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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一种独柱墩桥梁抗倾覆斜撑加

固装置。所述独柱墩桥梁抗倾覆斜撑加固装置包

括定位块；驱动结构，所述驱动结构包括第四转

轴、套筒、滑杆、第五转轴和驱动杆，所述滑杆通

过所述第五转轴与所述定位块之间转动连接，所

述滑杆与所述套筒之间滑动连接，所述驱动杆贯

穿连接于所述套筒与所述滑杆，所述驱动杆与所

述套筒之间转动连接，所述驱动杆与所述滑杆之

间螺纹连接，所述套筒背离所述滑杆的一端设有

所述第四转轴；支撑结构，所述支撑结构包括第

一支撑杆、第二支撑杆、第二转轴和第三转轴；限

位结构，所述限位结构包括限位套和第一转轴；

固定结构。本发明提供的独柱墩桥梁抗倾覆斜撑

加固装置具有操作灵活、施工效率高、加固效果

好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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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独柱墩桥梁抗倾覆斜撑加固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

定位块；

驱动结构，所述驱动结构的一端固定于所述定位块，所述驱动结构包括第四转轴、套

筒、滑杆、第五转轴和驱动杆，所述滑杆通过所述第五转轴与所述定位块之间转动连接，所

述滑杆与所述套筒之间滑动连接，所述驱动杆贯穿连接于所述套筒与所述滑杆，所述驱动

杆与所述套筒之间转动连接，所述驱动杆与所述滑杆之间螺纹连接，所述套筒背离所述滑

杆的一端设有所述第四转轴；

支撑结构，用于对桥墩进行加固的所述支撑结构通过所述第四转轴与所述套筒之间转

动连接，所述支撑结构包括第一支撑杆、第二支撑杆、第二转轴和第三转轴，用于对桥墩进

行加固的所述第一支撑杆通过所述第四转轴与所述套筒之间转动连接，所述第三转轴贯穿

连接于所述第一支撑杆与所述第二支撑杆，所述第二支撑杆的端部贯穿有所述二转轴；

驱动块，所述驱动块通过所述第二转轴与所述第二支撑杆之间转动连接，所述定位块、

所述驱动块与所述第二转轴处于三角形的三个角上，所述滑杆与所述套筒为三角形的其中

一个边，所述第二支撑杆为另外一个边；

限位结构，所述限位结构与所述第一支撑杆之间转动连接，所述限位结构包括限位套

和第一转轴，所述第一支撑杆通过所述第一转轴与所述限位套之间转动连接，所述限位套、

所述第二转轴与所述定位块处于三角形的三个角上，所述第一支撑杆为其中一个边；

固定结构，用于连接桥墩的所述固定结构与所述限位套之间可拆卸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独柱墩桥梁抗倾覆斜撑加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驱动块的

截面为倒L形结构。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独柱墩桥梁抗倾覆斜撑加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驱动结构

还包括端盖和卡块，所述端盖与所述套筒抵触，所述端盖上圆周阵列设有多个所述卡块，所

述卡块与所述套筒之间卡合。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独柱墩桥梁抗倾覆斜撑加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驱动结构

还包括限位块，所述驱动杆贯穿于所述限位块，所述限位块设于所述端盖与所述套筒之间，

所述限位块的两端均为圆台形结构。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独柱墩桥梁抗倾覆斜撑加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定位块的

侧壁为弧形结构。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独柱墩桥梁抗倾覆斜撑加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限位套的

侧壁为弧形结构，且所述定位块与所述限位套的弧度相同。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独柱墩桥梁抗倾覆斜撑加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限位结构

还包括限位杆，所述限位杆与所述固定结构卡合。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独柱墩桥梁抗倾覆斜撑加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结构

包括固定套、挡圈和限位孔，所述限位套与所述挡圈抵触，所述限位杆与所述挡圈内部的所

述限位孔卡合，所述固定套固定于所述挡圈。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独柱墩桥梁抗倾覆斜撑加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结构

还包括限位槽和限位条，所述固定套的两端分别设有所述限位槽与所述限位条，所述限位

条与所述限位槽卡合，所述限位条与所述固定套之间通过螺栓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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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独柱墩桥梁抗倾覆斜撑加固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建筑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独柱墩桥梁抗倾覆斜撑加固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独柱墩桥梁因占据桥下净空小、简洁流畅、外形美观、适应性强、经济性好等优点，

被广泛应用于城市桥梁和高速互通立交匝道中，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交通流量与车辆

载重的不断增大，同时由于部分司机缺乏安全行车知识，车辆超载偏行导致独柱墩桥梁在

使用过程中已发生多起倾覆事故，需要通过加固装置对桥梁进行加固，例如：申请号为

201621294927.1的专利中公开了独柱墩桥梁抗倾覆斜撑加固装置。

[0003] 然而申请号为201621294927.1的专利中公开的独柱墩桥梁抗倾覆斜撑加固装置

对桥梁没有施加预应力，支撑效果差，需要根据支撑杆的长度选择安装位置，施工难度大。

[0004] 因此，有必要提供一种新的独柱墩桥梁抗倾覆斜撑加固装置解决上述技术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操作灵活、施工效率高、加固效果好的独柱墩

桥梁抗倾覆斜撑加固装置。

[0006]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的独柱墩桥梁抗倾覆斜撑加固装置包括：定位

块；驱动结构，所述驱动结构的一端固定于所述定位块，所述驱动结构包括第四转轴、套筒、

滑杆、第五转轴和驱动杆，所述滑杆通过所述第五转轴与所述定位块之间转动连接，所述滑

杆与所述套筒之间滑动连接，所述驱动杆贯穿连接于所述套筒与所述滑杆，所述驱动杆与

所述套筒之间转动连接，所述驱动杆与所述滑杆之间螺纹连接，所述套筒背离所述滑杆的

一端设有所述第四转轴；支撑结构，用于对桥墩进行加固的所述支撑结构通过所述第四转

轴与所述套筒之间转动连接，所述支撑结构包括第一支撑杆、第二支撑杆、第二转轴和第三

转轴，用于对桥墩进行加固的所述第一支撑杆通过所述第四转轴与所述套筒之间转动连

接，所述第三转轴贯穿连接于所述第一支撑杆与所述第二支撑杆，所述第二支撑杆的端部

贯穿有所述二转轴；驱动块，所述驱动块通过所述第二转轴与所述第二支撑杆之间转动连

接，所述定位块、所述驱动块与所述第二转轴处于三角形的三个角上，所述滑杆与所述套筒

为三角形的其中一个边，所述第二支撑杆为另外一个边；限位结构，所述限位结构与所述第

一支撑杆之间转动连接，所述限位结构包括限位套和第一转轴，所述第一支撑杆通过所述

第一转轴与所述限位套之间转动连接，所述限位套、所述第二转轴与所述定位块处于三角

形的三个角上，所述第一支撑杆为其中一个边；固定结构，用于连接桥墩的所述固定结构与

所述限位套之间可拆卸连接。

[0007] 优选的，所述驱动块的截面为倒L形结构。

[0008] 优选的，所述驱动结构还包括端盖和卡块，所述端盖与所述套筒抵触，所述端盖上

圆周阵列设有多个所述卡块，所述卡块与所述套筒之间卡合。

[0009] 优选的，所述驱动结构还包括限位块，所述驱动杆贯穿于所述限位块，所述限位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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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于所述端盖与所述套筒之间，所述限位块的两端均为圆台形结构。

[0010] 优选的，所述定位块的侧壁为弧形结构。

[0011] 优选的，所述限位套的侧壁为弧形结构，且所述定位块与所述限位套的弧度相同。

[0012] 优选的，所述限位结构还包括限位杆，所述限位杆与所述固定结构卡合。

[0013] 优选的，所述固定结构包括固定套、挡圈和限位孔，所述限位套与所述挡圈抵触，

所述限位杆与所述挡圈内部的所述限位孔卡合，所述固定套固定于所述挡圈。

[0014] 优选的，所述固定结构还包括限位槽和限位条，所述固定套的两端分别设有所述

限位槽与所述限位条，所述限位条与所述限位槽卡合，所述限位条与所述固定套之间通过

螺栓连接。

[0015] 与相关技术相比较，本发明提供的独柱墩桥梁抗倾覆斜撑加固装置具有如下有益

效果：

本发明提供一种独柱墩桥梁抗倾覆斜撑加固装置，所述第一支撑杆通过所述第一转轴

与所述限位套之间转动连接，所述第一支撑杆通过所述第三转轴与所述第二支撑杆转动连

接，所述第二支撑杆通过所述第二转轴与所述驱动块之间转动连接，同时所述套筒通过所

述第四转轴与所述第一支撑杆转动连接，所述滑杆通过所述第五转轴与所述定位块之间转

动连接，进而便于在安装所述定位块后，拧动所述驱动杆，所述驱动杆与所述套筒之间螺纹

连接，所述驱动杆与所述滑杆之间螺纹连接，所述滑杆与所述套筒之间滑动连接，进而便于

通过所述滑杆驱动所述套筒配合所述第四转轴拉动所述第一支撑杆，进而使所述第一支撑

杆绕所述第一转轴转动，所述第一支撑杆背离所述第一转轴的一端通过所述第三转轴驱动

所述第二支撑杆抵触所述驱动块，通过所述驱动块对桥梁施加预应力，进而提高了桥梁加

固质量，同时避免了对所述驱动块进行定位，进而使操心更加方便灵活，使得安装效率更

高，同时所述第一支撑杆与所述套筒、所述滑杆及其桥墩构成三角形结构，所述第二支撑杆

与所述套筒、所述滑杆及其桥面构成三角形结构，进而使桥墩受力更加均匀，使加固装置的

结构更加稳定。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发明提供的独柱墩桥梁抗倾覆斜撑加固装置的一种较佳实施例的结构示

意图；

图2为图1所示的A部放大示意图；

图3为图2所示的支撑结构与驱动结构的连接结构示意图；

图4为图3所示的驱动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图5为图1所示的固定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图6为图1所示的限位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中标号：1、固定结构，11、固定套，12、挡圈，13、限位孔，14、限位槽，15、限位条，

2、限位结构，21、限位套，22、第一转轴，23、限位杆，3、支撑结构，31、第一支撑杆，32、第二支

撑杆，33、第二转轴，34、第三转轴，4、驱动块，5、驱动结构，51、第四转轴，52、套筒，53、滑杆，

54、第五转轴，55、驱动杆，56、端盖，57、限位块，58、卡块，6、定位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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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19] 请结合参阅图1、图2、图3、图4、图5和图6，其中，图1为本发明提供的独柱墩桥梁抗

倾覆斜撑加固装置的一种较佳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图2为图1所示的A部放大示意图；图3

为图2所示的支撑结构与驱动结构的连接结构示意图；图4为图3所示的驱动结构的结构示

意图；图5为图1所示的固定结构的结构示意图；图6为图1所示的限位结构的结构示意图。独

柱墩桥梁抗倾覆斜撑加固装置包括：定位块6；驱动结构5，所述驱动结构5的一端固定于所

述定位块6，所述驱动结构5包括第四转轴51、套筒52、滑杆53、第五转轴54和驱动杆55，所述

滑杆53通过所述第五转轴54与所述定位块6之间转动连接，所述滑杆53与所述套筒52之间

滑动连接，所述驱动杆55贯穿连接于所述套筒52与所述滑杆53，所述驱动杆55与所述套筒

52之间转动连接，所述驱动杆55与所述滑杆53之间螺纹连接，所述套筒52背离所述滑杆53

的一端设有所述第四转轴51；支撑结构3，用于对桥墩进行加固的所述支撑结构3通过所述

第四转轴51与所述套筒52之间转动连接，所述支撑结构3包括第一支撑杆31、第二支撑杆

32、第二转轴33和第三转轴34，用于对桥墩进行加固的所述第一支撑杆31通过所述第四转

轴51与所述套筒52之间转动连接，所述第三转轴34贯穿连接于所述第一支撑杆31与所述第

二支撑杆32，所述第二支撑杆32的端部贯穿有所述二转轴33；驱动块4，所述驱动块4通过所

述第二转轴33与所述第二支撑杆32之间转动连接，所述定位块、所述驱动块与所述第二转

轴处于三角形的三个角上，所述滑杆53与所述套筒52为三角形的其中一个边，所述第二支

撑杆32为另外一个边；限位结构2，所述限位结构2与所述第一支撑杆31之间转动连接，所述

限位结构2包括限位套21和第一转轴22，所述第一支撑杆31通过所述第一转轴22与所述限

位套21之间转动连接，所述限位套21、所述第二转轴33与所述定位块6处于三角形的三个角

上，所述第一支撑杆31为其中一个边；固定结构1，用于连接桥墩的所述固定结构1与所述限

位套21之间可拆卸连接。

[0020] 所述驱动块4的截面为倒L形结构；所述驱动块4的截面为倒L形结构，进而使所述

驱动块4的安装更加方便快捷。

[0021] 所述驱动结构5还包括端盖56和卡块58，所述端盖56与所述套筒52抵触，所述端盖

56上圆周阵列设有多个所述卡块58，所述卡块58与所述套筒52之间卡合；所述套筒52的端

部设有通过螺栓连接的所述端盖56，所述端盖56上设有所述卡块58，进而使所述端盖56安

装更加方便快捷，避免了安装所述端盖56时需要定位，进而使所述驱动杆55的检修维护更

加方便快捷。

[0022] 所述驱动结构5还包括限位块57，所述驱动杆55贯穿于所述限位块57，所述限位块

57设于所述端盖56与所述套筒52之间，所述限位块57的两端均为圆台形结构；同时所述端

盖56与所述套筒52之间设有两端端部均为椭圆形的所述限位块57，增大了所述驱动杆55与

所述套筒52之间的受力面积，使所述驱动杆55受力更加均匀。

[0023] 所述定位块6的侧壁为弧形结构；所述定位6的侧壁为弧形结构，增大了与桥墩的

受力面积，使桥墩受力更加均匀。

[0024] 所述限位套21的侧壁为弧形结构，且所述定位块6与所述限位套21的弧度相同；所

述限位套21的侧壁为弧形结构，增大了与桥墩的受力面积，使桥墩受力更加均匀。

[0025] 所述限位结构2还包括限位杆23，所述限位杆23与所述固定结构1卡合；为了使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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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限位套21安装更加方便快捷。

[0026] 所述固定结构1包括固定套11、挡圈12和限位孔13，所述限位套21与所述挡圈12抵

触，所述限位杆23与所述挡圈12内部的所述限位孔13卡合，所述固定套11固定于所述挡圈

12；本实施例中，所述固定结构1还包括限位槽14和限位条15，所述固定套11的两端分别设

有所述限位槽14与所述限位条15，所述限位条15与所述限位槽14卡合，所述限位条15与所

述固定套11之间通过螺栓连接；将所述固定圈11套在桥墩上，然后使所述固定圈11两端的

所述限位槽14与所述限位条15卡合，通过螺栓将所述限位条15与所述固定套11固定，进而

增大了所述固定套11的受力面积，进而使所述固定套11的受力效果更好，同时所述挡圈12

的设置对所述固定套11具有加固作用，所述挡圈12的圆周方向上圆周阵列设有多个所述限

位孔13，进而便于将所述限位套21固定在不同位置，将所述限位套21的所述限位杆23与所

述限位孔13卡合。

[0027] 将本发明提供的独柱墩桥梁抗倾覆斜撑加固装置分别制作20套，然后将本发明提

供的独柱墩桥梁抗倾覆斜撑加固装置与普通的20套规格相同的独柱墩桥梁抗倾覆斜撑加

固装置分别使用在相同环境中的独柱墩桥梁中，经过多次周期性的数据对比得出，本发明

提供的独柱墩桥梁抗倾覆斜撑加固装置的安装效率比普通的独柱墩桥梁抗倾覆斜撑加固

装置的安装效率高8%，本发明提供的独柱墩桥梁抗倾覆斜撑加固装置的加固质量比普通的

独柱墩桥梁抗倾覆斜撑加固装置的加固质量高15%。

[0028] 本发明提供的独柱墩桥梁抗倾覆斜撑加固装置的工作原理如下：

首先将所述固定圈11套在桥墩上，然后使所述固定圈11两端的所述限位槽14与所述限

位条15卡合，通过螺栓将所述限位条15与所述固定套11固定，进而增大了所述固定套11的

受力面积，进而使所述固定套11的受力效果更好，同时所述挡圈12的设置对所述固定套11

具有加固作用，所述挡圈12的圆周方向上圆周阵列设有多个所述限位孔13，进而便于将所

述限位套21固定在不同位置，将所述限位套21的所述限位杆23与所述限位孔13卡合，同时

所述限位套21的侧壁为弧形结构，增大了与桥墩的受力面积，使桥墩受力更加均匀，然后将

所述驱动块4通过膨胀螺栓固定在桥面上，将所述定位块6固定在桥墩上，所述定位6的侧壁

为弧形结构，增大了与桥墩的受力面积，使桥墩受力更加均匀，在安装所述定位块6后，拧动

所述驱动杆55，所述驱动杆55与所述套筒52之间螺纹连接，所述驱动杆55与所述滑杆53之

间螺纹连接，所述滑杆53与所述套筒52之间滑动连接，进而便于通过所述滑杆53驱动所述

套筒52配合所述第四转轴51拉动所述第一支撑杆31，进而使所述第一支撑杆31绕所述第一

转轴22转动，所述第一支撑杆31背离所述第一转轴22的一端通过所述第三转轴34驱动所述

第二支撑杆32配合所述第二转轴33抵触所述驱动块4，通过所述驱动块4对桥梁施加预应

力，进而提高了桥梁加固质量，同时避免了对所述驱动块4进行定位，进而使操心更加方便

灵活，使得安装效率更高，同时所述第一支撑杆31与所述套筒52、所述滑杆53及其桥墩构成

三角形结构，所述第二支撑杆32与所述套筒52、所述滑杆53及其桥面构成三角形结构，进而

使桥墩受力更加均匀，使加固装置的结构更加稳定；所述驱动块4的截面为倒L形结构，进而

使所述驱动块4的安装更加方便快捷；所述套筒52的端部设有通过螺栓连接的所述端盖56，

所述端盖56上设有所述卡块58，进而使所述端盖56安装更加方便快捷，避免了安装所述端

盖56时需要定位，进而使所述驱动杆55的检修维护更加方便快捷，同时所述端盖56与所述

套筒52之间设有两端端部均为椭圆形的所述限位块57，增大了所述驱动杆55与所述套筒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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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受力面积，使所述驱动杆55受力更加均匀。

[0029] 与相关技术相比较，本发明提供的独柱墩桥梁抗倾覆斜撑加固装置具有如下有益

效果：

本发明提供一种独柱墩桥梁抗倾覆斜撑加固装置，所述第一支撑杆31通过所述第一转

轴22与所述限位套21之间转动连接，所述第一支撑杆31通过所述第三转轴34与所述第二支

撑杆32转动连接，所述第二支撑杆32通过所述第二转轴33与所述驱动块4之间转动连接，同

时所述套筒52通过所述第四转轴51与所述第一支撑杆31转动连接，所述滑杆53通过所述第

五转轴54与所述定位块6之间转动连接，进而便于在安装所述定位块6后，拧动所述驱动杆

55，所述驱动杆55与所述套筒52之间螺纹连接，所述驱动杆55与所述滑杆53之间螺纹连接，

所述滑杆53与所述套筒52之间滑动连接，进而便于通过所述滑杆53驱动所述套筒52配合所

述第四转轴51拉动所述第一支撑杆31，进而使所述第一支撑杆31绕所述第一转轴22转动，

所述第一支撑杆31背离所述第一转轴22的一端通过所述第三转轴34驱动所述第二支撑杆

32抵触所述驱动块4，通过所述驱动块4对桥梁施加预应力，进而提高了桥梁加固质量，同时

避免了对所述驱动块4进行定位，进而使操心更加方便灵活，使得安装效率更高，同时所述

第一支撑杆31与所述套筒52、所述滑杆53及其桥墩构成三角形结构，所述第二支撑杆32与

所述套筒52、所述滑杆53及其桥面构成三角形结构，进而使桥墩受力更加均匀，使加固装置

的结构更加稳定。

[0030]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实施例，并非因此限制本发明的专利范围，凡是利用本发

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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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同理包括在本发明的专利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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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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