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型玻璃夹具快速、精确安装 LED 景观玻璃施工工法 

1 前言 

  近些年来，随着城市交通

的发展，人行桥也得到迅速的发

展。城市人行桥的设计开始不再

局限于仅满足结构性能和使用

功能的要求，而是从以人为本的

理念出发，向着城市整体设计的

方向方展。这是因为人行桥不仅

是行人驻足休憩和欣赏周围景物的场所，其自身也成为融入环境中的

一道风景，成为营造城市景观的标志性建筑。目前国内的人行桥结构

型式单一，桥梁的景观效果更多地来源于主体结构以外的装饰性结构, 

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城市整体设计的深入，人行桥的造型设计和景观营

造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城市人行桥景观设计拥有更广阔的设计发展

空间。 

由我公司承建的胶州市南中轴廊桥工程澳门路段廊桥设计施工

总承包工程位于胶州市新城区，跨越澳门路，是一座集人行交通与景

观的钢结构桥梁。桥梁设计采用钢结构组合的连续梁形式,桥梁造型

较为简约时尚，为了增强其景观性,在设计上结合胶州市本地地域文

化特性,以及新城区周边景观特色，设计出了独具特色的钢结构景观

廊桥。由于该桥所处地域为城市景观中心，对桥梁的景观标准和功能

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桥梁结合周边景观特色形成了一个整体,打造出



 

 

一个特殊的桥梁景观。设计导入了绿色低碳的人性化理念,将 LED 绿

色节能系统与桥梁结构相结合。桥梁最具特色的景观是镶满椭圆形

LED 发光玻璃片的装饰拱，桥梁装饰拱整体安装 1600 片中空椭圆形

LED 发光玻璃片，桥面及两侧布设多点散状的 LED 灯具。当夜幕降临，

步入桥上,给人一种漫步星河的梦幻效果,为新城区增添了一座风景

亮丽的景观桥。 

在椭圆形 LED 发光玻璃片安装过程中，由于椭圆形 LED发光玻璃

片为异形玻璃片，且玻璃片安装完成后有一定倾斜度，因此此次椭圆

形 LED 发光玻璃片安装施工工艺较普通玻璃安装施工工艺难度更大；

且玻璃片内部分电路元件颜色比较鲜明，与整体景观颜色不搭配，如

果暴露在外极不美观，为防止影响整体景观效果，该部分电路元件需

遮挡。而应用传统的玻璃点抓在安装椭圆形 LED 发光玻璃片，发现其

倾斜角度不易控制、安装速度较慢、电路元件暴露在外等难题，为解

决以上难题公司成立了课题研究小组，开展施工技术研究。我方根据

现场施工情况，结合椭圆形 LED 发光玻璃片以及其附着的装饰拱内拱

杆件的构造特点，研究制作了一款专门用于该项目的新型玻璃夹具，

经反复实验论证该新型玻璃夹具既能快速安装、准确安装椭圆形 LED

发光玻璃片，又能解决玻璃片倾斜角度不易控制的问题，而且还能遮

盖住暴露在外的内部电路元件，加快了施工进度，又降低了施工难度，

改变了传统施工工艺，完美的解决了以上难题。 

本工法从实际生活中吸取经验，进行创造发明，运用传统材料，

发挥各自长处，既保证了施工质量，也降低了施工难度，加快了施工



 

 

进度，并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2 工法特点 

    2.0.1 新型玻璃夹具创意新颖，来自于生活应用于生活。 

    2.0.2 材料运用简便，施工过程简单，施工工期短，对周边环境

影响小。 

    2.0.3 可以平行施工，能够加快施工进度，降低操作难度、工效

高，技术经济效果明显。 

    2.0.4 配制便易，经济效益明显、易推广。 

3 适用范围 

本工法基本适用于所有景观玻璃安装。 

4 工艺原理 

该新型玻璃夹具以不锈钢夹片、不锈钢螺丝、不锈钢螺母、不锈

钢垫片、橡胶垫片、橡胶圈、钢制底座组装，可拆卸。新型玻璃夹具

与传统的玻璃点抓相比，其结构更为简便，配套构件较普遍，构件成

本相对更低，施工应用灵活，施工速度快。新型玻璃夹具与传统玻璃

点抓固定安装玻璃片方式对比如下：新型玻璃夹具如图 4-1、4-2，传

统玻璃点抓如图 4-3、4-4。 

             



 

 

图 4-1                            图 4-2 

     

               图 4-3                         图 4-4 

应用新型玻璃夹具施工前先将钢制底座与不锈钢螺丝、不锈钢螺

母、不锈钢垫片组装好。然后在要固定的装饰拱内拱管件上放线布点，

按照设计要求角度将玻璃夹具底座焊接在内拱管件上，然后再继续组

装不锈钢夹片、橡胶垫片以及橡胶圈。待玻璃夹具组装、焊接完成后

开始安装椭圆形 LED 发光玻璃片，用两套夹具分别穿过椭圆形 LED发

光玻璃片两端预留孔，并紧固，其中两套夹具的底座分别焊接固定在

两端的内拱管件上,安装完成后进行调试调整。如图 4-5、4-6。  

      

图 4-5                          图 4-6 

5 施工工艺流程及操作要点 



 

 

5.1 施工工艺流程 

施工工艺流程图： 

 

5.2 操作要点 

5.2.1 加工制作玻璃夹具配件 

玻璃夹具加工制作过程中要保证所需各种材料规格型号符合要

求，不锈钢夹片与、钢制底座开孔应与不锈钢螺丝、不锈钢螺母、不

锈钢垫片规格型号相匹配，配套使用。如图 5-1。  

  

图 5-1 

5.2.2 提前组装夹具 

加工制作新型玻璃夹具 

提前组装夹具 

内拱管件上测量放线 

 

将组装好的部分夹具焊

接到内拱上 

将剩余部分夹具组件继

续组装完成 

安装 LED 发光玻璃片 

测试线路 

安装完成调试、调整 

 



 

 

施工前先将钢制底座与不锈钢螺丝、不锈钢螺母、不锈钢垫片

按照顺序提前组装好。如图 5-2。 

 

图 5-2 

5.2.3 测量放线  

由测量人员在要焊接夹具的装饰拱内拱管件上放线布点，将每个

夹具底座焊接位置标记好，放线布点完成后在焊接底座前在所有放线

点的位置先用绑带模拟玻璃片，在玻璃片放线位置绑扎固定绑带，待

所有绑带绑扎完成后观察整体布置效果，位置有偏差的及时调整，直

至完全符合设计要求再进行下一步工序。如图 5-3、5-4、5-5、5-6。 

      

图 5-3                         图 5-4 



 

 

    

图 5-5                         图 5-6 

5.2.4 夹具焊接固定到内拱上 

放线布点调整完成后，开始安装焊接夹具底座，为保证夹具底座

与内拱管件焊接质量，夹具底座与内拱管件焊接之前要先将内拱管件

上施焊处锈斑及油漆等杂物打磨清扫干净至漏出钢管光滑面，夹具底

座亦应该打磨清扫干净。焊接完成后应及时进行焊缝探伤，对出现夹

渣、裂缝等不合格焊缝及时进行返工处理。如图 5-7、5-8、5-9、5-10。 

   

图 5-7                          图 5-8 



 

 

   

图 5-9                          图 5-10 

5.2.5LED发光玻璃片安装 

焊缝经探伤全部合格后，应及时安装 LED 发光玻璃片，安装过程

中应注意玻璃中的电路元件应完全被夹具遮盖，避免暴露在外影响整

体景观效果，待玻璃片安装调试调整完成后，焊缝应及时打磨修整，

并在打磨完成后及时涂刷油漆，以防焊缝锈蚀。如图 5-11、5-12、5-13、

5-14。 

  



 

 

图 5-11                         图 5-12 

  

图 5-13                     图 5-14 

6 材料与设备 

6.1 材料 

本工法所采用材料主要包括：LED 发光玻璃片、不锈钢夹片、不

锈钢螺丝、不锈钢螺母、不锈钢垫片、橡胶垫片、橡胶圈、钢制底座、

焊条等。 

6.2 设备 

6.2.1 本工法涉及的主要机械设备详见表 6-1。 

表 6-1 设备配置表 

7 质量控制 

7.1 质量标准 

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 单位 数量 用  途 

1 电焊机 ZX7-400 台 1 焊接夹具与内拱管件 

2 焊缝探伤仪 OU5500 台 1 探测焊缝焊接质量 

3 角磨机 
雷亚

1050W 台 1 打磨焊缝 



 

 

(1)《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JGJ46-88） 

(2)《建设工程施工现场使用安全规范》（GB50194-93） 

7.2 质量控制措施 

7.2.1 施工前，结合施工要点编制施工方案，并进行技术交底。 

7.2.2 LED 发光玻璃片、玻璃夹具等材料构配件进场后，均应检

查其质量合格证及材质化验单是否齐全，是否符合规范标准，并按规

定对主要材料进行复检，送检合格后方可用于工程施工。 

7.2.3 施工过程中，设专职安全员、质检员进行过程控制。施工

过程中重点监控 LED 发光玻璃片安装位置、焊缝质量等。 

7.2.4 玻璃夹具组装应于施工前完成，以便于随时用于施工中，

制作过程中要保证所需各种材料规格型号符合要求，螺丝、螺母等配

件应配套使用，以保证安装过程中准确无偏差。 

7.2.5LED发光玻璃片安装过程中，应特别注重安装过程中的质量

控制，施工前复核放线位置是否准确，并应检查试通电 LED 发光玻璃

片，确保 LED 发光玻璃片无损坏；夹具确保无损坏；焊缝处应打磨清

理干净，无杂质。 

7.2.6 夹具底座与内拱管件应焊接牢固，保证玻璃片不会发生坠

落情况。 

8 安全措施 

    8.0.1 对操作工人进行有针对性的安全技术交底，要求机械操作

人员听指挥、听口令进行作业。现场应设一名指挥员及多名专职的巡

视人员，及时发现并解决施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8.0.2 高处施工人员应佩戴安全带，防止坠落摔伤。 

    8.0.3 工地现场人员应佩戴安全帽，反光背心等安全防护用具。 

    8.0.4 施工区域设置安全施工警示。 

    8.0.5 施工现场周围要保持环境卫生，不准乱倒垃圾、渣土，不

准扔废弃物，不准乱排污水。 

    8.0.6 施工现场要贯彻全过程文明施工，随时清理现场垃圾及拆

除材料，各种剩余材料、构件等物资都要及时运走处理，真正做到工

完场清，搞好场容场貌。 

    8.0.7 施焊前，应对焊机进行试运转，电焊操作人员应穿绝缘靴、

戴绝缘手套，湿手不能接触电源开关。    

    8.0.8 用电应按三级配电、二级保护进行设置。施工用电的设备

电缆线、导线、漏电保护器等级应有产品质量合格证；漏电保护器要

经常检查，动作灵敏，发现问题立即调换，闸刀熔丝要匹配，  

8.0.9 电动工具应符合有关规定，电源线、插头插座应完好，电

源线不得任意接长和调换，工具的外绝缘完好无损，维护和保管由专

人负责。 

8.0.10 施工用角磨机应带有防护罩，防止打磨渣飞溅伤人。 

9 环保措施 

    9.0.1 合理安排作业时间，尽量避免夜间作业，减少施工噪音，

避免影响施工现场内或附近居民的休息。 

    9.0.2 以预防为主，加强宣传，全面规划，合理布局，改进工艺，

节约资源，争取最佳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 



 

 

    9.0.3 进场材料按照平面布置要求分类摆放整齐、标识明确，保

持环境整洁，避免造成废弃物污染。 

    9.0.4 涂刷油漆时要做到少量均匀，防止油漆滴落污染桥面。 

10 效益分析 

新型玻璃夹具快速、精确安装 LED 发光玻璃施工工法较传统的

玻璃点抓安装玻璃方法具有施工难度低、易操作、投入少、成本低、

施工速度快等优点，可有效控制 LED 发光玻璃片之间的高差，保证

玻璃片之间的平整度，是一种理想的施工工艺，从目前看该工艺有着

相当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以胶州市南中轴廊桥工程澳门路段廊桥设计施工总承包工程为

例，按本工法施工安装 1600 片椭圆形 LED 发光玻璃片，具体降低成

本分析如下： 

以采用旧施工方法和采用新型玻璃夹具快速、精确安装 LED 发

光玻璃施工方法分别安装 100 片玻璃片所发生人工费和机械费作对

比； 

原施工方法：两人一组配合安装玻璃片，每天工作 8 小时，平均

每天可安装 20 片，人工费每人每天 320 元；每天发生的机械费用（包

括焊缝探测仪等）综合平均为 260 元；则每安装 100 片玻璃片所发生

人工费和机械费分别为： 

(1) 人工费：100/20×320×2=3200 元 

(2) 机械费：100/20×260=1300 元 

每完成 100 片玻璃需人工、机械费合计为 4500 元； 



 

 

完成所有 1600 片玻璃安装需人工、机械费合计为

4500×1600/100=72000 元。 

采用新型玻璃夹具快速、精确安装椭圆形 LED 发光玻璃片施工

方法：两人一组配合安装玻璃片，每天工作 8 小时，平均每天可安装

30 米，人工费每人每天 320 元；每天发生的机械费用（包括焊缝探

测仪等）综合平均为 260 元；则每安装 100 片玻璃片所发生人工费和

机械费分别为： 

(1) 人工费：100/30×320×2=2133.3 元 

(2) 机械费：100/30×260=866.7 元 

每完成 100 片玻璃片需人工、机械费合计为 3000 元； 

完成所有 1600 片玻璃安装需人工、机械费合计为

3000×1600/100=48000 元。 

由此可得，采用新型玻璃夹具快速、精确安装椭圆形 LED 发光

玻璃片施工方法完成所有 1600 片玻璃安装所需人工、机械费比采用

原施工方法完成所有 1600 片玻璃安装所需人工、机械费可节省：

72000 元-48000 元=24000 元。 

由此可见，新型玻璃夹具快速、精确安装 LED 发光玻璃施工工

法，带来的经济效益是非常明显的。 

11 应用实例 

11.1 胶州市南中轴廊桥工程澳门路段廊桥设计施工总承包工程 

11.1.1 工程地点：胶州市澳门路 

11.1.2 工程概况 



 

 

胶州市南中轴廊桥工程澳门路段廊桥设计施工总承包工程是集

交通、景观等多功能的钢结构桥梁，澳门路廊桥位于澳门路东段，胶

州市天泰金融广场与体育中心之间，横跨澳门路。 

桥梁由人行桥平台、人行梯道、人行廊桥、观光电梯以及儿童游

乐场组成，其中主桥全长69m，桥宽4.86m；北侧坡道长度为40.5；南

侧坡道长度为38.0m。其中最具特色的主桥装饰拱灯光景观由1600片

中空椭圆形LED发光玻璃片装饰而成。 

11.1.3 施工情况 

胶州市南中轴廊桥工程澳门路段廊桥设计施工总承包工程主桥

装饰拱椭圆形 LED发光玻璃片安装采用此方法施工，LED发光玻璃片

共安装 1600片，未出现任何质量和安全问题，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 

11.1.4 结果评价 

全部 LED发光玻璃片安装完成后经第三方检测单位检测以及监

理验收，合格率 100%。 

11.2 2014 年青岛世界园艺博览会科学园、绿业园、天水区建筑物及

其配套工程—科学园景观桥项目 

11.2.1 工程地点：青岛市李沧区 

11.2.2 工程概况 

由我公司承建的 2014 年青岛世界园艺博览会科学园、绿业园、天水

区建筑物及其配套工程—科学园景观桥项目。桥梁由人行桥平台、人

行梯道等组成。 



 

 

11.2.3 施工情况 

本工程施工地点位于世园会景区内，施工用地紧张，工期紧，任

务重，具有较大的施工难度。在桥梁装饰安装工程施工过程中，我公

司技术人员对新型玻璃夹具快速、精确安装椭圆形 LED 发光玻璃片

施工过程进行分析和探讨，经反复论证及实践，最终取得了圆满的结

果，该施工工法特点及能保证玻璃片安装牢固、排列整齐，又能降低

施工难度，加快施工进度，也能满足业主对工程的质量要求以及景观

效果，未出现任何质量和安全问题，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 

11.2.4 结果评价 

全部 LED发光玻璃片安装完成后经第三方检测单位检测以及监

理验收，合格率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