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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稳定性高的桥梁施工

用支撑装置包括：底座；限位移动组件，所述限位

移动组件的顶部固定连接于底座的顶部；支撑机

构，所述支撑机构包括千斤顶，所述千斤顶的底

部固定连接于底座的顶部，所述千斤顶正面的底

部固定连接有液压手柄，所述底座顶部的固定连

接有铁托。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稳定性高的桥

梁施工用支撑装置可以做到对不同高度或者具

有倾斜度的物体进行更加稳定的支撑，并且在支

撑的过程中可以调节支撑的高度，也可以控制台

面的倾斜，很大程度上减少了人员施工时候发生

意外，减少了因为设备损坏而产生维修的费用，

更多的节省了人力和财力，提高了施工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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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稳定性高的桥梁施工用支撑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底座（1）；

限位移动组件（2），所述限位移动组件（2）的顶部固定连接于底座（1）的顶部；

支撑机构（3），所述支撑机构（3）包括千斤顶（31），所述千斤顶（31）的底部固定连接于

底座（1）的顶部，所述千斤顶（31）正面的底部固定连接有液压手柄（32），所述底座（1）顶部

的固定连接有铁托（33），所述千斤顶（31）的顶部固定连接有固定块（34），所述固定块（34）

的左侧固定连接有左固定件（35），所述左固定件（35）的底部固定连接有左牵引绳（36），所

述左牵引绳（36）的底部固定连接有左挂钩（37），所述左固定件（35）的左端固定连接有左支

撑杆（38），所述固定块（34）的右侧固定连接有右固定件（39），所述右固定件（39）的底部固

定连接有右牵引绳（310），所述右牵引绳（310）的底部固定连接有右挂钩（311），所述右固定

件（39）的右端固定连接有右支撑杆（312）；

伸缩机构（4），所述伸缩机构（4）的底部固定连接于支撑机构（3）的顶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稳定性高的桥梁施工用支撑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限位移动

组件（2）包括左限位轮（21），所述左限位轮（21）固定连接于底座（1）底部的左侧，所述底座

（1）底部的右侧固定连接有右限位轮（22），所述底座（1）的底部设置有固定板（23）。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稳定性高的桥梁施工用支撑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板

（23）底部的左侧固定连接有左液压杆（24），所述左液压杆（24）的底部与底座（1）底部的左

侧固定连接，所述固定板（23）顶部的右侧固定连接有右液压杆（25），所述右液压杆（25）与

底座（1）底部的右侧固定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稳定性高的桥梁施工用支撑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伸缩机构

（4）包括固定操作台（41），所述固定操作台（41）的底部固定连接于支撑机构（3）的底部，所

述固定操作台（41）的内部设置有转动齿轮（42），所述转动齿轮（42）的底部固定连接有旋转

手柄（43），所述转动齿轮（42）的底部设置有上传动齿轮（44），所述转动齿轮（42）与上传动

齿轮（44）相啮合，所述转动齿轮（42）的底部设置有下传动齿轮（45），所述转动齿轮（42）与

下传动齿轮（45）相啮合。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稳定性高的桥梁施工用支撑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操作

台（41）内部的左侧固定连接有左伸缩杆（46），所述固定操作台（41）的左侧设置有左平台

（47），所述左伸缩杆（46）的左端贯穿左平台（47）且延伸至左平台（47）的内部，所述固定操

作台（41）内部的右侧固定连接有右伸缩杆（48），所述固定操作台（41）的右侧设置有右平台

（49），所述右伸缩杆（48）的右端贯穿右平台（49）且延伸至右平台（49）的内部，所述固定操

作台（41）的底部固定连接有衔接块（410），所述衔接块（410）的底部固定连接有压缩弹簧

（411）。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稳定性高的桥梁施工用支撑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压缩弹簧

（411）的底部固定连接有支撑斜板（412），所述左平台（47）的底部设置有左支撑螺纹杆

（413），所述左支撑螺纹杆（413）的顶部贯穿左平台（47）且延伸至左平台（47）的外部，所述

左支撑螺纹杆（413）与左平台（47）螺纹连接，所述右平台（49）的底部固定连接有右支撑螺

纹杆（414），所述右支撑螺纹杆（414）的顶部贯穿右平台（49）且延伸至右平台（49）外部，所

述右支撑螺纹杆（414）与右平台（49）螺纹连接  ，所述左支撑螺纹杆（413）的底部固定连接

有左升降手柄（415），所述右支撑螺纹杆（414）的底部固定连接有右升降手柄（416）。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214459709 U

2



一种稳定性高的桥梁施工用支撑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桥梁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稳定性高的桥梁施工用支撑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桥梁是指架设在江河湖海上，使车辆行人等能顺利通行的构筑物，为适应现代高

速发展的交通行业，桥梁也适用于跨越山涧、不良地质或满足其他交通需要而架设的使通

行更加便捷的建筑物，桥梁一般由上部构造、下部结构、支座和附属构造物组成。

[0003] 现有的桥梁施工用的支撑装置无法对不同高度或者具有倾斜度进行更加稳定的

支撑，并且在支撑的过程中也不能太调节高度，并且在支撑的过程中也不能控制台面不去

倾斜，在施工支撑的过程若支撑不稳定或者发生切斜会对施工人员造成伤亡，并且维修的

过程中又会耗费大量的人力和财力。

[0004] 因此，有必要提供一种稳定性高的桥梁施工用支撑装置解决上述技术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稳定性高的桥梁施工用支撑装置，解决了现有的桥梁支撑装

置无法多不能高度和不同斜度的物体进行更加稳定支撑的问题。

[0006]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稳定性高的桥梁施工用支撑装置，

包括：底座；

[0007] 限位移动组件，所述限位移动组件的顶部固定连接于底座的顶部；

[0008] 支撑机构，所述支撑机构包括千斤顶，所述千斤顶的底部固定连接于底座的顶部，

所述千斤顶正面的底部固定连接有液压手柄，所述底座顶部的固定连接有铁托，所述千斤

顶的顶部固定连接有固定块，所述固定块的左侧固定连接有左固定件，所述左固定件的底

部固定连接有左牵引绳，所述左牵引绳的底部固定连接有左挂钩，所述左固定件的左端固

定连接有左支撑杆，所述固定块的右侧固定连接有右固定件，所述右固定件的底部固定连

接有右牵引绳，所述右牵引绳的底部固定连接有右挂钩，所述右固定件的右端固定连接有

右支撑杆；

[0009] 伸缩机构，所述伸缩机构的底部固定连接于支撑机构的顶部。

[0010] 优选的，所述限位移动组件包括左限位轮，所述左限位轮固定连接于底座底部的

左侧，所述底座底部的右侧固定连接有右限位轮，所述底座的底部设置有固定板。

[0011] 优选的，所述固定板底部的左侧固定连接有左液压杆，所述左液压杆的底部与底

座底部的左侧固定连接，所述固定板顶部的右侧固定连接有右液压杆，所述右液压杆与底

座底部的右侧固定连接。

[0012] 优选的，所述伸缩机构包括固定操作台，所述固定操作台的底部固定连接于支撑

机构的底部，所述固定操作台的内部设置有转动齿轮，所述转动齿轮的底部固定连接有旋

转手柄，所述转动齿轮的底部设置有上传动齿轮，所述转动齿轮与上传动齿轮相啮合，所述

转动齿轮的底部设置有下传动齿轮，所述转动齿轮与下传动齿轮相啮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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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优选的，所述固定操作台内部的左侧固定连接有左伸缩杆，所述固定操作台的左

侧设置有左平台，所述左伸缩杆的左端贯穿左平台且延伸至左平台的内部，所述固定操作

台内部的右侧固定连接有右伸缩杆，所述固定操作台的右侧设置有右平台，所述右伸缩杆

的右端贯穿右平台且延伸至右平台的内部，所述固定操作台的底部固定连接有衔接块，所

述衔接块的底部固定连接有压缩弹簧。

[0014] 优选的，所述压缩弹簧的底部固定连接有支撑斜板，所述左平台的底部设置有左

支撑螺纹杆，所述左支撑螺纹杆的顶部贯穿左平台且延伸至左平台的外部，所述左支撑螺

纹杆与左平台螺纹连接，所述右平台的底部固定连接有右支撑螺纹杆，所述右支撑螺纹杆

的顶部贯穿右平台且延伸至右平台外部，所述右支撑螺纹杆与右平台螺纹连接，所述左支

撑螺纹杆的底部固定连接有左升降手柄，所述右支撑螺纹杆的底部固定连接有右升降手

柄。

[0015] 与相关技术相比较，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稳定性高的桥梁施工用支撑装置具有

如下有益效果：

[0016]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稳定性高的桥梁施工用支撑装置，本装置可以通过转动齿轮

控制左平台和右平台的移动，从而控制顶部固定操作台的面积，并且可以通过左支撑螺纹

杆和右支撑螺纹杆带动左平台和右平台的上下高度控制，通过压缩弹簧可以控制支撑斜板

的倾斜度，从而可以对不同斜度的物体进行一个稳定支撑的效果，然后千斤顶可以控制顶

部整个操作台的高度，到达支撑的左右，左牵引绳和右牵引绳可以通过左挂钩和右挂钩固

定连接在不同高度的铁托上，可以让装置更加稳定，并且底部的左限位轮和右限位轮可以

固定整个装置的位置，本装置可以做到对不同高度或者具有倾斜度的物体进行更加稳定的

支撑，并且在支撑的过程中可以调节支撑的高度，也可以控制台面的倾斜，很大程度上减少

了人员施工时候发生意外，减少了因为设备损坏而产生维修的费用，更多的节省了人力和

财力，提高了施工的效率。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稳定性高的桥梁施工用支撑装置的一种较佳实施例

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为图1所示传动齿轮的俯视图；

[0019] 图3为图1所示左支撑螺纹杆的升起图。

[0020] 图中标号：1、底座；2、限位移动组件；21、左限位轮；22、右限位轮；23、固定板；24、

左液压杆；25、右液压杆；3、支撑机构；31、千斤顶；32、液压手柄；33、铁托；34、固定块；35、左

固定件；36、左牵引绳；37、左挂钩；38、左支撑杆；39、右固定件；310、右牵引绳；311、右挂钩；

312、右支撑杆；4、伸缩机构；41、固定操作台；42、转动齿轮；43、旋转手柄；44、上传动齿轮；

45、下传动齿轮；46、左伸缩杆；47、左平台；48、右伸缩杆；49、右平台；410、衔接块；411、压缩

弹簧；412、支撑斜板；413、左支撑螺纹杆；414、右支撑螺纹杆；415、左升降手柄；416、右升降

手柄。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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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请结合参阅图1、图2和图3，其中图1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稳定性高的桥梁施

工用支撑装置的一种较佳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图2为图1所示传动齿轮的俯视图；图3为图

1所示左支撑螺纹杆的升起图，一种稳定性高的桥梁施工用支撑装置，包括：底座1；

[0023] 限位移动组件2，限位移动组件2的顶部固定连接于底座1的顶部；

[0024] 支撑机构3，支撑机构3包括千斤顶31，千斤顶31的底部固定连接于底座1的顶部，

千斤顶31正面的底部固定连接有液压手柄32，底座1顶部的固定连接有铁托33，千斤顶31的

顶部固定连接有固定块34，固定块34的左侧固定连接有左固定件35，左固定件35的底部固

定连接有左牵引绳36，左牵引绳36的底部固定连接有左挂钩37，左固定件35的左端固定连

接有左支撑杆38，固定块34的右侧固定连接有右固定件39，右固定件39的底部固定连接有

右牵引绳310，右牵引绳310的底部固定连接有右挂钩311，右固定件39的右端固定连接有右

支撑杆312；

[0025] 伸缩机构4，伸缩机构4的底部固定连接于支撑机构3的顶部，底座1的顶部一设置

有六个铁托33，依次分别设置在千斤顶31的两侧，分别从高到矮分布，当千斤顶31的高度发

生变化时，可以分别将左牵引绳36和右牵引绳310通过左挂钩37和右挂钩311固定在铁托33

上。

[0026] 限位移动组件2包括左限位轮21，左限位轮21固定连接于底座1底部的左侧，底座1

底部的右侧固定连接有右限位轮22，底座1的底部设置有固定板23，当将装置移动到需要支

撑的地方时，可以将左限位轮21和右限位轮22固定起来，然后在将固定板23通过螺丝和地

面固定起来，防止支撑装置移动。

[0027] 伸缩机构4包括固定操作台41，固定操作台41的底部固定连接于支撑机构3的底

部，固定操作台41的内部设置有转动齿轮42，转动齿轮42的底部固定连接有旋转手柄43，转

动齿轮42的底部设置有上传动齿轮44，转动齿轮42与上传动齿轮44相啮合，转动齿轮42的

底部设置有下传动齿轮45，转动齿轮42与下传动齿轮45相啮合，固定操作台41内部的左侧

固定连接有左伸缩杆46，固定操作台41的左侧设置有左平台47，左伸缩杆46的左端贯穿左

平台47且延伸至左平台47的内部，固定操作台41内部的右侧固定连接有右伸缩杆48，固定

操作台41的右侧设置有右平台49，右伸缩杆48的右端贯穿右平台49且延伸至右平台49的内

部，固定操作台41的底部固定连接有衔接块410，衔接块410的底部固定连接有压缩弹簧

411，固定操作台41的底部固定连接于千斤顶31的底部，转动齿轮42的转动可以带动上传动

齿轮44和下传动齿轮45往反向运动，从而带动左平台47和右平台49的伸缩运动。

[0028]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稳定性高的桥梁施工用支撑装置的工作原理如下：

[0029] 在使用时，首先将支撑装置移动到所需要支撑的位置，然后通过将左限位轮21和

右限位轮22固定起来，在通过螺丝将底部的固定板23固定在地面上，防止装置移动，然后通

过液压手柄32的动力带动千斤顶31的升高运动，达到所支撑点的底部，在通过转动左升降

手柄415带动左支撑螺纹杆413在左平台47上螺纹上升运动，然后在通过右升降手柄416带

动右支撑螺纹杆414在右平台49上螺纹运动，从而控制右平台49的高低，当千斤顶31高度提

升的时候，可以通过左牵引绳36将左挂钩37固定在千斤顶31左侧三个高低不同的铁托33

上，然后在将右牵引绳310通过右挂钩311固定在千斤顶31右侧三个高矮不同的铁托33上，

根据支撑的高度不同从而调整钩住高矮不同的铁托33来固定平衡，然后可以通过转动齿轮

42的转动带动上传动齿轮44和下传动齿轮45往不同方向移动，从而控制左平台47和右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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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的伸缩运动。

[0030] 与相关技术相比较，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稳定性高的桥梁施工用支撑装置具有

如下有益效果：

[0031] 本装置可以通过转动齿轮42控制左平台47和右平台49的移动，从而控制顶部固定

操作台41的面积，并且可以通过左支撑螺纹杆413和右支撑螺纹杆414带动左平台47和右平

台49的上下高度控制，通过压缩弹簧411可以控制支撑斜板412的倾斜度，从而可以对不同

斜度的物体进行一个稳定支撑的效果，然后千斤顶31可以控制顶部整个操作台的高度，到

达支撑的左右，左牵引绳36和右牵引绳310可以通过左挂钩37和右挂钩311固定连接在不同

高度的铁托33上，可以让装置更加稳定，并且底部的左限位轮21和右限位轮22可以固定整

个装置的位置，本装置可以做到对不同高度或者具有倾斜度的物体进行更加稳定的支撑，

并且在支撑的过程中可以调节支撑的高度，也可以控制台面的倾斜，很大程度上减少了人

员施工时候发生意外，减少了因为设备损坏而产生维修的费用，更多的节省了人力和财力，

提高了施工的效率。

[0032]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并非因此限制本实用新型的专利范围，凡是

利用本实用新型说明书及附图内容所作的等效结构或等效流程变换，或直接或间接运用在

其它相关的技术领域，均同理包括在本实用新型的专利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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