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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建筑施工技术领域，尤其为一种

独墩大盖梁支架体系施工工艺，包括如下步骤：

施工准备后，搭设上人爬梯，通过盖梁底标高推

算出支撑剪力棒孔道预埋件的位置，精确预埋；

在孔道预埋件埋设好后进行千斤顶、工字钢、斜

撑、分配梁、剪刀撑、托架安装，铺设定型钢底模。

支架搭设完成后，对安装完成的支架体采用沙袋

预压支架体系监测其受力及变形情况。支架预压

后；对底模进行复核，完毕后扎盖梁钢筋、支立侧

模板，进行盖梁浇筑；盖梁浇筑施工完毕拆除侧

模、托梁及剪力棒，施工完成。本发明，支架搭设

过程中不需要设置地面支架，不影响通航和桥下

交通，施工安全、可靠；有良好的施工环境，节省

劳力，降低劳动强度，缩短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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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独墩大盖梁支架体系施工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一)施工准备，搭设上人爬梯。准备完毕后，通过盖梁底标高推算出支撑剪力棒孔道预

埋件的位置，精确预埋，

(二)在孔道预埋件埋设好后进行支架体的安装，支架搭设完成后，盖梁模板安装完成；

(三)进行千斤顶、工字钢、斜撑、分配梁、剪刀撑、三角托架安装，铺设定型钢底模；

(四)对安装完成的支架体采用沙袋预压支架体系监测其受力及变形情况，记录数据并

分析，及时提供数据反馈；

(五)对底模进行复核，完毕后扎盖梁钢筋、支立侧模板，进行盖梁浇筑；

(六)盖梁浇筑施工完毕拆除侧模、斜撑、工字钢及剪力棒，拆除上人爬梯，施工完成。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独墩大盖梁支架体系施工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一)的

施工准备包括：

(1)建立健全组织机构，明确项目分部各项责任目标，确保施工按照本工法顺利实施；

(2)熟悉和分析盖梁的断面形式及几何尺寸，编制盖梁支架搭设体系的设计说明书，提

前组织施工人员进场，进行质量、安全及文明施工教育培训，做好技术交底、安全交底；

(3)确定原材供应商，对拟用于施工的工字钢、槽钢、剪力棒及对拉螺杆进行检测，做好

连接后装置测试。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独墩大盖梁支架体系施工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二)中

支架体安装前的设计流程：根据受力计算确定材料型号及长度—→支架受力验算—→材料

加工—→支架试拼—→预压监控—→工程应用；支架安装时首先要保证预留孔道位置的准

确性，保证支架的实际搭设和理论建模计算的相同。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独墩大盖梁支架体系施工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三)中

在工字钢平台上设置千斤顶，在千斤顶上设置工字钢，工字钢两端设置带调节段的斜撑，最

后在工字钢上铺设三角拖架和盖梁定型钢底模。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独墩大盖梁支架体系施工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五)中

在盖梁施工平台搭设后，加强底模标高控制，确保盖梁几何尺寸与精度，如实际标高与设计

标高有误差，采用工字钢平台上的千斤顶进行微调，盖梁钢筋严格按设计加工，运至施工现

场，采用汽车吊或塔吊起吊并在底模上拼装成型；钢筋报验合格后，方可立侧模板；侧模板

为厚钢板加工而成，采用汽车吊或塔吊安装，模板固定和调整通过对拉螺杆调解，确保盖梁

尺寸与精度；混凝土浇筑前，检查模板接缝、模板连接栓和工字钢是否下沉，确认模板牢固

可靠，工字钢没有移动，方可浇筑混凝土；混凝土采用汽车泵泵送至模板内，混凝土必须从

模板内分层对称均匀浇筑，浇筑完成后要注意及时覆盖洒水养生。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独墩大盖梁支架体系施工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六)中

混凝土强度达到2.5MPa以上进行拆模，拆模后检查成品混凝土外观质量，发现问题及时修

补；拆放工字钢时将工字钢用吊车挂住，然后拆工字钢连接斜撑，下放工字钢。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独墩大盖梁支架体系施工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二)中

还包括支架体系的安拆，支架体系的安拆包括支架体系设计、上人通道安装、墩柱与爬梯拉

结方式设计。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独墩大盖梁支架体系施工工艺，其特征在于：支架体系设

计为：将盖梁的荷载通过工字钢和斜撑然后传递到墩柱上从而达到盖梁施工任务。

权　利　要　求　书 1/2 页

2

CN 109594477 A

2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独墩大盖梁支架体系施工工艺，其特征在于：上人通道安

装：脚手架应有生产厂家出具的出厂合格证、质量保证书、厂家自检报告，简易门式脚手架

根据生产厂家说明书，在要求间距内设置拉结杆件与墩柱拉结，简易脚手架的安装高度不

应超过极限安装高度。

10.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独墩大盖梁支架体系施工工艺，其特征在于：墩柱与爬

梯拉结方式设计：

(1)每个墩柱对应设置一道安全上人爬梯，每个安全上人爬梯设置安全警示牌；

(2)地形条件允许，在墩柱旁边安装爬梯的位置，地基必须夯实，做3m×1 .7m、0.2m厚

C25混凝土垫层，垫层下设0.2m厚碎石垫层；上人脚手架在一定节段拼接后需增设拉结件与

墩柱拉结；可采用在墩柱内预埋Φ32套筒，外部采用30cm长32螺纹钢直螺纹连接，32钢筋外

部外包Φ48钢管焊接成整体，最后采用3根钢管与上人爬梯立杆使用旋转扣件连接，上人爬

梯与高墩内立柱拉结从爬梯底部开始每6米一道，保证架体稳定性；拉结设置没做好不能继

续往上安装；爬梯与墩柱走人通道采用L10×10角钢焊接，两侧1.2米高硬性防护，底部L10

×10角钢、防护栏杆两端分别于爬梯和墩柱操作平台固定牢固；

(3)地形如允许将爬梯安装在外侧，可将爬梯安装在承台上，可直接采用旋转扣件将上

人爬梯与高墩内立柱拉结与预埋头外的Φ48钢管连接；

(4)安装防护栏杆：爬梯结构安装到墩顶标高后，安装长1650mm的立杆作为护栏使用，

并用横杆连接、锁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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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独墩大盖梁支架体系施工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建筑施工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独墩大盖梁支架体系施工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桥梁施工大都处于山谷沟壑之间，施工场地限制较大。传统的盖梁施工通过搭设

钢管体系或者贝雷片支撑体系进行施工。钢管支架体系施工过程中需进行工作面开挖，场

地平整及硬化等，还需要大量的支架搭设，需要大量人力物力，工作量大，且施工场地陡峭

难以保证安全及不均匀沉降等。大盖梁采用贝雷片支架施工，体系构件多，抗剪性能差，支

架拆除困难等不利因素，均影响盖梁施工。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独墩大盖梁支架体系施工工艺，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

中提出的问题。该独墩大盖梁支架体系施工工艺独墩盖梁支架的材料较少，自重轻，可多次

周转使用、工期短；有着更好的的利用劳动力，降低工程造价等优点。支架搭设过程中不需

要设置地面支架，不影响通航和桥下交通，施工安全、可靠；有良好的施工环境，节省劳力，

降低劳动强度，缩短工期。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0005] 一种独墩大盖梁支架体系施工工艺，包括如下步骤：

[0006] (一)施工准备，搭设上人爬梯。准备完毕后，通过盖梁底标高推算出支撑剪力棒孔

道预埋件的位置，精确预埋，

[0007] (二)在孔道预埋件埋设好后进行支架体的安装，支架搭设完成后，盖梁模板安装

完成；

[0008] (三)进行千斤顶、工字钢、斜撑、剪刀撑、分配梁、三角托架安装，铺设定型钢底模；

[0009] (四)对安装完成的支架体采用沙袋预压支架体系监测其受力及变形情况，记录数

据并分析，及时提供数据反馈；

[0010] (五)对底模进行复核，完毕后扎盖梁钢筋、支立侧模板，进行盖梁浇筑；

[0011] (六)盖梁浇筑施工完毕拆除侧模、托梁及剪力棒，拆除上人爬梯，施工完成。

[0012] 进一步的，步骤(一)的施工准备包括：

[0013] (1)建立健全组织机构，明确项目分部各项责任目标，确保施工按照本工法顺利实

施；

[0014] (2)熟悉和分析盖梁的断面形式及几何尺寸，编制盖梁支架搭设体系的设计说明

书，提前组织施工人员进场，进行质量、安全及文明施工教育培训，做好技术交底、安全交

底；

[0015] (3)确定原材供应商，对拟用于施工的工字钢、槽钢、剪力棒及对拉螺杆进行检测，

做好连接后装置测试。

[0016] 进一步的，步骤(二)中支架体安装前的设计流程：根据受力计算确定材料型号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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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度—→支架受力验算—→材料加工—→支架试拼—→预压监控—→工程应用；支架安装

时首先要保证预留孔道位置的准确性，保证支架的实际搭设和理论建模计算的相同。

[0017] 进一步的，步骤(三)中在工字钢平台上设置千斤顶，在千斤顶上设置工字钢，工字

钢两端设置带调节段的斜撑，最后在工字钢上铺设三角拖架和盖梁定型钢底模。

[0018] 进一步的，步骤(五)中在盖梁施工平台搭设后，加强底模标高控制，确保盖梁几何

尺寸与精度，如实际标高与设计标高有误差，采用工字钢平台上的千斤顶进行微调，盖梁钢

筋严格按设计加工，运至施工现场，采用汽车吊或塔吊起吊并在底模上拼装成型；钢筋报验

合格后，方可立侧模板；侧模板为厚钢板加工而成，采用汽车吊或塔吊安装，模板固定和调

整通过对拉螺杆调解，确保盖梁尺寸与精度；混凝土浇筑前，检查模板接缝、模板连接栓和

工字钢是否下沉，确认模板牢固可靠，工字钢没有移动，方可浇筑混凝土；混凝土采用汽车

泵泵送至模板内，混凝土必须从模板内分层对称均匀浇筑，浇筑完成后要注意及时覆盖洒

水养生。

[0019] 进一步的，步骤(六)中混凝土强度达到2.5MPa以上进行拆模，拆模后检查成品混

凝土外观质量，发现问题及时修补；拆放工字钢时将工字钢用吊车挂住，然后拆工字钢连接

斜撑，下放工字钢。

[0020] 进一步的，步骤(二)中还包括支架体系的安拆，支架体系的安拆包括支架体系设

计、上人通道安装、墩柱与爬梯拉结方式设计。

[0021] 进一步的，支架体系设计为：将盖梁的荷载通过工字钢和斜撑然后传递到墩柱上

从而达到盖梁施工任务。

[0022] 进一步的，上人通道安装：脚手架应有生产厂家出具的出厂合格证、质量保证书、

厂家自检报告，简易门式脚手架根据生产厂家说明书，在要求间距内设置拉结杆件与墩柱

拉结，简易脚手架的安装高度不应超过极限安装高度。

[0023] 进一步的，墩柱与爬梯拉结方式设计：

[0024] (1)每个墩柱对应设置一道安全上人爬梯，每个安全上人爬梯设置安全警示牌；

[0025] (2)地形条件允许，在墩柱旁边安装爬梯的位置，地基必须夯实，做3m×1.7m、0.2m

厚C25混凝土垫层，垫层下设0.2m厚碎石垫层；上人脚手架在一定节段拼接后需增设拉结件

与墩柱拉结；可采用在墩柱内预埋Φ32套筒，外部采用30cm长32螺纹钢直螺纹连接，32钢筋

外部外包Φ48钢管焊接成整体，最后采用3根钢管与上人爬梯立杆使用旋转扣件连接，上人

爬梯与高墩内立柱拉结从爬梯底部开始每6米一道，保证架体稳定性；拉结设置没做好不能

继续往上安装；爬梯与墩柱走人通道采用L10×10角钢焊接，两侧1.2米高硬性防护，底部

L10×10角钢、防护栏杆两端分别于爬梯和墩柱操作平台固定牢固；

[0026] (3)地形如允许将爬梯安装在外侧，可将爬梯安装在承台上，可直接采用旋转扣件

将上人爬梯与高墩内立柱拉结与预埋头外的Φ48钢管连接；

[0027] (4)安装防护栏杆：爬梯结构安装到墩顶标高后，安装长1650mm的立杆作为护栏使

用，并用横杆连接、锁紧。

[0028]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29] 本发明，独墩盖梁支架的材料较少，自重轻，可多次周转使用、工期短；有着更好的

的利用劳动力，降低工程造价等优点。支架搭设过程中不需要设置地面支架，不影响通航和

桥下交通，施工安全、可靠；有良好的施工环境，节省劳力，降低劳动强度，缩短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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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该支架体系解决传统钢管脚手架对场地要求高的限制，通过工字钢和斜撑直接将

盖梁荷载直接传递给墩柱，无需大面积场地平整硬化及保证周边大范围的地基承载力等要

求。

[0031] 该支架体系采用斜撑及剪力棒连接墩柱，斜撑调节段及千斤顶将上部盖梁荷载通

过剪力棒传递到墩柱上。由支架预压结果来预估支架的变形，通过斜撑调节段及千斤顶的

可调节性提前做出调节，确保盖梁底板标高误差在规定范围内。

[0032] 盖梁混凝土工程和盖梁预应力工程施工完毕后，再通过斜撑调节段及千斤顶调

节，进行支撑体系下落，方便拆模、拆架。

[0033] 盖梁高墩上人爬梯与墩柱采用在墩柱内预埋Φ32套筒，外部采用30cm长32螺纹钢

直螺纹连接，32钢筋外部外包Φ48钢管焊接成整体，最后采用3根钢管与上人爬梯立杆使用

旋转扣件连接，上人爬梯与高墩内立柱拉结从爬梯底部开始每6米一道，保证架体稳定性。

保证施工时操作人员上下安全。预埋套筒可减少对墩柱的损伤，其他外部连接均可循环使

用。

附图说明

[0034] 图1为本发明施工工艺流程图。

[0035] 图2为本发明脚手架示意图。

[0036] 图3为本发明墩柱与爬梯拉结方式示意图一。

[0037] 图4为本发明墩柱与爬梯拉结方式示意图二。

[0038] 图5为本发明盖梁下支撑设计及安全防护图。

[0039] 图6为本发明盖梁支撑体系设计图。

[0040] 图7为本发明斜撑调节螺杆大样图。

[0041] 图8为本发明施工实例示意图一。

[0042] 图中：1-可调底座、2-垂直立杆、3-水平横杆、4-对角拉杆、5-铝爬梯、6-外侧栏杆、

7-内侧栏杆、8-升降平台、9-盖梁、10-墩柱、11-承台、12-人工爬梯、13-旋转扣件连接、14-

32钢筋直螺纹连接、15-预埋32套筒、16-48钢管、17-走人通道、18-斜支撑调节螺杆、19-100

铁棒、20-110套管、21-工字钢平台、22-90铁棒、23-100套管、24-50千斤顶、25-16拉杆拉结、

26-I56C工字钢、27-I22工字钢、28-1.5米防护栏杆、29-三角形定型支架、30-密目安全网、

具体实施方式

[0043]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44] 在本发明的描述中，需要说明的是，术语“上/下端”、“内”、“外”“前端”、“后端”、

“两端”、“一端”、“另一端”等指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为基于附图所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仅

是为了便于描述本发明和简化描述，而不是指示或暗示所指的装置或元件必须具有特定的

方位、以特定的方位构造和操作，因此不能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此外，术语“第一”、“第

二”仅用于描述目的，而不能理解为指示或暗示相对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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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5] 在本发明的描述中，需要说明的是，除非另有明确的规定和限定，术语“安装”、“设

置/套设有”、“套接”、“连接”等，应做广义理解，例如“连接”，可以是固定连接，也可以是可

拆卸连接，或一体地连接；可以是机械连接，也可以是电连接；可以是直接相连，也可以通过

中间媒介间接相连，可以是两个元件内部的连通。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具

体情况理解上述术语在本发明中的具体含义。

[0046] 请参阅图1-8，本发明提供一种技术方案：

[0047] 一种独墩大盖梁支架体系施工工艺，包括如下步骤：

[0048] (一)施工准备，准备完毕后，通过盖梁底标高推算出支撑剪力棒孔道预埋件的位

置，精确预埋；

[0049] (二)在孔道预埋件埋设好后进行支架体的安装，安装千斤顶、工字钢、带调节段的

斜撑、剪刀撑、分配梁、三角托架，铺设定型钢底模支架搭设完成后，盖梁模板安装完成；

[0050] (三)对安装完成的支架体采用沙袋预压支架体系监测其受力及变形情况，记录数

据并分析，及时提供数据反馈；

[0051] (四)对底模进行复核，完毕后扎盖梁钢筋、支立侧模板，进行盖梁浇筑；

[0052] (五)盖梁浇筑施工完毕拆除侧模、托梁及剪力棒，拆除爬梯，施工完成。

[0053] 1.1施工工艺流程如图1

[0054] 1.2工艺操作要点

[0055] 1.21施工准备

[0056] (1)建立健全组织机构，明确项目分部各项责任目标，确保施工按照本工法顺利实

施。

[0057] (2)熟悉和分析盖梁的断面形式及几何尺寸，编制盖梁支架搭设体系的设计说明

书，提前组织施工人员进场，进行质量、安全及文明施工等教育培训，做好技术交底、安全交

底。

[0058] (3)确定原材供应商，对拟用于施工的工字钢、槽钢、剪力棒及对拉螺杆等进行检

测，做好连接后装置测试。

[0059] 1.3支架体系设计

[0060] 根据盖梁的尺寸形式，进行支架搭设设计：包括工字钢长度型号、剪力棒长度及型

号、孔道预留位置、支架搭设安全防护和上人通道等。

[0061] 预留孔道可采用比剪力棒直径稍大的无缝钢管，较少墩柱混凝土浇筑过程中钢管

的变形，施工完毕后，预埋钢管采用不低于墩柱混凝土标号的水泥浆注浆。

[0062] 支架体系设计流程：根据受力计算确定材料型号及长度—→支架受力验算—→材

料加工—→支架试拼—→预压监控—→工程应用。

[0063] 1.3.1支架安装控制

[0064] 支架安装首先要保证预留孔道位置的准确性，保证支架的实际搭设和理论建模计

算的相同。使支架能够形成稳定的受力结构，从而确保支架体系发挥作用。

[0065] 1.3.2支架预压及施工过程监控

[0066] 支架搭设完成后，模板安装完成，采用沙袋预压支架体系监测其受力及变形情况，

记录数据并分析，及时提供数据反馈。盖梁施工过程中也需要加强监控，支架预压是一个静

态的受力过程，现场施工过程中有很多偶然因素可能导致结果不同，所以过程中更需要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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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梁进行全程监控保障安全。

[0067] 1.4支架体系的安拆

[0068] 1.4.1支架体系设计

[0069] 将盖梁的荷载通过工字钢和斜撑然后传递到墩柱上从而达到盖梁施工任务。

[0070] 1.4.2上人通道安装

[0071] 脚手架应有生产厂家出具的出厂合格证、质量保证书、厂家自检报告。简易门式脚

手架根据生产厂家说明书，在要求间距内设置拉结杆件与墩柱拉结，简易脚手架的安装高

度不应超过极限安装高度。

[0072] 1.4.3墩柱与爬梯拉结方式

[0073] (1)每个墩柱对应设置一道安全上人爬梯，每个安全上人爬梯设置安全警示牌。

[0074] (2)地形条件允许，在墩柱旁边安装爬梯的位置，地基必须夯实，做3m×1.7m、0.2m

厚C25混凝土垫层，垫层下设0.2m厚碎石垫层。上人脚手架在一定节段拼接后需增设拉结件

与墩柱拉结。可采用在墩柱内预埋Φ32套筒，外部采用30cm长32螺纹钢直螺纹连接，32钢筋

外部外包Φ48钢管焊接成整体，最后采用3根钢管与上人爬梯立杆使用旋转扣件连接，上人

爬梯与高墩内立柱拉结从爬梯底部开始每6米一道，保证架体稳定性。拉结设置没做好不能

继续往上安装。爬梯与墩柱走人通道采用L10×10角钢焊接，两侧1.2米高硬性防护，底部

L10×10角钢、防护栏杆两端分别于爬梯和墩柱操作平台固定牢固。

[0075] (3)地形如允许将爬梯安装在外侧，可将爬梯安装在承台上，可直接采用旋转扣件

将上人爬梯与高墩内立柱拉结与预埋头外的Φ48钢管连接。

[0076] (4)安装防护栏杆：爬梯结构安装到墩顶标高后，安装长1650mm的立杆作为护栏使

用，并用横杆连接、锁紧。

[0077] 1.5安装支架

[0078] 计算千斤顶盖梁支撑工字钢、底模板等各构件累计厚度，确定孔道位置。在重复使

用过程中必须检查材料是否有裂纹损坏等，否则严禁使用。

[0079] 工字钢安装好以后应在桥墩上在工字钢各个角作好标记，以便观测支架沉降情

况。

[0080] 1.6安装千斤顶、工字钢托梁、铺设定型钢底模

[0081] 千斤顶使用严禁超高超载，在工字钢平台上上设置千斤顶前，计算上部荷载(包括

盖梁模板、钢筋、砼、各种施工荷载等总重)，确定千斤顶吨位及个数，千斤顶底面、顶面用钢

板垫平，合理选择千斤顶着力点。在千斤顶上设置工字钢托梁，为防止两个工字钢侧向倾

覆，在两跟大工字钢内侧采用剪刀撑加固。最后在工字钢上铺设定型钢底模。盖梁下支撑设

计及安全防护如图5。

[0082] 在盖梁施工前，通过试拼以及支架预压总结支架在施工过程中以及安装拆除过程

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包括支架的稳定性、位移量以及千斤顶及斜撑调节螺杆在过程中的使

用效果。千斤顶以及斜撑在整个支架体系中主要起调节平衡以及方便支架的安装拆卸作

用。

[0083] 安全防护施工

[0084] (1)为保证盖梁操作面工人施工安全，在分配工字钢上设置安全防护操作平台；

[0085] (2)在分配工字钢两端焊接30cm长Φ32短钢筋作为竖向L5角钢立杆支撑，竖向L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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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钢立杆间距1.2米；分配工字钢两侧预留50cm宽操作空间，盖梁横向两侧预留90cm宽操作

空间；

[0086] (3)竖向L5角钢立杆下端焊接30cm长Φ48钢管，向上0.8米设置一道L5角钢水平

杆，再向上1.4米设置第二道L5角钢水平杆，水平杆与立杆焊接；

[0087] (4)竖向L5角钢立杆下端Φ48钢管套入与Φ32短钢筋使防护栏杆与分配工字钢连

成整体；

[0088] (5)操作平台底部满铺钢笆片，钢笆片在竖向L5角钢立杆拐角向上翻折20cm；

[0089] (6)防护栏杆外立面挂密目安全网；

[0090] (7)水平和竖向L5角钢刷红白警示油漆；

[0091] (8)墩柱爬梯和盖梁防护均需设置安全防护标识标牌。

[0092] 1.7复核底模

[0093] 盖梁施工平台搭设后，加强底模标高控制，确保盖梁几何尺寸与精度，如实际标高

与设计标高有误差，采用工字钢平台上的千斤顶进行微调。

[0094] 1.8绑扎盖梁钢筋、支立侧模板

[0095] 盖梁钢筋严格按设计加工，用平板车运至施工现场，采用汽车吊或塔吊起吊并在

底模上拼装成型。钢筋连接及保护层厚度符合设计及规范要求。钢筋报验合格后，方可立侧

模板。侧模板为厚钢板加工而成，采用汽车吊或塔吊安装，模板固定和调整通过对拉螺杆调

解，确保盖梁尺寸与精度。

[0096] 1.9浇筑盖梁混凝土、养护(至拆模强度)

[0097] 混凝土浇筑前，检查模板接缝、模板连接栓和工字钢是否下沉，确认模板牢固可

靠，工字钢没有移动，方可浇筑混凝土。混凝土采用汽车泵泵送至模板内，混凝土必须从模

板内分层对称均匀浇筑。浇筑完成后要注意及时覆盖洒水养生。

[0098] 1.10拆除侧模、托梁及剪力棒

[0099] 混凝土强度达到2.5MPa以上进行拆模，拆模后检查成品混凝土外观质量，发现问

题及时修补。拆放工字钢时将工字钢用吊车挂住，然后拆工字钢连接斜撑，下放工字钢。

[0100] 2材料与设备

[0101] 主要机具设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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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2]

[0103]

[0104] 3质量控制

[0105] 施工前对原材料进行检查，并有合格签证记录。对施工程序、工艺流程、检测手段

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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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6] 3.1门式脚手架搭设质量标准

[0107] 门式脚手架搭完毕或分段搭设完毕，应按照《建筑施工门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

规程JGJ128-2000》进行检查验收，经检查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脚手架的验收，除查验有关

文件外，还应进行现场配构件、安全网、连墙件等检查。

[0108] 脚手架搭设垂直度与水平度允许偏差表：

[0109]

[0110] 水平度一跨距内水平架两端高差±h/6

[0111] 3.2支架安装质量标准

[0112] 支撑体系制作允许偏差：

[0113]

[0114]

[0115] 支撑体系盖梁支撑实测项目允许偏差标准：

[0116]

[0117] 4安全措施

[0118] (1)设置安全管理机构，建立安全生产责任制及教育培训制度，制定专项应急预

案，切实落实安全生产“五要素”，即安全文化、安全法制、安全责任、安全科技和安全投入；

[0119] (2)所有参与施工人员必须接受现场专职安全员的安全知识培训，遵守施工现场

的安全管理规定，施工现场必须有专职安全员和兼职安全员，施工负责人是现场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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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责任人。

[0120] (3)工程安全监控目标是实现“三无”，无重大伤亡事故、无中毒事故、无倒塌事故，

年平均负伤频率低于3‰。

[0121] (4)任何人进入施工现场必须佩戴安全帽和其它防护用品，遵章守纪，听从指挥；

现场施工人员均应戴好各类劳保防护用品；同时加强安全保卫，禁止闲杂人员进入施工现

场。

[0122] (5)临时住房及材料堆放处设置急救材料储备库，储备防火、防水、防毒器材，适用

工具等。备品要保质保量，并不得随意挪动，使用一次后立即进行补充。

[0123] (6)特殊工种(如电工、焊工、车辆驾驶员、起重工、架子工等)必须持证上岗。

[0124] (7)模板起吊前，应检查吊装用绳索、卡具及每块模板的吊环是否完整有效，并应

先拆除一切临时支撑，经检查无误后方可起吊。模板起吊前，应将吊车的位置调整适当，做

到稳起稳落，就位准确，禁止用人力搬动模板，严防模板大幅度摆动或碰倒其他模板。

[0125] (8)在重复使用过程中必须检查模板、工字钢、螺栓是否滑丝、开裂现象，否则严禁

使用。

[0126] (9)严格执行《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程》，进行高处作业时，要根据具体情

况使用符合要求的脚手架、脚手板、吊架、梯子、跳板、安全带等，临空处要设置栏杆或安全

网等安全设施；高处作业人员必须戴安全带，穿防滑鞋；

[0127] (10)混凝土泵的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合格后，方可上岗独立操作，混凝土

浇筑过程中设置专人指挥，作业后，必须将料斗内和管道内的混凝土全部输出，然后对泵

机、料斗、管道进行冲洗。用压缩空气冲洗管道时，管道两侧和出口端前方10m内不得站人，

并应采用金属网等收集冲出的泡沫及砂、石粒，防止溅出伤人。

[0128] (11)施工用电必须执行三相五线制和一机一闸一保险的制度，施工现场装备行业

统一规定的标准电源箱。电器线路和用电设备安装完成后，由质安部验收合格后进行使用。

[0129] (12)专业电工持证上岗。电工有权拒绝执行违反电器安全规程的工作指令，安全

员有权制止违反用电安全的行为，严禁违章作业。

[0130] (13)施工现场和生活区做好防火工作，按规定配备灭火器、消防砂箱、水池等。设

置有效消防设施和器材，安全标牌齐全且符合规定，材料库、电气设备、机械设备作为防火

重点，实行定人定责、定期检查，严防火灾发生。

[0131] (14)门式脚手架地基处理和连墙件拉杆设置严格按照《建筑施工门式钢管脚手架

安全技术规范JGJ128-2000》执行并组织验收，门式脚手架拆除应在统一指挥下，按后装先

拆、先装后拆顺利进行，搭拆脚手架必须由专业架子工担任。

[0132] (15)整个支撑体系的强度、刚度及稳定性均经过专业验算。大工字钢、剪力棒、斜

撑，千斤顶、斜撑调节螺杆，以及整体稳定性均具备应有的安全系数。

[0133] (16)剪力棒上为千斤顶平台，千斤顶平台可采用工字钢加工而成，或者采用刚度

较大的厚钢板，厚钢板上补焊千斤顶限位条。

[0134] (17)为防止两个工字钢侧向倾覆，两根工字钢间可选用对拉螺栓穿过工字钢腹板

连接。在两跟大工字钢内侧采用剪刀撑加固，剪刀撑可采用角钢，角钢之间采用螺栓连接。

[0135] (18)上人爬梯顶部如与墩柱、大盖梁连接，行走通道强度、刚度及稳定性也需经过

专业验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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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36] 5环境保护

[0137] 依据国家和当地政府有关环保方面法律、法规，结合ISO  14001环境管理体系，制

定环保措施，把环保纳入施工管理内容，坚持施工与环保同步。

[0138] 5.1现场安全、保卫措施

[0139] (1)建立健全安全、保卫制度，落实治安、防火、计划生育管理责任人。

[0140] (2)施工现场的管理人员、作业人员佩戴工作卡；工作卡有本人相片、姓名、所属单

位、工种或职务，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的标卡分颜色区别。

[0141] (3)建立来访登记制度，不准留宿家属及闲杂人员。

[0142] (4)经常对工人进行法纪和文明教育，严禁在施工现场打架斗殴及进行黄、赌、毒

等非法活动。

[0143] 5.2粉尘控制措施

[0144] (1)生活区及施工现场硬地化部位，定期洒水清扫，减少灰尘对周围环境的污染。

[0145] (2)禁止在施工现场焚烧有毒、有害和有恶臭气味的物质。

[0146] (3)装卸有粉尘的材料时，洒水湿润和在仓库内进行。

[0147] (4)严禁向建筑物外抛掷垃圾。

[0148] (5)运输车辆必须冲洗干净后方可离场上路行驶。

[0149] (6)装运建筑材料、土石方、建筑垃圾及工程渣土的车辆，必须覆盖严密，保证行驶

途中不污染道路和环境。

[0150] 5.3噪音控制措施

[0151] (1)施工现场均采用低噪音的工艺和施工方法。

[0152] (2)建筑施工作业的噪音可能超过建筑施工现场的噪音限值时，我司在开工前向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环保部门申报，核准后方能开工。

[0153] (3)施工现场禁止中午和夜间进行产生噪音的建筑施工作业(中午12时至下午2

时，晚上11时至次日早上7时)。由于施工不能中断的技术原因和其他特殊情况，确需中午或

夜间连续施工作业的，我方必须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环保部门申请。

[0154] 5.5现场卫生保证措施

[0155] (1)明确施工现场各区域的卫生责任人。

[0156] (2)食堂申领卫生许可证，符合卫生标准，生、熟食操作分开，熟食操作时有防蝇间

或防蝇罩。禁止使用非食用塑料制品作熟食容器，炊事员和茶水工持有有效的健康证明上

岗。

[0157] (3)施工现场生活区设置卫生间，专人定时冲洗，同时设置化粪池，加盖并定期喷

药，每日有专人负责清洁。

[0158] (4)设置足够的垃圾池和垃圾桶，清理垃圾，施药除“四害”。施工层设置流动小便

桶，派人定时清洗。

[0159] (5)建筑垃圾集中堆放并及时清运，做到工完场清。工程废弃物、生活垃圾等集中

处理。施工现场必须保持整洁，施工机具严禁随意抛弃。

[0160] (6)工地设茶水亭和茶水桶并及时清运。且有盖、加锁和有标志。夏季施工现场专

人做防暑降温工作。

[0161] 5.6生态恢复治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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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62] (1)严格遵循《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JGJ59-2011)、《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

例》和《建筑法》中有关环境保护，防止或者减少粉尘、废气、固体废物、噪声、振动、照明对人

和环境的影响和污染的规定。

[0163] 不得因施工需要，毁坏施工界限外的农田，对合同规定的施工界限内外的植物、树

木，必须尽力维持原状。

[0164] 梁桥施工时，各施工场区内均设置料库、钢筋加工场、临时构件堆放区，管理人员

生活区用房，洗车池、沉淀池等临时设施。施工完毕后，将临时设施构筑物拆除，清除建筑垃

圾，可利用材料分类回收，尽量不占用原有用地。

[0165] 施工时遗留的包装袋、废料等，选择合适低洼地堆放、掩埋，避免流失污染环境。

[0166] 对施工过程中的所有人员进行环保教育，真正做到工程建设与环境保护同步发

展，施工完毕后对桥下生态进行恢复治理。

[0167] 6资源节约

[0168] 盖梁施工以工字钢为盖梁主要受力构件，简易门式脚手架进行垂直运输简化了高

墩施工措施项目，减少了材料周转，节省劳动力，提高工作效率，缩短施工工期。

[0169] 盖梁支撑体系的工字钢上增加千斤顶，进行标高调整，增加设置千斤顶可以为以

后在桩柱式桥梁中再次应用，节约机械设备，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实现绿色施工。

[0170] 7经济效益

[0171] 本工法不仅具有实效性，而且还确保施工质量，减少安全隐患，减少常规的地基处

理、支架搭设、预压、施工后墩柱修补等工序，缩短工期，从而产生较好的经济效益。

[0172] 按照传统落地式扣件脚手架搭设，以18m搭设高度计算得出，该脚手架搭设、拆除

工程费用为13957.35元。按照优化后的简易脚手架搭设，相同条件下的工程费用约4800元。

平均每米节约254.37元。

[0173] 8工程实例

[0174] 贵州省铜仁市松桃至玉屏城际快速道路建设项目K80+419-K108+085段，全长

27.666公里，线路中江口二号大桥、桃树坪大桥以及拦门河大桥三座桥的盖梁均为独墩大

盖梁，共69个盖梁，墩柱高度很高，最大墩高超过60米，且盖梁尺寸相近，支架体系可重复周

转使用，极大程度提高了工作效率，节约人力物力。

[0175] 独墩大盖梁支架体系施工是在墩柱施工过程中提前精确预埋剪力棒孔道预埋件，

采用一定的搭设顺序和方法进行支撑体系安装或拆卸。独墩盖梁支架的材料较少，自重轻，

可多次周转使用、工期短；有着更好的的利用劳动力，降低工程造价等优点。支架搭设过程

中不需要设置地面支架，不影响通航和桥下交通，施工安全、可靠；有良好的施工环境，节省

劳力，降低劳动强度，缩短工期。

[0176] 9工法特点

[0177] (1)该支架体系解决传统钢管脚手架对场地要求高的限制，通过工字钢和斜撑直

接将盖梁荷载直接传递给墩柱，无需大面积场地平整硬化及保证周边大范围的地基承载力

等要求。

[0178] (2)该支架体系采用斜撑及剪力棒连接墩柱，斜撑调节段及千斤顶将上部盖梁荷

载通过剪力棒传递到墩柱上。由支架预压结果来预估支架的变形，通过斜撑调节段及千斤

顶的可调节性提前做出调节，确保盖梁底板标高误差在规定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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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79] 盖梁混凝土工程和盖梁预应力工程施工完毕后，再通过斜撑调节段及千斤顶调

节，进行支撑体系下落，方便拆模、拆架。

[0180] (3)盖梁高墩上人爬梯与墩柱采用在墩柱内预埋Φ32套筒，外部采用30cm长32螺

纹钢直螺纹连接，32钢筋外部外包Φ48钢管焊接成整体，最后采用3根钢管与上人爬梯立杆

使用旋转扣件连接，上人爬梯与高墩内立柱拉结从爬梯底部开始每6米一道，保证架体稳定

性。保证施工时操作人员上下安全。预埋套筒可减少对墩柱的损伤，其他外部连接均可循环

使用。

[0181] 10适用范围

[0182] 适用于独墩盖梁施工，不限于市政工程、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的独墩类型的盖梁

施工。

[0183] 本发明：图中5中：A：1.5米L5角钢间距1.2米；B：L5角钢间距0.6米焊接；C：底部满

铺钢笆片，拐角翻折20cm。图中6中：D：φ48钢管30cm长与L5角钢焊接，φ32钢筋30cm长焊接

在分配工字钢两端；E：底部满铺钢笆片，拐角翻折20cm。

[0184] 尽管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实施例，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

理解在不脱离本发明的原理和精神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些实施例进行多种变化、修改、替换

和变型，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及其等同物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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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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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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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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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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