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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寒峡谷地区大跨度混凝土梁斜拉桥
主梁施工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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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湖北 武汉
摘

430040）

要：荣乌高速公路准格尔黄河特大桥主跨为 440 m 双塔双索面混凝土斜拉桥。主梁距离地面高度超过 120 m，

0 — 1 号梁段现浇施工采用在塔上搭设斜支架+抽插压浆式牛腿结构，减少了牛腿与预埋件间的焊接工作量，降低了
高大支架安装施工风险。主梁悬浇施工中挂篮自动化控制、斜拉索索力转换及冬季施工采取了一系列新工艺和创新
技术，安全高效地完成了主梁施工，为今后类似桥梁施工提供经验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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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of main girder of long span concrete beam
cable-stayed bridge in alpine canyon area
ZENG Xian-liu, CHEN Cheng

（CCCC Second Harbor Engineering Co., Ltd., Wuhan, Hubei 430040, China）
Abstract：The main span of Zhungeer Yellow River Bridge on Rongwu expressway is 440 m double tower and double cable

plane concrete cable-stayed bridge. The main beam is more than 120 m away from the ground. The cast-in-place construction
of No.0-1 beam section adopts the structure of erecting inclined support on the tower + suction and insertion grouting corbel,

which reduces the welding workload between corbel and embedded parts, and reduces the risk of install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tall support. A series of new technologies and innovative technologies have been adopted in hanging basket automatic control,

cable force conversion of stay cable and winter construction in the main girder cantilever construction, which can safely and
efficiently complete the main girder construction tasks, and provide experience and reference for similar bridge construction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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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我国桥梁建设的飞速发展，国内大跨度
混凝土梁斜拉桥越来越多，但基本集中在南方地
区，由于北方地区气候干燥寒冷，昼夜温差大、
风力大等不利条件，大跨度混凝土梁斜拉桥建设
较少，在高寒峡谷地区修建大跨度混凝土梁斜拉
桥还有许多技术问题需要解决和研究，没有相关
经验可借鉴。
收稿日期：2020-01-06
作者简介：曾宪柳 （1972 — ），男，贵州德江人，高级工程师，公路与
桥梁工程专业。 E-mail：105423441@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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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概况
荣乌高速公路准格尔黄河特大桥位于内蒙古
鄂尔多斯境内，主桥设计为双塔双索面混凝土斜
拉桥，跨径布置为（160+440+160）m，斜拉索采用
空间双索面、扇形布置，主梁结构形式为双边箱
形断面、塔梁分离的半漂浮体系结构，主桥桥型
布置图见图 1。主桥共划分 79 个梁段，其中主跨
挂篮悬浇 25 个节段，边跨挂篮悬浇 10 个节段，
现浇梁段 6 个，边跨合龙段共 2 个，中跨合龙段
共 1 个。主桥标准节段采用前支点牵索挂篮悬浇
施工，悬浇节段长为 8 m，索塔处 0 号、1 号块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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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cm，箱梁底板厚 30 cm，竖腹板厚 40 cm，主

边跨现浇段主梁采用搭设钢管支架现浇施工。

梁混凝土设计为 C55。主梁悬臂浇筑节段最大混

主梁为预应力混凝土分离式边箱断面，箱梁全宽
2 840 cm，标准断面梁中心高 287.4 cm，顶板厚
160

4

5

凝土重量约 580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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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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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Fig. 1

主桥桥型布置

Layout of main bridge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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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梁 0 — 1 号块现浇支架设计
主梁 0 — 1 号梁段总长 37 m，悬挑中横梁外
15 m，设计混凝土方量 1 108 m3，梁底距离地面
高度约 120 m，采用常规地面搭设钢管支架施工
方法工程量大，成本高，施工工期长，施工安全
风险大。为减小支架搭设工程量，加快支架施工
进度，减小施工过程中的安全风险，综合研究分
析，采用“钢管斜支架+抽插式牛腿”作为 0 — 1 号
块承重支架[1]。
支架支撑在下塔柱侧壁牛腿和下横梁埋件上，
立柱为 准820 mm伊10 mm 钢管，平联为 准630 mm伊
8 mm 钢管，承重梁为 2NH700伊30 mm 型钢，0 — 1
号梁段施工承重平台采用挂篮，利用挂篮模板作
1 号块现浇段模板，见图 2。索塔施工时，在下横
梁附近的塔柱侧壁上预埋 3 个方形钢板盒作为牛
腿埋件，方形钢板盒开口向外，尺寸为 805 mm伊
305 mm， 埋 置 深 度 为 700 mm。 安 装 时 ， 将
NH800伊30 mm 型钢插入钢板盒内，型钢顶面焊接
1 000 mm伊1 000 mm 厚 14 mm 钢板作为支架牛腿
面板，预埋钢板盒与插入型钢间间隙通过后压浆
填充密实，将其锚固在塔柱的侧壁内 [2]，见图 3。
与常规预埋钢板牛腿结构相比，承载力大，无需
预埋大量锚筋及大面积钢板，大大减少了牛腿与
预埋件间的焊接工作量，降低了高大支架安装施
工风险。

中塔柱
1 号块

斜拉索
0 号块

中横梁

挂篮

下塔柱
准630伊8
准630伊8

准820伊10

中横梁支架

预埋孔

牛腿

下横梁

Fig. 2

图 2 0 — 1 号梁段支架布置（mm）
Support arrangement of No.0-1 beam section(mm)
准820伊10

下塔柱
预埋钢板盒

0.5%

Fig. 3

加劲钢板

图 3 支架牛腿布置
Support bracket arran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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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篮自动化控制设计与安装

3.1

·51·

同时左右侧油缸通过同一台电脑控制，保证挂篮
左右两侧同步前进。采 用 挂 篮 自 动 行 走 装 置 操

挂篮自动化控制设计

挂篮为前支点挂篮，钢箱梁结构形式，挂篮
总长 19.85 m，宽 30.50 m，总重量为 230 t，设计

作 同 步 性 控 制 误 差 达 3 mm，挂篮单次行走可在
1.5 h 内完成，挂篮行走操作只需 4 人。

地区冬季气候寒冷，为保证挂篮抗低温及结构安
全，挂篮设计采用 Q345D 钢板加工。

主墩位于黄河岸边峡谷地带，主梁离地面高
度达 120 m，不具备挂篮地面拼装整体提升安装

定位系统、模板系统、锚固系统及埋件等部分组

装。由于受塔吊起重量限制，主纵梁和前横梁不

成。挂篮设计时针对传统挂篮提升、下放，反滚
轮翻转、中箱拱架提升等千斤顶操作同步性差、
操作繁琐、微调困难的问题，设计采用多点液压
同步自适应控制技术，利用一台电脑控制系统控
制多台油泵，将多台油泵并联在一起，千斤顶提
升、下放过程中，由电脑控制多台千斤顶同步运
动，如发现千斤顶受力和位移出现不均匀时，通
过控制系统进行调整，以保持同步[3]。
挂篮在主纵梁、前横梁等关键部位设计安装
了精密的位移和应力传感器，实时监测结构的应
力和位移，并通过数据传送到电脑，反馈给操作
者。解决了传统挂篮操作应力、位移无精密测量
仪器，人工测量、观察误差大、安全风险高的问题。
针对传统挂篮行走采用千斤顶间歇式作业，
行走缓慢，中间转换工序繁多，左右两侧位移同
步性难以保证，挂篮极易走偏问题。准格尔黄河
大桥挂篮设计采用了步履式自动行走装置，其自
动行走机构设计为：行走轨道、行走滑靴、液压
油缸及反力座所组成，见图 4。

能由塔吊直接吊装到位，采用铺设轨道利用卷扬
机进行横向和纵向平移到位[4]。
挂篮总长 19.85 m，中横梁外 0 — 2 号梁段长
度为 16.9 m，如果将挂篮全部拼装到位再浇筑主
梁 1 号块，会导致挂篮不能锚固在 1 号块已浇梁
上，无法进行 2 号梁段挂篮悬浇施工，故采取二
次接长挂篮的施工方式。其具体操作为：搭设支
架平台，在平台上拼装挂篮，挂篮主纵梁最后节
段临时放置在支架平台上；利用支架浇筑 1 号梁
段混凝土，张拉 1 号梁段预应力及斜拉索；将挂
篮锚固在 1 号梁上，挂篮悬臂浇筑 2 号梁段混凝
土及张拉斜拉索；挂篮下放并前移 3 m，临时固
定挂篮；接长最后一节挂篮主纵梁，二次安装挂
篮后横梁和行走反滚轮，挂篮安装完成进行后续
梁段施工。
4 斜拉索施工
斜拉索设计为 准7 mm 镀锌高强平行钢丝成
品索，全桥设 6 种规格 26 对 108 根，标准强度为
1 860 MPa，拉索采用双层 PE 护套，两端均采用
张拉端冷铸锚。单根最大索长 240 m，重约 28 t，
单根索最大张拉力 685 t。
4.1 安装工艺
斜拉索安装施工内容包括：施工准备寅桥面
展索寅拉索塔端挂索寅挂篮弧首锚固寅梁端拉索
牵引锚固寅主边跨一、二次张拉寅索力转换寅拉
索第三次张拉寅调索寅安装上下减震器及锚具防
护罩寅防腐处理寅安装桥面拉索不锈钢保护套。
根据索长及牵引力大小，其总体施工方法分
别为：
1 — 10 号索，陆运至工地，塔吊提升上桥面
并置于放索机上，塔顶门架进行塔端挂设，同时
进行桥面展索，桥面卷扬机牵引斜拉索梁端锚头
入索导管锚固，在塔端进行张拉及调索。
11 — 26 号索，从边跨运至索塔下桥面，置于

承载力为 580 t，浇筑标准节段长 8 m。由于桥位

挂篮设计由承载平台、行走系统、牵索系统、

挂篮行走方向

挂腿
液压油缸

反力座

行走轨道
主梁

图 4 挂篮自动行走装置
Fig. 4

Automatic traveling device of hanging basket

行走轨道采用预埋螺栓固定在主梁上，行走
油缸前端通过销轴与挂篮行走滑靴连接，后端与
反力座连接，反力座通过销轴固定在行走轨道上，
通过液压油缸往复式伸缩顶推挂篮步履式前进，

3.2

挂篮安装

条件，经综合分析采用搭设钢管支架平台进行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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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式放索机上。展索利用桥面卷扬机拖运放索机

响钢丝应力目标值的控制，同时还会影响到斜拉

完成；塔端挂索采用塔顶卷扬机完成，梁端采用

索的耐久性。

软、硬组合牵引锚固。
4.2 梁端狭小空间索力转换

为了防止斜拉索发生旋转，施工中采取了防
退扭措施。在张拉千斤顶与张拉杆螺母间设置带
有限位挡板的垫板（限位挡板间隔垂直焊接于垫

前支点挂篮施工时，斜拉索锚固在挂篮前端
主纵梁上，待节段混凝土浇筑完成预应力张拉后，
斜拉索索力从挂篮转换到混凝土梁锚固点。而主

板上），千斤顶抱箍上的耳板落在限位挡板挡间，
垫板由于受到千斤顶与张拉螺母的压力，垫板与

梁锚固点与挂篮间操作空间很小，斜拉索索力转

张拉螺母、张拉杆、千斤顶内缸之间不会发生相

换面临空间窄小、索力大、转换难的问题，传统

对位移，而会随着张拉杆一起旋转运动，此时千

采用的转换方法是叉头连接法，叉头一端连接张
拉杆，另一端连接斜拉索锚头，叉头间通过销轴
连接，斜拉索索力转换通过拆除叉头间销轴完成。
索力转换过程中需要借助吊车或卷扬机等起重设
备施加很大外力才能实现，而且需要占用较大的
操作空间，耗费时间长，转换难度大。
准格尔黄河特大桥采用套筒连接式斜拉索索
力转换施工法[5]，其索力转换装置由变径头、连接
套筒、张拉系统组成，斜拉索与张拉杆通过套筒
连接，套筒连接套内张拉端、梁端各设有一个内
螺母，套筒梁端内套连接杆，套筒张拉端连接张
拉杆，套筒连接套内张拉杆与梁端连接杆之间留
有足够间距，见图 5。索力转换时，将 准20 mm 钢
筋插入连接杆销孔内顺时针转动，连接杆从变径
头内退出旋进套筒内，张拉系统与斜拉索连接断
开，即可完成索力转换。施工过程中不需借助起
重设备施加外力，占用空间小，施工简单，操作
方便，能加快索力转换速度，保证主梁挂篮悬臂
施工进度。

斤顶抱箍上的耳板会抵住装置的限位挡板，阻止
垫板的旋转，有效控制了张拉过程中索体退扭的
现象。
5 主梁冬季施工控制
5.1 主要控制指标
根据准格尔黄河特大桥主梁冬季施工专家审
查意见和现场实际情况 ，为确保主梁施工质量，
制定了主梁冬季施工主要控制指标：
1） 骨料含水量控制在无雨雪天气时的范围
内，不得有任何结冰。
2） 混凝土拌和物出机温度不低于 12 益，混
凝土入模温度不低于 7 益。
3） 混凝土初凝前不得受冻，其表面温度不得
低于 5 益；混凝土达到设计强度且至少养生 7 d
以上才可进行张拉[6]。
4） 混凝土搅拌用水温度不得超过 70 益。
5） 主梁混凝土中不掺防冻剂，以防对混凝土
特性的影响[7]。
5.2 原材料加热措施
料仓砂石料保温加热采取热水管路，墙内壁
热水管采用 准50 mm 钢管，按 50 cm 间距满铺，
棚内料仓每隔仓设 6 根 准50 mm 钢管做散热管。
见图 6。棚内设置温度监控系统，跟踪监测砂石料
温度，确保砂石料温度在 10 益以上。

套筒连接套

连接杆

张拉杆

斜拉索

张拉杆螺母

图5
Fig. 5

变径接头

索力转换装置图

Cable force conversion device

4.3

张拉过程中防退扭措施
平行钢丝斜拉索由于整根制造、运输、安装
的特点，在斜拉索张拉的过程中，索体会产生一
定的退扭力，退扭力随斜拉索的长度和施加索力
的增大而增大。张拉时，斜拉索退扭力过大，斜
拉索会带动张拉杆、锚杯、千斤顶一起转动。斜
拉索发生退扭会导致平行钢丝的受力不均匀，影

图6
Fig. 6

料仓加热管路
Silo heating pipe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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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料台布置在保温棚内，在上料台周边布设
暖通管道，利用暖通水管对料斗内砂石料进行保

温，暖通水管采用 准50 mm 钢管，水管距离为 50 cm，
单面布设 4 根。
皮带机保温采用岩棉保温板封闭，下部及两

边安装暖气管道进行加热保温以防止砂石热量
散失。
搅拌机采用彩钢板进行封闭严实，车辆出入
口设置彩钢板门，内部用暖通水管加热，每次开
盘前先对机身加热，再进行开盘搅拌。
搅拌站水箱搭设保温棚以防止水被冻结，搅
拌用水采用电热管加热，搅拌水温控制在约 70 益。
5.3 混凝土浇筑的保温技术措施
1） 混凝土泵送中的保温技术措施
混凝土运输车用棉毡包裹保温，并尽量减少
运输过程中不必要的时间损耗，以保证混凝土温
度损失最小。
泵送混凝土的泵管采用棉被包裹 ，再在外面
包裹一层塑料薄膜 ，除起保温作用外 ，还可以
避免雨水浸湿棉被 ，使混凝土在泵送过程中温度
损失较小 ，采取这种措施 ，每泵送 100 m，混凝
土温度损失 1耀2 益。
2） 混凝土浇筑的保温技术措施。
为了解决热的对流问题 ，现场对挂篮底板、
侧面进行全封闭，底部焊接型钢与挂篮梁系进行
加固，封闭层面板采用 5 mm 钢板，钢板内侧铺
设岩棉保温板，空箱内用暖风机加热。
主梁顶面采用搭设高度 90 cm 轻型型钢骨架、
顶面防水油布以及封闭的挂篮形成混凝土保温养
护的封闭空间，利用大功率工业暖风机供热，加
湿器保湿，对主梁混凝土进行保温养生。混凝土
顶面覆盖 5 层保温层，混凝土表面覆盖层为塑料
薄膜，塑料薄膜上盖土工布，然后依次是电热毯、
棉被、油布。由于天气寒冷 ，主梁顶面覆盖完成
后，立刻对电热毯通电加热，以保证主梁混凝土
不受冻。养护时，控制混凝土内表面温度差不超
高 25 益 ，拆模时注意混凝土的内外温差，以免
产生温度裂纹。
6 中跨合龙段施工
6.1 总体思路
准格尔黄河特大桥中跨合龙段合龙口宽度为
2 m，混凝土方量为 52 m3。施工总体思路：采取
加载标高控制法，在合龙口施加配重将标高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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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监控设计标高，利用低于 20 益的温度将合龙段

劲性骨架焊接锁定。然后进行合龙段吊架安装，
绑扎合龙段钢筋，对称浇筑合龙段混凝土。待拆
除合龙段模板、吊架、劲性骨架后，同步解除塔
梁临时约束，完成体系转换，最后张拉合龙段预
应力。
6.2 关键技术

1） 合龙口形态调整及监测
合龙口形态（线形、高程差及顶底口宽度差）：

通过调整中跨后 4 对拉索索力及在 25 号、26 号
梁段施加配重实现，这是按照准格尔黄河特大桥
施工监控无应力法成桥合龙控制。施工期索力增
量及临时荷载的变化，理论上对大桥成桥后没有
影响。
高程及转角调节：在合龙口段两端 26 号梁段
设置临时水箱对称加载，并调整 J26 斜拉索索力，
使合龙口两端主梁标高相匹配。
主梁轴线调节：在合龙口预埋件上布置手拉
葫芦，手拉葫芦交叉布置，通过手拉葫芦收、放
进行主梁轴线调整。合龙前对合龙段两侧梁顶底
标高、合龙口宽度、轴线偏差进行连续观测，准
确掌握合龙口偏差情况，进行反复调整，直至合
龙口两侧主梁高程、转角以及轴线完全满足设计
要求。
2） 合龙口锁定
合龙口的锁定装置设在 26 号梁段，合龙口共
设置体内外劲性骨架 12 道，劲性骨架采用 2[40
槽钢。在浇筑混凝土前，先对合龙口的宽度、标
高变化进行 48 h 观测，标高、轴线满足监控要求
后进行合龙口劲性骨架锁定，劲性骨架在夜间
0 — 5 点温度相对稳定时段进行锁定。
3） 塔梁临时约束解除
解除塔梁临时约束是实现成桥的重要环节和
关键步骤，塔梁临时约束解除须两墩同时进行。
合龙段吊架及体外劲性骨架锁定装置解除后，立
即解除塔梁临时固结 准L32 精轧螺纹钢和临时混凝
土支座，完成体系转换。
7 结语
准格尔黄河特大桥 0 — 1 号梁段现浇支架，采
取在塔柱上搭设钢管斜支架+抽插式牛腿施工方
法，快速、高效完成了施工任务，比原计划工期
提前了一个月。主梁挂篮设计采用自动化控制技
术，实现顶升、下放、行走同步，保证了施工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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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提高了施工精度，有效节省人工成本。斜拉
索索力转换及冬季施工采取了一系列工艺创新技
术，施工安全高效，经济效益明显，具有广泛的
推广意义。
参考文献：

[1] 中交二航局荣乌大桥项目部. 荣乌大桥上部结构施工方案[R].
2015.

Rongwu Bridge Project Department of CCCC Second Harbor Engi原

neering Co., Ltd. Superstructure construction scheme of Rongwu
Bridge[R]. 2015.

范超. 高墩大跨径混凝土梁斜拉桥 0 号块支架设
[2] 姜永生，
陈诚，
计[J]. 施工技术，
2018，
47（13）：
135-138，147.

JIANG Yong -sheng, CHEN Cheng, FAN Chao. Design of No.0

block bracket of high pier long span concrete cable stayed bridge
[J].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2018, 47(13): 135-138, 147.

[3] 吴明威，刘冬冬，周雷，等. 桥梁施工挂篮智能化控制系统研究
[J]. 中国港湾建设 ，
2018，38（1）：
66-70.

WU Ming -wei, LIU Dong -dong, ZHOU Lei, et al. Intelligent

control system of hanging basket for bridge construction[J]. China

（上接第 19 页）

Harbour Engineering, 2018, 38(1): 66-70.

[4] 吴明威，陈林，刘冬冬，等. 孕悦 斜拉桥大型前支点挂篮安装技术
[J]. 中外公路，
2017，
37（1）：
102-105.

WU Ming -wei, CHEN Lin, LIU Dong -dong, et al. Installation
technology of hanging basket at large front fulcrum of PC cable -

stayed bridge[J]. Journal of China & Foreign Highway, 2017, 37(1):
102-105.

[5] 曾宪柳，姜永生，
黄节华，等. 一种套筒连接式斜拉索索力转换
装置的操作方法：中国，ZL201610763184.6[P]. 2018-05-15.

ZENG Xian -liu, JIANG Yong -sheng, HUANG Jie -hua, et al.

Operation method of a sleeve connected stay cable force conversion
device: China, Zl201610763184.6[P]. 2018-05-15.

[6] JTG/T F50—2011，
公路桥涵施工技术规范[S].

JTG/T F50—2011, Technical specification for construction of
highway bridge and culvert[S].

[7] 丁如珍，
唐道伦. 五河口斜拉桥主梁冬季施工的技术创新[J]. 公
路，2006（5）：
39-42.

DING Ru -zhen, TANG Dao -lun. Technical innovation of winter

construction of main girder of Wuhekou cable -stayed bridge [J].
Highway, 2006 (5): 39-42.

[2] 李蕊. 重力式码头中圆筒基础结构的下沉分析[D]. 天津：天津

WU Li-ke. New technology of installing large diameter cylinder by

LI Rui. Sinking analysis of cylinder foundation structure in gravity

[9] 袁孟全，徐文华，李永全，等. 广州番禺南沙蒲洲海堤护岸工程

大学，2007.

wharf[D]. Tianjin: Tianjin University, 2007.

[3] 王乐芹. 沉入式大直径薄壁圆筒结构数值分析与试验研究[D].
天津：天津大学，
2003.

WANG Le -qin. Numerical analysis and experimental study on
sinking large diameter thin-walled cylinder structure[D]. Tianjin:
Tianjin University, 2003.

vibration driving[J]. China Harbour Engineering, 2003(2): 5-7, 29.

大直径钢圆筒振动下沉设备及工艺的研究与应用[J].中国港湾
建设，
2003（4）：
7-12.

YUAN Meng-quan, XU Wen-hua, LI Yong-quan, et al. Study and

application of vibro -driving equipment and technology to install

large diameter steel cylinders in Puzhou Sea Bank in Nansha, Panyu,
Guangzhou[J]. China Harbour Engineering, 2003(4): 7-12.

[4] 王乐芹，周锡礽，张伟. 软黏土中插入式大直径薄壁圆筒结构

[10] 胥新伟，刘亚平，黎双邵. 大直径钢圆筒振沉计算方法[J]. 中国

WANG Le -qin, ZHOU Xi -reng, ZHANG Wei. A limit analysis

XU Xin -wei, LIU Ya-ping, LI Shuang-shao. Calculating method

的一种极限状态分析模型[J]. 海洋技术，
2005，
24（1）：
95-100.

model for laterally loaded large diameter cylinder embedded in soft
clay[J]. Ocean Technology, 2005, 24(1): 95-100.

[5] 刘建起，陈宝珠. 沉入式圆筒结构变位和控制值[J]. 港工技术，
2000（3）：
10-15.

LIU Jian-qi, CHEN Bao -zhu. Displacement and control value of

sinking cylinder structure[J]. Port Engineering Technology, 2000(3):
10-15.

港湾建设，2014（10）：
14-16.

for vibro-sinking large diameter steel caissons[J]. China Harbour
Engineering, 2014(10): 14-16.

[11] 胥新伟，
刘亚平，
高潮.大直径钢圆筒振动下沉可行性分析方法
[J]. 中国港湾建设，2016（10）：
14-16.

XU Xin -wei, LIU Ya -ping, GAO Chao. Feasibility analyzing
method of vibration sinking of large diameter steel caissons [J].
China Harbour Engineering, 2016(10): 14-16.

[6] 李振国，郭海燕. 大直径圆筒振动下沉动力分析方法研究[J]. 青

[12] 滕爱国，吴启和，仇正中. 大直径钢圆筒多锤联动振沉设备及

LI Zhen-guo, GUO Hai-yan. Dynamic analysis of sinking of large

TENG Ai-guo, WU Qi-he, QIU Zheng-zhong. Joint pile-hammer

岛海洋大学学报，
2003，
33（4）：
643-649.

diameter cylinder by vibration[J]. Journal of Ocean University of
[7]

Qingdao, 2003, 33(4): 643-649.

徐艇. 大直径薄壁圆筒结构振动下沉过程瞬态动力有限元分
析[D]. 天津：
天津大学，2007.

XU Ting. Transient dynamic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of large diameter
thin-walled cylinder structure during vibration sinking[D]. Tianjin:
Tianjin University, 2007.

[8] 吴利科. 大直径圆筒振动下沉施工新工艺[J]. 中国港湾建设，
2003（2）：
5-7，
29.

工艺[J]. 中国港湾建设，
2017（9）：
85-89.

vibration sinking equipment and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of large
diameter steel cylinder[J]. China Harbour Engineering, 2017(9):
85-89.

[13] 张扬，徐新成. 浅插法大直径钢圆筒在换砂振沉施工中的应用
[J]. 水运工程，
2018（1）：220-223.

ZHANG Yang, XU Xin-Cheng. Application of shallow embedding
technique of large -diameter steel cylinder in foundation sand

replacement & vibration-sinking construction[J]. Port & Waterway
Engineering, 2018(1): 220-2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