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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就解决高速铁路桥隧相连处和两桥并行区段的整孔箱梁桥架桥问题展

开研究。 

提出使用运架一体式架桥技术，并就穿隧道运架一体式架桥机功能、特点、

工效等进行分析讨论。明确了在桥隧相连处和两桥并行区段，这种技术进行架桥

施工比以往其它类型架桥方法具有优越的适应性和经济性。 

 
 
一、 问题的提出 
 
随着国内高速铁路的迅猛发展，铁路桥梁施工工况越来越呈现出

多样性。在多山地区，特别是在桥隧相连路段及在中心城市附近遇有

双桥并行的整孔箱梁桥架设施工时，目前国内应用广泛的辅助导梁式

架桥机、桁架式架桥机、双梁式架桥机等一系列运架分离式架设设备

施工,或采用的现浇及移动模架方式进行的桥梁施工, 面临多种来自

施工及工程设计方面的困难及问题。 

a)采用支架现浇及移动模架的方式进行桥梁施工 

这种方式施工难度大是显而易见的，特别在峡谷、深沟等地处，

安装支架和移动模架受许多因素影响，造成施工成本高，施工工

期受限，箱梁生产质量也不易控制。  

b).采用运架分离方式的架桥机运梁车进行桥梁施工。 

这种方式由于其结构外形大而受到工程施工方面的极大限制。 



在山区中的隧道口进行混凝土双线整孔箱梁桥的架设，采用常规

箱梁桥运架施工中的运架分离方法，有如下问题： 

1） 架桥机外形尺寸大，（见图 1 和 2）,其被驮运通过隧道时需

解体拆装一些部件,特别是其门式支腿。而且，设备还需设

法降低高度； 

  
 

图 1 门式支腿（o 型支腿） 

 

 

 
 

图 2 门支式腿（o 型腿）拆解运输 

 

2）在隧道口地段架桥，需在桥台和洞口之间有至少大于 50 米距

离, 用于架桥机的进隧道前的解体，以便运梁车可以驮运架桥机



通过隧道, 且在架桥机通过隧道后可以再被组装起来。 

   如果是在桥隧相连地段，进隧道口处至少一到两孔梁桥要实

行现浇施工，而出隧道口处要现浇三到五孔梁,以便有足够的空

间可以组拼架桥机；   

3）隧道口拆装部件难度较大，劳动强度高；架桥机通过隧道需

要数天时间，甚至更长，因而将挤压工期。当通过隧道较多或桥

隧相连，一旦施工中，架桥前方遇有受阻状况，架桥机不得不停

下来等待，如果返回向另一方向架设，则又要拆解架桥机。 

4）原有广泛使用的运梁车因高度超过 3.4 米，所以需采用特殊

低位运梁车运梁，运梁车本身高度低于 2.3 米。即使这样，隧道

内的仰拱混凝土填充分二次进行,第一次填充满足运梁车通过要

求,第二次填充再达到线路实际要求。（见图 3） 

 

 

 

 

 

 

 

 

 

 

 
图 3 低位运梁车驮梁通过隧道需二次填充仰拱 

 

5）架设 250km/h 线路桥梁通过隧道时，箱梁必须要切翼缘板，

或者增大隧道断面尺寸,否则运梁车驮运箱梁通不过隧道。而扩



大隧道断面尺寸不仅加大投资费用,而且将有施工安全风险 

6）每次架桥机设备解体拆装通过隧道，需要辅助吊机具配合； 

7）由于架桥机拆解、部分现浇梁、隧道口特别处理、二次填充

仰拱等，使施工综合成本高。 

 

当在中心城市附近的双桥并行箱梁桥区段时,现行所有运架

分离式架桥机运梁车都面临如下问题: 

1.两套设备不能同时同方向架设并行箱梁桥,除非双桥并行的间

距加大 2 米，这样就增加了线路占地面积，预制场几乎无法设在

桥侧； 

在架设两桥并行的整孔箱梁桥时，两台运架分离式的运架设备

在同方向同时施工时,由于架桥机门式支腿的尺寸大,必将相互干

扰。则只能是完成对一个双线箱梁桥的架设施工后，才能进行另

一个双线箱梁桥的施工。见图 4。 

 
图 4 运架分离式架桥设备架设双桥并行桥相互干涉 

 
2.预制梁场选择受到更多限制。因为要挑选施工时通过隧道较少



的地方建梁场； 

3.使用提梁机在桥侧为运梁车装车困难极大，除非设置开启式平

台，但这样最后一孔梁又几乎无法架设。 

 

 
二、穿隧道吊运架一体式运架方式 

这种运架方式是解决上述其它架桥方式的困难及问题的最佳运

架方式，是集自身吊取箱梁或下导梁机、运梁、架桥三项功能于一体

一种优化的技术方式, 其运用工况区别于运架分离方式的提梁机吊

装梁、运梁车运送梁、架桥机架设梁的各自单一功能的情况。 

这种运架一体式运架设备在国内己使用的数量不多。最早于 2000

年用于秦沈客运专线。2007 年世界上第一台穿隧道运架一体式架桥

机用吴广客运专线施工。见图 5。 

 

 

 
图 5：900 吨穿隧道运架一体式架桥机 

 

截止到 2008 年 11 月 3 日，该设备共完成了 380 片双线混凝土箱

梁的架设,穿越 6 座隧道施工。其中 32 米跨箱梁 364 片，24 米跨箱梁

16 片。施工最大运距约 15.4km。在 380 片混凝土箱梁架设区间，共

有连续梁五座、路基六段、隧道六座。其间由于连续梁、桥墩和隧道



施工影响,架桥机先后七次进行 180 度调头转移工地,非常充分显示了

其穿越隧道架桥、调头转场等方面灵活机动的优越性（见图 6）。 

 

 
 

图 6 运架梁机通过隧道运梁 

 

与这种运架方式配套的设备是穿隧道吊运架一体机。设备本身也

是特别针对于山区桥隧相连和桥隧交错地段整孔预制箱梁桥运架施

工而设计的。 

a)穿隧道吊运架一体机基本功能： 

  1 梁场吊取箱梁或下导梁机； 

 2. 沿线路及桥梁运送箱梁或下导梁机； 

 3. 现场架桥； 

 4. 携带下导梁自行转移工地； 

 5. 可实现桥隧相连的隧道口零距离架桥； 

 6. 吊运箱梁通过隧道,使箱梁翼缘板部位处于隧道内最宽处； 

7．在山区穿越隧道口架桥无需拆解任何部件。 

 

穿隧道吊运架一体机主要由吊运梁机和下导梁机两部分组成。设

备主要参数如下： 



吊运架箱梁最大重量：   900 吨                                                                       

吊运架箱梁最大长度    32.6m   

吊运架箱梁最大高度    3.05m 

工作时最大纵向坡度      ±3%（架桥工况）   

运行时最大横坡              ±4%                     

工作时最小水平曲线半径   2000m 

架设跨度    32m、24m、20m 

运行速度  空载 0~7 公里/小时，满载 0~3.5 公里/小时  

最快架设速度（5 公里运距）    4--5 孔/天   

 

其自身有如下特点： 

1)采用吊梁运输,可实现最低位吊运梁，吊梁通过隧道时可以将箱

梁翼缘板位置调整到隧道最宽的位置处。最大限度利用隧道空间。 

2)载荷分配均匀合理 

运架梁机在桥上行驶时，其前后轮组的载荷总是分配在相邻的 2

孔梁上，最大限度降低了轮组作用在 1 孔梁体上的载荷；  

3)紧凑型结构设计限制运架梁机总高度和总宽度，所有吊梁机

构、铰车、动力组和控制柜等安装位置都在主梁顶面以下。 

①吊梁机构安装在主梁的两侧；  

②绞车安装在主梁的前后端下部；  

③动力组和控制柜安装在走行轮组车架上。 

4)转向系统灵活、转向模式多样使其机动性强,调头方便灵活。 

5)转换工地迅捷方便（见图 7）。 

运架梁机可以自行吊起下导梁机行走，不需要借助任何辅助机具 

可以迅速转换到下一个工地，将下导梁机就位下导梁机的前端部有一

个鹅头状吊架，可以将几个下导梁机支腿在前端吊起，一同转移至工



地，并将支腿布置在下一座桥的桥墩上。 

6)托梁小车与架梁机为球面绞盘连接，可适应较小曲线半径的架

设。 

 

 
 

图 7 运架一体机自行转移工地 

7)采用特殊专有技术装置可以使运架一体式架桥机在架梁及走

行时各滚轮支腿不需要与桥墩实行预埋件锚固。 

 
 

三、穿隧道运梁和隧道口架设箱梁 

现根据已有隧道断面图，可以确认运架一体式架桥机在吊箱梁通

过双线隧道时的情况如下： 

由于穿隧道运架一体式架桥机吊箱梁通过隧道，箱梁可以处于低

位，即箱梁底面可以离地面仅 10cm，箱梁翼缘板能处于隧道最宽处

位置，所以箱梁翼缘板可以不用截短，隧道断面也无需扩大。因此，

其通过 350km/h和 250km/h客运专线铁路双线隧道成为一件很容易的

事。 

1.对于 350km/h 客运专线铁路隧道，其最宽处为 13.3 米，此处离

地面 3.21 米。因此, 吊梁通过 350km/h 铁路隧道，运送 12.6 米及 12.0

米宽箱梁时，两侧分别有 0.35 米和 0.65 米以上空隙。在这种情况下，

隧道内抑拱回填混凝土可以一次到位, 运架设备直接在路基面上行



走,无需下沉路基面，就可以实现不切短翼缘板，无需扩大隧道断面

情况下，吊运箱梁通过隧道，并在隧道口实现零距离架桥。（见图 8） 

 
       图 8 在 350km/h 隧道内运梁及工作 
 

如实际施工过程中需要在隧道内或者隧道口零距离（0 米）进行

架梁作业时，架梁机可直接将混凝土箱梁提升到指定高度架梁，仍无

需进行箱梁翼缘板的切除或扩大隧道断面。 

 

2. 对于通过 250km/h 客运专线铁路隧道(通隧 20080201-12)在无

需下沉路基面（即不用二次填充混凝土办法）时，隧道最宽处约为

12.8 米，有两种情况（见图 9）： 

第一种、运送 12.2 米宽（有碴梁）箱梁时，两侧各有大于 307mm

空隙。 

第二种、运送 11.6 米宽（无碴梁）箱梁时，两侧各有大于 0.6 米

空隙。 

如果将路基面下沉 30 厘米，上述情况下箱梁与隧道内衬砌间距

离会更大些。 

 



 
  图 9 运架一体机通过 250km/h 客运专线铁路双线隧道衬砌内轨轮廓 
 

3、对于通过 250km/h 客运专线铁路隧道(通隧 20080201-11) 隧

道最宽处约为 12.8 米有两种情况（见图 10）  

第一种、运送 11.6 米宽（无碴梁）箱梁时，无需下沉路基面（即

不），两侧各有大于 0.3 米空隙。如果将路基面下沉 30 厘米，上述情

况下箱梁与隧道内衬砌间距离会更大些。 

第二种、运送 12.2 米宽（有碴梁）箱梁时，路基面下沉 23 厘米

(需要用二次填充混凝土办法)，则两侧各有大于 0.3 米空隙。 

 

 

 

 

 

 

 

 

 



 

 

 

 

 

 

 

 

 

 

 

 

 

上述情况无疑是对桥隧相连和桥隧交错地段预制混凝土箱梁桥

施工最利好,这可以最大限度在这些地段采用预制架设方法架设双线

简支梁桥: 

1)所有隧道可以不扩孔,免除扩孔的施工风险,节省投资。 

2)可以取消所有双线简支箱梁现浇施工而取代于预制箱梁。一些

孤桥和野桥也可以实现架设，而不必现浇。 

3)没有或减少抑拱二次填充问题, 减少现浇梁,最大限度减少施

工成本。 

4)减少施工单位工程量和工作量，最大限度保证工期的实现 

5)可减少预制梁场集中制梁且减少设备投入,如提梁机、移动模

架、运梁车、吊机等 

6)由于使用穿隧道运架一体式架桥机免除了通过隧道解体拆装 

 

 



架桥机的工作量和劳动强度,缩短了工期(见图 11)。 
 

                            

 
 
图 11 不拆解部件携带导梁机通过隧道 

 

这种运架方式不仅施工时吊运箱梁和携带导梁转场通过隧道快

捷，而且可以实现隧道口架桥(见图 12 和 13)。 

 
 
                            
                  
 
 
 
 
 
 

图 12 出隧道口后架桥 
 
 
 
 
 

 
 

图 13 进隧道口前架桥 
 
运架一体架桥设备的紧凑结构，使得其无论是否进行隧道口架桥

时，其架桥作业流程不需做任何改变： 



①不需要为适应隧道口架桥而进行任何拆卸或组装； 

②不需对隧道口的桥梁、桥台及隧道断面设计任何额外要求； 

③不需要对隧道口桥台周边作任何工程改造或预留架桥机解体

拆装工作空间。  

④不需要在桥隧相连的隧道口现浇 2 到 5 孔箱梁，用于架桥设备 

解体拆装留出位置。 

这一点对施工工期也有极大好处。 如果当架桥方向上前方出现

情况，比如，隧道或连续梁施工受阻，没有按施工进程按期完成，此

时，运架一体架桥设备可以先考虑调头向反方向架桥施工，使施工工

期不受大影响。而采用运架分离设备就要遇到极大困难，因为，它涉

及花费十几天时间进行过隧道解体再安装问题。这种情况下，运架分

离设备明显要对施工受阻而造成的工期延长问题无能为力。 

 
    

四、有效解决两桥并行的整孔箱梁桥的架设问题 
 

在中心城市附近遇有双桥并行时，如果采用整孔箱梁桥架设施

工，应是最佳的选择。但是，双桥并行整孔箱梁桥架设施工一直困扰

着桥梁施工设计者。图 14 表示架设并行箱梁时，采用运架一体式架

桥设备则可解决桥梁施工设计者的问题。 

因为运架一体式架桥设备外形宽度小于整孔箱梁宽度，两台设备

并行工作，设备本身互不干扰，两台运架设备可任意方向进行同时施

工。这样并行的两个桥间隙可以设计小于 5cm。此时,即使担心由于

吊运梁时设备走行发生偏离,但只要两个吊梁的高度不同,就可以错开

碰触位置, 绝不会发生碰撞。  

 



 
                         
图 14 两台运架一体机同在双桥并行桥上施工 

 
如果一套其他类型运架设备已经开始施工，运架一体机仍可投入

施工而不影响前者的施工。见图 15。但此时,先投入施工的运架分离

式的架桥机运梁车只能一直保持在运架一体式架桥设备的前方架桥

施工。如果运架分离式的架桥机运梁车要调头返回, 此时运架一体式

架桥设备将不得不暂停工作,等待运架分离式的架桥机运梁车离开运

架一体式架桥设备工作区段。 

 

 
                                

图 15 一套运架分离式架桥设备与一台运架一体机在双桥并行桥上施工 
 



 

五, 施工工效问题 

关于运架一体式架桥机施工工效问题一直众说纷纭，甚至延伸

到对该设备持否定态度。因此，科学地、客观地分析这种设备的

实用性和工效很有必要。 

 

1． 正常架桥状况 

与运架分离架桥方式相比，在正常架桥状况下，进入架桥状态

之前，即梁场取梁时间和运输时间，两类架桥机工效差异没有区

别，但一旦进入架桥现场，两类架桥机工效上有所差异： 

 
 

 
 

运架分离架桥方式 运架梁一体架桥方式 

运梁设备与架桥

机对位 
10 分钟 10 分钟，对位的同时与

下导梁机联接动力。 
吊具安装 分一次安装（4 人同

时装两个吊具，需 20
分钟，） 
或二次安装（两个吊

具 先 后 装 ， 需

2X20=40 分钟，需 4
人） 

无吊具安装时间 

喂梁 15 分钟 15 分钟 
移动调整后支腿 无此时间 需 15 分钟 
运梁车退回梁场 喂梁后，即刻返回 落梁需 35 分钟，回抽导

梁需 10 分钟 
  

上述可以看出，运架一体机在架桥过程中较运架分离方式在正

常架桥时多使用 30 至 50 分钟，但问题是这 30-50 分钟是否对架

桥工效构成实质影响。 

 



2． 限制因素对架桥工效的影响 

1) 运距 

假定两类架桥方式的运梁行走速度相同，平均重载运行时

3.5km/h，平均空载运行时 8km/h（注意，桥上和路基上运梁车

运行速度不宜太快，重大物品运输运行速度太快，不仅对操作

者心理构成较大压力，也实际对运行安全有直接影响。例如，

紧急制动时的惯性力。） 

在隧道交错地段,由于通过隧道时,隧道内第一次仰拱填充

量很小，运梁车在隧道内有进出隧道 3%过渡坡道问题,其速度

受到极大限制。而运架一体机吊梁行走，隧道内仰拱填充量达

到路基平面水平，没有在隧道内有进出隧道 3%过渡坡道问题。  

因此，两类运架方式的运梁行走速度会有差异, 实际施工

中，运架一体机吊梁行走速度可能会大于运梁车驮梁行走速

度。 

 

3.5 公里运距，不通过隧道时： 

 运架分离式架桥方式： 

架桥工序需平均约 2 小时 30 分钟。 

所以，此时如果运梁车运送预制梁能满足需要，每班最

多架设 3 孔梁。 

 运架一体式架桥方式： 

架桥工序约需 3 小时。 

所以，每班最多架设 2.5 孔梁。 

5 公里运距，不通过隧道时： 

 运架分离式架桥方式： 

架桥工序需平均约 3 小时 20 分钟。 



所以，每班最多架设 2 孔梁。 

 运架一体式架桥方式： 

架桥工序约需 4 小时。 

所以，每班最多架设 2 孔梁。 

10 公里运距，不通过隧道时： 

 运架分离式架桥方式： 

架桥工序需平均约 5 小时 35 分钟。 

所以，此时如果预制梁能满足需要，每班架设 1 孔梁。 

 运架一体式架桥方式： 

架桥工序需 6 小时 30 分钟。 

所以，每班架设 1 孔梁。 

15 公里运距，不通过隧道时： 

 运架分离式架桥方式： 

架桥工序需平均约 6 小时 50 分钟。 

所以，此时如果预制梁能满足需要，每班架设 1 孔梁。 

 运架一体式架桥方式： 

架桥工序需 7 小时 50 分钟。 

所以，每班架设 1 孔梁。 

由上面的情况分析，不通过隧道，当运距超过 5 公里后，两类架

桥方式的架桥工效已趋于一致，差别很小。 

如果考虑在隧道内两类架桥方式运梁走行速度的差异,运架一体

式架桥机工效就会同运架分离式架桥方式拉平。当通过的隧道次数越

多,隧道越长, 运架一体式架桥机就越显出其优越性,甚至其工效优于

运架分离架桥方式。 

2）短距离工地转移状况 



运架分离式架桥方式： 

运梁车驮运架桥机需安装辅助设施，甚至拆解架桥机个别部件。 

因此，转移前准备工作需 8 小时至 16 小时（1 天至 2 天） 

转移后准备工作需 8 小时至 16 小时（2 天至 3 天） 

运架一体式架桥方式： 

转移前吊运准备工作需 6 小时， 

转移后安放准备工作需 5 小时。 

一次短距离工地转移，运架一体式架桥方式比运架分离式架桥方

式节省 1 天至 3 天时间。 

对于运架一体式架桥方式，当短距离工地转移并需要进行设备调

头时，从导梁机开始后退至吊运梁机主梁下开始算起，设备运行回到

梁场进行调头，到设备运行到待架梁处，并摆设好导梁，总体约 1 天

时间即可完成。如果考虑在桥上进行调头，使用回转装置，总体上约

1 天时间也可完成整个过程。 

3） 通过隧道状况 

运架分离式架桥方式： 

---架桥机分解拆卸装车，通过隧道需 3 天~6 天。 

---架桥机通过隧道后重新安装调试，通过隧道需 7 天~9 天。 

运架一体式架桥方式： 

无需分解拆卸和安装调试。通过隧道仅需一天时间。 

一次通过隧道转移工地，运架一体式架桥方式比运架分离架桥方式

节省 9 天至 14 天时间。 

吴广线使用的穿隧道迁架一体式设备在约 6 公里的运距处，曾经

一天架设过四片梁。正常情况下，在 12km 运距间，14 个工作小时内

可轻松实现二片箱梁的架设。 



4．制梁和存梁场问题 

一片 900 吨箱梁，采用后张法制梁，从预制到成品需用 35

天。若保证每天提供两孔箱梁，则需要 6 套模板和能够存放约 70

片箱梁的存梁场。这对制梁而言，压力已相当大。考虑运距问题，

存梁场大小应合理设置。因此，一味追求架桥机较高的架桥工效，

并不是现实和合理的。 

根据上述情况，如果考虑在 15 公里范围内架桥，每天架设

2--4 孔梁，对两种类型架桥机而言，是同样可以完成任务的。 两

种类型架桥方式在工效上没有什么大区别，距离越长，差别越小。 

但如果考虑从一个制梁场取梁，架设一个短桥群（若干个

几百米或几公里长的短桥），架桥设备需要转移几次工地，运架

一体式架桥机的优势则优于运架分离架桥方式。 

如果考虑在桥群中有穿越隧道，甚至在隧道口架桥，则运

架一体式架桥方式的优势明显优于运架分离架桥方式。 
 

六、取梁和喂梁问题 
采用运架一体式运架设备的一个特点是设备自身主动取梁后吊

运行走。当预制梁场与桥台相连,或基本在一个平面上,吊运梁机可以

从预制梁场直接吊取箱梁,即其轮组进行 90 度转向后横向走行跨到箱

梁的纵向轴线上吊取,再利用自身的多种转向功能,行走到桥台或路基

上。见图 16 和 17。 

 



 
图 16 在梁场取梁 

这种取梁方式即方便又简单,吊运梁机随来随取,不受用于存放箱

梁的轮轨或轮胎式提梁机制约。也大大减轻预制梁场里用于存放箱梁

的轮轨或轮胎式提梁机的工作强度,便于合理组织梁场内的施工。这

与运梁车不同, 运梁车回到梁场, 一定需要利用存放箱梁的轮轨或轮

胎式提梁机为它装车。 

 

 

 

 

 

 

 
图 17 从路基面上行走到架桥位置 

 

当预制梁场位于桥梁中部,吊运梁机不能直接取梁,这需要轮轨或

轮胎式提梁机协助, 利用平台和箱梁横移轨道来为吊运梁机喂梁。当

桥墩低于 10 米时, 利用梁场的轮轨或轮胎式提梁机将箱梁吊放到箱

梁横移轨道上, 由轨道上移动小车将箱梁喂送到吊运梁机下方供其

吊取。见图 18 和 19。 

 



 
 

 
 
 
 
 
 
 

图 18 从桥梁一侧取喂梁俯视图 
 

 
 

图 19 从桥梁一侧取喂梁方案侧视图 
 

利用梁场的轮轨或轮胎式提梁机将箱梁直接吊放到第一孔和第

三孔位置,架设箱梁到位。在第一孔和第三孔之间搭建纵向行走平台

和横移轨道。见图 20。 

这种方式可以有效解决两桥并行的箱梁桥施工问题，预制梁场可

以设在桥梁两侧，用轮轨或轮胎式提梁机位运架一体机进行喂送箱

梁。而采用运架分离方式的运架设备，为在桥梁上运行的运梁车装梁，

使用大型提梁机要跨过桥梁，从桥梁两侧吊梁后横移，这要面临施工

和设备方面的巨大投入和困难。 



 
图 20 使用轮轨或轮胎式提梁机架设第一及第三孔梁 

 

如果条件允许, 对于单座桥，沿桥梁纵向排布两台 450 吨门吊,

借助两个可以回转 75 度的横移轨道,不用纵向行走平台,也能轻易实

现为运架一体式运架设备的吊运梁机进行喂梁的目的。 

 
七、经济性 

运架一体式架桥机包括穿隧道运架一体式架桥机是一种集吊、

运、架功能为一体的设备。使用穿隧道运架一体式架桥机在经济上

极有优势： 

① 一台穿隧道运架一体式架桥机比运架分离方式采用架桥机、运梁

车和装车用提梁机三台设备总造价低； 

② 省去隧道口架桥机拆装的工作量和施工成本费用； 

③ 节省隧道口施工工程成本。隧道口无需预留为架桥机解体安装的

辅助设备工作面。 

④在桥梁运架施工中，由于无需扩大隧道断面，且免去隧道内二次抑

拱混凝土填充工作和过渡坡道工作, 投资费用相应节省。 



⑤实现无障碍通过隧道和隧道口架桥,可以最大限度减少现浇梁,进而

降低箱梁桥的成本。 

⑥最大限度集中预制梁,进而减少征地和相应制梁场设施的投入。 

⑦ 当架设并行箱梁桥时，可最大限度减少并行梁间的距离（小于 10

厘米），进而减少占地面积和征地费用。同时，由于取消组合梁或现

浇梁，而采用更多预制箱梁，则可降低总投资。 

 

结语 

综上所述，采用穿隧道运架一体式架桥技术,可以有效地全面地

解决桥隧相连和两桥并行区段的整孔箱梁桥架设施工的难点和问题。

相比使用这种技术比使用运架分离的运梁架桥技术具有明显优势,这

包括: 

 

1)吊运梁通过隧道无需增大隧道断面 

2)桥隧相连的隧道口零距离架桥; 

3) 设备不需拆卸任何部件实现穿越隧道转场快捷，可以大幅降低工

作强度节约施工成本可缩短施工时间 

4) 有效解决了双桥并行架设箱梁的问题 

5)在取梁和喂梁方面为预制梁场内的设备和施工组织给予更大的自

由度 

6)其经济优势体现在综合效应上,且十分明显。 

7)关于架设工效问题可以归结为,在桥隧相连及桥隧交错地段，运架梁

一体式运架技术最大限度地得以发挥,而其它运架方式的综合工效明

显偏低。 

 

   鉴于这种技术的优势和特点，在未来的多山地区和中心城市地区



架设整孔箱梁桥，广泛应用这种技术和设备，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和

前景。 

 

2009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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