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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研究大跨度预应力混凝土连续梁桥悬臂施工的成桥线形和受力情况ꎬ

为施工控制提供理论依据ꎬ并指导桥梁的设计和施工. 方法 模拟分析大跨度预应力
钢筋混凝土连续桥梁悬臂施工的受力状态和变形特点ꎬ得到桥梁结构各个施工阶段
的受力状态和变形ꎬ利用 ＴＤＶ 软件建立桥梁模型ꎬ分别采用正装分析法、倒装分析法
和无应力状态分析法ꎬ对桥梁施工过程进行结构控制分析. 结果 模拟分析出桥梁结
构在各个施工阶段的变形和受力状态以及它们的变化规律ꎬ保证桥梁成桥的线形和
受力情况符合设计要求. 结论 根据结构控制原理并结合模拟分析数据特点ꎬ正装分
析法适用于施工过程中结构应力计算ꎬ倒装分析法适用于施工过程中立模标高的确
定ꎬ无应力状态分析法适用于预测成桥状态下的结构应力和线性情况.
关键词 正装分析法ꎻ倒装分析法ꎻ无应力状态分析法ꎻ悬臂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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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庞大复杂的交通系统中ꎬ桥梁是该系

ＴＤＶꎬ建立有限元分析模型ꎬ 结合桥梁结构

统中的一个重要节点 ꎬ对交通畅通和运营起

自身和施工工艺特点ꎬ分别采用正装分析法、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随着各种新型材料的开

倒装分析法和无应力状态分析法对桥梁结构

发应用、计算机理论的发展和其他相关领域

进行结构控制分析ꎬ考虑桥梁建设过程各种

的理论与技术成果的发展应用ꎬ桥梁建设取

影响因素ꎬ得到桥梁结构在各种状态下的应

得了极大的发展. 随着桥梁结构越来越复杂ꎬ

力状态和受力情况并加以分析ꎬ论证结构控

桥梁跨度逐步增加ꎬ原有的常规设计和施工

制方法在桥梁施工监控的可应用性ꎬ以及各

方法等桥梁建设相关环节已不能满足现代桥

自的优缺点. 为桥梁施工监控提供系统全面

[１]

. 施工监控已经成为桥梁施

的理论计算依据及方法ꎬ进而为桥梁施工监

工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ꎬ同时也面临着新的

控提供了借鉴ꎬ使得桥梁施工监控及桥梁建

发展机遇和挑战.

造事业更加完善.

梁发展的需要

在现代桥梁施工结构控制分析理论中ꎬ
桥梁结构施工控制的计算方法主要包括:正

１

工程背景

装分析法、倒装分析法和无应力状态分析法.

沈阳四环快速路跨沈西编组站立交桥为

正装分析法能较好地模拟桥梁结构的实际施

变截面预应力混凝土单箱连续梁桥ꎬ主桥上

工历程ꎬ得到桥梁结构在各个施工阶段的变

部结构为 ５６ ｍ ＋ ３ × ９２ ｍ ＋ ５６ ｍꎬ５ 跨超静

形和受力状态. 倒装分析法能得到桥梁结构
在各个施工阶段的理想的安装位置和受力状
态. 无应力状态分析法通过设定无应力长度
和无应力曲率保持不变ꎬ构建理想的桥梁施
工中间状态ꎬ得到各种状态下结构的受力状
况

[２ － ３]

. 在实际桥梁工程中ꎬ各种结构控制方

法被广泛应用到具体的工程之中ꎬ但是由于
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ꎬ各种结构控制分析方
法具有各自的优缺点ꎬ其应用性有待进一步
验证和提高.
笔者以沈阳四环快速路跨越沈西编组站
立交桥工程为依托ꎬ应用桥梁专业分析软件

定体系( 见图 １) . 荷载等级为公路Ⅰ级ꎬ设计
时速为 １００ ｋｍ / ｈꎬ设计基准期 １００ ａꎬ设计安
全等级为一级ꎬ环境类别为Ⅱ级. 立交桥采用
Ｃ５０ 混 凝 土ꎬ 箱 梁 顶 宽 １３. １ ｍꎬ 梁 底 宽

８. １ ｍꎬ 悬 臂 长 ２. ５ ｍꎬ 箱 梁 中 支 点 梁 高
５. ８ ｍꎬ跨中及端部梁高 ２. ９ ｍꎬ悬臂板端部
厚０. ２５ ｍꎬ根部厚 ０. ８ ｍ. 箱梁根部底 板 厚

０. ９ ｍꎬ跨中底板厚 ０. ３ ｍꎬ梁高及底板厚从
根部到跨中采用圆曲线变化ꎬ腹板根部厚度

０. ７ ｍꎬ跨中厚 ０. ５ ｍꎬ利用一个箱梁阶段直
线变化ꎬ箱梁顶板厚度 ０. ３５ ｍꎬ箱梁桥面横
向坡度为 １. ５％ 单向横坡. 箱梁中支点横隔

２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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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厚度 ３. ０ ｍꎬ边支点横隔梁厚度 １. ５ ｍꎬ跨
中横隔厚度 ０. ５ ｍ. 上部结构采用挂篮悬臂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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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梁浇筑形成 ４ 个 Ｔ 构ꎬ由两边同时向中间合
龙ꎬ完成桥梁施工ꎬ达到成桥状态.

筑法施工ꎬ同时从 １１ 号 ~ １４ 号墩向两边浇筑ꎬ

图１
Ｆｉｇ １

沈阳四环快速路跨越沈西编组立交桥总体立面图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ｖｅｒｐａｓｓ ｏｆ ｆｏｕｒｔｈ ｒｉｎｇ ｅｘｐｒｅｓｓ ｉｎ Ｓｈｅｎｙａｎｇ

本桥施工采用悬臂浇筑法ꎬ简称悬浇. 悬

图 ２ 所示为悬臂结构的施工阶段划分情

浇是近现代大跨度桥梁的主要施工方法ꎬ该

况和荷载工况简图. 如果按照图中施工阶段

方法具有自身灵活性好ꎬ技术含量高ꎬ适应性

及荷载工况进行施工ꎬ直到结构完成ꎬ得到悬

强ꎬ施工方便ꎬ不需要大量的施工支架和临时

臂结构在单个荷载工况下位移和累计荷载工

设备ꎬ不影响桥下通航、通车ꎬ施工不受季节、

况下位移如图 ３ 所示. 由图 ３ 可知ꎬ结构完成

水位的影响ꎬ桥梁整体性好ꎬ桥梁箱梁的应力

后的实际状态明显偏离理想的设计状态. 为

和弯矩的分布也更加合理等优点. 但悬臂浇

了使结构完成后的最终状态达到设计时理想

筑法在施工中也有不足:梁体部分不能与桥

状态ꎬ实现预期设定的目标ꎬ需要在各个施工

墩平行施工ꎬ工程施工周期较长ꎬ而且悬臂浇

阶段施工前设置合理的预拱度ꎬ使桥梁达到

筑的混凝土加载龄期短ꎬ混凝土收缩和徐变

理想的设计状态.

影响较大ꎬ施工质量不容易控制ꎬ需要施工监
控以保证桥梁结构的受力情况和成桥线性满
足设计要求 [４ － ８] .

２
２. １

桥梁施工控制理论与有限元
模型

图２
Ｆｉｇ ２

悬臂梁施工阶段荷载工况示意图

Ｔｈｅ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ｆｏｒ ｌｏａｄｉｎｇ ｃａｓｅ 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ｐｈａｓｅ ｏｆ ｃａｎｔｉｌｅｖｅｒ ｂｅａｍ

桥梁施工控制理论
在桥梁的成桥过程中ꎬ结构的应力状态

和变形情况不仅受自身材料特点的影响ꎬ而
且已成结构的受力状态和变形情况也受后续
施工阶段的影响. 而悬臂施工属于典型的自
架设施工法ꎬ悬浇过程中的已成结构状态是
事后无法调整的ꎬ所以施工控制主要采用预
测控制法. 对于混凝土连续梁桥的悬臂施工ꎬ
主要是通过设置预拱度ꎬ来保证合龙前两悬
臂端竖向挠度的变差和主梁轴线的横向位移
不超过允许范围、合拢后桥面线形良好、施工
过程中主梁截面不应出现过大的应力ꎬ实现
理想的成桥状态ꎬ满足设计要求.

图３
Ｆｉｇ ３

荷载作用下的位移图

Ｔｈｅ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ｏａ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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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拱度的计算公式:

２２９

工控制奠定基础. 其研究结果不仅可以用来

Ｈ ｌｍｉ ＝ Ｈ ｓｊｉ ＋ Ｈ ｙｐｇｉ ＋ ｆ ｇｉ .

(１)

桥梁的设计和施工ꎬ而且也为桥梁的施工监

式中:Ｈ ｌｍｉ 为 ｉ 阶段立模高程ꎻＨ ｓｊｉ 为 ｉ 阶段设

控提供了理论依据. 该方法被广泛应用到桥

计高程ꎻＨ ｙｐｇｉ 为 ｉ 阶段的预抛高值ꎬ各种荷载

梁工程的建设中.

引起挠度总和ꎻｆ ｇｉ 为挂篮变形值.
按照式(１) 计算得到各个施工阶段的预
拱度ꎬ然后添加在相应的施工阶段. 得到悬臂
结构施工完成后的结构位移和实际状态如图

倒装分析法又叫倒退分析法ꎬ基本思想
是在 ｔ ＝ ｔ０ 时刻结构受力情况符合正装分析
法计算 ｔ０ 时刻的结果且线性满足设计要求
的初始状态下ꎬ按照桥梁结构形成的相反顺

４ 所示ꎬ可以看出悬臂结构施工完成后的状

序对结构进行倒拆分析ꎬ每次拆除一个施工

. 桥梁施工控制就

阶段对剩余结构的影响分析. 倒装分析法主

是通过这种方法实现桥梁成桥状态满足桥梁

要研究桥梁结构在各个施工阶段理想的安装

设计的理想状态.

位置( 主要指高程) 和理想的受力状态. 倒装

态符合最初的设计状态

[３]

分析法只是对施工过程的倒装模拟ꎬ无法现
实混凝土收缩、徐变等过程的倒装模拟计算.
无应力状态法是一个理念分析方法ꎬ即
当结构构件单元的无应力长度和无应力曲率
保持不变时ꎬ结构的最终内力状态和位移状
态与结构的施工过程无关 [９] . 大型桥梁的施
工采用多阶段施工ꎬ而桥梁结构设计采用一
次成桥的理念ꎬ这使得结构成桥过程和设计
理念之间“ 脱节” . 无应力状态法解决了这个
图４
Ｆｉｇ ４

考虑预拱度情况下的位移图

Ｔｈｅ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ｗｉｔｈ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ｐｒｅ￣ｓｔｒｅｓｓｉｎｇ ｃａｍｂｅｒ

２. ２

桥梁结构施工控制分析方法
桥梁结构施工结构控制分析是根据结构

控制理论ꎬ结合具体的工程实例ꎬ建立有限元
分析模型ꎬ研究桥梁结构在每一个施工阶段

问题. 图 ５( ａ) 所示为两端固定梁及其受力情
况ꎬ图 ５ ( ｂ) 为该结构一次成桥状态的弯矩
图ꎬ图 ５( ｃ) 为结构悬臂施工的弯矩图. 在悬
臂施工过程中ꎬ节点 Ｃ ( Ｃ′) 会产生转角ꎬ与
设计一次成桥状态不符. 通过在 Ｃ( Ｃ′) 处附
加广义力ꎬ使得 Ｃ ( Ｃ′) 处的转角为零ꎬ达到
与设计一次成桥状态一致ꎬ而后进行下一阶

的变形和受力等问题ꎬ预测桥梁在施工过程

段的施工. 无应力状态法就是通过这种方法

中的状态. 结构控制分析是施工监控的重要

解决多阶段施工与一次成桥之间的差异. 虽

的理论依据ꎬ是保证成桥状态达到设计目标

然桥梁结构的无应力状态只是在特殊情况下

的直接体现

[４]

.

正装分析法又叫前进分析ꎬ是应用桥梁
控制有限元原理ꎬ按照桥梁结构实际施工加
载顺序来进行施工模拟ꎬ其过程与桥梁实际

的一种理想结构状态ꎬ但却是桥梁结构各种
受力状态分析的一种有效方法ꎬ在各种类型
桥梁施工结构控制分析中广为应用 [１０] .
以上 ３ 种结构控制分析方法中ꎬ正装分

成桥过程完全相同. 正装分析法主要研究桥

析法可以通过试算的办法建立结构施工的中

梁结构在各个施工阶段的变形和受力情况ꎬ

间状态ꎬ通过控制结构施工过程的中间状态

预测桥梁在建设过程中各个阶段的状态ꎬ为

使桥梁成桥状态满足设计要求ꎻ倒装分析法

施工阶段理想状态的确定和完成桥梁结构施

以结构的倒拆计算为基础建立了施工中间状

２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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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端梁

Ｔｈｅ ｂｅａｍ ｏｆ ｆｉｘｅｄ ｅｎｄ ｔｙｐｅ

态与最后成桥目标状态之间的联系ꎬ提供理想

自身结构的特点和施工过程ꎬ将梁体离散为

的安装标高和受力状态. 无应力状态分析法通

１３７ 个节点、１３６ 个单元( 见图 ６) . 施工状态

过一种相对稳定或恒定不变的量建立桥梁各个

的模拟通过对相应单元的激活与钝化来实

施工阶段中间状态和成桥状态的联系.

现. 主梁采用梁单元模拟ꎬ根据工况施加预应

２. ３

力ꎬ算出预应力的行程预应力损失ꎬ施加到梁

有限元分析模型
采用桥梁专业分析软件 ＴＤＶꎬ根据桥梁

图６
Ｆｉｇ ６

桥梁有限元分析离散图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ｒｅｔｅ ｆｉｇｕｒｅ ｏｆ 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ｆｉｎｉｔ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图７
Ｆｉｇ ７

单元节点. 桥梁有限元分析模型如图 ７ 所示.

桥梁空间有限元分析模型图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ｂｒｉｄｇｅ ｓｐａｃｅ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ｆｉｎｉｔ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无应力状态法在每个施工阶段完成之后

算时间ꎬ并且能够避免计算过程中的迭代错误ꎬ

下一个施工阶段开始之间通过添加相应的广

这是选用 ＴＤＶ 软件计算分析的一大优点.

义力ꎬ来保持结构无应力长度和无应力曲率

３

不变ꎬ使结构在无应力状态下完成计算分析.
ＴＤＶ 软件自身附有 “ 施工控制” 和 “ 偏差施

３. １

结构控制结果与分析
正装分析法结果和分析

工” 计算分析模块ꎬ应用此方法达到了与逐步

确定结构的初始状态ꎬ按照预先确定的

添加广义力相同的计算分析效果ꎬ省略大量的计

施工方案顺序ꎬ在每一个桥墩两侧依次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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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块件以及相应的荷载工况ꎬ直至合拢并
[１１ － １３]

２３１

凝土材料非线性和混凝土收缩、徐变问题等

. 模拟过程中的新增杆件

因素ꎬ由此可见所得结果为施工中间过程中

通过单元( 节点) 的激活与钝化完成ꎬ并完成

的理想状态. 但是随着施工阶段的进行ꎬ结构

施工过程中的体系转换. 得到桥梁各个施工阶

形式、边界约束、荷载形式等在不断改变ꎬ前

段和成桥状态的内力和变形. １２ 号桥墩最大悬

期已成结构将随着施工的进行而发生徐变ꎬ

臂端的受力状况和竖向位移值为本桥梁施工控

其几何位置也会发生改变. 综上ꎬ控制分析结

制过程中合龙前的典型状态ꎬ笔者选取 １２ 号桥

果为施工监控提供了桥梁中间状态、施工过

臂端的弯矩值、竖向位移值如图 ８、图 ９ 所示. 最

供施工过程的立模标高.

完成桥面铺装

梁最大悬臂端状态进行分析. １２ 号桥墩最大悬

程中结构受力状态和位移情况ꎬ但是不能提

大悬臂的弯矩值达 ３ ００６ ４１７ ｋＮｍꎬ竖向位移

３. ２

值达到 ０. １５７ ｍ.

倒装分析法结果与分析
根据倒装法的基本思想和分析原理ꎬ在

理想状态下进行结构倒拆分析ꎬ其中混凝土
的收缩、徐变通过正装分析保存的结果进行
迭代计算而得 [１４ － １５] . 倒装分析过程中各个阶
段的状 态 与 正 装 分 析 的 状 态 ( 实 际 施 工 状
态) 保持一致. 得到结构在理想状态下的内
力和变形. １２ 号桥墩最大悬臂端的弯矩值、
位移值如图 １０、图 １１ 所示.

图８
Ｆｉｇ ８

正装分析法最大断臂端弯矩图

Ｔｈｅ ｍａｘ ｅｎｄ ｂｅｎｄｉｎｇ ｍｏｍｅｎｔ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ｕｎ￣
ｄｅｒ ｔｈｅ ｏｒｄｅｒｌｙ￣ｅｒｅｃｔｉｎｇ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ｅｔｈｏｄ

图 １０
Ｆｉｇ １０

倒装分析法最大悬臂端弯矩图

Ｔｈｅ ｍａｘ ｅｎｄ ｂｅｎｄｉｎｇ ｍｏｍｅｎｔ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ｒｔｅｄ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从图中可以看出ꎬ最大悬臂端弯矩值达
到 ３４５ ６７５ ｋＮｍꎬ竖向位移值达到 ０. ０９ ｍ.

在分析过程中考虑了结构几何非线性问题的
正装分析最大悬臂端竖向位移图

影响ꎬ与正装分析法相比较ꎬ各个阶段的内力

Ｔｈｅ ｍａｘ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ｕｎ￣

和变形考虑到了后期施工对已成结构的影

ｄｅｒ ｔｈｅ ｏｒｄｅｒｌｙ￣ｅｒｅｃｔｉｎｇ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ｅｔｈｏｄ

响ꎬ所以状态下的得到的立模更为合理. 但是

在分析过程中考虑结构几何非线性、混

由于混凝土的收缩、徐变采用的正装计算结

图９
Ｆｉｇ ９

２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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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迭代计算ꎬ在计算中仍然存在不足.

图 １３
图 １１
Ｆｉｇ １１

倒装分析法最大悬臂端竖向位移图
Ｔｈｅ ｍａｘ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ｒｔｅｄ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 ３

无应力状态法结果与分析

Ｆｉｇ １３

无应力状态法最大悬臂端竖向位移图
Ｔｈｅ ｍａｘ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ｓｔｒｅｓｓ￣ｆｒｅｅ ｓｔａｔｅ ｍｅｔｈｏｄ

此状态下的弯矩值要减小很多ꎬ主要是由于
附加广义力的影响ꎬ此时结构虽然还是临时

无应力状态法模拟分析过程与正装法模

固结ꎬ但是实际结构的受力状态已经趋近连

拟分析的过程一致ꎬ结构控制分析计算时ꎬ通

续梁结构的受力状态. 悬臂端竖向位移值达

过软件自身附有“ 施工控制” 和“ 偏差施工”
模块来控制结构的无应力状态 [１６ － １７] ꎬ得到桥
梁结构在无应力状态的各个施工状态的结构
内力和变 形. １２ 号 桥 墩 最 大 悬 臂 端 的 弯 矩
值、竖向位移值如图 １２、图 １３ 所示.

到 １ ５ ｍꎬ显然受到附加力的影响ꎬ最后一个
阶段的变形不是结构的真正变形情况ꎬ其真
实变形情况可以在下一个施工阶段中读取.
无应力状态端竖向往移变化如图 １４ 所示ꎬ其
最大值为 ０ ０３５ ｍ. 因为在模拟过程中进行了施
工偏差的调整ꎬ各个施工段在本阶段的位移值
不符合结构实际变形情况ꎬ下一阶段的分析所
得结果才是对象节点的实际变形情况.

图 １２
Ｆｉｇ １２

无应力状态法最大悬臂端弯矩图
Ｔｈｅ ｍａｘ ｅｎｄ ｂｅｎｄｉｎｇ ｍｏｍｅｎｔ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ｓｔｒｅｓｓ￣ｆｒｅｅ ｓｔａｔｅ ｍｅｔｈｏｄ

从图中可以看出ꎬ最大悬臂端弯矩值达
到１８８ １７７ ｋＮｍꎬ相比于正装法和倒装法ꎬ

图 １４
Ｆｉｇ １４

无应力状态法竖向位移图

Ｔｈｅ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ｓｔｒｅｓｓ￣ｆｒｅｅ ｓｔａｔｅ ｍｅｔｈｏ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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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结果比较分析
笔者根据三种结构控制方法自身特点ꎬ

并结合工程实例分析数据ꎬ分析比较可知ꎬ正

２３３

无应力状态法建立了理想的桥梁中间状
态与成桥状态的联系ꎬ图 １７、图 １８ 所示为成
桥状态下中跨的弯矩图和竖向位移图. 可以

装法得到桥梁施工阶段状态的受力情况与实

看出ꎬ结构受力状态与变形均有大幅度改善ꎬ

际工程各个阶段的受力情况较为吻合( 见图

使桥梁结构向着“ 完美” 状态逼近ꎬ对于在施

１５) ꎬ适用于桥梁施工监控的应力控制.

工阶段预测成桥下结构状态有重要意义.

图 １５
Ｆｉｇ １５

正装法成桥状态中跨弯矩图

Ｔｈｅ ｂｅｎｄｉｎｇ ｍｏｍｅｎｔ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ｄ￣

图 １７
Ｆｉｇ １７

无应力状态法成桥状态中跨弯矩图
Ｔｈｅ ｍｉｄ￣ｓｐａｎ ｍｏｍｅｎｔ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ｓｔｒｅｓｓ￣ｆｒｅｅ ｓｔａｔ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ｄｌｅ ｕｎｄｅｒ ｎｏｒｍａｌ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ｍｅｔｈｏｄ

倒装分析法充分考虑后续施工阶段对前期
已成结构的影响ꎬ所得竖向位移值与成桥状态
实际位移较吻合. 图 １６ 为倒装分析过程中成桥
状态下中跨竖向变形情况. 倒装分析法中竖向
位移结果可用于施工过程中立模标高的确定.

图 １８
Ｆｉｇ １８

无应力状态法成桥状态中跨竖向位移图
Ｔｈｅ ｍｉｄ￣ｓｐａｎ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ｄｉａ￣
ｇｒａｍ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ｓｔｒｅｓｓ￣ｆｒｅｅ ｓｔａｔｅ ｍｅｔｈｏｄ

图 １６
Ｆｉｇ １６

倒装法成桥状态中跨竖向位移图

Ｔｈｅ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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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正装分析法适用于桥梁施工中的应

力状态监控ꎬ是桥梁施工控制必须方法之一.
同时也是其他结构控制分析的初始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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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倒装分析法适用于桥梁施工中的立模

标高的确定ꎬ对保证成桥线形至关重要. 但是对
于几何非线性明显的大跨桥梁可能会失准ꎬ有

[８]

待于改善和提高ꎬ是桥梁施工控制的重要方法.
(３) 无 应 力 状 态 分 析 法 因 自 身 理 念 局

限ꎬ适用于预制安装的各种桥梁ꎬ但是理论分
析可用于所有形式的桥梁结构ꎬ并且通过该

[９]

方法可以全面预测桥梁结构在形成期间的状
态ꎬ为桥梁理论分析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方法.
随着施工工艺技术的提高和新型材料开发应
用ꎬ未来桥梁施工可能达到或逼近无应力状

[１０]

态ꎬ该方法尚有发展空间和改善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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