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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整孔预制梁桥 

施工现场专用运梁车技术 

 
刘亚滨   刘利国 

 
在进行架设超大型整体箱梁的施工时, 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 即架设施工设备问题。这

实际上主要涉及三大部分：梁的预制、梁的运输和梁的准确架设。为保证最有效地最快捷地

进行施工，综合考虑各个环节才是合理的。意大利再此方面进行了长时间的研究与实践，从

而获得了大量经验， 已成功地向许多用户提供了成套的预制梁、运梁及架梁设备和技术， 并

在许多高速铁路及高速公路施工项目中运用，使这些项目高效率高质量得以圆满完成。 

 

这个制运架系统的基本模式概括如下： 

在制梁厂使用大型自动化预制梁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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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箱体成型后，内模板活动件由液压系统控制回收至原位，再由动力装置将内模板推出箱

梁内腔。座落在箱梁四角位置的四个液压千斤顶将箱梁顶吊起来，运梁设备可进入箱梁底部

待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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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

超大型运梁设备可将梁从预制梁厂运至架桥设备下。 

 

值得强调的是，整孔箱吊装法和运梁架梁一体式吊装法都与运梁和制梁技术密不可分。

为了最有效地利用架梁设备，预制梁场的设计和运梁工具的使用应达到最佳状态。现场制梁、

运梁和架设应看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工程，在施工组织上不应把它们严格分开。 

如果施工组织得当，真正制约桥梁施工进度的不是梁的架设。当运梁距离较短时（10

公里），桥梁施工进度取决于梁的预制，当运梁距离较长时（大于 10 公里），桥梁施工进

度取决于梁的运输。把制梁场设置在桥头或桥的中间进行现场制梁，预制一个箱梁的时间就

是架设一孔桥梁的时间。 

大型箱梁运送，完全不同于以往铁路桥梁的运送。 认真讨论运梁设备与技术十分必要。  

 

一. 整体箱梁运送的基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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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超大型箱梁的重量一般在 500吨以上，因此运梁设备在技术上突破许多原有概念，

这些包括为： 

1. 使用多组钢轮或轮胎 

2. 新型轴承结构 

3. 转向装置 

4. 负荷分配和补偿机构 

5. 起动、停车和运行的稳定性 

如此巨大的梁体即使从现场制梁到架设施工地点的距离最长不过几千米, 但

是解决运梁设施的过程也是复杂而困难的. 

 

选择现场制梁的建设项目一般都是较长的高架桥或者是一组相距较近的桥群, 

制梁场设在桥头或桥中部。 利用已架设好的桥面运送预制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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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必须考虑运梁设备对非桥面的路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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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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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梁设备

和架桥设备相匹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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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模板以及操作上的安全. 

9. 能适应曲线、纵向和横向坡道, 纵向坡道甚至可能达到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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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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自身具有

安全制动保障系统. 

11．运梁车的速度应尽可能大，减小运梁工序对施工速度的制约。 

12．运梁车是预制箱梁与架桥机之间的连接环节，应保证在用最简单可靠的吊梁方法

下，使如此重大的梁体准确装在其车体上。 

13．运梁车即能准确进入模板、又能准确进入架桥机主桁架下，并尽可能在架桥机后

支腿不动的情况下从架桥机中退出。 

      14．运梁车应兼顾解决施工组织上变换施工现场问题。即保证架设设备转换工地的方

便。 

 

   为满足上述的这些特征要求, 结构设计尤为重要，且应当与桥梁设计，架设设备

和制梁设备的设计结合起来。 

 

二. 轮胎式大型运梁车 

 

1. 轮胎式大型运梁车  

轮胎式大型运梁车将传统的机械方法和液压平衡系统巧妙的结合在一起。其采

用液压驱动与制动以保证运动的平稳性, 多组轮胎使荷载尽量均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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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梁车结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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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轮胎式运梁车功能介绍 

结构：由 16 个组合或单元构成。他们通过一组易拆卸的中梁连在一起，通过螺栓连接。单

元的转向系统经过精心设计，可以保证正确的行驶方向。 

平衡：为了使整个载荷能均匀的分布在所有的轮子上，采用一套特殊的平衡、均压系统。 

      整个系统能保证 3% 的爬坡能力，并且在下坡时不需要传统的刹车装置。 

轮胎：轮胎的型号与轮压根据距离和路况来选定。在运输过程中应最大可能的减少意外情况

（如颠簸、碰撞）对正常运行的影响。 

牵引力：总轮数的 50%为驱动轮。 

刹车装置： 每一个驱动轮都配有刹车装置。 

驾驶室： 具有最大的可视角度。驾驶室可以变换其位置以适应运行要求。 

转换安全装置： 如果牵引系统的正常功能出现故障，安全装置将显示事故，并停止运动。 

暂停安全装置： 如果轮子的液压系统出现任何破坏, 该装置将显示事故，并自动停止漏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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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暂停整个设备。 

转向系统：转向系统能保障运梁车能够在 60m 半径上行驶。 

更换轮子：可用液压悬挂系统来更换轮子。利用液压件调节需更换轮的油缸，操纵悬挂油缸

上的辅助动力装置把轮子换掉。 

 

550 吨轮胎式运梁车主要技术数据如下： 

   满载高度    2.3m 

   空载高度    2.35m 

   对地最大宽度   6.4m 

   载梁接触宽度   5.5m 

   载梁接触长度   30m (最大) 

   运输能力    550 吨 

   空载运行速度   0---7km/h 

   有载运行速度   0---5km/h 

   最大坡道    3% 

   自重     约 110 吨 

   柴油机功率   450Kw 

轮对     20 个 

轮距     1.744 米 

最小轴距    1.7 米 

最大轴距    5.4 米 

轮压     5.5bar 或 9bar 

可考虑同时适应运送 20 米/24 米/32 米双线单箱梁，即可变换长度以适应不同梁型。 

 

380 吨轮胎式运梁车主要技术数据如下： 

   空载高度    1.45m 

   对地最大宽度   2.5m （最大） 

   载梁接触宽度   2.25m 

   载梁接触长度   30m (最大) 

   运输能力    380 吨 

   空载运行速度   0---7km/h 

   有载运行速度   0---5km/h 

   最大坡道    3% 

   自重     约 90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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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柴油机功率   350Kw 

   轮对     共 24—40 个 

轮距     1.744 米 

            轮对中心距   1.530 米 

最小轴距    1.2 米 

最大轴距    6.66 米 

轮压     5.5bar 或 9bar 

可考虑同时适应运送 20 米/24 米/32 米单线箱梁，即可变换长度以适应不同梁型。 

 

轮胎式运梁车必要时可以进行调整，以满足既可以运送 550 吨双线整孔箱梁，又可以运

送 380 吨单线箱梁。此时必需调整轮距，在每个轮组上加设调节装置，且其他结构也做相应

调整。 

 

2．轮胎式运架梁一体机 

运架梁一体式架桥机是将运梁与架梁设备相结合构成多功能式的施工设备，用来

运输和架设预制好的混凝土箱梁。这种设备更具灵活性, 施工组织也更易安排。该机用

四台大吨位绞车吊装混凝土箱梁。在实际中，这台多功能的施工设备还可进行现场制梁

工地上梁体的起吊和转运。运架梁机将混凝土箱梁运到架梁区域，并完成把混凝土箱梁架

设到桥墩上的工作。因此，该机能完成运梁和架梁的工作，即，该设备是传统意义上的运梁

机和架桥机的两位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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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于90º的原地转动。 液压系统驱动各轮对进行前进、后退

及转向。 

   主要结构是一个钢箱梁，两端连着行走机构。箱梁上配有两对提升绞车，可以进行同步

控制，也可以单独控制。整个钢箱梁由四段连接在一起的梁段组成，梁段间通过高强螺栓连

接，整根钢箱梁的弹性变形小于 1/400。 

    每个行走机构配有八个行走轮组，行走轮为大直径的充气橡胶轮胎。轮组间采用一套液

压平衡机构以保证整个载荷的均匀分布。 

    后行走小车处配有液压牵引系统，4 组轮对各配有液压马达，液压马达通过行程减速机

组同轴联结在轮子上，通过一个变量柱塞泵提供动力。这个油泵由一个安装在钢箱梁上部的

柴油机驱动。 

   行走轮组通过一个“第五轮”（轴承）与钢箱梁连结在一起，通过一个液压缸来驱动转向。

每一个轮子拥有独立的轮轴，在 PLC 控制下可 90旋转，此外在曲线上行走时，运梁车可以

进行15--20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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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两端的司机室可控制运梁车转向和制动。在行进、吊装过程中，所有的控制命令都

来自于前面一个司机室。在任何时候，司机都可以通过脚刹车来制动整个运梁车。 

 

特制 TE 750 吨运架梁机。该机能够满足如下工作： 

  ——架设 20 米、24 米和 32 米混凝土整箱梁 

  ——有两种作业高度 

   高工作位置，完成把混凝土箱梁架设在两个桥墩上的工作。 

低工作位置， 

1） 完成把混凝土箱梁从预制梁处运到架设梁位置的工作； 

2） 完成混凝土箱梁运送，通过隧道或限高处的工作。 

主要技术数据如下： 

 总吊重：       750 吨 

 每个吊点吊重：     187.5 吨 

 行走轮跨距：      4.4 米 

 轮数：       202=40 

 轮胎对地压力：     6 或 9 巴（根据实际情况选择） 

 提升绞车速度：      0.6m/min (满载) 

1.5m/min (空载) 

    行走速度：       4km/h (满载) 

             7km/h (空载) 

    爬坡能力：       3% 

    发动机功率：       600Kw 

    减振装置行程：      150mm 在所有轮上装有 

    转向系统：       a. 每个轮子可作 90转向 

             b. 在纵向行走时15 

    转向系统为机械式，由液压装置驱动转向 

    最大高度：       10.5m 

    最小高度：（有载在隧道行驶）   8.5m （按用户要求） 

    驾驶室        2 个 

                吊钩横向行程       200mm 

                油箱容积        1500 升 

                整机自重           288 吨 

      运架梁机其他各部结构 

 绞车间平衡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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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个行走轮支撑梁 

 二十部轮对减震装置 

 四个大液压油缸（控制整机的高位与低位） 

 

特制 TE 460 吨运架梁机。该机能够满足如下工作： 

              最大吊重：             460 吨 

            吊钩行程：             12 米 

            最大运行纵坡：         1.5% 

            最大运行速度（有载）： 5km/h 

            最大运行速度（空载）： 0.7km/h 

            安装功率：             280 马力（约） 

 

运架梁机同样可以制造成具备既可吊运架设双线箱梁（750 吨或 550 吨），也可以吊运

架设单线箱梁（450 吨或 380 吨）的功能。同时， 还可适应吊运不同长度 20 米/24 米/32 米

箱梁，即根据不同梁型可变长度。 

为实现此功能，技术上有相应措施 

            ——两种工作模式将有所不同 

            ——运架梁机的轮距能进行调整（因单线箱梁宽度仅为 6m） 

            ——设备将能调整至最小工作外型 

       ——架单线箱梁时，导梁将置于墩上，而不是保持导梁底部与桥面在一个

平面上。 

            ——架单线箱梁时，需在导梁上增加一个小车，以便运架梁机前轮组能在

导梁上运动。 

           ——当单线箱梁多于 10 孔梁时，架桥设备进行变换、调整才是合理的。 

运架梁一体式架桥方式，运架梁机成为一台多用机。设备利用率最高，自然对设备的运

用要求也最高。 

 

不可否认, 上述轮胎式机械液压系统在制成运梁设备后, 其体积和重量相对大

些, 结构也较复杂。 换句话说, 运送巨大梁体的重量与极有限的运梁设备重量要求

之间需要协调的很好. 

轮胎式运梁设备的使用，相对国内以往铁路桥梁的建设会导致施工组织的大变化，但

施工速度会大大加快。采用轮胎式运梁设备用于铁路桥建设，在国内远没尝试过，其灵活机

动性、降低工作量及施工成本方面有着无可替代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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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轮轨式运梁车 

  在施工现场使用轮轨式运梁车的突出问题是临时轨道的铺设。运送整孔双线箱梁时，须

采用两股轨道。两股轨道的线间距应与桥梁相适应，为 4.6 米。可采用标准轨距，也可采用

750mm 的最小轨距。两股轨道的线间距平顺误差要求并不严格。而对临时 1435 毫米轨道轨

间距误差可为+/-7 毫米。轮轨式运梁车（750/550 吨）的轨道基础要求： 

无论是否采用道渣或直接铺在桥面上，每根铁轨应能承受每沿米垂直负荷 13 吨，每沿

米水平负荷 2 吨。如果用户有其他考虑，还需再做研讨。如果使用铁轨加木枕的临时轨道，

轨道基础同样要能满足前述的条件。 

 

 轮轨式运梁车基本结构完全不同于我国现行的铁路运梁车的结构。 

对于自带动力的轮轨式运梁车，其由 10 至 20 个轮组合成。每个轮组有 4 个轮子，装在

一个轮架上。轮架上的平衡装置保证各个轮子所承受的负荷是相同的。轮子上装有液压驱动

机构。运梁车动力来自于柴油机—液压动力组。采用液压系统作为弹性缓冲及负荷补偿

装置， 吸收各种惯性力。一些油缸配有横移装置，以保证能同混凝土梁进行随动。 

并且，当轨道不平顺时，这些油缸能够滑移而消除轨道不平顺误差的影响。此外，

液压系统还解决了运梁车在曲线上运行时轨道超高的问题。正是运梁车这些液压系统和

平衡装置，保证了运梁车能够适应在施工临时轨道上运行。轮轨式运梁车拥有 2% ~ 4%纵向

坡道运行能力。 

 

如果架桥机后支腿支点与轮轨式运梁车轨道发生干扰（标准轨距时），则运梁车只能先

在架桥机下停留，待架桥落梁后，后支腿打开，运梁车才能返回。故工效略有减少。 

如果采用 750mm 轨距的临时轨道，则此问题可以解决，工效加快。 

轮轨式运梁车可以分组使用，进而，既可以满足在双线上运送双线箱梁要求，也可以满

足在单线上运送单线箱梁需求。 

 

特制450吨轮轨式运梁车 

（可运20米/24米/32米单线箱梁，可变长度） 

     共 10 个轮组， 40 个轮对. 

     轮距      1.435 米 （轨距） 

     最小轮组中心距       1.85 米 

     轴距      1.154 米 

     最大轮组中心距       7.2—15.4 米 

本设备用于运输 450 吨单线混凝土箱梁，该运梁车可在铺好的道渣的轨道的箱梁上运送

梁体。 其技术数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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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输最大重量       450 吨 

  支撑小车数       10 个 

  每个油缸最大承重      25 吨 

  每个轮子最大垂直载荷     12.5 吨 

  空载运行速度       12 公里/小时 

  满载运行速度       8 公里/小时 

  包括液压平衡系统 

  包括曲线行进控制系统 

  最小行驶曲线半径      800 米 

  运梁车液压动力机组最大供给功率  350KW 

  油缸垂直行程       175mm 

  行走轨道（上顶面最小宽度 65mm）  46—48kg/m 

  自重         约 65 吨 

  驾驶室        2 个 

 

特制750吨轮轨式运梁车 

（可运20米/24米/32米双线箱梁，可变长度） 

该运梁车被设计用来装运表面覆有道渣的混凝土箱梁（总重 750 吨），并可以在事先布

置的双线标准轨上行进。本机技术参数如下： 

   运输能力      750 吨 

   轮对数      102 个 

   每个油缸最大承载力   19 吨 

   每个轮子的垂直载荷   9.5 吨 

   运梁速度(空载/有载)   12km/h 

   配有液压平衡系统     

   曲线运行控制系统 

   动力机组最大功率    350Kw 

        油缸垂直行程                ±175mm 

   轨道(顶宽)     65mm 

        自重                        80 吨（约） 

 

使用轮轨式运梁车，各轮对的负荷补偿是自动的瞬间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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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轮轨式运梁车自重较小（一般60—80吨），相对500吨以上的混凝土箱梁来讲，

其自身质量是无法与大箱梁相抗衡的。大型箱梁安放在运梁车上，任何捆绑固定都

是无济于事的。因此运梁车在运送大型箱梁时，避免倾覆、颠簸、冲动、滑移等各

种危险因素的唯一依靠就是运梁车的均衡系统，它要保证大型箱梁在运送过程中始

终是平稳的坐在运梁车上，不会发生任何危险。即使施工辅助线路不平顺，也不能

使各种危险因素波及箱梁。 

 

 

四．小结 

1. 运梁车是架桥施工中重要的一个环节，并与预制梁设备和架梁的运用有着密切的

关系。 

2. 在施工现场，运送大型箱梁有许多限制性条件。运梁车设计制造不但需要适应这

些实际工作条件，而且还需力求低成本和保证施工高效率。 

3. 轮胎式运梁车具有运用灵活的优势，而轮轨式运梁车特点是简洁而重量轻。 

4. 运梁车的液压均衡系统是保证运梁车在施工现场安全可靠运行的最关键技术。 

5. 运梁车的结构多变性，通过周密设计制造也可以达到。 

 

 

一九九九年六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