3--5个小时

以上. (见图片) 

 

在现场预制时，对此结构即可以施行预张拉也可以施行后张拉, 施行一次性张拉时

预应力大于2600吨。当然, 施行预张拉可以得到最好的效果, 能施加准确的力值和避免

钢筋的外界腐蚀.  因而，相应的端部拉力座装置要有相当的强度。 为使拉力座装置的

结构不至太庞大, 而又避免其横向弯曲, 沿拉力座装置的长度方向，相对于混凝土梁床

设置许多加固点, 并使箱梁的外模与拉力座装置本身相联, 不会发生相对运动. 

 

箱梁外模被制成固定的, 相应的做一些地基处理, 从而省去大量的构架, 减少占用

空间，以及避免已往外模所需的手动操作.  脱外模时使用升降法, 即用4个行程2米的千

斤顶, 顶推箱梁吊架, 顶推高度取决于运梁设备能进入箱梁下部的空间, 这种方法既简

单安全, 机械化程度也高, 又不占据空间。  

 

箱梁内模是可以运动的, 由于梁体浇灌及蒸汽养护后, 梁体会出现收缩, 故箱梁内

模的液压机构控制内模板回缩, 而进行脱模.  内模板可根据梁的截面特殊要求制成，并

保证脱模后，沿梁的纵向从梁的内腔中脱出, 即使梁端部的内腔为小截面环状筋板, 而

梁中部为大截面空腔时, 内模也能纵向脱出.  

 

B. 整体箱梁的运送. 

巨大的梁体运送过程也是复杂而困难的.利用已架设好桥面运送预制梁显然是最安

全、最经济、最简单的方法.  但是在已架好的梁上通过, 运梁设施及梁本身的重量总和

已超过已架好的梁体重量, 甚至远大于梁本身的计算动负荷.  无限制降低运梁设备的

重量是不可能的, 如果想使运梁的总负荷低于梁体计算动负荷, 这必将使梁体尺寸加大, 

这显然也不经济. 

 

因而要求这个运梁系统的特征可归结为以下几点: 

1. 设备重量要最小. 不能在运梁车通过已架好的桥面时，对已架桥梁构成破坏危 

 胁。 

2. 尽可能将梁体大负荷分散，以减少作用在已架好的桥面上的集中负荷绝对值. 

3. 为了将动态因素引起的负荷增加(动负荷)降至最低, 运梁设备需要高弹性吸收

  能力(缓冲性能). 

4. 在不十分规则平顺的路面或轨道上行驶时, 对作用在各轮子上的负荷应具有自

  动补偿能力 . 



5. 设备的外形尺寸要尽量小而紧凑, 因为运送的巨大梁体要能够与架桥设备匹配, 

  运梁设备越紧凑, 架设梁的问题就越容易解决. 

6. 结构应简单, 可靠性高, 以降低损坏或故障的风险, 因为一旦出现问题, 将直

  接影响施工周期. 

7. 整个运动系统要均匀同步地运动, 不能有加速、减速等一些危险因素作用在负 

 载上, 包括启动、停止、反向运动均需渐渐缓慢均匀地运动. 

8. 设备要能微动, 微动的数量级要达到厘米级, 这关系到准确进入架桥机和操作 

 上的安全. 

9. 能适应曲线、纵向和横向坡道, 纵向坡道甚至可能达到5%. 

10. 在起动和运行中, 整个运动系统出现打滑、溜车将十分危险, 应具有安全的制

  动保障系统. 

为满足上述的这些特征要求, 结构设计尤为重要. 

 

采用传统的机械方法和通常的液压平衡系统的代表作是轮胎式大型运梁车(见图

片)。其采用液压驱动与制动以保证运动的平稳性, 多组轮胎使压强尽量均布, 除了轮胎

本身的弹性缓冲能力外, 液压或橡胶缓冲装置也设计在结构中, 以降低动负荷的影响。 

轮胎数量视情况而定, 少则8个, 多则30～40个. 这种轮胎式的大型运梁车, 在使用中

相对比较灵活, 其轮对转向也由液压系统控制. 在运送600吨以下的梁体时, 具有相当的

优越性。  

 

将运梁与架梁设备相结合构成多功能式的施工设备（见图〕, 则更具灵活性, 施工

组织也更易安排。 当然这种设备体积及重量也相当可观, 其液压系统也较复杂而且要求

极高. 两端的轮胎组可以自行做360º转动, 液压驱动轮对进行前进、后退及转向。 在现

场制梁工地上, 则要求制梁的内外模低于制梁厂的地平面, 而制梁厂的地平面与桥面要

在一个平面上, 这样这台多功能的施工设备则可进行起吊梁体, 运送梁体及架设梁体的

各项工作. 

 

使用轮轨式运梁车更具实际意义，除了可采用液压系统作为弹性缓冲及负荷补偿装

置外，还可用一组橡胶环取代机械系统和弹性负荷补偿装置, 犹如在钢轮之上加了一组

软垫. 各轮对的负荷补偿是自动的瞬间的, 不会象机械液压系统那样会出现频繁的停顿

动作. 如果认定轨道的不规则性是厘米级的, 则运梁设备动负荷变化体现在各轮子上时, 

可忽略不计. 橡胶环本身还有较好弹性缓冲吸收能力, 使动态因子接近至0. 

 

这种运梁设备的动力驱动装置, 或采用内燃动力牵引辅以液压驱动，或使用一组在

水平纵向同速交替运动的高速大行程液压缸。由于使用液压缸驱动行进, 其运动均匀连

续滑顺, 停止和启动可十分平稳, 反向和小位移功能也可轻而易举获得. 至于通过曲线

问题, 采用一些氯丁橡胶制的可转动支点及Teflon滑板而得以解决. 

 

这个运送系统整体总成的重量很少, 运送重量比仅为5:1, 体积也很紧凑, 其运动

空间规范在已架好的箱梁两侧墙的上方. 运动方向由轨道控制, 运动阻力也相对很小. 

事实证明, 对于运送700吨以上超大型箱梁是一种很理想的方式. 

 

C. 整体箱梁的架设 

    适用于高速铁路桥，轻轨高架桥和高速公路桥的整体箱梁架设，梁型32～50米、9～16米宽

的整体箱梁（无需横移），纵合工作坡度可达0.15%～3%，梁吨位200～900吨，喂梁方式为后部

（液压控制前、后支腿），操控系统为电气与液压。 按此施工方法可以达到一至两天完成一个

桥跨的施工。按40米梁计，平均总的施工速度为30米/天，则有可能在三个月内完成一座三公里

高架桥的架设任务。 
 
方式1：简支桁架式架桥机 



 这种桁架式架桥设备设有三个支腿，中部及后部支腿可以自行向上折叠，见图 5  。架桥设

备能利用自身动力向前运动到下一桥位置。当预制箱梁从架桥机后部，被大型运梁车运到位，进

行架设时，后架腿和中支腿交替折叠，使运梁车进入架桥机桁架下，并由架桥机上的吊梁小车将

预制箱梁吊装到位。 
    该类架桥设备目前已可制成能架设 700 吨单箱单室复线梁。在意大利及南朝鲜已成功使用于

架设 550～600 吨 25 米～32 米的预制箱梁。见图 6。  
   架桥机总重   340 吨 
           总长    70～75 米 
          总高    14 米 
          架桥机的横移量   + 1 米 
          可架桥梁坡道   0.5% 
          最小曲线半径   600 米 
           吊梁小车 升降速度 5 米/分 
                     运行速度   4 米/分 
          全液压控制吊梁运行及支腿动作 可架设 20～40 米梁。 
    这种架桥方式极简单，箱梁制造在预制场可以保证很高质量和精度，而在架设时只需控制落

梁和安装的准确，施工速度极快。尤其对架设简支梁桥，则更显优越性。按流水作业方式计算，

平均全部完成一孔桥的施工作业时间仅为 1～2 天。 
    尽管这种架桥机形式简单，但制造商还是对一些结构申请了专有技术保护。 
     
方式 2： 导梁式架桥方式 
    这种方式设计的极为巧妙，架桥机分成上、下两个梁体，下梁为导梁，上梁为吊装梁。架设

时，运梁车从后部行驶到两梁之间，此时上梁的后支腿先向折起，然后落下后支腿于已架好的梁

体上。上梁的吊梁小车将梁体吊起，运梁车退出，此后下梁向前运动，让出梁体位置，上梁吊梁

小车再将梁体准确放置。见图 7。该类架桥设备已制成能架设 900 吨大型箱梁的设备，在意大利

已成功使用于架设 850 吨 25 米～40 米预制箱梁。见图 8。 
    总重    约 500 吨 
    总长    80～85 米 
    总高    约 15 米 
    两梁间静空高度 约 5 米 
    可架设桥梁坡道 0.15% 
    最小曲线半径  600 米 
    吊梁机构采用液压爬升器 
    全液压控制吊梁运行及支腿动作 
 可架设 25～50 米箱梁。 
    这种架桥方式因吊梁时吊梁机构和吊重并不大幅度纵向运动，所以极为安全可靠。且由于使

用上下梁变换分担预制箱梁的重量，因此架桥机的承重梁不必很长，从力学角度看更趋合理。箱

梁的安装容易控制，施工速度更快。如果按流水作业方式计，平均全部完成一孔桥的施工作业时

间仅为 1～2 天。 
    这种架桥方式由于设计安全独特新颖，且更具有发展生命力，因而制造商已申请专利保护。 
 
方式 3： 运梁架梁一体式吊运法 
    这种方式的典型设备为多功能架桥机。见图 9  。它由两部分组成，一个为吊运架梁机，另

一个为导梁。吊运架梁机的两组轮胎轮可以原地 360 转向，因此它可以纵横向任意运动，解决

了在预制场内将箱梁从模体上吊出横行的问题。从制梁场（制梁场一般放在桥头或桥中部）到架

梁位置的运梁过程，由吊运架梁车完成。吊运架梁车吊着梁体行驶到导梁上的一个小车上，然后，

这个导梁小车与吊运架梁车一起向前运动至落梁位置。此时，导梁向前行让出落位置，进而完成

准确的吊装。其可以架设双箱梁复线桥，也可架单箱梁单线桥。现在已在意大利用于架设 25～
35 米双箱梁高速铁路复线桥。 
      最大吊运重量   350 吨 



      吊运架梁车全长   约 46 米 
      运行速度     5～8 公里/小时 
      总高     约 7.7 米 
      导梁全长     35～40 米 
      可分段横移    6 米以上 
      导梁高度    3 米 
      整机总重    约 460 吨 
      曲线半径     200 米 
      纵向工作坡道     3% 
      全液压动力驱动 
    这种方式的最大特点是将运梁和吊梁设备合二为一，减少了施工设备的投入，因而使总成本

下降了很大幅度。此外吊运架梁机的运动也相当自如，使运用人员倍感方便。但对吊运架梁机的

驾驶操作人员要求较高。在施工中，吊运架梁机总是处于紧张工作中，因而也为维护保养工作加

大难度。 
    其架设施工速度最快可达每天 2～3 个箱梁。因此，在正常运转下平均每 1～2 天可完成一孔

双箱梁桥梁的全部施工工作。 
 
方式四．双托桁架式架桥设备 

 此方式的特点是在墩头上设两个临时支托架，用以支承两套动力支腿， 而支腿本身不影响

梁体沿主桁架吊运（见图   〕。这两套动力支腿能自行移动，所以可迅速架设非等孔径的桥梁

距墩。可架梁体的单重相对较小（300 吨以下〕，箱梁或分段梁的梁长 6～40 米。可架小曲线半

径（120 米〕的轻轨交通桥和立交桥。其主桁架比较轻巧。 
 
 
4。长大分段梁拼装桥的几种架设技术 
 
 使用分段梁拼装方法架桥为桥梁的结构形式提供了更宽的想象空间。 
 
 在桥梁施工现场预制梁体，使用自动化预制梁设备。钢筋骨架制作完后，吊运至制梁模内，

箱梁内模板采用一套可移动的液压模板。内模板由动力装置拉进箱梁骨架内腔，然后各活动模板

件由液压系统操控就位，此后浇注、加预应力、蒸汽养护等依次进行。梁被运走后，可将另一个

已制好的钢梁骨架吊运入制梁模内，接着制作下一个梁。 
 
 由于使用机械化设备制造梁节，梁的尺寸精度和形状可以做得十分精确和美观，并可为分段

梁之间结合提供保证。比如：两分梁的结合面采用啮合，搭合等方法，梁节重量也可达 120 吨甚

至 300 吨，架桥平均施工速度可达 200 米/天 以上，是悬浇方法的 2～3 倍。 
 
 针对不同梁节块的尺寸大小，设计专用运梁车，设备使用灵活，可使施工简洁，方便和安全，

工效大增（见图）。专用运梁车多采用单车跨式运梁车，采用四组轮，液压驱动。吨位及尺寸均

可根据所运分段梁的大小形状而定，其轮压可控制一定范围内，以适应工地恶劣状况，行驶最大

坡道 6％。目前，在城市桥梁施工中为减少现场占地时间，污染和交通压力，运梁车使用更具优

越性。甚至部分桥墩的制作，也可采用预制方式。相应的运输车，也应运而生。（见图） 
 
 专用运梁车即可用于架桥机后部喂梁，也可进行桥下喂梁。当用后部喂梁方式时，吊梁小车

下配备特殊吊具，使梁块在吊运时进行水平 90转向。 
 
 拼装分段梁的架设设备，与分段梁桥的设计施工紧密相关（方案 2）。这可分为两类拼装法： 
 
 A. 第一类为单拼法，即将单个梁块安装就位，进行一次张拉预紧后，再进行下一梁块的拼

装工作。一般从一个墩头两边同时开始连续拼装，直至与前一个悬臂合拢。当依次逐个安装就位

至全孔径后，再进行全孔径二次张拉。单拼法中架桥机有二种方式。 



 
  A1．架桥机的主桁架长于两个桥孔的长度。 
 在施工中其支腿总是支撑在桥墩的位置。这可以避免处于施工状态下的桥梁附加内应力。并

且使桥跨拼装合拢与架桥机自身的位置变换的过程，以及在下一桥跨内分梁块的拼装架设均分开

完成。（见图） 
 这种架桥机突出特点是自重较轻，且可架设孔径较大的桥。一台自重 220 吨的架桥机可拼装

100 吨以上的梁块，或者 200 吨的预制梁。其自身总长 138 米，而架设孔径为 38～65 米。 
 此外，主桁架可设计成两节，中间铰接两节桁架可水平偏转以架设曲线半径很小的立交桥。

曲线半径可达 35 米。（见图） 
 
 A2．架桥机主桁架仅长于一个桥孔的长度。 
 在施工中只保持一个支腿支撑在桥上，其它支腿可架在已架好的梁段上，或悬臂梁段上，并

可伸出支承桥墩在悬臂梁下架设桥梁（见图）。 
 这往往取决于架桥机应用的场合，如，大型的架桥机架设 40～70 米孔径，分梁块 70 吨重的

立交桥，或高架桥。而小型架设机架设 20～40 米孔径，分梁块为 20～50 吨的立交桥。这两个方

式中，架桥机的支腿，可以根据使用状况变换位置，从而使架桥机应用于不同的桥梁架设。 
 
 B. 第二类为悬吊整体拼装法，即将全孔径的预制分梁块悬吊在主梁上，逐个进行拼装，全

孔径梁块拼装后进行 30％～50％预张拉，然后将拼装好的整体梁进行调整，并就位于桥墩支座

上，随后完成剩余张力的张拉。现有三种架桥机应用此法: 
 
 B1. 采用双主桁架，双吊梁小车，特别适用于后部喂梁。采用后部喂梁时，当分梁块从后部

吊运到叫架设位置后，旋转 90悬吊于主桁架上，被依次先悬吊在两个主桁架上。待所有分梁块

悬吊完毕后，再依次就位，并穿索施加张力，构成一个整梁，随后架桥机将此整体梁落梁就位。 
 这个架桥机前后支腿有前后左右调整功能，因此，可以极准确地按照设计要求，将桥梁安装

成相应的倾斜度。架桥机的长度是孔径的两倍，受力支腿总是架在桥墩处，可架设桥面宽度大于

14 米，孔径可超过 50 米。 
 
 B2. 采用单主桁架，使用一个吊梁小车，较适用于下部喂梁。当架设时，总是从前支腿所在

墩上方开始，悬吊梁块依次向后悬吊所有梁块。待所有分梁块悬吊完毕后，再穿索张拉，使其成

为整体梁，随后调整落梁就位。 
 架桥机总长度不超过两个桥孔径，主桁架尺寸略长于一个孔径。在主桁架前端有一段导梁，

仅用于协助架桥机前行。其后支腿，落在两条轨道上，当架桥机向前行走时，后支腿在此轨道行

进。这种架桥机突出特点是重量轻，可以架设较大跨度的桥梁及变截面桥梁，桥面宽度基本不变

限制。架设孔径可超过为 130 米（见图） 
 
 B3. 实际也是第二种的变型，基本原理相同在主桁架前端，采用一个导梁，但主桁架为两个，

可同时架并行的两组分段梁，不过由于其吊重的限制，架设孔径不能太大，40 米～80 米为宜，

其突出优点是一次可完成架设较宽桥面的双箱梁桥。（见图） 
 
五．其它类型预制梁桥的机械施工。 
 用预制梁架桥的方式也可在其它一些桥梁建设中使用。 
 斜拉桥的架设施工也采用预制梁块、横梁及桥面板。一旦主塔完工，则开始拼装工作。在主

塔两侧装有吊梁车、桥面吊和托梁行车装置。使用这些设备，按顺序进行梁块组装工作，可大大

加快施工速度，提高生产效益。 
 而其它，如高架水槽（整跨重量超过 1200 吨〕；高架混凝土梁轻轨交通桥等，也均可根据

具体的施工要求，运用架桥机械进行施工。而梁的预制运送，也将根据梁的设计采用机械设备完

成。进而，达到安全、高效且经济地完成桥梁架设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