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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樟高速公路局部路基改为桥梁钢板桩防护施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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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由于改建铁路南昌枢纽新建西环线铁路的修建，
须将昌樟高速公路路基改为跨线桥，
文章以改建铁路南昌枢纽新
建西环线昌樟高速公路改建工程为背景，
介绍了昌樟高速公路分离式立交桥下部结构施工中拉森钢板桩防护的计算与
应力分析，
以确保昌樟高速公路路基稳定和施工安全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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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工程概况

嵌岩桩基础，
柱桩同直径，
均采用Φ１５０ｃｍ；
盖梁宽２００ｃｍ ，
跨中
高１６０ｃｍ，端部高８０ｃｍ；桩柱式桥台，采用嵌岩桩基础，桩径
Φ１５０ｃｍ。 桥 梁 长 ７１ｍ， 桥 面 积 为 １８１１ｍ２， 上 部 结 构 采 用
２０ｍ＋２５ｍ＋２０ｍ预应力混凝土简支箱梁，上部结构标准桥宽
１２．７５（半幅），
为施工方便，
２０ｍ、
２５ｍ预应力砼简支箱梁构造设
计采用等梁高预制梁，预制梁高１４０ｃｍ，边梁宽２４８ｃｍ，中梁宽
２４０ｃｍ，
箱梁横向连接采用现浇湿接缝连接，
考虑抗震措施，增
设钢筋加强横向连接，
湿接缝宽３８．８ｃｍ。

（一）既有高速公路概况
昌樟高速公路按平原微丘标准建设，
设计车速１００ｋｍ／ｈ，
桥
涵及构造物荷载汽车－超２０，挂车－１２０。路基宽度２７ｍ，即：
０．７５ｍ（土路肩）＋３．０ｍ（硬路肩）＋２×３．７５ｍ（行车道）＋０．７５ｍ（路
缘带）＋３．０ｍ（中央分隔带）＋０．７５ｍ（路缘带）＋２×３．７５ｍ（行车道）
＋３．０ｍ（硬路肩）＋０．７５ｍ（土路肩）；
路面沥青混凝土面层，
设计使
用年限１５年。
二、
工程地质概况
（二）改建铁路南昌枢纽新建西环线工程概况
桥址处覆土及基岩（泥质砂岩）全、强风化层较厚，桥址区
改建铁路南昌枢纽新建西环线工程起于京九铁路乐化站
出站端Ｋ１４２６＋０００，
终点至京九铁路向塘站出站端Ｋ１４７２＋４００， 特殊岩土为弱膨胀土，地表水对混凝土具中等溶出型侵蚀性，
下行正线长６１．６５９ｋｍ，
为枢纽内的双层集装箱货运通道。速度
地下水对混凝土具弱酸性侵蚀性和弱溶出型侵蚀性。
目标值１２０ｋｍ／ｈ，
最小曲线半径１２００ｍ，
限制坡度为６‰。由于受
三、
桥梁施工方案与施工期限间交通组织
既有昌樟高速公路及铁路限坡的制约，
南昌枢纽西环线没有原
由于西环线铁路的修建，
须将昌樟高速公路局部路基改为
位上跨昌樟高速公路的条件，
故采用南昌枢纽西环线下穿昌樟
跨线桥，
其交通不能中断，
现状半幅路不足四车道的宽度，
从南
高速公路方案，
昌樟高速公路与南昌枢纽新建西环线铁路交叉
向北方向上，
在公路右侧修建施工便道，
作为右半幅通行，
左半
中心里程为ＤＫ１４６０＋４９８．１３，
局部公路路基段改为桥梁（改桥主
幅仍按现状通行；
当右半幅施工完成后，在相应部位中央分隔
线里程ＣＺＫ０＋１７３．１～ＣＺＫ０＋２４４．１），交角７２°，该段平面最小
带上开口，
将左半幅改在右半幅通行，右半幅仍采用施工便道
圆曲线８１００ｍ，平面按既有高速公路中线布线，不改变高速公
通行，
再施工左半幅。具体施工方法如下：
路的平面位置；
纵断面按既有高速公路纵断面纵坡拉坡，不改
１．在公路的右侧修建一双车道的施工便道，宽度按９ｍ
变高速公路高程。
（不含土路肩），
并按既有公路高程铺设临时路面，开通施工便
ＤＫ１４６０＋４９８．１３（昌樟高速公路ＣＺＫ０＋２１０．７８３）昌樟高速
道，
封闭该段右半幅公路，
左半幅仍按现状通行。
公路分离式立交桥，全桥位于Ｒ＝８１００ｍ的圆曲线上，桥上纵坡
２．钢板桩防护施工：
封闭右幅路，
在中央分隔带离既有左
为－０．０２５８％，
起讫里程为ＣＺＫ０＋１７３．１～ＣＺＫ０＋２４４．１，
全长７１ｍ，
幅路波形梁护栏０．１ｍ处施工钢板桩防护，
防护长度１２５ｍ。
左右幅分修。下部结构采用双柱式桥墩，
桥梁按斜交１８°设计，
!!!!!!!!!!!!!!!!!!!!!!!!!!!!!!!!!!!!!!!!!!!!!!!!!!!!!!!!!!!

等设施也须及时修复或更换，
等等。

三、
结语
以上仅仅归纳总结了路面罩面设计中的两类常见问题的
处理方案，具体选用中还应结合实际情况进行综合比较分析。
总之，
高速公路沥青混凝土路面罩面设计涉及面广、限制和影
响因素多，在实际工作中难免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新问题，
这
就要求我们在广泛搜集整理资料、借鉴以往成功经验的基础
上，
因地制宜，
取长补短，
进而发现和探索出更加科学、
合理、
经
济、
可行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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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钢板桩的锁口内涂油脂，
以方便打入拔出；
（４）锤
３．施工右幅桥：
开挖既有路面至需要高度，
施工右幅桥下 （３）打桩前，
在现场预制简支梁，
完成下部结
部结构。施工下部结构的同时，
下降，
开液压口，
拉一根钢板桩至打桩锤下，锁口抹上润滑油，
构后，
开始架梁并完成上部结构，修复高速公路路面及相关附
起锤；
（５）锤下降，使钢板桩至夹口中，开动液压机，夹紧钢板
属结构。
至打桩地点；
（６）对准桩与定位桩的锁口，
锤下
桩。上升锤与桩，
４．右幅桥施工完成后，
拆除钢板桩防护，
并在相应部位拆
降，
靠锤与桩自重压桩至土层以下一定深度不能下降为止；
（７）
除中央分隔带，
将左幅路改在右幅桥通行，
封闭该左幅路，
右半
试开打桩锤３０秒左右，
停止振动，
利用锤惯性打桩至坚实土层，
幅仍采用施工便道通行。按右幅路相同的施工方法施工左幅
开动振动锤打桩下降，
控制打桩锤下降的速度，尽可能的使桩
桥。
保持竖直，
以便锁口能顺利咬合。在插打过程中随时测量监控
５．施工完成后，
复原既有高速公路路面及相关附属结构、 每根桩的斜度不超过２％，
当偏斜过大不能用拉齐方法调正时，
设施。
拔起重打；
（８）板桩至设计高度前４０ｃｍ时，
停止振动，振动锤因
６．主线桥下铁路工程施工，
开挖桥下土体至设计位置，
施
惯性继续转动一定时间，打桩至设计高度；
（９）松开液压夹口，
工桥下铁路工程。
锤上升，
打第二根桩，
以上类推至打完所有桩。
４．钢板桩打入施工注意事项。（１）导向桩打好之后，
以槽
四、
钢板桩防护施工
钢焊接牢固，
确保导向桩不晃动，以便打桩时提高精确度；
（２）
（一）钢板桩防护的设计
线桩插打，
钢板桩起吊后人力将桩插入锁口，
动作缓慢，
防止损
１．钢板桩选型。钢板桩防护长度＝桥位防护７１米＋桥背回
坏锁口，
插入后可稍松吊绳，使桩凭自重滑入；
（３）钢板桩振动
填防护１４米＊２＋昌樟高速右幅路两端防护１３米＊２＝１２５米。钢板
插打到小于设计标高４０ｃｍ时，
小心施工，
防止超深发生。
桩采用拉森ＩＶ型，
长为９．０米，
钢板桩顶标高４５．５３３ｍ，底面标高
５．钢板桩拔除施工要点。（１）钢板桩拔除采用振动锤，
作
３６．５３３ｍ，
钢板桩下端在盖梁底面以下５．６９ｍ（如图１、
图２）。
业前对每根钢板桩的打入情况，
作详细调查，
以此判断拔桩作
２．围檩制作安装。本工程设置单层支撑，
撑杆每隔１０ｍ设一
业的难易程度；
（２）在拔桩时，采用振动锤进行拔除，拔一根清
围檩选用空心方
道。在原地面（钢板桩顶面）以下０．５ｍ处安装围檩，
以保证场地的清洁。
Ｗ＝２５２１×１０３ｍｍ３，
围檩中心线标高４５．０３３ｍ。 理一根。并及时运走，
钢（４００×４００×１４），
６．钢板桩拔桩注意事项。
（１）为防止将临近钢板桩同时拔
出，
宜将钢板桩和加固的槽钢逐根割断；
（２）拔出的钢板桩应及
完整的钢板
时清除土砂，
涂以油脂。变形较大的钢板桩需调直，
桩要及时运出工地，
堆置在平整的场地上；
（３）将钢板桩用振动
锤再复打一次，
可克服土的黏附力；
（４）按与打板桩顺序相反的
次序。
图1 钢板桩防护平面示意图（单位：
m）
７．钢板桩质量要求。（１）桩的垂直度控制在１％以内；
（２）
桩底高程误差控制在１０ｃｍ左右；
（３）沉桩要连续，
不允许出现不
连锁现象；
（４）桩的平面位移控制在１５ｃｍ以内。
（三）钢板桩受力检算
针对现场实际情况进行分析，
由于昌樟高速公路是进出省
城南昌市的重要交通主干道，
运营车流量大，
通行重载车辆多、
速度快，
动荷载大，
对临近昌樟高速公路路基一侧的钢板桩防
护最为不利。下面主要对临近昌樟高速公路左幅路基的钢板桩
防护受力情况进行检算和分析，
确保施工安全和昌樟高速公路
运营安全。
１．水文地质情况及受力检算参数。因昌樟高速公路以填
图2 施工右幅期间对左幅高速公路路基采用钢板桩防护立面
方路堤通过施工地段，参阅设计施工图纸提供的水文地质资
示意图（单位：
m）
料，
地下水位处于钢板桩防护底面标高以下，故在钢板桩受力
（二）钢板桩防护的打设施工
检算时可以不考虑地下水位的影响。钢板桩顶标高４５．５３３ｍ，
底
１．施工流程：
施工准备→测量定位→导向桩制作→设置
面标高３６．５３３ｍ，
原地面标高４５．５３３ｍ；
开挖地面标高４２．２２３ｍ；
安全防护设施→钢板桩打入→施工右幅桥→拔除钢板桩→施
开挖深度Ｈ：
３．３１０ｍ。坑内、
外土的天然容重加全平均值，
γ１、
γ２均
工左幅桥。
３
２０．１°；高速公路路基顶
为：
２０ｋＮ／ｍ ；内摩擦角加全平均值φ：
２．施工放样与定位。
（１）将施工区域控制点标明并经过复
面车辆荷载按设计桥涵及构造物荷载汽车－超２０，挂车－１２０考
核无误后加以有效保护；
（２）钢板桩利用现有波形梁护栏进行
虑地面超载ｑ：
２０．０ｋＮ／ｍ２，距离钢板桩顶面１．５ｍ。基坑开挖宽
定位，
保证打出的钢板桩在一条直线上，认真放出准确的两端
ｂ＝１３．０ｍ。
支护桩中线。
２．钢板桩防护受力情况分析及检算。插打钢板桩完毕后，
３．钢板桩打入施工。（１）钢板桩采用履带吊施工，
施打前
在昌樟高速公路原地面以下０．５ｍ处安装一道围檩，
然后开挖基
一定要熟悉地下管线、
构筑物的情况，履带吊停在离打桩点就
坑至标高４２．２２３ｍ，此时钢板桩桩尖打到开挖基坑底面以下
近的右幅路面上，
侧向施工，
便于测量人员观察。挂上振动锤，
５．６９ｍ。对钢板桩进行内力分析的方法很多，
设计时应根据支护
升高，
理顺油管及电缆；
（２）打桩前，
对钢板桩逐根检查，
剔除连
的构造形式选择合适的分析方法，本文仅对等值梁法进行介
接锁口锈蚀、
变形严重的钢板桩，
不合格者待修整后才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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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
计算步骤如下：
（１）计算作用于钢板桩上的土压力强度并绘出压力分布图
主动土压力系数：
Ｋａ＝ｔｇ２（４５°－φ／２）＝ ｔｇ２（４５°－２０．１／２）＝０．４９
被动土压力系数：
Ｋｐ＝ ｔｇ２（４５°＋Ф／２）＝ ｔｇ２（４５°＋２０．１／２）＝２．０５
ｅＡｈ＝γｈＫａ＝２０×３．３１×０．４９＝３２．４ｋＮ／ｍ２；
ｅＡｑ＝ｑＫａ＝２０×０．４９＝９．８ｋＮ／ｍ２；
Ｐｂ＝ ｅＡｈ＋ ｅＡｑ＝４２．２ｋＮ／ｍ２；
ｙｑ＝ｔａｎ（４５°＋２０．１°÷２）×１．５＝１．０５ｍ。

ｑｋ＝Ｒａ＝２８．２ｋＮ／ｍ，
选用空心方钢（４００×４００×１４），
Ｗ＝２５２１×１０３ｍｍ３。
按简支梁计算，
最大弯矩Ｍｍａｘ＝ｑｌ２／８＝２８．２×１０２／８＝３５２．５ｋＮ·ｍ。
σｍａｘ＝Ｍｍａｘ／βＷ＝３５２．５×１０３／ （２５２１×１０－６）＝１３９．８ＭＰａ＜ ［ｆ］
＝２００ＭＰａ ，
围檩强度满足要求。
（７）支撑设计及检算。撑杆按偏心受压构件计算其内力即
＝０．５×２８．２（１０＋１０）＝２８２ＫＮ。
可，
作用力为：Ｒ＝１／２×ｑ（ｌ
ｋ １＋ｌ２）
选用空心方钢（２５０×２５０×８），
Ｗ＝５７８×１０３ｍｍ，
Ａ＝７５２０ｍｍ２，
根
据长细比λ＝ｌ０／ｉ＝５４，查 《钢结构设计规范》 附表得稳定系数
φ＝０．９０４。
自重弯矩Ｍｍａｘ＝ｑｌ２／８＝γ钢Ａｌ２／８＝８．２ｋＮ·ｍ
σｍａｘ＝Ｎ／φＡ＋Ｍｍａｘ／βＷ＝２８２×１０３／（０．９０４×７５２０）＋８．２×
６
１０ ／（５７８×１０３）＝５５．７ＭＰａ＜ ［ｆ］＝２００ＭＰａ 支撑结构强度满足要
求。

五、
钢板桩防护施工应用效果

图3 钢板桩土压力分布图
（２）计算ｙ值。
ｙ＝Ｐｂ／γ（Ｋ·Ｋｐ－Ｋａ）＝４２．２／［２０×（１．３×２．０５－０．４９）］＝０．９７ｍ
（Ｋ值通过查表取１．３）。
（３）按简支梁计算等值梁的两支点反力（Ｒａ和Ｐ０）：
∑ＭＣ＝０；
Ｐ０＝［３．３１×３２．４×（２／３×３．３１－０．５）÷２＋（３．３１－１．０５）×
９．８×［
（３．３１－１．０５）／２＋１．０５－０．５］＋ ４２．２×０．９７×
（３．３１－０．５＋０．９７／３）］÷（３．３１－０．５＋０．９７）＝６８．０ ｋＮ／ｍ
∑Ｑ＝０；
Ｒａ＝１／２×３．３１×３２．４＋（３．３１－１．０５）×９．８＋１／２×０．９７×
４２．２－６８．０＝２８．２ ｋＮ／ｍ
（４）计算板桩最小入土深度ｔ０
ｘ＝ 姨（３．３１×６８）／［２０×（１．３×２．０５．６－０．４９）］＝２．２８ｍ
ｔ０＝ｙ＋ｘ＝０．９７＋２．２８＝３．２５ｍ
ｔ＝１．２ｔ０＝１．２×３．２５＝３．９０ｍ
钢板桩总长 Ｌ＝ｈ＋ｔ＝３．３１＋３．９０＝７．２１ｍ，
取９ｍ。
（５）钢板桩截面尺寸检算。先求钢板桩所受最大弯矩Ｍｍａｘ。
最大弯矩处即为剪力等于零处，
设剪力等于零处距钢板桩顶面
则有：
Ｒａ－１／２χ２γＫａ－（χ－ｙａ）ｑＫａ＝０
距离为χ，
２８．２－１／２×２０×０．４９χ２－（χ－１．０５）×２０×０．４９＝０
整理并解得：
χ＝１．９８ｍ；
Ｍｍａｘ＝ Ｒａ（χ－０．５）－［１／２γχ２Ｋａ（χ／３）＋（χ－ｙｑ）２／２×
ｑＫａ］＝２８．２（１．９８－０．５）－［１／２×２０×１．９８２×０．４９×（１．９８／３）
＋（１．９８－１．０５）２／２×２０×０．４９］＝２４．８２ｋＮ·ｍ
采用Ⅳ号拉森钢板桩，
Ｗ＝２０３７ｃｍ３，
［ｆ］＝２００ＭＰａ，折减系数
取β＝０．７。
σｍａｘ＝Ｍｍａｘ／βＷ＝２４．８２×１０３（０．７×２０３７×１０－６
／
）＝１７．４ＭＰａ
所以，
σｍａｘ＜ ［ｆ］＝２００ＭＰａ，
钢板桩强度满足要求。
（６）围檩受力分析及检算。本工程为单层支撑，
围檩所受荷载

昌樟高速公路分离式立交桥钢板桩防护施工从２００８年１月
上旬开始打设钢板桩，至２００８年４月底右幅桥面施工完毕拔出
钢板桩，
历时４个月，
整个施工期间在确保昌樟高速公路左半幅
不采取交通管制和车辆分流疏导措施的情况下未
不中断交通、
出现任何危及高速公路行车安全和施工安全的问题，
实践证明
高速公路局部路基段改为桥梁施工时采用钢板桩防护施工方
安全可靠的，
同时也最大限度地保证了昌樟高
案是切实可行、
速公路各相关单位的运营收益和大大减少了施工单位的非工
程实体成本的隐形开销。

六、
经验总结
开挖基坑时，
地面通常存在超载和高速公路通行车辆的动
荷载，
计算时应注意计入这部分的影响。
拉森钢板桩是一种可重复利用的施工设备，因其具有高
止水效果好、
施工效率高、
更安全、
占地空间小等优点，
在桥
强、
梁基础施工中占有很大优势，
应用极其广泛，而在高速公路局
部路基段改为桥梁施工中采用钢板桩防护施工未见有相关的
技术资料和工程实践，
本文针对昌樟高速公路分离式立交桥桥
施工难度大、
安全风险大的特点，
结合现场施工实
址地形复杂、
际，
介绍了拉森钢板桩在高速公路局部路基改为桥梁施工时采
用钢板桩防护施工技术措施及受力计算，
以确保在不中断高速
公路交通、
不采取交通管制和车辆分流疏导措施的情况下桥梁
工程施工的安全性、
便捷性和高效性，同时也保证了昌樟高速
公路在施工期间的运营交通安全，
为日后同类工程的施工积累
了宝贵的施工经验。但缺点是钢板桩材料一次性投入费用高，
占用流动资金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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