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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德县拉西瓦灌溉工程 4# 渡槽空腹桁架
及槽身预制、整体吊装施工
Prefabricated and integral hoisting construction of hollow truss and trough body of 4# aqueduct
in Laxiwa irrigation project, Guide County
王玉宽
（甘肃省引大入秦工程管理局，甘肃 兰州新 730030）
摘要：拉西瓦灌溉工程 4#渡槽预制、整体吊装成功，提供了一种安全的、全新的、高效的施工方法，科学合理运用
了现代化机械设备，体现了“安全第一，以人为本”的施工理念，对类似工程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极具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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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uccess of aqueduct prefabrication and overall hoisting success provides a safe, new and efficient
construction method of scientific and rational use of modern machinery and equipment, reflecting the “safety first, peopleoriented” construction concept, with great reference value to similar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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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水利工程预制渡槽吊装大多采用以小件分开
预制，然后吊装拼接，而吊装设备多以桅杆、卷扬机、汽车
吊配合吊装为主。该施工工艺存在一些弊端，如对施工场
地的要求高，施工工艺复杂，吊装拼接过程中存在较大的
安全风险。为减少征用耕地或者林带，提高工程安全系数、
机械化程度、吊装工艺可操作性，同时受一些预制厂用门
式起重机移动预制构件启发。4# 渡槽提出了预应力空腹桁
架及槽身预制、整体吊装的施工工艺。不但解决了少占林
地面积，环境保护问题，而且简化了预制施工工艺，同时可
操作性强，简化了吊装程序，提高了吊装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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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概况

4# 渡槽全长共计 2643m，渡槽槽身为矩形断面，成型断
面为 2.6m×2.m（宽×高）。其中河床段 16 跨 640m，单跨跨
度为 40m，最大高度为 25.9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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槽身及空腹桁架预制

2.1 设计参数要求
主 要 工 程 量：C50 空 腹 桁 架 混 凝 土：58.96m3/跨，容
重 2.45t/m3 考 虑，其 重 量 为 144.45t；C30 槽 身 混 凝 土：
71.23m3/跨，容重按 2.4t/m3 考虑，其重量为 170.95t；钢筋（含
预埋件）：44.91t/跨。单跨重量约为：360.31t/跨。
2.2 预制场地
对已做好的排架基坑先进行夯填，夯填至一定高程，
然后用砂砾石分层填筑，碾压、整平，达到标高要求。为满
足地基承载力和便于定位拱肋轴线的控制点埋设，在两头
浇筑砼平台（厚度 20cm、长 2m、宽 3m）。按拱肋长度在地坪
上铺设钢板或方木，脚手架支撑在钢板或方木上。
2.3 渡槽及空腹桁架拱制作
空腹桁架拱用脚手架（￠ 48）按照 1*1.2m网格进行满堂
架支撑，斜撑与十字扣件配合加固。下悬杆模板、竖杆模板、
上悬杆及槽身模板全部采用定型钢模。施工人员先在地面
上测放下弦杆、竖杆轴线位置，然后依据轴线放出结构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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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线，铺设下悬杆底模，在确保设计预拱度的要求后，开始
绑扎钢筋，钢筋绑扎完成后，开始安装下悬杆侧模、竖杆外
模，模板安装校正完成后，依靠支撑下悬杆、竖杆模板加固
采用对拉螺杆、螺栓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加固。在上悬底模
与支撑空挡部位，用三角木楔进行充填，保证上悬底模与
支撑完全相接触。
槽身、空腹桁架拱预制混凝土在拌和站集中拌制，混凝
土搅拌车（10m3）运输，通过 24T汽车吊吊罐入仓浇筑。采
用跨中对称浇筑方法；混凝土浇筑过程中做好下悬杆预应
力管道的保护工作，严禁振捣棒碰触预应力管道。上弦杆
为二次抛物线，必须一次连续浇筑，浇筑过程中不得中断。
钢筋密集部位，安排专人加强振捣，防止混凝土架空或密
实度不够。混凝土浇筑过程中做好钢筋、模板、预应力管
道和各种预埋件的保护工作。空腹桁架拱砼采用薄膜塑料
包裹养护，槽身砼采用覆盖麻袋片洒水养护。
空腹桁架拱制作在排架两侧就近制作，制作时预留安
全距离 3～4m，基本与吊装位置平行。主河道的排架基础
处理，承台、排架现浇施工及渡槽空腹桁架拱及槽身吊装，
全部安排在贵德县西河的枯水期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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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腹桁架拱预应力张拉工艺流程

施工工艺有：制孔、穿束、张拉、灌浆。预应力张拉钢
筋混凝土施工工艺，预应力砼孔道采用铁皮波纹管，孔道
外径 50mm，施工时孔道必须要保持顺直平滑。张拉过程
中要集三根钢绞线同时张拉，先张拉至设计值的 10%，再张
拉至设计值的 40%，然后张拉至设计值。
张拉预应力钢绞线结束时，下弦杆砼强度不得低于设
计标号的 80%。预应力钢绞线张拉锚固完成后，马上进行
灌浆，灌浆在一端进行，另一端排气，水泥采用 52.5#硅酸
盐水泥，水灰比为 0.4-0.5，灌浆压力控制在 0.5-0.6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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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腹桁架梁及槽身吊装

渡槽整体吊装工程采用空腹桁架整体（站立式）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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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天水独特的韵味，比如景区沿线可以根据不同的地段而
设计成仿古建筑、西洋建筑、现代园林建筑等等，我们也可
以借鉴苏州园林、上海乌镇、杭州西塘来打造我们的品牌，
古人尚可创造文明世界的经典建筑，今天，建筑业的发展
已经有云计算、可视化、三维乃至五维的技术依托，我们何
不尝试呢？现在的尝试成本是及其低的，我们可以根据设
想来绘图，绘完根据图纸来模拟，来演示，来估价，来预测，
来修正，来纠偏，将种种的疑问都打消之后，我们再去实施，
这样我们建造和运营的风险将被降至最低，直至投资的各
方都满意了，我们再去实施，才将建造的梦想由虚拟转换
为实体，这就是数字建筑所带来优势，作为一个建筑人，多
么希望我们的建筑新技术能应用于最接地气的农村，让老
百姓真正的感受到科技的福音。
数字建筑咨询技术可以进行整村或独院建筑咨询指
导，指导农村建设合理利用地理位置，因地而建、因山而建，
结合技术资源为某村庄、多个社区改造，建筑情况进行系
统分析论证，使得资金使用更为合理，村落自身的资源充分
利用，避免农村建设不科学的使用资金造成资源浪费。农
村建筑结构咨询服务将从建筑布局、造型和装饰、材料和

构造为农村建设提供服务，中国农村住宅的功能要适应家
庭生活和进行农副业生产的双重需要，辅之旅游资源条件
的利用，将会有更大的潜力可以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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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设计强度值后，进行预应力张拉，空腹桁架内预制槽
身，达到设计 100%强度后，再采用 2 台 200 吨的龙门吊整
体起吊。该施工有如下优点：空腹桁架梁及槽身均在地面
预制完成（不用翻拱），减少了槽身砼浇筑过程中空方支撑的
工序，缩短了槽身砼浇筑过程中的垂直运输距离，提高了施
工过程中的安全性，减少了高空作业的时间及次数；提高了
建筑物的整体性、稳定性和结构尺寸的精确度；缺点是：吊
装重量由原来每跨150吨左右，
增加到现在每跨380吨左右，
这将成倍加大了吊装设备及配套的附属设备、材料的规格
和型号的要求，增大了吊装费用，提高了行走轨道的基础的
承载力要求，对吊装过程中的技术指标有了更严格的要求。
4.1 吊装设备
结合 4# 渡槽的实际施工情况，经多方实际考察、方案比
较，研究确定采用由河南铁山起重设备有限公司生产的通
用门式起重机（规格型号：MG200/10-20 A3），吊带采用巨力
索具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合成纤维圆形吊装带。
4.2 地基处理
龙门吊安装前需要对地基进行处理，首先清除地表
虚渣、松散的漂石等，对地基做平整处理，然后铺设颗粒
级配较好砂砾石，采用分层夯实碾压，密实度为 2.2m3/t，
碾压采用 14T振动碾进行碾压，碾压到设计高程后，铺设
1.51m*6m*20mm的钢板，然后再铺设龙门吊轨道。
4.3 吊装前吊装设备的准备
吊装前吊装设备要按照吊车操作规程进行载荷起升能
力试验：无负荷试验，负荷试验（包括静载试验、动载试验）
及负荷试验后检查（包括机械部分、电气部分）。
4.4 空腹桁架梁的吊装
4.4.1 吊点的选择
吊点选择在桁架梁两端头，并预埋了起吊点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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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起吊速度、水平位移
龙门吊起吊物件时速度要均匀且平稳（两机并用时要
同步）严禁突然制动或变换方向，平移时应高出障碍物 0.6
米以上，下落时要平稳，应低速轻放，防止倾斜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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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4# 渡槽预制、吊装地整个施工过程中没有任何安全事
故发生，既保证了其结构尺寸和整体性，也避免了传统吊
装拼接错台、施工缝等质量缺陷。4# 渡槽预制、整体吊装提
供了一种安全的、全新的、高效的施工方法，科学合理运用
了现代化机械设备，体现了“安全第一，以人为本”的施工
理念，对类似工程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极具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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