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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桥工程中预应力施工技术优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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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预应力施工技术在提高路桥工程建设水平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本文认为有必要深入研究预应力施

工技术，掌握预应力施工技术在路桥工程中的应用技巧，切实把握工程建设质量。本文主要介绍了预应力施工技术，

分析了在路桥工程中应用预应力施工技术的价值以及应用要点，指出了在路桥工程中应用预应力施工技术的注意

事项与展望，旨在为预应力施工技术在路桥工程中合理应用提供一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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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我国越来越关注路桥工程，

希望通过建设路桥工程为广大人民群众创设良好的交

通环境，方便广大人民群众出行、运输以及进行社会

性沟通、交流，并推动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预应力

施工技术相较于传统的钢筋混凝土施工技术具有诸多

的路桥工程建设优势，比如降低工程成本，保证工程

耐久性，提升工程质量。正因如此，预应力施工技术

普遍应用在路桥工程建设中。为强化路桥工程建设效

果，应当构建完善的预应力施工技术在路桥工程中的

应用体系，科学规范技术应用行为。

1 预应力施工技术介绍

预应力施工技术指的是通过在施工环节提前向结

构加上预应力，结构服役期间，加上的预应力将和结

构承载的压力抵消，增强结构的承载性能，保证建筑

物的质量 [1]。西方研究以及使用预应力施工技术早于我

国，但是我国也在认真地研究预应力施工技术，科学

地使用预应力施工技术，同时不断提升预应力施工技

术发展水平。最初，我国主要在建筑领域使用预应力

施工技术。随着预应力施工技术的成熟与发展，预应

力施工技术应用范围越来越广泛。当前，预应力施工

技术已经被应用在路桥工程中，确保了路桥结构的承

载性能，大大提高了路桥工程建设水平。所以，预应

力施工技术备受路桥工程设计以及施工人员的关注。

2 在路桥工程中应用预应力施工技术的价值

2.1 降低工程成本

在路桥工程中，要考虑工程建设成本，尽可能地

在降低工程建设成本的同时达到工程建设要求 [2]。如果

将预应力施工技术应用在路桥工程建设中，就可以达

到以上效果。主要原因是：在应用预应力施工技术开

展路桥工程建设活动时，主要做好材料选择以及混凝

土调整工作，而在非必要的情况下则不用在其他方面

投入过多的资金。所以，就容易降低工程建设成本，

节约工程建设资金。

2.2 保证工程耐久性

保证工程耐久性是路桥工程建设的一项重要目标。

在应用了预应力施工技术后，路桥工程结构的承载性

能将会得到明显提升，同时梁体的抗压性也会得到提

升。在这种情况下，就容易增强路桥工程的耐久性，

延长路桥工程寿命。

2.3 提升工程质量

对于施工单位来讲，其需要确保路桥工程符合工

程质量标准。通过把预应力施工技术应用在路桥工程

建设中，工程的承载力、桥梁稳定性等将会增强。这

些是与工程建设相关的标准，所以说科学在路桥工程

建设中应用预应力施工技术有利于提升路桥工程质量。

3 在路桥工程中应用预应力施工技术的要点

3.1 预应力钢绞线在路桥工程中的应用

施工人员在路桥施工中要注重处理预应力钢绞线。

其中，要从下料、制束、编束和穿束的角度出发，加

强处理预应力钢绞线。下料：要根据实际情况，计算

下料量，同时明确分割面积。一般而言，主要采取顺

直分割的方式，进行分割处理。制束：在制束时，要

使钢绞线相分离，防止钢绞线相互缠绕。如果在转移

钢绞线时用力过大，则容易导致转移钢绞线发生变形，

从而影响工程建设效果。所以，要注重控制力度。编束：

有必要确保钢绞线顺直以及钢绞线松紧相同，保证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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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水平。穿束：在穿束时，要清理管道，确保穿束工

作的顺利推进 [3]。

3.2 预应力筋在路桥工程中的应用

在设置预应力筋时，要充分把握编束、穿管以及

固定端加工工作。从编束、穿管的角度分析，要依据

一头平齐的原理，编束预应力筋。同时要注意理顺、

捆绑预应力筋。在完成此项工作后，要开展穿管活动，

按照预应力筋长度，获取波纹管，保证波纹管长度和

预应力筋相符合。其中，要采用套管把波纹管的接头

位置拧紧，并用胶布裹 5cm左右，从而保证两者连接

效果，避免发生松动。从固定端加工的角度分析，可

以把约束圈、螺栓筋套上预应力束的加固端，用挤压

器开展锚固工作。

3.3 加固操作在路桥工程中的应用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我国汽车的数量处于增加的

状态。这不仅加大了交通运输压力，而且考验着工程

质量。路桥工程属于道路工程，为提高路桥工程质量，

保证交通运输的安全性，有必要加固路桥工程。在加

固路桥工程时，就会应用到预应力施工技术，便于抵

消因承重造成的拉应力，防止工程结构受到各种因素

的不良影响 [4]。

3.4 预应力张拉在路桥工程中的应用

预应力张拉是施工人员在路桥施工中应当高度重

视的一项工作。通常情况下，需要进行两次张拉。在

第一次预应力张拉时，一定要根据施工图纸确定张拉

的数量以及范围，计算张拉值，科学进行张拉。同时

要保证桥梁的强度和施工图纸标准相同。如果完成张

拉，就需要移出台座，保障桥梁的稳固性。由此可见，

预应力张拉属于一种谨慎系统的工作，因此要把握预

应力张拉工作。在完成第一次预应力张拉后，还需要

进行第二次预应力张拉。值得注意的是：要注重控制

第二次预应力张拉与第一次的间隔时间。一般而言，

在距离第一次预应力张拉两周后方可进行第二次预应

力张拉。此外，还需要评估第一次预应力张拉弹性效果。

在弹性合格以及间隔时间符合规定的情况下，就可以

开展第二次张拉 [5]。为避免桥体发生倾斜，确保桥体的

稳定性以及安全性，有必要及时支顶。

3.5 孔道压浆在路桥工程中的应用

孔道压浆属于预应力施工工作。在孔道压浆中，

施工人员要注重把握施工步骤，以此确保孔道压浆质

量。一是水泥浆是孔道压浆的材料，在施工时，要做

好水泥浆施工材料的准备工作。其中，要根据工程建

设要求以及水泥浆配比规范等，控制水灰比与流动度，

便于水泥浆达到相关标准规范。二是开启压浆泵，在

水泥浆稠度符合压浆标准的情况下，就可以进行压浆。

三是在压浆时，要按照由上至下的顺序开始管道压浆。

为提升压浆效果，要保障压浆的连续性，不得中断压

浆。同时要注重控制压浆速度，并确保压浆的均匀性。

四是在孔道压浆时，要选取塞式压浆泵，以此高效完

成孔道压浆施工任务。同时要注重控制最高压力，即

将其控制在 0.5-0.7MPa范围内，防止压力过大 [6]。在

此过程中，还要控制压浆结束时间。其中，在孔道另

一头出浆饱满以及排气口排出浆体稠度符合标准的情

况下，就代表可以结束压浆施工了。另外，在关上出

浆口后，要确保不小于 2分钟的稳压期，并且要注重

控制稳压期的压力，即压力应不低于 0.5MPa。在这种

情况下，就容易填满浆体，确保压浆效果。五是在压

浆完成后，要检测压浆的密实性，保证压浆效果。与

此同时，要注重在降压的过程中留取试块，便于测试

防压强度。六是在灌浆结束后，则需要拆卸配件，同

时还需要清理压浆机器，防止压浆机器残留水泥浆，

以免影响后续压浆机器的使用。

3.6 预制梁板在路桥工程中的应用

在路桥工程施工中，会应用到预制梁板。为提高

路桥工程施工水平，要做好预制桥梁板，以此确保工

程建设质量。其中，应当预制承载能力强、抗震效果

好的梁板，为路桥工程的稳定性、安全性奠定基础。

4 在路桥工程中应用预应力施工技术的注意

事项

4.1 科学选择预应力材料以及设备

施工材料以及设备影响路桥工程建设水平，所以

要做好预应力材料以及设备的选择工作。

一方面，要优选钢材，提高钢材选择水平。在路

桥工程中，要做好钢材的选择工作，以此提升预应力

施工技术应用水平，确保施工效果。其中，要根据路

桥工程建设标准、结构特征等，选择合适型号的钢材，

从而满足预应力施工技术应用以及工程建设标准。与

此同时，要做好钢绞线的选择工作，即应当在保证钢

绞线性能的同时降低采购成本。在路桥工程施工中应

用钢绞线有助于控制钢材使用量，从而实现降低施工

成本的目的 [7]。

另一方面，要优选锚具，合理使用锚具开展施工

活动。锚具是在路桥预应力施工中需要使用的工具，

便于对工程加固，提高工程的稳定性。如果不注重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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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秒锚具，就不容易穿索、拉紧钢材、保证加固效果。

所以，要注重根据路桥工程建设要求以及加固要求等，

选择合适的锚具，从而提升路桥工程建设水平。

4.2 加强路桥工程预应力技术管理

目前，在路桥工程中应用预应力施工技术时会出

现一些问题。比如，不能够很好地控制拉力，以致影

响工程建设质量。为此，要把握预应力施工技术，提

高预应力施工技术应用水平。其中，就需要仔细研究

预应力施工技术，掌握预应力施工技术应用技巧，科

学应用预应力施工技术指导实际工作。同时还需要善

于从预应力施工技术实际应用中总结施工经验，提高

对预应力施工技术的应用能力。在施工中，要结合实

际工程建设情况，灵活地调整预应力施工技术，确保

施工水平。

4.3 把握工程预应力施工技术结构

预应力施工技术结构设计水平与路桥工程质量具

有重要关系。因此，在路桥工程建设时要高度地重视

该结构设计工作。其中，要了解路桥工程建设地点情况，

清楚工程建设标准以及要求，科学设计预应力施工技

术结构。尤其是要注重设计路桥功臣特殊部位的结构，

便于符合工程建设要求。除此之外，还可以借助预应

力施工技术，分析结构的承压能力，合理确定工程结构。

同时可以在施工中验算预应力材料以及结构的应力，

确保彼此的同步性，从而保证工程建设稳定性。另外，

在路桥施工的过程中还需要把控预应力材料，充分发

挥材料的价值，以此确保工程结构性能。总而言之，

有必要从多个方面做好预应力施工技术的结构设计以

及结构把控工作。

4.4 强化路桥工程道路桥梁的结构

道路桥梁结构也是需要高度关注的路桥工程结构。

为保证道路桥梁结构性能，有必要做好以下工作。

比如，要控制混凝土质量，防止混凝土出现杂质，

以免影响工程质量。同时，要合理控制混凝土与其他

材料的比例，确保材料性能。浇筑施工影响着道路桥

梁结构性能，所以要控制浇筑施工活动。其中，要根

据实际工程建设情况以及工程建设标准，应用合适的

浇筑方式，注重控制浇筑步骤，以此达到良好的浇筑

效果。同时还需要在浇筑时注重控制混凝土使用量，

防止出现资源浪费问题。为避免路桥车辆影响混凝土

加固施工质量，相关人员要积极地使用预应力施工技

术分析混凝土加固施工活动，科学地推进此项工作，

从而确保加固效果。

5 在路桥工程中应用预应力施工技术的展望

虽然我国在预应力施工技术升级优化以及路桥工

程建设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预应力施工技术发

展水平以及路桥工程建设质量与国外还存在差距。为

此，有必要积极引进国外预应力施工技术，结合我国

路桥工程建设要求合理优化发展预应力施工技术，保

证预应力施工技术的适用性。与此同时，需要积极引

进先进的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互联网技术以及工

程建设软件等，从而为预应力施工技术在路桥工程中

的应用提供可靠的支持。相信未来我国预应力施工技

术将会获得进一步发展，也能够更好地使用预应力施

工技术加强路桥工程建设，提高工程建设效果。

6 结语

综上所述，先进的施工技术是路桥工程顺利推进

的可靠保障。因此，需要引进先进的施工技术，为路

桥工程建设提供可靠支持。而预应力施工技术是一种

先进的施工技术，通过将预应力施工技术应用在路桥

工程建设中，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施工效果。所以，

可以积极地使用该技术进行路桥工程建设工作。在使

用该技术时，要注重把控施工要点，科学地推进施工

活动。同时还要经常性地反思施工活动，及时发现施

工问题，采取合理的措施解决施工问题，确保路桥工

程建设水平。另外，要总结施工经验，完善施工程序

以及方案，切实提升路桥工程建设水平，充分发挥预

应力施工技术价值。

参考文献：
[1]　齐昊淼 .预应力施工技术在路桥施工中的应用 [J].
交通世界 ,2021(15):48-49.
[2]　米生波 .预应力施工技术在道路桥梁施工技术中的
应用研究 [J].运输经理世界 ,2020(17):70-71.
[3]　尤正 .预应力施工技术在路桥施工中的应用 [J].工
程技术研究 ,2020,05(16):86-87.
[4]　亢少博 ,张河坡 .路桥施工中预应力技术的应用探
究 [J].散装水泥 ,2020(04):77-78.
[5]　辛丙辉 .高速公路桥梁施工中预应力施工技术的应
用 [J].四川建材 ,2020,46(05):155-156.
[6]　张建文 .浅析市政桥梁工程中预应力施工技术的应
用 [J].建材与装饰 ,2020(06):281-282.
[7]　李富安 .预应力施工技术在道路桥梁施工技术中的
应用 [J].工程技术研究 ,2020,05(04):96-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