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鹅公岩轨道专用桥吊装施工期航标配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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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鹅公岩轨道专用桥（以下简称鹅公岩大桥）位于长江上游三角碛水道，计划 2017 年 10 月进行吊装施工，2018

年 1 月完工。文章中介绍了主桥水上吊装施工方案，对工程河段通航条件进行研究，具体分析了桥梁吊装施工对航道条
件与船舶航行的影响，根据相关规范、标准、规定等合理确定了工程水域航道布置调整及航标配布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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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程布置方案

工程位于三角碛水道中下段，航道弯曲，三角碛潜碛潜
伏江中，将河道分为左右两槽，左槽较顺直，是川江著名的

1.1 工程地点
鹅公岩轨道专用桥位于三角碛水道，长江上游航道里程

2.2 航道布置及航标配布情况

约 669.0km，具体位置如图１所示。

大桥位于长江干线重庆至宜宾河段，该段航道为Ⅲ级航

1.2 大桥总体结构及布置
鹅公岩大桥为双塔双索面桥梁，大桥全长 1639m，主桥
长 1120m，跨径布置为 50+210+600+210+50，为五跨连续自
锚式悬索桥。

枯水期弯、窄、浅、险航槽。

道，最小航道维护尺度为 2.9m×50m×560m（航深 × 航宽
× 弯曲半径）。现行航道分月维护水深见表 1。
工程河段常年配布有标志 23 座，其中左岸有 13 座、右
岸 10 座。工程河段羊角滩水位 8m 以下，观音阁至黄沙碛、

2 通航条件

鹅公岩桥左 #2 至鹅公岩桥右 #2 为过河航道，其余为偏向右

2.1 航道概况

岸的河心航道。

图 1 项目地理位置图

图 2 鹅公岩大桥立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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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吊装施工对航道的影响

2.3 航路航法
上行航路：羊角滩水位 8m 以下，自谢家碛沿右岸上行至

根据施工方案，钢箱梁吊装时处于高水期 8m 水位以上，

观音阁过河至左岸黄沙碛尾，沿左岸上行至黄沙碛脑再过河

左岸 WM15 至右岸 EM10 之间共计 18 节钢箱梁位于航道内。

至右岸猪肠子，沿右岸上行至九堆子再过河至九龙坡码头沿

此时航道最小宽度约为 250m。

左岸上行；羊角滩水位 8m 以上，自谢家碛沿右岸上行至大梁

在进行左岸 WM7-WM14、右岸 EM5-EM9 节的吊装时，
施工区域位于航道以外，对航道布置影响较小；在进行左岸

过河至左岸滩脑壳，沿左岸一侧上行。
下行航法：下行船舶沿航道中间或上行航路的另一侧下

WM15 至右岸 EM10 之间共计 18 节钢箱梁的吊装时，施工区

行。

域位于河道中心的航道内，对航道布置影响较大。

3 吊装施工对航道的影响

4 吊装施工期间航道布置调整方案

3.1 吊装施工具体方案

（1）以桥中心点为中心，两侧各 90m 处设置航道界限，

大桥共有 67 节钢箱梁。左、右岸边跨部分钢箱梁在不影
响现行航道布置的情况下，先期完成了吊装。剩余 31 节位于
河心部分的钢箱梁尚未吊装。

满足双向通航最小航宽 180m 的要求，使左岸 WM7-WM14、
右岸 EM5-EM13 节位于航道界限外。
（2）由于右岸 EM5-EM13 节水平投影长度不足 180m，

主梁施工顺序为：边跨钢箱梁顶推施工→中跨钢箱梁

不具备将航槽调整至右岸一侧的条件，因此，在上段航道布

悬拼至 WM11/EM11 梁段→边跨合龙→继续中跨钢箱梁悬拼

置的基础上，航道界限向左岸一侧调整，使右岸 EM14-EM16

WM20/EM20 →中跨合龙。钢箱梁施工过程中，需要在航道范

节位于航道外。此时最小航宽约 264m。

围内进行定位吊装。采用小型浮吊作为定位船，沉链方法进

（3） 航 槽 调 整 至 右 岸， 使 右 岸 EM17-EM20、CL、 左

行抛锚定位，然后停靠垫挡船，最后停靠运输船。计划 2017

岸 WM15-WM20 等节位于航道外。航道右边界向右岸调整约

年 10 月进行吊装施工，2018 年 1 月吊装完毕。

180m，航道左边界向河心调整约 270m。

表 1 航道分月维护水深（宜宾合江门～重庆羊角滩）

月份

维护水深（米）

月份

维护水深（米）

1

2.9

7

3.7

2

2.9

8

3.7

3

2.9

9

3.7

4

2.9

10

3.5

5

3.2

11

3.2

6

3.5

12

2.9

图 4 桥区河段洪水期航道布置及航标配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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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左岸 WM7-14、右岸 EM5-13 节施工航道布置图

图 6 右岸 EM14-16 节施工航道布置图

图 8 左岸 WM7-14、右岸 EM5-13 节施工航标配布图

图 7 左岸 WM15-20、CL、右岸 EM17-20 节施工航道布置图

图 9 左岸 WM7-14、右岸 EM5-13 节施工航标配布图

图 10 左岸 WM15-20、CL、右岸 EM17-20 节施工航标配布图

5 航标配布方案
5.1 左岸 WM7-WM14、右岸 EM5-EM13 节施工
（1）将鹅桥右 #1 和鹅桥右 #2 向河心移动约 60m。
（2）在鹅桥左 #2 上游约 140 米主航道外一侧增设施工
专用航标“专用 #1”，在鹅桥右 #2 上游约 160 米主航道外一
侧增设施工专用航标“专用 #2”。
5.2 右岸 EM14-EM16 节施工

（2）在鹅桥左 #1 下游约 270 米主航道外一侧增设施工
专用航标“专用 #1”，在鹅桥左 #2 上游约 140 米主航道外一
侧增设施工专用航标“专用 #2”。

6 结论
本方案得到了长江航道、海事部门的认可，已运用于鹅
公岩轨道专用桥吊装施工，反映良好。

（1）将鹅桥右 #1 和鹅桥右 #2 两座航标向河心方向移动
约 110m；鹅桥左 #1 和鹅桥左 #2 向左岸侧移动约 130m。
（2）在鹅桥右 #1 下游约 270 米主航道外一侧增设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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