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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航水域钢桥梁顶推拖拉体系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通航水域钢桥梁顶推拖拉

体系，包括拼装顶推支架体系和水域浮船定位拖

拉体系，拼装顶推支架体系上方设置钢桥梁；所

述拼装顶推支架体系包括轨道、纵箱梁、横梁、钢

管柱、连接钢板、剪刀撑、基础、法兰板和加强肋；

所述的水域浮船定位拖拉体系包括支承点、承

台、预埋钢锚、定位钢锚绳、浮船、临时固定轨道

支承、浮船支架、锚桩、钢绞线、卷扬机、边锚、缆

绳、连接杆和定位环。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本实用新型采用的钢桥梁拼装顶推支架体系中

的预制基础，不但可以节约工期，而且不需要大

面积硬化地面，减少环境污染，循环利用，绿色环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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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通航水域钢桥梁顶推拖拉体系，其特征在于：包括拼装顶推支架体系(2)和水域

浮船定位拖拉体系，拼装顶推支架体系(2)上方设置钢桥梁(1)；

所述拼装顶推支架体系(2)包括轨道(15)、纵箱梁(16)、横梁(17)、钢管柱(18)、连接钢

板(19)、剪刀撑(20)、基础(21)、法兰板(25)和加强肋(26)；所述基础(21)包括预埋吊环

(22)、预埋底板(23)、螺栓孔(24)、预埋螺栓(27)和钢筋笼(28)；所述钢管柱(18)底端设置

法兰板(25)和加强肋(26)，钢管柱(18)设置在基础(21)的预埋底板(23)上，所述剪刀撑

(20)通过连接钢板(19)设置在相邻的钢管柱(18)之间，所述横梁(17)设置在钢管柱(18)顶

端，所述纵箱梁(16)设置在横梁(17)上方，所述轨道(15)设置在纵箱梁(16)上方；

所述的水域浮船定位拖拉体系包括支承点(4)、承台(5)、预埋钢锚(6)、定位钢锚绳

(7)、浮船(8)、临时固定轨道支承(9)、浮船支架(10)、锚桩(11)、钢绞线(13)、卷扬机(14)、

边锚(29)、缆绳(30)、连接杆(31)和定位环(32)，所述承台(5)设置在河面(12)两岸，所述支

承点(4)设置在承台(5)顶端，所述预埋钢锚(6)分别设置在两岸的承台(5)上，所述定位钢

锚绳(7)连接预埋钢锚(6)，所述两个浮船(8)顺桥向布置，并且两个浮船(8)之间通过连接

杆(31)相连，所述浮船支架(10)分别设置在两个浮船(8)上，所述临时固定轨道支承(9)设

置在浮船支架(10)上方，所述锚桩(11)设置在浮船(8)边沿，所述卷扬机(14)设置在拼装顶

推支架体系(2)对岸的承台(5)上，卷扬机(14)通过钢绞线(13)分别与浮船(8)前部的锚桩

(11)相连，所述边锚(29)设置在两岸的承台(5)附近，边锚(29)通过缆绳(30)分别与浮船

(8)两侧的锚桩(11)相连，所述定位环(32)设置在连接杆(31)中点下方用于固定定位钢锚

绳(7)。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通航水域钢桥梁顶推拖拉体系，其特征在于：所述基础(21)为

条形基础。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通航水域钢桥梁顶推拖拉体系，其特征在于：所述预埋吊环

(22)设置在基础(21)两端，所述预埋底板(23)设置在基础(21)上，预埋底板(23)设置有螺

栓孔(24)，所述预埋螺栓(27)设置在预埋底板(23)的螺栓孔(24)内，所述预埋吊环(22)和

预埋螺栓(27)底端均设置在基础(21)内的钢筋笼(28)上。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通航水域钢桥梁顶推拖拉体系，其特征在于：所述法兰板(25)

与预埋底板(23)上的预埋螺栓(27)配合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通航水域钢桥梁顶推拖拉体系，其特征在于：所述定位钢锚绳

(7)和钢绞线(13)均与浮船(8)的船身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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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航水域钢桥梁顶推拖拉体系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钢桥梁顶推拖拉体系，特别涉及一种通航水域钢桥梁顶推拖

拉体系。

背景技术

[0002] 在桥梁建设中，越来越多新颖的桥梁结构和建桥技术得以应用并取得了卓越的效

益成果。桥梁顶推施工从空中完成跨越，能够克服施工过程中诸多不利因素。目前普遍采用

的是拖拉式顶推施工工艺，但在通航水域钢桥梁顶推拖拉施工中仍存在一些问题：拼装顶

推支架基础工程量大且工期长，浮船拖拉移动慢且易受外力影响而偏离预定方向。

[0003] 因此，目前亟需寻求一种结构简单，可循环利用，且能快速精准完成拖拉的通航水

域钢桥梁顶推拖拉体系显得十分重要。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克服现有技术中的不足，提供一种通航水域钢桥梁顶推拖拉

体系。

[0005] 这种通航水域钢桥梁顶推拖拉体系，包括拼装顶推支架体系和水域浮船定位拖拉

体系，拼装顶推支架体系上方设置钢桥梁；

[0006] 所述拼装顶推支架体系包括轨道、纵箱梁、横梁、钢管柱、连接钢板、剪刀撑、基础、

法兰板和加强肋；所述基础包括预埋吊环、预埋底板、螺栓孔、预埋螺栓和钢筋笼；所述钢管

柱底端设置法兰板和加强肋，钢管柱设置在基础的预埋底板上，所述剪刀撑通过连接钢板

设置在相邻的钢管柱之间，所述横梁设置在钢管柱顶端，所述纵箱梁设置在横梁上方，所述

轨道设置在纵箱梁上方；

[0007] 所述的水域浮船定位拖拉体系包括支承点、承台、预埋钢锚、定位钢锚绳、浮船、临

时固定轨道支承、浮船支架、锚桩、钢绞线、卷扬机、边锚、缆绳、连接杆和定位环，所述承台

设置在河面两岸，所述支承点设置在承台顶端，所述预埋钢锚分别设置在两岸的承台上，所

述定位钢锚绳连接预埋钢锚，所述两个浮船顺桥向布置，并且两个浮船之间通过连接杆相

连，所述浮船支架分别设置在两个浮船上，所述临时固定轨道支承设置在浮船支架上方，所

述锚桩设置在浮船边沿，所述卷扬机设置在拼装顶推支架体系对岸的承台上，卷扬机通过

钢绞线分别与浮船前部的锚桩相连，所述边锚设置在两岸的承台附近，边锚通过缆绳分别

与浮船两侧的锚桩相连，所述定位环设置在连接杆中点下方用于固定定位钢锚绳。

[0008] 作为优选：所述基础为条形基础。

[0009] 作为优选：所述预埋吊环设置在基础两端，所述预埋底板设置在基础上，预埋底板

设置有螺栓孔，所述预埋螺栓设置在预埋底板的螺栓孔内，所述预埋吊环和预埋螺栓底端

均设置在基础内的钢筋笼上。

[0010] 作为优选：所述法兰板与预埋底板上的预埋螺栓配合连接。

[0011] 作为优选：所述定位钢锚绳和钢绞线均与浮船的船身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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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0013] 1、本实用新型采用的钢桥梁拼装顶推支架体系中的预制基础，不但可以节约工

期，而且不需要大面积硬化地面，减少环境污染，循环利用，绿色环保。

[0014] 2、本实用新型采用的水域浮船定位拖拉体系，不但可以实现对钢桥梁的快速顶推

拖拉，减少对河道的通航影响，还可以精确调整控制浮船的移动方向。

附图说明

[0015] 图1是通航水域钢桥梁顶推拖拉体系布置图；

[0016] 图2是钢桥梁拼装顶推支架体系局部示意图；

[0017] 图3是图2的左视图；

[0018] 图4是图3中的A-A断面图；

[0019] 图5是基础局部剖视图；

[0020] 图6是水域浮船定位拖拉体系布置图；

[0021] 图7是连接杆示意图。

[0022] 附图标记说明：1——钢桥梁；2——拼装顶推支架体系；3——地面；4——支承点；

5——承台；6——预埋钢锚；7——定位钢锚绳；8——浮船；9——临时固定轨道支承；

10——浮船支架；11——锚桩；12——河面；13——钢绞线；14——卷扬机；15——轨道；

16——纵箱梁；17——横梁；18——钢管柱；19——连接钢板；20——剪刀撑；21——基础；

22——预埋吊环；23——预埋底板；24——螺栓孔；25——法兰板；26——加强肋；27——预

埋螺栓；28——钢筋笼；29——边锚；30——缆绳；31——连接杆；32——定位环。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描述。下述实施例的说明只是用于帮助理

解本实用新型。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原理

的前提下，还可以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若干改进和修饰，这些改进和修饰也落入本实用新型

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内。

[0024] 所述的通航水域钢桥梁顶推拖拉体系，包括拼装顶推支架体系2和水域浮船定位

拖拉体系，拼装顶推支架体系2上方设置钢桥梁1；

[0025] 所述拼装顶推支架体系2包括轨道15、纵箱梁16、横梁17、钢管柱18、连接钢板19、

剪刀撑20、基础21、法兰板25和加强肋26；所述基础21包括预埋吊环22、预埋底板23、螺栓孔

24、预埋螺栓27和钢筋笼28；所述钢管柱18底端设置法兰板25和加强肋26，钢管柱18设置在

基础21的预埋底板23上，所述剪刀撑20通过连接钢板19设置在相邻的钢管柱18之间，所述

横梁17设置在钢管柱18顶端，所述纵箱梁16设置在横梁17上方，所述轨道15设置在纵箱梁

16上方；

[0026] 所述的水域浮船定位拖拉体系包括支承点4、承台5、预埋钢锚6、定位钢锚绳7、浮

船8、临时固定轨道支承9、浮船支架10、锚桩11、钢绞线13、卷扬机14、边锚29、缆绳30、连接

杆31和定位环32，所述承台5设置在河面12两岸，所述支承点4设置在承台5顶端，所述预埋

钢锚6分别设置在两岸的承台5上，所述定位钢锚绳7连接预埋钢锚6，所述两个浮船8顺桥向

布置，并且两个浮船8之间通过连接杆31相连，所述浮船支架10分别设置在两个浮船8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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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临时固定轨道支承9设置在浮船支架10上方，所述锚桩11设置在浮船8边沿，便于绳索锚

栓，所述卷扬机14设置在拼装顶推支架体系2对岸的承台5上，卷扬机14通过钢绞线13分别

与浮船8前部的锚桩11相连，所述边锚29设置在两岸的承台5附近，边锚29通过缆绳30分别

与浮船8两侧的锚桩11相连，所述定位环32设置在连接杆31中点下方用于固定定位钢锚绳

7。

[0027] 更具体的，所述基础21为条形基础。

[0028] 更具体的，所述预埋吊环22设置在基础21两端，所述预埋底板23设置在基础21上，

预埋底板23设置有螺栓孔24，所述预埋螺栓27设置在预埋底板23的螺栓孔24内，所述预埋

吊环22和预埋螺栓27底端均设置在基础21内的钢筋笼28上。

[0029] 更具体的，所述法兰板25与预埋底板23上的预埋螺栓27配合连接。

[0030] 更具体的，所述定位钢锚绳7和钢绞线13均与浮船8的船身平行。

[0031] 所述的通航水域钢桥梁顶推拖拉体系的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2] 1)预制符合工程承载设计要求的条形钢筋混凝土的基础21，在承台5一侧的地面3

挖掘基坑，夯实后埋设基础21，在基础21上架设钢管柱18，相邻钢管柱18之间焊接连接钢板

19并设置剪刀撑20，在顺桥向的钢管柱18顶端焊接安装横梁17。

[0033] 2)在纵箱梁16上安装轨道15，使用卡板固定，拼装好轨道纵箱梁后，使用吊车吊装

轨道纵箱梁至横梁17上，焊接牢固形成拼装顶推支架体系2。

[0034] 3)在拼装顶推支架体系2上拼装钢桥梁1，钢桥梁1一端置于承台5上方(注意：此时

钢桥梁1与承台5之间未接触，还有一定空间；轨道15上还涂抹润滑油，便于顶推与拖拉)。

[0035] 4)待钢桥梁1拼装完成后在轨道纵箱梁上安装顶推器。

[0036] 5)在靠近拼装顶推支架体系2的河面12上布置两个浮船8，使用连接杆31将两个浮

船8锚固连接成一体，并在浮船8上安装浮船支架10，支架顶端焊接安装临时固定轨道支承

9。

[0037] 6)在河面12另一侧即拼装顶推支架体系2的对岸，将卷扬机14固定在底部预留穿

孔的承台5上，通过钢绞线13将两个浮船8与卷扬机14连接好，形成水域浮船拖拉体系。

[0038] 7)定位钢锚绳7穿过连接杆31上的定位环32，定位钢锚绳7两端固定在两岸的承台

5中的预埋钢锚6上，承台5附近上下游分别安装边锚29，并通过缆绳30连接浮船8的锚桩11，

形成水域浮船定位体系，用于调整控制浮船8移动方向。

[0039] 8)向浮船8中注水，使其沉降至设计高度，启动顶推器开始顶推钢桥梁1，至钢桥梁

1一端凌驾在两个浮船支架10上方，并关闭顶推器，浮船8缓慢排水上升，使临时固定轨道支

承9接触钢桥梁1两侧底端并固定住。

[0040] 9)控制浮船8使钢桥梁1保持水平，启动卷扬机14开始拖拉两个浮船8，利用定位钢

锚绳7和缆绳30微调控制浮船8移动方向；待浮船8靠近对岸的承台5时，关闭卷扬机14，浮船

8抛锚固定，移动顶推器至钢桥梁1后侧，并开启顶推器继续顶推钢桥梁1至对岸的承台5的

支承点4上方。

[0041] 10)浮船8注水下沉，使得钢桥梁1落于承台5的支承点4上，完成钢桥梁1的顶推拖

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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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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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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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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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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