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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混凝土预制管桩便桥结构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出一种混凝土预制管桩便桥

结构，其由下至上依次包括有桥墩管桩、横向承

重梁、纵向承重梁和便桥面层；特别地，桥墩管桩

采用混凝土预制管桩结构、其由预制空心钢管和

填充于预制空心钢管内的混凝土桩芯制成，桥墩

管桩的顶部设有桩顶预埋件，桩顶预埋件具有圆

形预埋钢板和均匀端连接于预埋钢板背面的4根

预埋钢筋，预埋钢筋全插于桥墩管桩的混凝土桩

芯内、使预埋钢板覆盖于桥墩管桩的顶面上；横

向承重梁采用型钢制成、并与桥墩管桩顶部的预

埋钢板焊接连接。本实用新型采用了混凝土预制

管桩材料作为便桥的支承桩，可与工程项目合用

一套钢管桩的材料及机械，具有施工成本低和施

工效率高的特点，还具有易于施工和结构稳固的

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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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混凝土预制管桩便桥结构，其由下至上依次包括有桥墩管桩(1)、横向承重梁

(2)、纵向承重梁(3)和便桥面层(4)；多根桥墩管桩(1)成矩形排列分布成多排横向管桩单

元，每排横向管桩单元包括有2或3根桥墩管桩(1)；多根横向承重梁(2)一一对应的设于横

向管桩单元上、与桥墩管桩(1)的顶部固定连接；3或4列纵向承重梁(3)设于横向承重梁(2)

的上方、其由若干贝雷架(31)沿纵向依次连接构成；便桥面层(4)铺设于纵向承重梁(3)的

上方、其两侧设有桥面护栏(41)；其特征在于：所述桥墩管桩(1)采用混凝土预制管桩结构、

其由预制空心钢管(11)和填充于预制空心钢管(11)内的混凝土桩芯(12)制成，桥墩管桩

(1)的顶部设有桩顶预埋件(5)，所述桩顶预埋件(5)具有圆形预埋钢板(51)和均匀端连接

于预埋钢板(51)背面的4根预埋钢筋(52)，预埋钢筋(52)全插于桥墩管桩(1)的混凝土桩芯

(12)内、使预埋钢板(51)覆盖于桥墩管桩(1)的顶面上；所述横向承重梁(2)采用型钢制成、

并与桥墩管桩(1)顶部的预埋钢板(51)焊接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混凝土预制管桩便桥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桩顶预埋件(5)

的预埋钢筋(52)的末端具有弧形内弯部(53)，4根预埋钢筋(52)的弧形内弯部(53)绕桥墩

管桩(1)的中心轴均匀分布。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混凝土预制管桩便桥结构，其特征在于：每排横向管桩单

元中相邻2根桥墩管桩(1)之间通过外侧弧形箍件(6)、内侧弧形箍件(7)和剪刀撑(8)实现

连接；

所述外侧弧形箍件(6)具有外侧弧形板部和位于外侧弧形板部两端的外侧对接板部

(61)，所述外侧对接板部(61)上具有2或3个外侧对接孔(60)；

所述内侧弧形箍件(7)具有内侧弧形板部、位于内侧弧形板部外壁中部的连接板部

(72)和位于内侧弧形板部两端的内侧对接板部(71)，所述连接板部(72)上具有2或3个连接

孔(73)，所述内侧对接板部(71)上具有2或3个内侧对接孔(70)；

所述剪刀撑(8)由两根十字交叉的槽钢组成、其4个端部分别具有2或3个端孔；

1个外侧弧形箍件(6)的2个外侧对接板部(61)与1个内侧弧形箍件(7)的2个内侧对接

板部(71)对齐，对接螺栓穿过外侧对接孔(60)和内侧对接孔(70)使外侧弧形箍件(6)与内

侧弧形箍件(7)对接成环形边卡箍；

1个内侧弧形箍件(7)的2个内侧对接板部(71)与另1个内侧弧形箍件(7)的2个内侧对

接板部(71)对齐，对接螺栓穿过2个内侧弧形箍件(7)的内侧对接孔(70)使2个内侧弧形箍

件(7)对接成环形中卡箍；

横向管桩单元边部的桥墩管桩(1)上安装有上、下2个环形边卡箍，横向管桩单元中部

的桥墩管桩(1)上安装有上、下2个环形中卡箍，相邻2根桥墩管桩(1)之间设有1个剪刀撑

(8)，剪刀撑(8)的端孔与环形边卡箍上的连接孔(73)或环形中卡箍上的连接孔(73)通过连

接螺栓对齐连接、使相邻2根桥墩管桩(1)紧固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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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混凝土预制管桩便桥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便桥，尤其是一种采用混凝土预制管桩搭建的便桥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在工程施工中，经常会遇到河涌阻隔施工道路的情况，为解决由其引起的交通运

输问题，需在河涌修建钢便桥。通常钢便桥桥墩采用钢管桩作支承桩，如申请号为

201810406194.3公开的，其包括钢管桩顶平联型钢牛腿体系、贝雷主梁与分配梁体系、装配

式整体桥面板铺装及护栏体系三大体系。但是由于目前很多工程项目主体结构地基基础通

常采用了混凝土预制管桩施工，现场有现成的混凝土预制管桩材料和打桩机械，如采用混

凝土预制管桩作为便桥桥墩，则无需再进场一套钢管桩的材料及机械，进而控制施工成本，

因此有必要改进。

发明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出一种混凝土预制管桩便桥结构，其采用了混凝土预制管

桩材料作为便桥的支承桩，可与工程项目合用一套钢管桩的材料及机械，具有施工成本低

和施工效率高的特点，还具有易于施工和结构稳固的特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

[0005] 一种混凝土预制管桩便桥结构，其由下至上依次包括有桥墩管桩、横向承重梁、纵

向承重梁和便桥面层；多根桥墩管桩成矩形排列分布成多排横向管桩单元，每排横向管桩

单元包括有2或3根桥墩管桩；多根横向承重梁一一对应的设于横向管桩单元上、与桥墩管

桩的顶部固定连接；3或4列纵向承重梁设于横向承重梁的上方、其由若干贝雷架沿纵向依

次连接构成；便桥面层铺设于纵向承重梁的上方、其两侧设有桥面护栏；其特征在于：所述

桥墩管桩采用混凝土预制管桩结构、其由预制空心钢管和填充于预制空心钢管内的混凝土

桩芯制成，桥墩管桩的顶部设有桩顶预埋件，所述桩顶预埋件具有圆形预埋钢板和均匀端

连接于预埋钢板背面的4根预埋钢筋，预埋钢筋全插于桥墩管桩的混凝土桩芯内、使预埋钢

板覆盖于桥墩管桩的顶面上；所述横向承重梁采用型钢制成、并与桥墩管桩顶部的预埋钢

板焊接连接。

[0006] 优化方案，本实用新型中，所述桩顶预埋件的预埋钢筋的末端具有弧形内弯部，4

根预埋钢筋的弧形内弯部绕桥墩管桩的中心轴均匀分布。

[0007] 进一步优化方案，本实用新型中，每排横向管桩单元中相邻2根桥墩管桩之间通过

外侧弧形箍件、内侧弧形箍件和剪刀撑实现连接。

[0008] 所述外侧弧形箍件具有外侧弧形板部和位于外侧弧形板部两端的外侧对接板部，

所述外侧对接板部上具有2或3个外侧对接孔。

[0009] 所述内侧弧形箍件具有内侧弧形板部、位于内侧弧形板部外壁中部的连接板部和

位于内侧弧形板部两端的内侧对接板部，所述连接板部上具有2或3个连接孔，所述内侧对

接板部上具有2或3个内侧对接孔。

说　明　书 1/3 页

3

CN 213681677 U

3



[0010] 所述剪刀撑由两根十字交叉的槽钢组成、其4个端部分别具有2或3个端孔。

[0011] 1个外侧弧形箍件的2个外侧对接板部与1个内侧弧形箍件的2个内侧对接板部对

齐，对接螺栓穿过外侧对接孔和内侧对接孔使外侧弧形箍件与内侧弧形箍件对接成环形边

卡箍。

[0012] 1个内侧弧形箍件的2个内侧对接板部与另1个内侧弧形箍件的2个内侧对接板部

对齐，对接螺栓穿过2个内侧弧形箍件的内侧对接孔使2个内侧弧形箍件对接成环形中卡

箍。

[0013] 横向管桩单元边部的桥墩管桩上安装有上、下2个环形边卡箍，横向管桩单元中部

的桥墩管桩上安装有上、下2个环形中卡箍，相邻2根桥墩管桩之间设有1个剪刀撑，剪刀撑

的端孔与环形边卡箍上的连接孔或环形中卡箍上的连接孔通过连接螺栓对齐连接、使相邻

2根桥墩管桩紧固连接。

[0014] 本实用新型具有以下实质性特点和进步：

[0015] 1、本实用新型的便桥结构采用了混凝土预制管桩材料作为便桥的支承桩，与目前

工程项目的主体结构地基基础——混凝土预制管桩一样，因此可与工程项目合用一套钢管

桩的材料及机械，进而有效控制施工成本及提高施工效率。

[0016] 2、本实用新型的便桥结构通过桩顶预埋件实现桥墩管桩与横向承重梁的紧固连

接，具有结构简单、连接牢固和易于施工的特点。进一步，桩顶预埋件的预埋钢筋的末端采

用弯曲的弧形内弯部，加强桩顶预埋件与桥墩管桩的连接紧固性，有效确保本实用新型的

便桥结构的稳固性。

[0017] 3、常用的钢管桩桥墩之间会通过钢牛腿焊接剪刀撑，加强同一横断面几根桥墩的

整体刚度，但是本实用新型采用的桥墩管桩为混凝土预制管桩，其无法直接焊接剪刀撑构

件，容易造成单根桥墩的失稳，因此，本实用新型通过在混凝土预制管桩外侧增加钢制卡

箍，卡紧桥墩管桩后，再用螺栓连接剪刀撑，能有效确保本实用新型的便桥结构的整体稳定

性。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混凝土预制管桩便桥结构的纵断面示意图。

[0019]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混凝土预制管桩便桥结构的横断面示意图。

[0020]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混凝土预制管桩便桥结构中横向承重梁与桥墩管桩1的连接

节点示意图。

[0021] 图4为本实用新型的混凝土预制管桩便桥结构中桩顶预埋件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5和图6为本实用新型的混凝土预制管桩便桥结构中内侧弧形箍件的结构示意

图。

[0023] 图7为本实用新型的混凝土预制管桩便桥结构中外侧弧形箍件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8为本实用新型的混凝土预制管桩便桥结构中环形中卡箍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9为本实用新型的混凝土预制管桩便桥结构中环形边卡箍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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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实施例

[0028] 参考图1至图9，一种混凝土预制管桩便桥结构，其由下至上依次包括有桥墩管桩

1、横向承重梁2、纵向承重梁3和便桥面层4。

[0029] 多根桥墩管桩1成矩形排列分布成多排横向管桩单元，每排横向管桩单元包括有3

根桥墩管桩1。如图3，所述桥墩管桩1采用混凝土预制管桩结构、其由预制空心钢管11和填

充于预制空心钢管11内的混凝土桩芯12制成，桥墩管桩1的顶部设有桩顶预埋件5，如图4，

所述桩顶预埋件5具有圆形预埋钢板51和均匀端连接于预埋钢板51背面的4根预埋钢筋52，

预埋钢筋52的末端具有弧形内弯部53，4根预埋钢筋52的弧形内弯部53绕桥墩管桩1的中心

轴均匀分布。预埋钢筋52全插于桥墩管桩1的混凝土桩芯12内、使预埋钢板51覆盖于桥墩管

桩1的顶面上。

[0030] 每排横向管桩单元中相邻2根桥墩管桩1之间通过外侧弧形箍件6、内侧弧形箍件7

和剪刀撑8实现连接。

[0031] 如图7，所述外侧弧形箍件6具有外侧弧形板部和位于外侧弧形板部两端的外侧对

接板部61，所述外侧对接板部61上具有2个外侧对接孔60。如图6，所述内侧弧形箍件7具有

内侧弧形板部、位于内侧弧形板部外壁中部的连接板部72和位于内侧弧形板部两端的内侧

对接板部71，所述连接板部72上具有2或3个连接孔73，所述内侧对接板部71上具有2或3个

内侧对接孔70；所述剪刀撑8由两根十字交叉的槽钢组成、其4个端部分别具有2或3个端孔。

[0032] 如图9，1个外侧弧形箍件6的2个外侧对接板部61与1个内侧弧形箍件7的2个内侧

对接板部71对齐，对接螺栓穿过外侧对接孔60和内侧对接孔70使外侧弧形箍件6与内侧弧

形箍件7对接成环形边卡箍。

[0033] 如图8，1个内侧弧形箍件7的2个内侧对接板部71与另1个内侧弧形箍件7的2个内

侧对接板部71对齐，对接螺栓穿过2个内侧弧形箍件7的内侧对接孔70使2个内侧弧形箍件7

对接成环形中卡箍。

[0034] 如图2，横向管桩单元边部的桥墩管桩1上安装有上、下2个环形边卡箍，横向管桩

单元中部的桥墩管桩1上安装有上、下2个环形中卡箍，相邻2根桥墩管桩1之间设有1个剪刀

撑8，剪刀撑8的端孔与环形边卡箍上的连接孔73或环形中卡箍上的连接孔73通过连接螺栓

对齐连接、使相邻2根桥墩管桩1紧固连接。

[0035] 如图1和图2，多根横向承重梁2一一对应的设于横向管桩单元上、与桥墩管桩1的

顶部固定连接。所述横向承重梁2采用型钢制成、并与桥墩管桩1顶部的预埋钢板51焊接连

接。4列纵向承重梁3设于横向承重梁2的上方、其由若干贝雷架31沿纵向依次连接构成。便

桥面层4铺设于纵向承重梁3的上方、其两侧设有桥面护栏41。

[0036] 本实用新型的混凝土预制管桩便桥结构采用了混凝土预制管桩材料的便桥支承

桩，可与工程项目合用一套钢管桩的材料及机械，进而有效控制施工成本及提高施工效率；

同时通过桩顶预埋件实现桥墩管桩与横向承重梁的紧固连接，以及通过在混凝土预制管桩

外侧增加钢制卡箍、再连接剪刀撑，能有效确保本实用新型的便桥结构的整体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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