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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桥梁拱肋的提升合拢装

置，通过在拱脚侧拱肋拼装支架上拼装拱脚侧拱

肋；在拱肋提升段拼装支架上拼装拱肋提升段；

解决了现有技术中主桥部分的拱肋段与引桥施

工相互干扰不能同时进行施工的问题；拱脚侧拱

肋和拱肋提升段可同时进行安装，可以缩短拱肋

的施工工期，加快施工进度；所述拱肋提升段的

支撑高度低于拱肋提升段的设计标高；然后通过

提升系统将拱肋提升段吊装提升至设计标高；与

传统缆索吊装施工方法相比一方面减少了高空

作业的任务量，另一方面提升系统稳定性高，定

位精度高，减少提升过程中拱肋在水平方向和竖

向方向变形量，减少了拱肋安装位置纠偏量,提

高了施工的安全性和安装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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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桥梁拱肋的提升合拢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桥梁包括桥面系（1）和拱肋；所述

拱肋包括拱肋提升段（201）、两个拱脚侧拱肋（202）和两个拱肋合拢段（203）；所述拱肋提升

段（201）位于桥面系（1）中段；所述两个拱脚侧拱肋（202）分别位于桥面系（1）的两端；每个

拱脚侧拱肋（202）通过一个拱肋合拢段（203）连接在拱肋提升段（201）的一端；

所述拱肋提升段（201）包括两个肋体（2011）；两个所述肋体（2011）沿横桥向对称布置，

并分别向内侧倾斜；

所述拱肋提升段（201）上沿纵桥向对称设置一对水平对拉吊耳（201a）；所述一对水平

对拉吊耳（201a）之间设置有系杆（201b）；通过对所述系杆（201b）张拉和卸载，减小拱肋提

升段（201）变形；

所述提升合拢装置包括

两个拱脚侧拱肋拼装支架（3）；两个所述拱脚侧拱肋拼装支架（3）分别安装在桥面系

（1）的两端，每个拱脚侧拱肋拼装支架（3）用于将一个拱脚侧拱肋（202）支撑于设计标高并

拼装；

一个拱肋提升段拼装支架（4）；所述拱肋提升段拼装支架（4）安装在桥面系（1）的中段，

用于拱肋提升段（201）的支撑及拼装；所述拱肋提升段（201）的支撑高度低于拱肋提升段

（201）的设计标高；所述拱肋提升段拼装支架（4）包括支架主体（401）和固定在支架主体

（401）顶部的防偏结构；所述防偏结构与肋体（2011）的内侧端面相接；

提升系统；所述提升系统固定于地面上，用于将拱肋提升段（201）吊装提升至设计标

高；

起重设备（6）；所述起重设备（6）用于将拱脚侧拱肋（202）吊装并置于拱脚侧拱肋拼装

支架（3）上；以及将拱肋提升段（201）吊装并置于拱肋提升段拼装支架（4）上；以及用于在将

拱肋提升段（201）提升至设计标高后，将拱肋合拢段（203）吊装就位，连接拱肋提升段（201）

与拱脚侧拱肋（202），完成拱肋的拼装；

拱肋支撑结构（7）；所述拱肋支撑结构（7）用于将拼装完毕的拱肋支撑加固在桥面系

（1）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桥梁拱肋的提升合拢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系杆（201b）的两

端分别通过锚具连接器（201e）连接一个水平对拉吊耳（201a）。

3.根据权利要2所述的桥梁拱肋的提升合拢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提升系统为两个，

沿拱肋提升段（201）的中心对称布置。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桥梁拱肋的提升合拢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拱肋提升段

（201）上设置有扁担梁（201c）；所述扁担梁（201c）与所述提升系统一一对应布置；所述扁担

梁（201c）设置有提升吊耳（201d），用于连接提升系统。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桥梁拱肋的提升合拢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提升系统包括墩

承台（501）、提升支架（502）和动力装置（503）；所述墩承台（501）置于地面上；所述提升支架

（502）固定在墩承台（501）上；所述动力装置（503）安装在提升支架（502）顶部。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桥梁拱肋的提升合拢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防偏结构包括支

腿（402a）和支杆（402b）；所述支腿（402a）固定在支架主体（401）顶部；所述支腿（402a）靠近

肋体（2011）的端面平行于对应的肋体（2011）的内侧端面；所述支腿（402a）靠近肋体（2011）

的端面垂直于支杆（402b）；所述支杆（402b）的一端固定在支腿（402a）的靠近肋体（2011）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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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面上；所述支杆（402b）的另一端与肋体（2011）的内侧端面相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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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桥梁拱肋的提升合拢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桥梁施工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桥梁拱肋的提升合拢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拱肋是拱桥主拱圈的骨架，现有的拱肋安装方法大致分为：满堂支架施工法、转体

施工法以及缆索吊装施工法。其中满堂支架施工法适用于跨度较小且没有通航要求的拱

桥，转体施工法和缆索吊装施工法高空作业多，施工风险大，且必须待主梁完成后方可施工

拱肋，施工关键线路时间长。

[0003] 在公开号为CN101672011A的专利文件中，公开了一种钢管拱肋竖向提升方法，该

专利将拱肋分成两个边段和中段合拢段，以边段拱脚的拱铰为转动点竖向提升钢管拱肋的

两个边段,达到设定位置后,采用临时支撑将两个边段分别稳定在两个提升塔架，上提升钢

管拱肋的中段合拢段。该发明专利的中段合拢段较短，只能包括部分风撑结构或不包含风

撑结构，对拱肋及风撑结构的整体性不利，且中段合拢段吊装时的稳定性较差。

[0004] 在公开号为CN102071644A的专利文件中，公开了一种桥梁拱肋整体提升安装方

法，该专利通过在主墩或拱脚处设置起吊支架,与拱肋的两端对应后对拱肋进行吊装,而不

需要在桥梁的中部设置。该方法的提升支架位于主墩处，且提升支架设置有前后缆风，提升

过程中会造成边拱处的结构受力复杂且不利。

[0005] 在公开号为CN102561191A的专利文件，公开了一种拱桥拱肋的整体提升系统及施

工方法，该专利包括拱桥的三角刚架、提升站、拱肋支架、整体拱肋以及用于运送整体拱肋

的驳船,三角刚架固定架设在桥墩上,对称布置在拱桥主跨的两侧,提升站分别设置在两个

三角刚架上,拱肋支架架设在驳船上承托所述的整体拱肋,整体拱肋经提升后与拱肋合拢

段合拢固定,构成整体拱桥。该发明专利的拱肋支架架设在驳船上，运输风险较高，且该方

法采用先拱后梁施工法，不适用于刚性系杆拱桥。

发明内容

[0006] 发明目的：本发明提出一种桥梁拱肋的提升合拢装置，简化拱肋安装施工的过程，

缩短拱肋的施工工期，提高施工安全性，保证拱肋在提升过程中的稳定性和精度，从而实现

精确合拢保证线形。

[0007] 技术方案：本发明提出一种桥梁拱肋的提升合拢装置，所述桥梁包括桥面系和拱

肋；所述拱肋包括拱肋提升段、两个拱脚侧拱肋和两个拱肋合拢段；所述拱肋提升段位于桥

面系中段；所述两个拱脚侧拱肋分别位于桥面系的两端；每个拱脚侧拱肋通过一个拱肋合

拢段连接在拱肋提升段的一端；

所述拱肋提升段包括两个肋体；两个所述肋体沿横桥向对称布置，并分别向内侧倾斜；

所述拱肋提升段上沿纵桥向对称设置一对水平对拉吊耳；所述一对水平对拉吊耳之间

设置有系杆；通过对所述系杆张拉和卸载，减小拱肋提升段变形；

所述提升合拢装置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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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拱脚侧拱肋拼装支架；两个所述拱脚侧拱肋拼装支架分别安装在桥面系的两端，

每个拱脚侧拱肋拼装支架用于将一个拱脚侧拱肋支撑于设计标高并拼装；

一个拱肋提升段拼装支架；所述拱肋提升段拼装支架安装在桥面系的中段，用于拱肋

提升段的支撑及拼装；所述拱肋提升段的支撑高度低于拱肋提升段的设计标高；所述拱肋

提升段拼装支架包括支架主体和固定在支架主体顶部的防偏结构；所述防偏结构与肋体的

内侧端面相接；

提升系统；所述提升系统固定于地面上，用于将拱肋提升段吊装提升至设计标高；

起重设备；所述起重设备用于将拱脚侧拱肋吊装并置于拱脚侧拱肋拼装支架上；以及

将拱肋提升段吊装并置于拱肋提升段拼装支架上；以及用于在将拱肋提升段提升至设计标

高后，将拱肋合拢段吊装就位，连接拱肋提升段与拱脚侧拱肋，完成拱肋的拼装；

拱肋支撑结构；所述拱肋支撑结构用于将拼装完毕的拱肋支撑加固在桥面系上。

[0008] 进一步，所述系杆的两端分别通过锚具连接器连接一个水平对拉吊耳。

[0009] 进一步，所述提升系统为两个，沿拱肋提升段的中心对称布置。

[0010] 进一步，所述拱肋提升段上设置有扁担梁；所述扁担梁与所述提升系统一一对应

布置；所述扁担梁设置有提升吊耳，用于连接提升系统。

[0011] 进一步，所述提升系统包括墩承台、提升支架和动力装置；所述墩承台置于地面

上；所述提升支架固定在墩承台上；所述动力装置安装在提升支架顶部。

[0012] 进一步，所述防偏结构包括支腿和支杆；所述支腿固定在支架主体顶部；所述支腿

靠近肋体的端面平行于对应的肋体的内侧端面；所述支腿靠近肋体的端面垂直于支杆；所

述支杆的一端固定在支腿的靠近肋体的端面上；所述支杆的另一端与肋体的内侧端面相

接。

[0013] 有益效果：通过在拱脚侧拱肋拼装支架上拼装拱脚侧拱肋；在拱肋提升段拼装支

架上拼装拱肋提升段；解决了现有技术中主桥部分的拱肋段与引桥施工相互干扰不能同时

进行施工的问题；本发明的拱脚侧拱肋和拱肋提升段可同时进行安装，可以缩短拱肋的施

工工期，加快施工进度；

所述拱肋提升段的支撑高度低于拱肋提升段的设计标高；然后通过提升系统将拱肋提

升段吊装提升至设计标高；与传统缆索吊装施工方法相比一方面减少了高空作业的任务

量，另一方面提升系统稳定性高，定位精度高，减少提升过程中拱肋在水平方向和竖向方向

变形量，减少了拱肋安装位置纠偏量,提高了施工的安全性和安装精度，从而实现精确合拢

保证线形的目的；

拱肋支撑结构增加了结构安装的稳定性,实现拱肋结构传力合理；适用于刚性系杆桥

梁；保证在分级卸载系杆、张拉拱肋吊索等施工过程中帮助拱肋分担受力、起到支撑的作

用，可以减小拱肋在施工过程中拱肋竖向变形量，确保成桥时拱肋线形合理；

通过临时系杆的张拉能够使拱肋在提升过程中受力更加合理，减小拱顶的竖向变形以

及拱肋两端的水平变形，便于控制调整拱肋标高及线形；通过分级卸载可以确保卸载过程

中拱肋两侧受力对称，避免出现拱肋受力不均所造成的残余变形。并且分级卸载能够使整

个主桥与钢支撑形成桁架体系，形成一个整体结构，通过自身构造可平衡施工过程中结构

产生的水平力；

所述防偏结构可进行拱肋提升段定位，防止拱肋提升段左右偏移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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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4] 图1是本发明的拱脚侧拱肋和拱肋提升段拼装阶段示意图；

图2是本发明的拱肋提升段竖向提升及合拢阶段示意图；

图3是本发明的拱肋支撑结构示意图；

图4是本发明的扁担梁的结构示意图；

图5是本发明的系杆的结构示意图；

图6是本发明的拱肋提升段安装在拱肋提升段拼装支架上的横截面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如图1所示，本发明提供的一种桥梁拱肋的提升合拢装置，所述桥梁包括桥面系1

和拱肋。

[0016] 桥面系1是节段拼装结构，不包括桥面铺装结构，由钢箱纵梁、中横梁、端横梁T形

小纵梁以及桥面板组成。

[0017] 所述拱肋包括拱肋提升段201、两个拱脚侧拱肋202和两个拱肋合拢段203；所述拱

肋提升段201位于桥面系1中段；所述两个拱脚侧拱肋202分别位于桥面系1的两端；每个拱

脚侧拱肋202通过一个拱肋合拢段203连接在拱肋提升段201的一端。拱肋提升段201以及两

个拱脚侧拱肋202均是节段拼装结构，其中拱肋提升段201包括风撑结构；所述拱肋合拢段

203实际长度较设计长度长10%。

[0018] 如图4和图5，所述拱肋提升段201上沿纵桥向对称设置一对水平对拉吊耳201a；所

述一对水平对拉吊耳201a之间设置有系杆201b；所述系杆201b的两端分别通过锚具连接器

201e连接一个水平对拉吊耳201a，通过对所述系杆201b张拉和卸载，减小拱肋提升段201变

形；可借助张拉千斤顶，通过锚具连接器201e进行张拉。所述拱肋提升段201上设置有扁担

梁201c；所述扁担梁201c与所述提升系统一一对应布置；所述扁担梁201c设置有提升吊耳

201d。

[0019] 所述提升合拢装置包括：

两个拱脚侧拱肋拼装支架3；两个所述拱脚侧拱肋拼装支架3分别安装在桥面系1的两

端，每个拱脚侧拱肋拼装支架3用于将一个拱脚侧拱肋202支撑于设计标高并拼装。拱脚侧

拱肋拼装支架3管柱间采用I14工字钢连接系焊接连接，钢管桩顶上横梁采用规格为HM440

×300mm的H型钢，H型钢上放置273×7mm调节短管对拱肋进行抄垫。

[0020] 一个拱肋提升段拼装支架4；所述拱肋提升段拼装支架4安装在桥面系1的中段，用

于拱肋提升段201的支撑及拼装；所述拱肋提升段201的支撑高度低于拱肋提升段201的设

计标高。拱肋提升段拼装支架4顶部先采用HM440×300型钢作为纵向支撑垫梁，再在其上横

桥向布置工14分配梁作为风撑胎架基础，工14横向分配梁上布置胎架模板，从而实现风撑

纵向竖曲线制作。

[0021] 两个提升系统，且沿拱肋提升段201的中心对称布置；所述提升系统包括墩承台

501、提升支架502和动力装置503；所述墩承台501置于地面上，且每个墩承台501中心位置

与一个提升吊耳201d位置相对应；所述提升支架502通过预埋锚栓栓接固定在墩承台501

上，提升支架502顶部纵向采用箱型横梁作为动力装置503的放置平台；所述提升支架502钢

管桩间采用钢管连接系焊接连接，并且提升架502的顶面距离底面高度＞1.4倍矢高，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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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装净空要求；所述动力装置503连接提升吊耳201d，将拱肋提升段201吊装提升至设计标

高。

[0022] 动力装置503采用计算机控制液压同步提升技术，由钢绞线及提升油缸集群、液压

泵站、传感检测及计算机控制和远程监视系统组成，具有提升重量、跨度、面积不受限制，提

升系统具有毫米级的微调功能、能实现空中垂直精确定位，设备体积小，自重轻，承载能力

大等特点。

[0023] 起重设备6；所述起重设备6用于将拱脚侧拱肋202吊装并置于拱脚侧拱肋拼装支

架3上；以及将拱肋提升段201吊装并置于拱肋提升段拼装支架4上；以及用于在将拱肋提升

段201提升至设计标高后，将拱肋合拢段203吊装就位，连接拱肋提升段201与拱脚侧拱肋

202，完成拱肋的拼装。

[0024] 具体的，起重设备6采用以下三种设备：50t门式起重机、240t汽车吊以及50t汽车

吊。其中，50t门式起重机施工用于拼装区全部的分段吊装；240t汽车吊用于超出门式起重

机30m高度以上的拱肋分段；  50t汽车吊主要用于临时支架安装、辅助施工作业。

[0025] 拱肋支撑结构7；所述拱肋支撑结构7用于将拼装完毕的拱肋支撑加固在桥面系1

上。拱肋支撑结构7包含多组，纵桥向对称设置在桥梁两侧，呈三角形或A字型，其上部与拱

肋上部采用钢管相贯线焊接连接，并对拱肋箱内增设20mm加劲板；其下部与桥面系1连接则

利用与桥面系1自身拉索吊耳采用铰接连接形式连接。拱肋支撑结构7可以保证在分级卸载

拱肋临时系杆、张拉拱肋吊索等施工过程中帮助拱肋分担受力、起到支撑的作用，可以减小

拱肋在施工过程中拱肋竖向变形量，确保成桥时拱肋线形合理。

[0026] 如图4，所述拱肋提升段201包括两个肋体2011；两个所述肋体2011沿横桥向对称

布置，并分别向内侧倾斜。

[0027] 如图6，所述拱肋提升段拼装支架4包括支架主体401和固定在支架主体401顶部的

防偏结构；所述防偏结构与肋体2011的内侧端面相接。

[0028] 所述防偏结构包括支腿402a和支杆402b；所述支腿402a固定在支架主体401顶部；

所述支腿402a靠近肋体2011的端面平行于对应的肋体2011的内侧端面；所述支腿402a靠近

肋体2011的端面垂直于支杆402b；所述支杆402b的一端固定在支腿402a的靠近肋体2011的

端面上；所述支杆402b的另一端与肋体2011的内侧端面相接。所述防偏结构可分别设置在

两个肋体2011的内侧，分别对两个肋体2011进行定位，防止拱肋提升段201左右偏移倾斜。

[0029] 拱脚侧拱肋202的结构与拱肋提升段201的结构相似，也可拱脚侧拱肋拼装支架3

上设置类似的防偏结构。

[0030] 上述提升合拢装置的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S1、吊装桥面系1各节段，从桥两端向中间拼装直至合拢，完成桥面系1铺装；当桥面系1

与提升系统位置冲突时，可预留提升系统位置梁段不进行安装；然后通过起重设备6，在桥

面系1上安装拱脚侧拱肋拼装支架3和拱肋提升段拼装支架4；并在地面上安装提升系统；

S2、如图1，通过起重设备6吊装两个拱脚侧拱肋202，每个拱脚侧拱肋（202）各节段置于

一个拱脚侧拱肋拼装支架3上并进行拼装；吊装拱肋提升段201各节段，并在拱肋提升段拼

装支架4上进行拼装；

S3、待拱肋提升段201拼装成整体后，连接水平对拉吊耳201a与系杆201b，并进行第一

级张拉使系杆201b预紧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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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4、通过提升系统将拱肋提升段201吊装提升；当拱肋提升段201刚好离开拱肋提升段

拼装支架4时，进行第二级张拉，对称张拉系杆201b至控制应力，减小拱肋提升段201因为提

升力造成的变形和受力的影响；再继续将拱肋提升段201吊装提升至设计标高；并将拱肋提

升段201端部与拱脚侧拱肋202端部调整相对位置后固定牢靠；具体的，可以通过手葫芦将

拱肋提升段201端部与已拼装的拱脚侧拱肋202端部调整相对位置，然后临时固定牢靠；

当扁担梁201c与提升支架502的纵向连接系位置上存在冲突，临时拆除连接系，然后继

续提升后，超过连接系位置后，恢复连接系杆件连接，确保提升支架502整体稳定性；

S5、如图2，采用起重设备6吊装拱肋合拢段203，每个拱脚侧拱肋202通过一个拱肋合拢

段203连接在拱肋提升段201的一端，完成合拢后，拆除拱肋提升段拼装支架4；具体的，拱肋

合拢段203实际长度较设计设计长10%，并采用现场配切再焊接合拢，通过2天的时间对合拢

段不同时段长度进行观测，确定最终拱肋合拢段4长度；

昼夜交替时，升温与降温过程中，拱肋对温度极其敏感，存在较大的热胀冷缩现象，临

时合龙锁定应力变化较快；故合拢时应选择外界气温稳定且左右无阳光偏晒的条件下实测

合龙段误差和结构轴线偏差，再利用火焰切割法进行现场精确测量切割，在晚上凌晨2：00

气温稳定时段进行现场焊接施工；对于拱肋及风撑提升后左右南北共4个合龙段，先进行北

岸侧2个合龙段施工，持续观测2天后，再完成南侧2个合龙段焊接，合龙时应做好同步焊接

固定；

S6、如图3，设置拱肋支撑结构7将拼装完毕的拱肋支撑加固在桥面系1上；

S7、同步放张系杆201b，进行分级卸载；卸载分五级，每级卸载力为20%张拉力，系杆

201b两端对称同步卸载，系杆201b两端卸载到同一等级荷载后，再继续卸载下一等级荷载，

直至全部卸载完成；通过系杆201b的张拉能够使拱肋在提升过程中受力更加合理，减小拱

顶的竖向变形以及拱肋两端的水平变形，便于控制调整拱肋标高及线形；通过分级卸载可

以确保卸载过程中拱肋两侧受力对称，避免出现拱肋受力不均所造成的残余变形。并且分

级卸载能够使整个主桥与钢支撑形成桁架体系，形成一个整体结构，通过自身构造可平衡

施工过程中结构产生的水平力；

S8、拆除提升系统、拱脚侧拱肋拼装支架3和系杆201b；

S9、连接桥面系1与拱肋，并拆除拱梁支撑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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