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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上宽下窄双层双幅桥梁

的施工方法，涉及桥梁施工技术领域，该方法包

括以下步骤：步骤S1、施工桥梁的下层桥墩，所述

下层桥墩包括左幅区域和右幅区域，在所述左幅

区域搭设第一支架，并在所述第一支架上浇筑第

一下层梁；步骤S2、施工桥梁的上层桥墩，将所述

第一支架上的所述第一下层梁横移至所述右幅

区域，并在所述第一支架上浇筑第二下层梁；步

骤S3、在所述第一下层梁上搭设第二支架，在所

述第二支架上浇筑第一上层梁；步骤S4、横移所

述第二支架至所述第二下层梁上，在所述第二支

架上浇筑第二上层梁；步骤S5、将所述第一下层

梁和所述第二下层梁分别横移靠拢至预设的位

置。本发明能够减小支架体量，安装拆除简单，减

小施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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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上宽下窄双层双幅桥梁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施工桥梁的下层桥墩(100)，所述下层桥墩(100)包括左幅区域和右幅区域，在所述

左幅区域搭设第一支架(1)，并在所述第一支架(1)上浇筑第一下层梁(3)；

S2、施工桥梁的上层桥墩(200)，将所述第一支架(1)上的所述第一下层梁(3)横移至所

述右幅区域，并在所述第一支架(1)上浇筑第二下层梁(4)；

S3、在所述第一下层梁(3)上搭设第二支架(5)，在所述第二支架(5)上浇筑第一上层梁

(7)；

S4、横移所述第二支架(5)至所述第二下层梁(4)上，在所述第二支架(5)上浇筑第二上

层梁(8)；

S5、将所述第一下层梁(3)和所述第二下层梁(4)分别横移靠拢至预设的位置。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上宽下窄双层双幅桥梁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2中：

横移所述第一下层梁(3)至所述右幅区域后，所述第一下层梁(3)中线与预设的理论第

一上层梁(7)的中线重合。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上宽下窄双层双幅桥梁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2中：

浇筑所述第二下层梁(4)后，所述第二下层梁(4)中线与预设的理论第二上层梁(8)的

中线重合。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上宽下窄双层双幅桥梁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3中：

所述第二支架(5)中线与第一下层梁(3)中线重合。

5.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上宽下窄双层双幅桥梁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4中：

所述第二支架(5)中线与第二下层梁(4)中线重合。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上宽下窄双层双幅桥梁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2中，具

体包括以下步骤：

在所述下层桥墩(100)上设置第一滑道梁(300)，通过所述第一滑道梁(300)将所述第

一下层梁(3)横移至所述右幅区域。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上宽下窄双层双幅桥梁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4中，具

体包括以下步骤：

在所述第一下层梁(3)和第二下层梁(4)上设置第二滑道梁(400)，通过所述第二滑道

梁(400)将所述第二支架(5)横移至所述第二下层梁(4)上。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上宽下窄双层双幅桥梁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4中，具

体包括以下步骤：

在所述第二支架(5)上设置砂筒(53)，使用所述砂筒(53)使所述第二支架(5)与所述第

一上层梁(7)脱离，再横移所述第二支架(5)至所述第二下层梁(4)上。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上宽下窄双层双幅桥梁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1中，具

体包括以下步骤：

同步施工桥梁的所述下层桥墩(100)和搭设所述第一支架(1)。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上宽下窄双层双幅桥梁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2中，具

体包括以下步骤：

同步施工桥梁的所述上层桥墩(200)和横移所述第一下层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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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宽下窄双层双幅桥梁的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桥梁施工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上宽下窄双层双幅桥梁的施工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国内桥梁工程中，参考图1所示，对于上下层梁中线不重合的上宽下窄双层双

幅桥梁，其中L1>L2，一般采用满堂支架施工。这种施工方法需要在下层桥梁下方搭设两幅

支架；下层桥梁施工完成后，在上层桥梁下方再搭设两幅支架，这样的施工方法存在以下问

题：

[0003] 1、整个支架体量大，安装拆除困难，成本高，特别是在地质条件差，支架立柱桩基

施工困难的地区，支架搭设成本剧增；

[0004] 2、上层桥梁的支架中，部分支架立柱落于下层桥梁上，另一部分落于地面，支架立

柱长短差异大，支架立柱沉降不均匀，存在安全风险；

[0005] 3、上层桥梁施工时，下层桥梁承担的施工荷载不对称，造成下层桥梁受扭矩较大，

下层桥梁结构受力同样存在安全风险。

发明内容

[0006] 针对现有技术中存在的缺陷，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上宽下窄双层双幅桥梁

的施工方法，其用以解决现有施工方法中，整个支架体量大，安装拆除困难，成本高的问题。

[0007] 为达到以上目的，本发明采取的技术方案是：一种上宽下窄双层双幅桥梁的施工

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8] S1、施工桥梁的下层桥墩，所述下层桥墩包括左幅区域和右幅区域，在所述左幅区

域搭设第一支架，并在所述第一支架上浇筑第一下层梁；

[0009] S2、施工桥梁的上层桥墩，将所述第一支架上的所述第一下层梁横移至所述右幅

区域，并在所述第一支架上浇筑第二下层梁；

[0010] S3、在所述第一下层梁上搭设第二支架，在所述第二支架上浇筑第一上层梁；

[0011] S4、横移所述第二支架至所述第二下层梁上，在所述第二支架上浇筑第二上层梁；

[0012] S5、将所述第一下层梁和所述第二下层梁分别横移靠拢至预设的位置。

[0013] 在上述技术方案的基础上，步骤S2中：

[0014] 横移所述第一下层梁至所述右幅区域后，所述第一下层梁中线与预设的理论第一

上层梁的中线重合。

[0015] 在上述技术方案的基础上，步骤S2中：

[0016] 浇筑所述第二下层梁后，所述第二下层梁中线与预设的理论第二上层梁的中线重

合。

[0017] 在上述技术方案的基础上，步骤S3中：

[0018] 所述第二支架中线与第一下层梁中线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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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在上述技术方案的基础上，步骤S4中：

[0020] 所述第二支架中线与第二下层梁中线重合。

[0021] 在上述技术方案的基础上，步骤S2中，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22] 在所述下层桥墩上设置第一滑道梁，通过所述第一滑道梁将所述第一下层梁横移

至所述右幅区域。

[0023] 在上述技术方案的基础上，步骤S4中，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24] 在所述第一下层梁和第二下层梁上设置第二滑道梁，通过所述第二滑道梁将所述

第二支架横移至所述第二下层梁上。

[0025] 在上述技术方案的基础上，步骤S4中，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26] 在所述第二支架上设置砂筒，使用所述砂筒使所述第二支架与所述第一上层梁脱

离，再横移所述第二支架至所述第二下层梁上。

[0027] 在上述技术方案的基础上，步骤S1中，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28] 同步施工桥梁的所述下层桥墩和搭设所述第一支架。

[0029] 在上述技术方案的基础上，步骤S2中，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30] 同步施工桥梁的所述上层桥墩和横移所述第一下层梁。

[0031]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优点在于：

[0032] 本发明实施例的上宽下窄双层双幅桥梁的施工方法，只需要在下层桥梁下方搭设

一幅第一支架，下层桥梁施工完成后，在上层桥梁下方再搭设一幅第二支架，只需两幅支

架，支架体量减小，安装拆除相对简单，减小施工成本，施工安全风险小。

附图说明

[0033] 图1为上下层梁中线不重合的上宽下窄双层双幅桥梁的结构示意图；

[0034]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中上宽下窄双层双幅桥梁的施工方法的流程图；

[0035]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中步骤S1的示意图；

[0036]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中步骤S2的示意图；

[0037] 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中步骤S2的另一个示意图；

[0038] 图6为本发明实施例中步骤S3的示意图；

[0039] 图7为本发明实施例中步骤S4的示意图；

[0040] 图8为本发明实施例中步骤S4的另一个示意图；

[0041] 图9为图7的右视图；

[0042] 图10为本发明实施例中步骤S5的示意图；

[0043] 图中：1、第一支架；2、第一侧模；3、第一下层梁；4、第二下层梁；5、第二支架；51、柱

脚；52、钢管架；53、砂筒；54、横梁；55、贝雷梁；6、第二侧模；7、第一上层梁；8、第二上层梁；

100、下层桥墩；200、上层桥墩；300、第一滑道梁；400、第二滑道梁。

具体实施方式

[0044] 以下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45] 参见图2所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上宽下窄双层双幅桥梁的施工方法，包括以

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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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6] 步骤S1、施工桥梁的下层桥墩100，下层桥墩100包括左幅区域和右幅区域，在左幅

区域搭设第一支架1，并在第一支架1上浇筑第一下层梁3。具体地，参见图3所示，在第一支

架1设置两个可拆卸的第一侧模2，两个第一侧模2组装作为浇筑第一下层梁3的模具。优选

地，同步施工桥梁的下层桥墩100和搭设第一支架1，节省施工时间。

[0047] 步骤S2、施工桥梁的上层桥墩200，将第一支架1上的第一下层梁3横移至右幅区

域，并在第一支架1上浇筑第二下层梁4。具体地，参见图4和图5所示，拆卸第一侧模2，在下

层桥墩100上设置第一滑道梁300，通过第一滑道梁300将第一下层梁3横移至右幅区域。再

组装第一侧模2，在第一侧模2上浇筑第二下层梁4。优选地，同步施工桥梁的上层桥墩200和

横移第一下层梁3，节省施工时间。

[0048] 步骤S3、在第一下层梁3上搭设第二支架5，在第二支架5上浇筑第一上层梁7。具体

地，参见图6所示，在第二支架5上设置两个可拆卸的第二侧模6，两个第二侧模6组装作为浇

筑第一上层梁7的模具。

[0049] 步骤S4、横移第二支架5至第二下层梁4上，在第二支架5上浇筑第二上层梁8。具体

地，参见图7～图9所示，拆卸第二侧模6，在第一下层梁3和第二下层梁4上设置第二滑道梁

400，通过第二滑道梁400将横移第二支架5至第二下层梁4上。再组装第二侧模6，在第二侧

模6上浇筑第二上层梁8。优选地，在第二支架5上设置砂筒53，使用砂筒53使第二支架5与第

一上层梁7脱离，再横移第二支架5至第二下层梁4上。参见图9所示，第二支架5一般包括柱

脚51、钢管架52、砂筒53、横梁54以及贝雷梁55，砂筒53设于钢管架52和横梁54之间，当砂筒

53内的砂粒卸掉时，横梁54下移，使第二支架5与第一上层梁7脱离。

[0050] 步骤S5、将第一下层梁3和第二下层梁4分别横移靠拢至预设的位置。具体地，参见

图10所示，通过第一滑道梁300将第一下层梁3和第二下层梁4分别横移靠拢至预设的位置。

[0051]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实施例的上宽下窄双层双幅桥梁的施工方法，只需要在

下层桥梁下方搭设一幅第一支架1，下层桥梁施工完成后，在上层桥梁下方再搭设一幅第二

支架5，一共只需两幅支架，支架体量减小，安装拆除相对简单，减小施工成本。

[0052] 作为优选的实施方式，参见图4所示，横移第一下层梁3至右幅区域后，第一下层梁

3中线与预设的理论第一上层梁7的中线重合。浇筑第二下层梁4后，第二下层梁4中线与预

设的理论第二上层梁8的中线重合。施工第一上层梁7和第二上层梁8时，第二支架5正好落

于第一下层梁3或第二下层梁4上，支架的立柱长短无差异，支架的立柱沉降均匀，不存在安

全风险。同时。第一下层梁3或第二下层梁4承担的施工荷载对称，第一下层梁3或第二下层

梁4不受较大扭矩作用，受力不存在安全风险。

[0053] 作为优选的实施方式，参见图6和图8所示，施工第一上层梁7和第二上层梁8时，第

二支架5中线与第一下层梁3中线或第二下层梁4中线重合。施工第一上层梁7和第二上层梁

8时，第一下层梁3或第二下层梁4承担的施工荷载对称，第一下层梁3或第二下层梁4不受较

大扭矩作用，受力不存在安全风险。

[0054] 本发明不局限于上述实施方式，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

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视为本发明的保护

范围之内。本说明书中未作详细描述的内容属于本领域专业技术人员公知的现有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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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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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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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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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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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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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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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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