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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区市政道路预制梁场选址与规划设计研究

段 科 峰,　段 宇 帆,　李　亮
(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工程局有限公司,四川 都江堰　６１１８３０)

摘　要:在市政道路建设中,桥梁工程基本为控制性工程,其预制梁一般采用现场施工制作.预制梁场的合理选址与规划已

成为桥梁工程建设者们必须解决的重难点问题之一.结合通江县环高明湖经济带建设PPP项目在山区市政道路预制梁场

建设中具有代表性的选址与规划设计方案,综合论述了预制梁场的选址原则、选址影响因素、梁场布置规划方案的设计过

程,归纳并总结出一些要点,可为类似的预制梁场选址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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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onSiteSelectionandPlanningDesignofPrecastBeam
YardforMunicipalRoadinMountainous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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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themunicipalroadconstructionengineering,thebridgeengineeringisbasicallyacontrolengineerＧ
ing,anditsprecastbeamsaregenerallymanufacturedonsite．Reasonablelocationandplanningofprecast
beamyardhasbecomeoneofthemostimportantanddifficultproblemsthatbridgebuildersmustsolve．ComＧ
binedwiththerepresentativesiteselectionandplanningdesignschemefortheconstructionofprecastbeam

yardof municipalroadsin mountainousareaatPPPprojectofEconomicBeltaround GaomingLakein
TongjiangCounty,thispapercomprehensivelydiscussesthesiteselectionprinciple,siteselectioninfluencing
factors,designprocessofbeamyardlayoutplanningscheme,summarizesandconcludessomekeypoints,

whichcanprovidereferenceforsimilarsiteselectionofprecastbeamy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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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概　述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城镇化进

程的迅速扩展,城市建设规模不断扩大,城市道路

建设已成为城市连接乡镇、工业连接农业的重要

纽带.对于山区城市建设而言,市政道路工程中

的桥梁工程将大幅度增加,从而对预制梁场的选

址与规划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合理地选址与

规划设计往往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相反,不合

理的梁场往往会制约工程进度,成为工程的最终

败因[１].
通江县环高明湖经济带建设 PPP项目坐落

于巴中市东北部通江县米仓山东段南麓大巴山缺

口处.该项目为城市新区综合市政工程,包括１９
条市政道路,两座大型园林公园,道路总里程约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Ｇ０１Ｇ０６

１５．８３１km,其中包含１１座市政桥梁.
该项目桥梁工程有预制装配式桥８座,半现

浇半预制桥１座.装配式桥结构型式包括预制小

箱梁和预制 T梁,预制小箱梁分为２５m、３０m 两

种类型,预制T梁有１６m、２０m、３０m 及４０m 四

种类型.
预制 T 梁总计１３２片,预制小箱梁总计６４

片,预制梁整体呈现出同胚生产效率低、生产台座

变化参数多的状态,无形中加大了预制梁场选址

与规划的难度,给项目施工管理带来一定影响.

２　山区市政道路预制梁场选址研究

２．１　预制梁场选址的类型及特点

根据桥梁预制梁场与市政道路的相互关系,
梁场选址常见三种类型:路基内预制梁场、路基外

预制梁场以及独立的预制梁场[１].此外,在公

第３９卷第１期

２０２０年２月

四　川　水　力　发　电

Sichuan　 Water　Power
Vol．３９,No．１
Feb．,２０２０



６０　　　 　SichuanWaterPower

路、铁路、桥梁等大型建设项目中,也有将预制梁

场布置在桥上 [２]的实例.
(１)路基内预制梁场.此类型的预制梁场比

较普遍.只要已规划道路路基上有可利用的场地

且适合建场,一般都采用此类预制梁场.其可有

效利用拟建桥梁附近的路基布设梁场,能避免大

面积征地,制梁台座、存梁区、龙门吊轨道一般在

道路中线布置,便于成品梁制作、运输和吊装.
道路路基预制梁场具有的缺点:道路路基有

宽度和长度要求,且不宜布设在高填方段或填挖

交界段.
(２)路基外预制梁场.根据地形地貌、地质条

件及可征用地面积,将制梁台座平行路基布设或

与路基呈一定角度布设,有利于梁场总体布置及

规划,便于预制梁的运输和吊装,亦能尽早启动预

制梁场建设工作,施工进度容易控制.
路基外预制梁场具有的缺点:对地形地貌、地

质条件要求较高;因城市土地寸金寸土,十分宝

贵,往往征地费用比较高.
(３)独立的预制梁场.适用于平原等具有良

好运输条件的地区,台座布设和重要设备构件较

为自由,预制任务以自重较轻、便于长距离运输的

梁板为主,对于结构型式单一、数量庞大的桥梁工

程比较适宜.
独立的预制梁场具有的缺点:城市周边征地

费用高,短期内不易解决;预制梁运输要求高,须
慎重考虑路线、纵坡、转弯半径等道路参数.

综上所述,如果在满足预制梁场建设用地的

条件下,路基外布置预制梁场为最佳选择,适用于

各类桥梁工程的施工.若采用路基内建设预制梁

场则需要考虑梁场建设、生产、拆除期间对总工期

的制约,当受外部因素影响时,容易造成工期延

误、施工成本增加的风险.独立的预制梁场便于

集中化管理,能够提高生产效率,由于征地拆迁费

用与运输成本的问题,并不适用于山区市政道路

预制梁场建设.

２．２　预制梁场选址须考虑的影响因素

通江县环高明湖经济带建设 PPP项目进行

预制梁场选址规划时,充分考虑了项目实际情况,
结合地形地貌、地质条件,依据施工组织流程和施

工进度要求归纳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因素:
(１)建设投资费用的影响.预制梁场建设投

资费用包括梁场建设费用、征地拆迁费用、梁场维

护费用、拆除恢复费用等.预制梁场建设的投资

费用取决于场地面积的大小,场地面积需要依据

制梁总量进行确定,而制梁区又是预制梁场最重

要的组成部分,制梁区的大小是影响建设投资费

用最关键的区域.所以,在满足施工要求的前提

下,如何确定合理的制梁台座规模、减少制梁区范

围就显得尤为重要,亦为布置梁场需要重点考虑

的一个内容.
(２)征地拆迁的影响.项目所在地位于城市

新区,原计划在路基上布置预制梁场,根据施工图

纸和现场地形地貌条件,拟选址直线段长度大于

２００m 的次干路(路幅宽度２４m)建设梁场.但

经筛选后仅三处满足要求且均为高填方路基,不
是理想的梁场建址,加之其中两处的征地拆迁短

期内无法解决,故排除了选择路基预制梁场方案.
根据业主提供的建设用地情况,项目部改变

了选址思路,计划在临近路基附近建设预制梁场,
并先后选取了三个地块进行了前期勘察测量工作

(图１).
方案一占地面积约２２０００m２,最长边可达

２１０m,选址范围内全部为耕地,征拆纠纷少,短
期内易解决;方案二占地面积约１６０００m２,最长

边约１８０m,选址范围内有两座房屋,其余为耕

地,但征拆纠纷多,短期内不宜解决;方案三占地

面积约１２０００m２,最长边约１５０m,选址范围内

无房屋与耕地,但政府考虑出让该地块,故直接放

弃了该地块.
经比较分析后得出选址方案一受征地拆迁影

响最小,有利于预制梁场早日开工建设,施工总进

度计划易控制,较适合建设预制梁场.
(３)场地面积和场地条件的影响.选址方案

一:占地面积２２０００m２,不仅能够满足预制梁场

的面积要求,还可设置生活区、办公区、混凝土拌

和站(或水泥稳定碎石拌和站)等临建设施,并且

其紧邻已建的高明大道,桥梁运距均在３km 范

围内,交通运输极为便利.现场的地形表现为中

部隆起,两侧低矮,东高西低,东侧以中等风化页

岩为主,西侧以耕植土为主,高差约８m,可采取

半挖半填的方式处理至适宜高程,施工成本比较

适中.
选址方案二:占地面积１６０００m２,亦能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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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拟建预制梁场选址卫星图

预制梁场的面积要求,也可设置生活区、办公区、
混凝土拌和站(或水泥稳定碎石拌和站)等临建设

施,桥梁运距均在３km 范围内,但桥梁运输道路

修建成本较高.鉴于其现场地形较低矮,须采取

大量填筑方可利用,施工成本较高.综合场地面

积和场地条件,选址建场条件次之.
(４)对道路主体工程施工的影响.桥梁工程

建设施工总平面布置时需将各个施工单元限定在

施工场地总平面设计的场地范围内,并考虑施工

区域内各个施工单元的协调问题.该工程选址之

初,遵循减小对主体工程施工干扰的原则进行建

场,考虑到现场实际地形条件狭小的影响,将预制

梁场选址在临近道路附近无疑是最佳方案.
(５)交通运输条件的影响.预制梁场交通运

输量大、强度高,合理安排工程建设施工场地交通

运输问题对于确保工程顺利施工和节约工程费用

投资具有重要意义.若选择道路路基梁场,不仅

需要考虑梁场材料与预制梁运输,还需要考虑道

路主体工程各类材料的运输问题,施工交叉干扰

影响较大;若选择临近道路预制梁场,主体工程与

预制梁场交叉干扰影响较小,预制梁运输距离和

成本容易控制,是其选址的最佳选择;若选择独立

预制梁场,主体工程与预制梁场交叉干扰影响最

小,但预制梁运输距离远、纵坡大、安全风险大、运
输成本高,不适宜在山区市政道路工程中选择该

方案.

３　山区市政道路预制梁场的规划设计

预制梁场的总体规划采取集中布置原则,按
功能划分为制梁区、存梁区、混凝土供应区(搅拌

站、料场、机械场地等)、钢筋加工区以及生活办公

区等[３],集中布置既能达到使用功能,又能大幅减

少用地面积.预制梁场的具体规划设计须对沿线

结构物分布状况、各型号梁片数量、制梁有效工

期、台座数量、模板数量、龙门吊规格型号及数量、
拌和站选型等数据进行计算和分析,主要事项分

析如下:

３．１　制梁区规划设计

制梁台座数量的确定为梁场规划设计布局最

重要的参数,直接决定梁场的生产能力,由工期、
梁板数量、模板及每个台座制梁周期决定.传统

的制梁台座数量的确定按式(１)、(２)计算确定:
制梁台座数量≥生产效率×制梁周期 (１)
生产效率＝梁板数量/工期×保障系数 (２)

式中　工期指预制梁板生产有效工期,即梁板制

做开始的时间至最后一片梁完成混凝土浇筑的时

间.不同桥梁、不同型号梁片应结合总体施工计

划安排分别分析;保障系数指气候、施工环境导致

的不良影响因素,由场地条件和梁片总数量确定,
可按１．１~１．３考虑;制梁周期系指１片梁制作占

用制梁台座需要的时间,从钢筋在台座绑扎施工

到张拉注浆完毕、达到设计要求同条件养生混凝

土和注浆试块强度、移梁至存梁区所需的时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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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为４~７d.
由于该工程涉及的梁板型号众多,既不能依

据全部型号的梁板确定制梁台座,也不能依据单

一型号的梁板确定制梁台座的数量.规划设计期

间,项目部还结合实际场地条件和场地面积,依据

４０m 预制 T梁和２５m 预制小箱梁的结构特点

分别计算了必备的制梁台座数量,再将二者结合

确定制梁区面积.

３．２　存梁区的规划设计

存梁台座数量的确定也是梁场规划设计中另

一项重要参数,存梁台座以梁场预制施工不窝工

为基础条件,保证最小存梁数量在梁板架设前不

达到饱和;应充分考虑下部构造未能及时完成的

不良因素,可根据具体施工进程增设或占用制梁

台座存梁.传统存梁台座最小存梁数可按式(３)
计算:

存梁台座数量＝生产效率×存梁周期 (３)
式中　存梁周期为设计要求梁片达到架设条件的

存梁时间,不同类型的梁片要求的时间不等,一般

要求３０d左右.预应力混凝土梁板的存放时间

不宜超过３个月,特殊情况下不应超过５个月[４].

３．３　钢筋加工区的规划设计

钢筋加工区采用标准化施工,搭建专门的钢

筋加工车间,划分专门的加工区、原材存放区、成
品堆存区、废钢堆存区等不同区块,加工区配置钢

筋制作台架、弯钢机、断筋机等设备,可有效降低

施工成本、提升预制梁钢筋的绑扎质量;同时,应
充分利用梁场龙门吊进行成品钢筋和原材钢筋的

装卸工作.

３．４　龙门吊的规划与设计

重型龙门吊的选择主要是根据现场实际情况

正确确定龙门吊的起重量、跨度、起升高度、行走

速度、起升速度等技术参数[５].
该工程考虑两台龙门吊起梁,按４０m 预制T

梁计算起重量,４０m 预制 T 梁的最大设计方量

为５１．１４m３,钢筋混凝土容重取２６kN/m３,则梁

重G＝２．６×５１．１４＝１３３(t).考虑到梁体施工混

凝土偏差按经验取值约为５％左右,则单片梁最

大吊重为１３２．９×１．０５＝１４０(t),故单台龙门吊额

定起重量不得小于１４０÷２＝７０(t),宜选择额定

起重量不小于８０t的龙门吊两台用于起梁.
龙门吊跨度依据梁场布置宽度、按照跨度基

本满足３m 的模数(具体跨度还需根据现场场地

情况)确定.
龙门吊的起升高度系指吊钩自由起落的最大

高度范围.对于重型龙门吊,预制梁采用搂底法

绑扎,需要考虑梁体的最大高度、梁顶面钢丝绳至

吊具高度、吊具与起吊滑轮组最小高度等;若同时

采用双层存梁,还需考虑存梁台座高度、底层预制

梁高度、枕木高度等.

３．５　梁场其他规划设计

梁场的其它规划包括混凝土集中拌和站、生
活区、材料堆存区、蓄水池等其它设施等,主要按

照目前标准化梁场建设标准进行布置.

４　结　语

通江县环高明湖经济带建设 PPP项目预制

梁场为山区市政道路工程中具有代表性的预制梁

场,其不仅体现在选址阶段需综合考虑各种影响

因素,还体现在投入使用阶段需要规划设计各功

能分区、预制梁运输等一系列问题,所取得的经验

可为类似预制梁场建设提供一定的指导和借鉴.
由于该梁场建设期间受场地面积限制,预制

梁生产时亦发现了诸多不尽人意之处,如:预制不

同类型的梁板时要求制梁台座需多次拆除重修,
存梁数量较少影响到制梁、安梁进度等.生产阶

段发现的不足为我们指明了今后的研究方向,需
要为同类型梁场建设打下更加夯实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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