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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桥梁施工中,高墩施工技术将会对最终的工程施工质量造成影响,甚至于对工程投入使用后
造成诸多的安全隐患问题。为保障桥梁施工的整体质量,就必须要从原材料、施工环节、施工规范等方
面加以分析,采取积极的干预策略,要从整体上提升施工人员的施工技术水平,进而确保桥梁工程施工的
最终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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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bridge construction, the high pier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will affect the final project
construction quality, and even cause many hidden safety problems after the project is put into use. In order to
ensure the overall quality of bridge construction, it is necessary to analyze the raw materials, construction links,
construction specifications and other aspects, take active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and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level of construction personnel as a whole, so as to ensure the final quality of bridge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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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求比较高,这主要是因为由于高墩实际受到的水压不平衡,会造

当前,我国社会车辆保有量连年攀增,且公路货运量和客运

成高墩本身产生裂缝,或者会发生重大偏差问题。为有效应对这

量始终保持着迅猛递增趋势,这对桥梁的安全性和稳定性构成

一重大问题,就必须要重视提升施工人员的技术水平,合理选择

了巨大的挑战和考验,同时也促使我国公路桥梁施工技术朝着

并应用先进的高墩桥梁施工技术,并在科技层面上取得新的突

大规模、构件化的方向发展。在部分区域山势地貌条件等天然

破,增强高墩结构整体的安全稳定性,从而改善高墩施工质量。

地理环境要求的共同影响,桥梁高墩施工技术已逐步在施工实

1.3施工成本投入较高

际中得以应用,并获得了大批建筑成就,累积了丰厚的经验。高

高墩施工过程中,因为建设时间较长、对专业化技术应用要

墩技术虽然在部分情形下的应用仍旧存在着较大的施工难点,

求高等因素的影响,将会在无形之中增大施工所需的资源,从而

但目前该技术理论框架已经基本形成,施工实践已步入完善阶

拉长了施工期限,也使得施工成本得以提高。同时,对施工单位

段。新形势下,以桥梁工程施工作为切入点,展开积极的分析工

来说,如果想要科学合理确定整个项目施工任务,则必须选用平

作,提升桥梁施工技术对于进一步完善我国桥梁工程施工技术,

行作业方式予以合理施工,要真正提升工作人员的协同配合度,

推动我国现代化建设有着积极作用。

才可以确保高墩建设所需要的模板结构稳固支撑,并且才可保

1 桥梁高墩施工技术应用要点分析

障机械设备使用齐全有效。受高墩施工技术自身的系统性与复

1.1施工工期长,施工难度大

杂性的影响,使得高墩施工隐患的种类与数量较多,那么在施工

高墩施工技术在实际运用中有着显著的几个特点,即是建

中所需的安全防护成本投入则必将高于其他普通工程。综上所

设周期长、投资费用大、建造困难多。因为高墩施工技术的特

述,对于高墩施工而言,不论是直接成本还是间接成本,其投资

点,导致其在施工中作业较多,由此便会加大施工的难度,影响

都会大幅的增加,需核算管理部门科学统筹,合理管理。

到施工进程的顺利推进以及最终的工程质量。

高墩施工工程中,为保证质量,更好地应对建筑技术难题,

1.2施工技术应用要求高
高墩浇筑技术在实际运用中,对浇筑技术的专业性水平要
42

2 大桥施工中的高墩施工技术应用原则
必须遵循下列原则进行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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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符合质量标准和施工技术要求

如果管理人员监管力度不足,往往会有以次充好或者偷工减料

高墩砌筑须按照工艺流程,保证达到建筑技术标准条件和

等现象,致使在桥梁的高墩施工中发生豆腐渣工程问题。

工程质量管理规范。正式进行工程建设之前,要仔细进行现场研

3.4后期保养与维护方面

究,提出科学合理的技术方法,选择恰当的墩台型式,预测可能

我国现阶段大部分的公路桥梁建设工作中,对施工过程的

发生的工程质量问题和危险性事故,及时制定防治对策,防止出

重视程度都高于后期的保养与维护阶段。在高墩施工后,针对桥

现工程质量和安全事故。

梁工程中的高墩工程则缺乏科学的保养与维护工作,必将直接

2.2确保该技术应用的科学与规范

缩短桥梁工程的安全使用期限。

根据大桥墩台所担负的承重数量科学合理加以规范设计,

4 公路大桥工程施工中高墩建设的关键技术应用
分析

并做好调查数据分析,以保证高墩施工技术使用的标准和科
学合理性。要开展桥梁墩台负荷测试,必须通过正交性设计方

4.1高墩施工技术应用形式

式,验算出墩台的具体数量与有关技术指标。另外,在整个施

当前,在国内的公路运输大桥高墩施工技术运用中,其重点

工阶段,要根据工程控制目标,对高墩施工质量实行动态管理

一般是在滑动式模板技术与翻模技术,而以上二类技术在实践

和监控措施,要保证施工人员严格地按照流程来进行施工,以

运用中都具有各自的优点,并且能够适应不同的施工条件。滑动

确保高墩施工技术应用的科学合理和标准化,为提高工程质

式模板技术比较翻模技术而言,其技术应用更为先进,且实际施

量打下了基础。

工作业也较为简便,在当前时代下,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应用。同

2.3保障施工安全,注重节约成本

时,无论是滑动式模板技术还是翻模技术都需要从工程的实际

高墩工程施工中应建立严格规范的安全管理规定,明确确

情况入手,根据实际建筑施工实践需求,做好对基础数据的合

定各个施工小组的安全管理人员,并严格履行安全管理工作责

理、有效采集与大数据分析,并进行施工前监测与放样管理工作,

任制,同时必须做好对施工人员技术培训工作,保证员工严格执

同时严密编制方案与建筑规划,特别要注意高墩的桥梁桩基与

行安全管理制度规定,按要求穿着安全防护服,做好施工现场的

中线结构是不是科学合理,以更好地来控制与中点的距离。同时

用电安全管理工作,注意现场巡查和检测,以防止重大安全事故

还应该把高墩施工技术当作实际测量的重要参照线,控制计算

的发生,避免人员伤亡问题。另外还要注意建筑原材料的质量控

误差,为后期建筑规划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参照依据。另外,也因

制工作,以实现对建筑材料的充分利用,节约高墩建造成本。

为高墩自身的特点,在施工中还应该进行分割施工作业,或者多

3 公路大桥建设中高墩技术存在的问题
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交通运输业水平的提高是相辅相成、相

次重复作业,才能有效保障高墩施工质量。
4.2施工作业平台合理搭设

互促进的,尽管目前我国公路桥梁建设已可以保证车辆顺利行

高墩施工技术实践运用中,由于必须开展多种形式的现场

驶,但想要更进一步推动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就需要加强对公

作业,因此合理搭建现场作业平台是十分有必要的。在现实的作

路工程的关注。然而,我国地域面积广阔,且各地的地质条件差

业平台绑扎中,必须根据工程高墩高度确定平台绑扎的标高,作

别极大,地质复杂多变,这也导致公路大桥工程建设中容易出现

业平台绑扎所采取的技术手段与工程实际要求要相符合,以提

各种问题,尤其是在大桥高墩工程建设作业中,问题尤为明显,

高平台设定的科学性,为施工时落实作业安全起到保障。

例如：
3.1公路桥梁高墩施工者技能认识不足

4.3滑模组装与翻模组装技术
滑模组装与翻模组装技术成为当前公路桥高墩施工应用关

为最大限度地增加高速公路桥梁的安全系数,需要提高施

键技术。具体来说,在滑模安装实施中,施工人员首先要选择并

工人员,尤其是对高墩施工人员对施工技能的认识与实际运用

将基础层的最高处当作安装的参照点,并合理安放垫块,以支撑

能力。但是,由于我国公路施工技术起步相对较晚,因此公路桥

顶架结构。在后期的钢筋捆绑中,为提高捆绑效果,在顶架模板

梁施工技术的发展仍处在起步阶段,且技术含量较低,优秀的施

设计上存留一定空隙距离,并留出间距限制在合理使用区域内。

工人员匮乏,这都间接造成了公路桥梁使用寿命有限,且容易出

而想要有效抑制高墩在施工中所受到的来自外界的应力压力,

现桥墩倒塌等重大问题。

可在整个模具装配中涂刷上一次的润滑油,并通过使用千斤顶

3.2施工技术单一化

加以顶压。在上述各项管理工作完成后,准备下一次的滑动式模

目前,在国内公路桥的高墩施工中,通常使用的是滑膜浇筑

具装配,实际施工时各领域相关方面检查管理工作完毕,并实施

法,不过,由于我国土地面积辽阔,且地表构造与地理条件要求

了安全技术风险准备工作,以合理有效管控存在的安全隐患,从

差别很大,若仅仅是采用这一方式来实施具体的施工工作,必然

而提高滑模组装的施工质量。翻模施工与滑模施工,在实际组装

会导致施工受到影响,必然会无法满足各地区桥梁施工的要求,

前,所有施工人员都必须提早进行各种准备工作。但由于翻模施

无法保障最终的桥梁施工质量。

工的复杂性,这就要求技术人员必须做好施工培训工作,提升自

3.3使用材料监督不足

身的施工技术水平,同时技术作业人员和施工设备必须准备到

施工材料对于工程施工质量的影响不言而喻,施工过程中,

位,在更高的施工技能操作应用基础上进入到实际工地中。翻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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浇筑法是在专业化的浇筑平台上完成整体拼装的工作流程,高

均需要经过试验确认,要最大限度在保证水泥的使用性能基础

墩桥一旦选定翻模浇筑方法,就必须先在高墩桥底部科学的完

上,完成日常施工作业。

成混凝土施工,同时在高墩桥顶柱部位事先预留洞口,使套管与

5 结语

顶柱正确的插入工程人事原先预留的孔洞中,采用这个方法就

综上所述,高墩建筑施工技术是路桥施工中的主要技术手

可以有效地提高整个浇筑的稳定性,从而确保翻模组装工作科

段,在运用高墩建筑施工技术时,既要把握施工技术要点,同时

学化进行。

还需要重视工程质量,要规范对建筑材料的管理,控制施工误差,

4.4有效控制高墩施工中的误差

提高施工建设的技术标准,如此,才能保证施工的顺利进行,且

高墩技术在高速公路大桥施工中,首先要控制大桥桩基础

还能有效防止安全事故的发生,避免不必要的损失,提高公路桥

浇筑的稳定性,这就要求建筑施工技术人员在桩基施工中,通过

梁建设的质量和效益。

钻孔工作控制现场实际偏差,将误差估算到位。正式实施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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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混凝土浇筑
高墩的浇筑技术对于做好水泥浇注工作是十分关键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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