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ichuanWaterPower　３５　　　

木工字梁悬臂模板施工技术在云龙湾大桥
的运用与创新

李 云 川
(中国水利水电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第一分局,四川 彭山　６２０８６０)

摘　要:结合云龙湾大桥塔柱的施工,介绍了木工字梁悬臂模板施工技术,针对施工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创新了一种在木模

板表面覆彩涂板的复合面板技术,确保了混凝土外观质量,节约了施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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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ombinedwiththeconstructionofthepylonofYunlongwanBridge,thispaperintroducestheconＧ
structiontechnologyofcantileverformworkofwoodenIＧbeam．AimingattheproblemsencounteredintheconＧ
structionprocess,anewcompositepaneltechnologywithcolorＧcoatedboardonthesurfaceofwoodenformＧ
workisinnovated,whichensurestheappearancequalityofconcreteandsavestheconstructionc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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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概　述

云龙湾大桥主桥孔跨布置为(３０＋８０＋２０５＋
８０＋３０)m 五跨双塔自锚式悬索桥,主桥全长

４２８．３５m,南北走向,基本与河道正交,主跨２０５
m 跨越锦江水面,河道两岸设２座桥塔.桥塔由

两根塔柱及上横梁两部分组成,整体呈门式造型,
寓意“天府之门”,北岸塔柱全高６７m,南岸塔柱

全高６５．３m.塔柱截面以空心截面为主,由塔顶

装饰段、上塔柱及下塔柱组成,在上塔柱顶设置横

梁,在塔顶、各节段交接处及横梁侧面顶部与底部

分别设置外凸棱线以增加桥塔的层次感.
该桥在施工过程中,成功地将木工字梁悬臂

模板应用于复杂截面高墩施工并创新了一种复合

面板技术.该方案与常规的大块定型钢模翻模法

相比,每座桥塔节约工期约半个月时间,总体减少

了约一半以上的模板成本投入.
２　悬臂模板施工技术

２．１　悬臂模板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Ｇ０７Ｇ０６

以CB２４０型悬臂模板为例,悬臂模板主要分

为三大系统、八大部件,即支架系统(架标准节、支
架加高节、后移装置、承重三角架、下吊平台、防护

结构)、面板系统(面板)和埋件系统(埋件).

２．２　云龙湾大桥模板方案的设计情况

云龙湾大桥塔柱横梁以上为钢结构装饰段,
横梁采用型钢支架施工,横梁以下共划分为１４个

施工节段,１节段为梯形收口,采用普通木模板浇

筑,２~１４节段采用悬臂模板施工(图１),悬臂模

板方案为:
(１)塔柱施工的最大节段高度为５m,模板的

设计高度考虑最大施工高度取值为５．３m.
(２)塔柱外侧模板采用悬臂模板体系,面板板

材采用维萨(WISA)清水混凝土模板;塔柱内侧

模板采用普通木模板体系,面板采用普通木胶合

板[１].
(３)塔柱外侧面采用两块标准面板拼装,芯带

固定;塔柱截面加大时,在两块标准面板间增加拼

接模板,拼接模板采用加长芯带固定[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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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塔柱外凸棱线通过设置多道方木背楞、利
用方木背楞的长短变化予以实现.

图１　木工字梁悬臂模板总装图

２．３　悬臂模板施工工艺流程

悬臂模板施工工艺流程见图２,图２中首层

混凝土指悬臂模板支架第一次安装前的混凝土浇

筑.以云龙湾大桥为例,塔柱１节段为梯形收口,
鉴于２节段无法在１节段上安装悬臂支架,故此

处的首层混凝土系指２节段混凝土.

图２　悬臂模板施工工艺流程图

２．４　施工准备

(１)模板单元的设计与制造.模板由专业厂

家进行设计,根据塔柱的结构特点及悬臂模板特

性进行墩身浇筑节段划分,绘制各节段模板的拼

装图及模板单元加工图,并对模板及加固措施进

行计算校核.模板方案经专家论证后,在专业加

工厂内完成各部件的加工制造.
(２)现场临建设施的布置.每座塔柱外侧布

置１台塔吊用于模板及材料吊运,布置１座盘扣

式爬梯用于施工人员上下;在塔吊及爬梯出口处

搭设安全防护棚.
(３)人材机进场.根据施工进度计划安排人

员、设备进场.在塔柱施工前,从事钢筋、模板、混
凝土施工的各工种人员以及相应施工设备必须及

时进场.
(４)模板拼装.模板拼装分厂内试拼和现场

拼装.模板在厂内试拼完成、经各方验收复核后

编号标识,然后运至施工现场,按施工进度进行现

场拼装.

２．５　测量放样

塔柱施工前,在基础混凝土表面测放出塔柱

结构中轴线及各边角控制点.

２．６　钢筋安装

所有钢筋在钢筋加工厂内统一加工,检验合

格后用平板车运至施工现场进行安装.
钢筋安装前,分节段吊装劲性骨架,定位、焊

接牢固后,利用劲性骨架固定钢筋.

２．７　首层模板的安装

首层模板只安装悬臂模板面板.面板采用汽

车吊吊装,人工辅助就位的方式进行安装.首层

模板安装后,安装悬臂模板的第一次爬升埋件.

２．８　悬臂模板的安装

悬臂模板的安装分为第一次提升和循环提升

两种情况,支架系统和面板系统均需安装到位.
悬臂模板提升前,需实测埋件附近的混凝土

强度[３],只有待强度达到１５MPa以上方可进行

模板的提升.
(１)模板第一次提升(图３).

图３　悬臂模板第一次提升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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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一,将支架系统的承重架体及吊平台单

元吊起,挂在首层混凝土相应的埋件上.
步骤二,将支架系统的模板支撑架单元吊起,

使后移装置落在承重架体的桁架水平杆上,然后

用卡板固定在承重架体上.
步骤三,该节段钢筋安装完成后,后移模板支

撑架,将面板系统吊起,与模板支撑架对齐后,用
背楞扣件将面板固定在模板支撑架上.

步骤四,调节后移装置及可调斜撑,使模板面

板下沿与首层混凝土的结构表面抵紧并调整面板

垂直;调节完成后,安装对拉螺杆及转角螺杆,完
成模板的加固,然后将下一节段的预埋件安装在

模板上.
(２)模板的循环提升.悬臂段混凝土浇筑完

成后,卸下模板面板,利用支架系统进行混凝土表

面的处理;然后按第一次提升步骤二、步骤三、步
骤四的方法进行整体提升.

(３)埋件系统的安装.埋件系统的安装及使

用流程为:埋件组装及定位安装→拆模及支座安

装→支架系统的安装→(支架的使用及提升)→埋

件的拆卸.

２．９　混凝土浇筑

混凝土浇筑前,对钢筋、预埋件及模板系统进

行全面检查,检查混凝土拌和、运输、浇筑各工序

的准备情况,检查无误后方可浇筑混凝土.混凝

土采用整体分层连续浇筑法施工,每层厚度不大

于３０cm.

２．１０　养护与拆模

(１)混凝土养护.混凝土浇筑完成后,在混凝

土顶面收浆后即进行覆盖土工布、洒水养护.侧

模拆除后,在混凝土表面喷涂养护剂,然后采用宽

幅塑料薄膜包裹养护.
(２)拆　模.悬臂模板作为非承重侧模在混

凝土强度达到２．５ MPa后进行模板的拆除.拆

除转角处的阳角斜拉杆,用钢丝绳将模板面板挂

在汽车吊吊钩上,拆除模板对拉螺杆,完成模板的

拆除.

３　面板系统的选材优化与创新

３．１　模板面板的优化背景

(１)现场问题.维萨面板计划周转１３次,而
模板周转１０次后其混凝土外观质量即有所下降.
经检查,维萨面板部分酚醛膜脱落,但整个面板尚

较完整,其模板的刚度及平整度能够满足要求.
若解决了模板表面覆膜损坏的问题,其可继续投

入使用,从而避免更换模板.
(２)解决思路.项目部技术人员提出了两种

解决方案:一是更换国产普通清水混凝土木模板;
二是在维萨模板表面覆盖一层薄膜型材料[４],恢
复面板表面的光洁度.

(３)调研与试验.通过在建材市场上开展的

调研发现彩涂板[５]、PVC板、PET 板等均具有一

定的硬度与刚度,其表面光洁度高.考虑到彩涂

板的弯折性能较好,最终选用彩涂板作为覆膜板

材并进行了试验.试验结果显示:采用彩涂板覆

膜浇筑的混凝土拆模后表面光滑如一面镜子,能
够达到清水混凝土效果.

３．２　复合面板技术应用成本的分析

WISA模板的造价约为２００元/m２,而国产

清水模板的造价约为６０元/m２,０．４mm 厚的彩

涂板造价约为２３元/m２.在保证清水混凝土外

观的前提下,WISA模板的周转次数平均约为１２
次,国产清水模板约为３次,彩涂板(０．４mm 厚)
约为３次.以清水模板直接作为模板周转,对比

清水模板作为基板的复合模板周转形成了四种模

板类型,其对比结果见表１:
表１　清水模板成本分析表 /元m－２

模板类型 模板造价 周转次数 摊销价格

WISA模板 ２００ １２ １６．６７

国产清水模板 ６０ ３ ２０

WISA复合面板 ２６９ ２０ １３．４５

国产清水复合面板 １２９ １０ １２．９

　　经分析,复合面板技术的运用,使模板周转

次数提高,模板摊销价格减少.该项技术的采

用不仅节约了施工成本,也有利于环境保护,值
得推广.

所存在的不足之处:聚酯类涂膜的彩涂板其

耐碱性能较弱,拆模时间较长时,应考虑碱性环境

造成涂膜老化的影响.若梁板类底模拆模时间跨

度较长时,应谨慎选用覆膜板材,以防止造成混凝

土表面污染.

４　结　语

云龙湾大桥塔柱施工运用悬臂模板施工技术

并创新了一种复合面板技术,在保证塔柱混凝土

(下转第５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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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钢管拱施工与铺架平行作业施工技术

按照国内目前正常的钢管拱安装施工工艺,
需在钢管拱安装、灌注完成、吊杆初张拉(即梁拱

受力体系基本成型)后方可进行铺架作业.但因

现场钢管拱安装工期与铺架作业工期冲突,需在

连续梁Ｇ拱受力体系未成型的情况下进行铺轨作

业,过轨时,主梁承受的总荷载达２７００t,严重影

响到主梁梁体的结构稳定性.
为了保证铺架工期和钢管拱安装工期,通过

在连续梁中跨跨中部位加装临时支墩,临时减少

连续梁净跨、同时优化钢管拱支架(采用独立格构

架)、减轻支架重量等措施改变了传统的施工工

序,实现了在梁Ｇ拱体系未成型前钢管拱的安装与

铺架平行作业(图３).

图３　钢管拱与铺架平行作业示意图

该项技术的原理[４]:
(１)在连续梁中跨跨中部位加装临时支墩,临

时减少了连续梁净跨,有效避免了铺架作业对梁

体的影响.

　　(２)钢管拱的安装采取独立格构架法施工工

法,独立格构架预留空间大,能够满足铺架作业车

辆通行时所需的空间.
(３)该项技术改变了传统的施工方法[５],实现

了在梁Ｇ拱体系未成型前钢管拱安装与铺架能平

行作业,保障了全线的铺架工期.

３　结　语

国道３２５特大桥连续梁拱桥结构体系频繁转

换,工艺复杂多变,施工工期紧张,安全风险突出.
通过研究应用 “大节段支架现浇结合挂篮悬臂施

工”“隐性反拉预压”“钢管拱施工与铺架平行作

业”等技术,极大地提升了工作效率,降低了施工

难度,实现了多工作面的平行作业,有效解决了工

期紧张的问题,效果明显,所取得的经验值得类似

工程借鉴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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