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921254045.6

(22)申请日 2019.08.05

(73)专利权人 中国建筑土木建设有限公司

地址 100070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88

号（十六区）12号楼

(72)发明人 王志成　张佳　杨立　李路路　

陈德霞　武凌春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中建联合知识产权代理

事务所(普通合伙) 11004

代理人 旦帅男　王灵灵

(51)Int.Cl.

E01D 21/00(2006.01)

E01D 21/06(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单线铁路箱梁横移系统

(57)摘要

一种单线铁路箱梁横移系统，包括两组横移

组件，所述箱梁两端分别固定在两组横移组件

上，每组所述横移组件架设在横向并排设置的两

墩台上，所述墩台上设有垫石，所述横移组件包

括横向设置的钢枕梁，设于钢枕梁上的钢轨，设

于钢轨上、用于固定箱梁的滑轨车，用于推动箱

梁横向位移的横向千金顶，以及布置在箱梁四个

角部的4台竖向千斤顶；所述滑轨车包括上部用

于承载箱梁的托架和下部用于和钢轨卡固的轨

道式卡槽，所述钢轨上均匀间隔设有用于固定可

拆装横移座的预留眼，横向千金顶一端与可拆装

横移座固定，另一端与设于滑轨车侧面的钢板固

定。本实用新型解决了架梁施工期间的箱梁架设

的问题，提高了箱梁施工效率，保证了工程质量，

节约了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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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单线铁路箱梁横移系统，包括两组横移组件，所述箱梁（5）两端分别固定在两组

横移组件上，每组所述横移组件架设在横向并排设置的两墩台（1）上，所述墩台（1）上设有

垫石（2），其特征在于：所述横移组件包括横向设置的钢枕梁（3），设于钢枕梁（3）上的钢轨

（4），设于钢轨（4）上、用于固定箱梁（5）的滑轨车（6），用于推动箱梁（5）横向位移的横向千

金顶（7），以及布置在箱梁（5）四个角部的4台竖向千斤顶；所述滑轨车（6）包括上部用于承

载箱梁（5）的托架（61）和下部用于和钢轨（4）卡固的轨道式卡槽（62），所述钢轨（4）上均匀

间隔设有用于固定可拆装横移座（10）的预留眼（9），横向千金顶（7）一端与可拆装横移座

（10）固定，另一端与设于滑轨车（6）侧面的钢板（11）固定。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单线铁路箱梁横移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钢轨（4）通过扣

件与钢枕梁（3）固定，同侧面相邻所述扣件间距30~35cm。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单线铁路箱梁横移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钢枕梁（3）底部

设有用于保持钢枕梁（3）顶面与垫石（2）持平的钢垫板。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单线铁路箱梁横移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钢轨（4）为P50型

钢轨，其上涂抹有二硫化钼润滑脂润滑膜。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单线铁路箱梁横移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竖向千斤顶为

200t竖向测力千斤顶。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单线铁路箱梁横移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钢枕梁（3）采用

Q235B钢材制作而成。

7.如权利要求1~6任意一项所述的一种单线铁路箱梁横移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横向

千金顶（7）的油缸油路上安装有双向调速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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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单线铁路箱梁横移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机械工程技术领域，具体属于一种单线铁路箱梁横移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铁路交通的快速发展，单线铁路与双线铁路的并线融合、线路之间的间距变

得越来越小更为普遍。济青高速铁路工程肖家村特大桥左、右线单线梁在青岛方向并入双

线梁，设计采用小里程三孔切悬臂梁相交，通过单线切翼缘板并置，线路间距由8m过渡为

5.3m。此种工况下，无法满足常规的架梁设备进行箱梁架设施工。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单线铁路箱梁横移系统，要解决现有横移设备无法

满足单线铁路与双线铁路的并线融合的技术问题；并解决现有技术施工效率低的问题。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5] 一种单线铁路箱梁横移系统，包括两组横移组件，所述箱梁两端分别固定在两组

横移组件上，每组所述横移组件架设在横向并排设置的两墩台上，所述墩台上设有垫石，其

特征在于：所述横移组件包括横向设置的钢枕梁，设于钢枕梁上的钢轨，设于钢轨上、用于

固定箱梁的滑轨车，用于推动箱梁横向位移的横向千金顶，以及布置在箱梁四个角部的4台

竖向千斤顶；所述滑轨车包括上部用于承载箱梁的托架和下部用于和钢轨卡固的轨道式卡

槽，所述钢轨上均匀间隔设有用于固定可拆装横移座的预留眼，横向千金顶一端与可拆装

横移座固定，另一端与设于滑轨车侧面的钢板固定。

[0006] 进一步优选地，所述钢轨通过扣件与钢枕梁固定，同侧面相邻所述扣件间距30~
35cm。

[0007] 进一步地，所述钢枕梁底部设有用于保持钢枕梁顶面与垫石持平的钢垫板。

[0008] 进一步地，所述钢轨为P50型钢轨，其上涂抹有二硫化钼润滑脂润滑膜。

[0009] 进一步地，所述竖向千斤顶为200t竖向测力千斤顶。

[0010] 此外，所述钢枕梁采用Q235B钢材制作而成。

[0011] 更加优选地，所述横向千金顶的油缸油路上安装有双向调速阀。

[001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具有以下特点和有益效果：

[0013] 本实用新型解决了架梁施工期间的箱梁架设的问题，提高了箱梁施工效率，保证

了工程质量，节约了工期。

[0014] 本实用新型操作简单，易于掌握，安全风险较小，施工质量安全可靠，对现场施工

条件要求不高，省去了大量临建施工时间，加快了施工进度。

[0015] 本实用新型具有安全、适用等特点，有很好的推广和实用价值，广泛的推广应用后

会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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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实用新型涉及的一种单线铁路箱梁横移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为图1中A部的放大结构示意图；

[0018] 图3为本实用新型箱梁横移后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4为本实用新型涉及的滑轨车的结构示意图。

[0020] 附图标记：1-墩台；2-垫石；3-钢枕梁；4-钢轨；5-箱梁；6-滑轨车；7-横向千金顶；

9-预留眼；10-可拆装横移座；11-钢板；12-硬杂木。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为使本实用新型实现的技术手段、创新特征、达成目的与功效易于明白了解，下面

对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说明。

[0022] 在此记载的实施例为本实用新型的特定的具体实施方式，用于说明本实用新型的

构思，均是解释性和示例性的，不应解释为对本实用新型实施方式及本实用新型范围的限

制。除在此记载的实施例外，本领域技术人员还能够基于本申请权利要求书和说明书所公

开的内容采用显而易见的其它技术方案，这些技术方案包括采用对在此记载的实施例的做

出任何显而易见的替换和修改的技术方案。

[0023] 一种单线铁路箱梁横移系统，如图1和2所示，包括两组横移组件，所述箱梁5两端

分别固定在两组横移组件上，每组横移组件架设在横向并排设置的两墩台1上，墩台1上设

有垫石2，横移组件包括横向设置的钢枕梁3，设于钢枕梁3上的钢轨4，设于钢轨4上、用于固

定箱梁5的滑轨车6，用于推动箱梁5横向位移的横向千金顶7，以及布置在箱梁5四个角部的

4台竖向千斤顶；如图4所示，滑轨车6包括上部用于承载箱梁5的托架61和下部用于和钢轨4

卡固的轨道式卡槽62，钢轨4上均匀间隔设有用于固定可拆装横移座10的预留眼9，横向千

金顶7一端与可拆装横移座10固定，另一端与设于滑轨车6侧面的钢板11固定。

[0024] 在具体实施时，钢轨4通过扣件与钢枕梁3固定，同侧面相邻扣件间距30~35cm，可

根据需要在钢轨4与墩台1之间设置硬杂木12，钢枕梁3底部设有用于保持钢枕梁3顶面与垫

石2持平的钢垫板，钢轨4为P50型钢轨，其上涂抹有二硫化钼润滑脂润滑膜，竖向千斤顶为

200t竖向测力千斤顶，钢枕梁3采用Q235B钢材制作而成，横向千金顶7的油缸油路上安装有

双向调速阀。

[0025] 本实用新型利用在相邻墩台上设置钢枕梁，作为横移过程中上部荷载的支撑，钢

轨作为滑移轨道布设在钢枕梁上，钢轨上部设置4台滑轨车，架桥机将箱梁吊装在滑轨车

上；利用两台横向千斤顶在线路外侧同时顶推箱梁移动至架设位置之后，利用布置在箱梁

四角的4台竖向千斤顶同时升降，将箱梁平稳、安全地降落至墩身垫石上，进行后续支座安

装、灌浆等作业，完成箱梁的横移架设施工。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实施方式

[0027] 1.1施工准备

[0028] 1根据施工特点和要求编制专项施工方案；

[0029] 2对操作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安全交底及施工技术交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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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3根据方案要求，准备施工现场所需材料、机具、电力等资源；

[0031] 4箱梁架设前，检查所有千斤顶是否就位，千斤顶、滑轨车是否能正常工作，滑轨是

否有异物。

[0032] 1.2铺设钢枕梁

[0033] 钢枕梁为工厂加工而成，规格采用Q235B，具体规格尺寸根据现场实际情况而定。

施工时，采用吊车将钢枕梁吊装至墩身之上，根据墩身垫石高度来控制钢枕梁的铺设高度；

铺设过程中若出现高度偏差问题时，采用钢板在钢枕梁下部进行铺垫，保证钢枕梁顶标高

与垫石标高一致，达到总体水平的效果；两墩身之间、两垫石之间和墩身边缘的钢枕梁铺设

均应遵循上述工艺；所有钢枕梁铺设完成之后，都必须做到钢枕梁顶标高一致，以保证钢枕

梁的稳定性以及整个钢枕梁顶面的平顺性。具体操作示意图1所示。

[0034] 1.3安装钢轨

[0035] 钢轨采用P50型钢轨。钢枕梁铺设完成之后，在钢枕梁上部进行钢轨的铺设安装，

作为横移梁施工中行走的轨道，安装过程中，必须保证钢轨安装牢固、受力均匀。钢轨需铺

设于钢枕梁中间位置（保证受力均衡），铺设完成并定位准确之后，随即进行钢轨的固定，即

在钢枕梁与钢轨之间安装扣件，扣件每隔30cm钢轨两侧各设置一个，扣件加固牢固则钢轨

加固牢固，保证了钢轨的稳定性，施工中限制其位移，保证了箱梁横移过程中的安全。钢轨

安装示意图如图1所示。

[0036] 1.4涂抹二硫化钼润滑脂

[0037] 采用二硫化钼润滑脂作为钢轨的润滑剂，主要是考虑到二硫化钼润滑脂在极压环

境下工作的机械摩擦部位具有出色的润滑性能。具体操作时，需用刷子对钢轨进行全面的

涂刷，保证涂刷的均匀性以及全面性，涂刷完成之后能够在机械上部形成一层致密的润滑

膜，可以很大程度的减小机械间的摩擦力，保证箱梁横移施工的顺利进行。

[0038] 1.5安装滑轨车

[0039] 滑轨车根据工程实际情况以及钢轨的规格型号设计加工而成，加工完成之后，现

场进行安装。滑轨车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为托架，主要承载箱梁的，下部为轨道式卡槽，安

装完成之后，轨道式卡槽正好对钢轨进行卡位，如同列车与列车轨道一般，此时滑轨车安装

完成。

[0040] 1.6落梁至滑轨车

[0041] 四台滑轨车安装就位之后，架桥机吊装箱梁进行箱梁架设施工，箱梁吊装过程中

注意箱梁的位置变化，滑轨车的位置应依据箱梁的位置变化不断调整其位置，直到箱梁即

将落地时，固定好滑轨车的位置，箱梁慢慢下落至滑轨车，此时，箱梁两端四角正好落于四

台滑轨车上，且受力均匀、整体稳定，未出现偏压等其他异常情况。

[0042] 1.7箱梁横移施工

[0043] 箱梁落于滑轨车后，进行横移架设施工。首先安装横向千斤顶的后端支撑，横向千

斤顶的后端支撑采用的是自制的一个可拆装横移座，其下部利用螺栓固定在预留眼的钢轨

上，固定完成后，安装横向千斤顶，千斤顶的前端固定在滑轨车侧面的钢板上，箱梁两端同

侧千斤顶同时顶进前移；横移油缸伸缩速度，由匹配油泵和调速阀的调定予以保证，在油缸

油路上安装双向调速阀，实现工作速度一致；箱梁向一侧横向移动，每向前顶移40cm后再把

千斤顶后端支撑拆掉，前移一个预留眼位，继续顶进移动，如此进行反复工作，使梁体横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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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指定的架设位置，图1为横移前图示，图3为横移后图示。

[0044] 1.8顶梁、支座安装

[0045] 箱梁横移就位之后，采用四台200t竖向测力千斤顶，同时顶升梁体，竖向液压油顶

的升降速度，由匹配油泵和调速阀的调定予以保证，在油缸油路上安装双向调速阀，实现工

作速度一致；油缸顶升至一定的高度之后，抽出横移机具、轨道等物品，然后安装箱梁支座。

[0046] 1.9落梁、支座灌浆

[0047] 支座安装完成后，进行落梁，使梁体始终处于达到水平高度，落梁于设计位置时，

进行支座灌浆，此片梁横移架设完成。

[0048]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并不用以限制本实用新型，凡在本实用

新型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实用新型的保

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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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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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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