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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的涉及一种海域现浇箱梁施工

支架，包括；若干个纵向排列的桥墩，个数比桥墩

个数少一个且一一对应设于相邻两个桥墩之间

的钢管墩，个数与桥墩个数相同且一一对应装于

桥墩上的抱箍式支承组件，若干个横向并列设置

且装于钢管墩和抱箍支承组件上的贝雷梁，设于

贝雷梁上端的分配梁组，设于分配梁组上端且上

端高于桥墩上端的碗扣支架；碗扣支架设有与桥

墩相对且底面与桥墩的上端齐平的箱梁容置纵

向凹陷。所述的海域现浇箱梁施工支架适用于海

域现浇箱梁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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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海域现浇箱梁施工支架，包括；若干个纵向排列的桥墩，其特征是，所述的海域

现浇箱梁施工支架还包括：个数比桥墩个数少一个且一一对应设于相邻两个桥墩之间的钢

管墩，个数与桥墩个数相同且一一对应装于桥墩上的抱箍式支承组件，若干个横向并列设

置且装于钢管墩和抱箍支承组件上的贝雷梁，设于贝雷梁上端的分配梁组，设于分配梁组

上端且上端高于桥墩上端的碗扣支架；碗扣支架设有与桥墩相对且底面与桥墩的上端齐平

的箱梁容置纵向凹陷。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海域现浇箱梁施工支架，其特征是：所述的钢管墩包括；若干

个纵向排列的子墩；子墩包括；若干个横向排列的钢管桩，装于钢管桩上端的承重横梁；相

邻的两个钢管桩之间设有若干个上下排列的平联剪刀撑；贝雷梁下端与承重横梁上端连

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海域现浇箱梁施工支架，其特征是：所述的平联剪刀撑包括；

两个交叉设置且两端各设有一个平联件的撑杆，与相邻的两个钢管桩一一对应连接的两个

上牛腿和两个下牛腿；位于撑杆上端的平联件与上牛腿一一对应连接；位于撑杆下端的平

联件与下牛腿一一对应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海域现浇箱梁施工支架，其特征是：所述的钢管桩上端设有宽

度与承重横梁宽度适配的横向凹槽，承重横梁的下端嵌入横向凹槽且与钢管桩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或2或3或4所述的海域现浇箱梁施工支架，其特征是：所述的桥墩包

括；箱梁支承横梁，若干个横向排列且上端支承住箱梁支承横梁的墩柱；抱箍式支承组件包

括；个数与墩柱个数相同且一一对应装于墩柱上的抱箍，两个分别设于桥墩前侧和后侧的

贝雷梁支承横梁；抱箍设有两个与两个贝雷梁支承横梁下端一一对应连接的支承牛腿；贝

雷梁下端与贝雷梁支承横梁上端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1或2或3或4所述的海域现浇箱梁施工支架，其特征是：所述的分配梁

组包括多个纵向并列设置且分别与贝雷梁上端连接的分配梁，相邻的两个分配梁之间连接

有纵向钢筋组和铺设于纵向钢筋组上的用于防止落物的毛竹片或模板。

7.根据权利要求1或2或3或4所述的海域现浇箱梁施工支架，其特征是：所述的碗扣支

架的箱梁容置纵向凹陷的底部设有工字钢纵楞、与工字钢纵楞连接的方木横楞，在工字钢

纵楞和方木横楞上铺设高强竹胶板；碗扣支架设有竖向剪刀撑和水平剪刀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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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域现浇箱梁施工支架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现浇箱梁施工设备领域，尤其是一种海域现浇箱梁施工支架。

背景技术

[0002] 中国专利申请号：201711389770.X 的发明公开了一种现浇箱梁用整体落地模架，

包括在相邻桥墩中心线两端对称设置的前支架和后支架，模板底横梁上连接有带支承的箱

梁外模，模板底横梁上部远离桥墩中心位置设置有配重，前支架和后支架均包括架体，主升

降油缸固定在横向滑枕梁上，横向滑枕梁下部设置有横向连梁且二者能够相对滑动，横向

连梁和横向滑枕梁间设置有横向调节油缸。该现浇箱梁用整体落地模架存在不适用于海域

现浇箱梁施工的不足，因此，设计一种适用于海域现浇箱梁施工的海域现浇箱梁施工支架，

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为了克服目前的现浇箱梁用整体落地模架存在不适用于海

域现浇箱梁施工的不足，提供一种适用于海域现浇箱梁施工的海域现浇箱梁施工支架。

[0004] 本实用新型的具体技术方案是：

[0005] 一种海域现浇箱梁施工支架，包括；若干个纵向排列的桥墩，个数比桥墩个数少一

个且一一对应设于相邻两个桥墩之间的钢管墩，个数与桥墩个数相同且一一对应装于桥墩

上的抱箍式支承组件，若干个横向并列设置且装于钢管墩和抱箍支承组件上的贝雷梁，设

于贝雷梁上端的分配梁组，设于分配梁组上端且上端高于桥墩上端的碗扣支架；碗扣支架

设有与桥墩相对且底面与桥墩的上端齐平的箱梁容置纵向凹陷。所述的海域现浇箱梁施工

支架使用时,  钢管墩的钢管插入海域中,通过装于桥墩上的抱箍式支承组件和钢管墩支承

贝雷梁、分配梁组、碗扣支架，在碗扣支架的箱梁容置纵向凹陷中进行现浇箱梁施工，适用

于海域现浇箱梁施工。

[0006] 作为优选，所述的钢管墩包括；若干个纵向排列的子墩；子墩包括；若干个横向排

列的钢管桩，装于钢管桩上端的承重横梁；相邻的两个钢管桩之间设有若干个上下排列的

平联剪刀撑；贝雷梁下端与承重横梁上端连接。钢管墩的钢管桩利于插入海域中，承重横梁

和平联剪刀撑利于钢管墩的稳固且提高强度和刚度。

[0007] 所述的平联剪刀撑包括；两个交叉设置且两端各设有一个平联件的撑杆，与相邻

的两个钢管桩一一对应连接的两个上牛腿和两个下牛腿；位于撑杆上端的平联件与上牛腿

一一对应连接；位于撑杆下端的平联件与下牛腿一一对应连接。

[0008] 作为优选，所述的钢管桩上端设有宽度与承重横梁宽度适配的横向凹槽，承重横

梁的下端嵌入横向凹槽且与钢管桩连接。平联剪刀撑的撑杆通过平联件与连接于钢管桩上

的上牛腿和下牛腿连接，制作和安装方便。

[0009] 作为优选，所述的桥墩包括；箱梁支承横梁，若干个横向排列且上端支承住箱梁支

承横梁的墩柱；抱箍式支承组件包括；个数与墩柱个数相同且一一对应装于墩柱上的抱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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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分别设于桥墩前侧和后侧的贝雷梁支承横梁；抱箍设有两个与两个贝雷梁支承横梁下

端一一对应连接的支承牛腿；贝雷梁下端与贝雷梁支承横梁上端连接。抱箍式支承组件的

抱箍装于墩柱上利于装拆，贝雷梁支承横梁装于抱箍的支承牛腿上连接稳固。

[0010] 作为优选，所述的分配梁组包括多个纵向并列设置且分别与贝雷梁上端连接的分

配梁，相邻的两个分配梁之间连接有纵向钢筋组和铺设于纵向钢筋组上的用于防止落物的

毛竹片或模板。与贝雷梁上端连接的分配梁之间连接有纵向钢筋组和铺设于纵向钢筋组上

的用于防止落物的毛竹片或模板，提高安全性。

[0011] 作为优选，所述的碗扣支架的箱梁容置纵向凹陷的底部设有工字钢纵楞、与工字

钢纵楞连接的方木横楞，在工字钢纵楞和方木横楞上铺设高强竹胶板；碗扣支架设有竖向

剪刀撑和水平剪刀撑。强度刚度和稳定性高。

[001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所述的海域现浇箱梁施工支架使用

时,  钢管墩的钢管插入海域中,通过装于桥墩上的抱箍式支承组件和钢管墩支承贝雷梁、

分配梁组、碗扣支架，在碗扣支架的箱梁容置纵向凹陷中进行现浇箱梁施工，适用于海域现

浇箱梁施工。钢管墩的钢管桩利于插入海域中，承重横梁和平联剪刀撑利于钢管墩的稳固

且提高强度和刚度。平联剪刀撑的撑杆通过平联件与连接于钢管桩上的上牛腿和下牛腿连

接，制作和安装方便。抱箍式支承组件的抱箍装于墩柱上利于装拆，贝雷梁支承横梁装于抱

箍的支承牛腿上连接稳固。与贝雷梁上端连接的分配梁之间连接有纵向钢筋组和铺设于纵

向钢筋组上的用于防止落物的毛竹片或模板，提高安全性。碗扣支架的箱梁容置纵向凹陷

的底部设有工字钢纵楞、与工字钢纵楞连接的方木横楞，在工字钢纵楞和方木横楞上铺设

高强竹胶板；碗扣支架设有竖向剪刀撑和水平剪刀撑；强度刚度和稳定性高。

附图说明

[0013]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一种结构示意图；

[0014] 图2是图1的A-A视图；

[0015] 图3是碗扣支架的平面结构示意图。

[0016] 图中：贝雷梁1、桥墩2、箱梁支承横梁21、墩柱22、抱箍式支承组件3、抱箍31、贝雷

梁支承横梁32、支承牛腿33、分配梁4、碗扣支架5、箱梁容置纵向凹陷51、工字钢纵楞52、方

木横楞53、竖向剪刀撑54、水平剪刀撑55、子墩6、钢管桩61、承重横梁62、平联剪刀撑63、平

联件64、撑杆65、上牛腿66、下牛腿67、横向凹槽68。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下面结合附图所示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进一步描述。

[0018] 如附图1、附图2、附图3所示：一种海域现浇箱梁施工支架，包括；两个纵向排列的

桥墩2，一个设于相邻两个桥墩2之间的钢管墩，个数与桥墩2个数相同且一一对应装于桥墩

2上的抱箍式支承组件3，若干个横向并列设置且装于钢管墩和抱箍支承组件上的贝雷梁1，

设于贝雷梁1上端的分配梁组，设于分配梁组上端且上端高于桥墩2上端的碗扣支架5；碗扣

支架5设有与桥墩2相对且底面与桥墩2的上端齐平的箱梁容置纵向凹陷51。

[0019] 所述的钢管墩包括；两个纵向排列的子墩6；子墩6包括；十一个横向排列的钢管桩

61，装于钢管桩61上端的承重横梁62；相邻的两个钢管桩61之间设有两个上下排列的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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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刀撑63；贝雷梁1下端与承重横梁62上端连接。

[0020] 所述的平联剪刀撑63包括；两个交叉设置且两端各焊接有一个平联件64的撑杆

65，与相邻的两个钢管桩61一一对应焊接的两个上牛腿66和两个下牛腿67；位于撑杆65上

端的平联件64与上牛腿66一一对应焊接；位于撑杆65下端的平联件64与下牛腿67一一对应

焊接。两个撑杆65的交叉处焊接。

[0021] 本实施例中，所述的钢管桩61上端设有宽度与承重横梁62宽度适配的横向凹槽

68，承重横梁62的下端嵌入横向凹槽68且与钢管桩61焊接。

[0022] 所述的桥墩2包括；箱梁支承横梁21，四个横向排列且上端支承住箱梁支承横梁21

的墩柱22；抱箍式支承组件3包括；个数与墩柱22个数相同且一一对应装于墩柱22上的抱箍

31，两个分别设于桥墩2前侧和后侧的贝雷梁支承横梁32；抱箍31设有两个与两个贝雷梁支

承横梁32下端一一对应焊接的支承牛腿33；贝雷梁1下端与贝雷梁支承横梁32上端焊接。

[0023] 所述的分配梁组包括多个纵向并列设置且分别与贝雷梁1上端焊接的分配梁4，相

邻的两个分配梁4之间焊接有纵向钢筋组（附图中未画出）和铺设于纵向钢筋组上的用于防

止落物的毛竹片（附图中未画出）。

[0024] 所述的碗扣支架5的箱梁容置纵向凹陷51的底部设有工字钢纵楞52、与工字钢纵

楞52螺钉连接的方木横楞53，在工字钢纵楞52和方木横楞53上铺设高强竹胶板（附图中未

画出）；碗扣支架5设有竖向剪刀撑54和水平剪刀撑55。

[0025] 采用上述的海域现浇箱梁施工支架的海域现浇箱梁施工方法，步骤一，打设钢管

桩61，首先用吊机将钢管桩61定位导向架放至桩位处，然后起吊钢管桩61入位且精确定位，

并复核钢管桩61定位导向架的位置及垂直度；采用振动锤打沉钢管桩61；打沉钢管桩61以

控制通过试桩确定的施工贯入度为主，观察钢管桩61标高为辅；贯入度已达到设定要求而

钢管桩61上端标高未达到时，应按每阵10击继续锤击钢管桩613阵，继续锤击的贯入度等于

施工贯入度；在打沉钢管桩61的过程中检测钢管桩61的桩位和垂直度，发现偏差及时纠正；

步骤二，用吊机将承重横梁62安放到位后，承重横梁62焊装于钢管桩61上端；步骤三，在相

邻两个钢管桩61上进行平联位置的测量放样，实测钢管桩61间平联长度后，进行平联件64

和撑杆65下料且焊接成组合件；分别将上牛腿66和下牛腿67焊接在钢管桩61上，吊装组合

件定位后且将平联件64与上牛腿66和下牛腿67一一对应焊接；  步骤四，抱箍31安装，将高

度为100cm且由三个上下排列的子抱箍构成的抱箍31装于强度达到设计强度75%以上的墩

柱22上，在抱箍31与墩柱22间垫有厚度为2mm的土工布，增加钢带与墩柱22之间的摩擦力，

且保护墩柱22外侧不受损伤；步骤五，用吊机将贝雷梁支承横梁32安放到位后，贝雷梁支承

横梁32焊装于支承牛腿33上；步骤六，贝雷梁1安装，用吊机将拼装好的模数为9m或12m的贝

雷梁1安放到位后，贝雷梁1分别与承重横梁62上端和贝雷梁支承横梁32上端焊接；跨度大

于10m的贝雷梁1拼装时，应增设加强悬杆，增强贝雷的稳定性，且两个相邻的跨度大于10m

的贝雷梁1就位后，两个贝雷梁1的相对侧面之间焊接连接槽钢进行限位，防止贝雷梁1侧向

滑移；本实施例中，贝雷梁1的跨度为9m；步骤七，分配梁4安装，根据结构荷载、碗扣支架5荷

载、施工荷载的分布，且分配梁4的间距与碗扣支架5对应，确定分配梁4的安装位置；用吊机

将分配梁4安放到位后，在分配梁4与贝雷梁1的连接处设置加强板，加强板分别与分配梁4

下端和与贝雷梁1上端焊接；在贝雷梁1的两侧设置防止贝雷梁1横向移动且与分配梁4下端

焊接的挡块；焊接相邻两个分配梁4之间的纵向钢筋组并在纵向钢筋组上铺设用于防止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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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毛竹片；步骤八，搭设碗扣支架5，碗扣支架5在现浇箱梁两端处的纵横间距为0.6m*

0 .6m，碗扣支架5的翼板处的纵横间距为0.9m  *0 .9m，碗扣支架5其余位置的纵横间距为

0.9m*0.6m，碗扣支架5的步距为1.2m；安装竖向剪刀撑54和水平剪刀撑55；焊接设置于碗扣

支架5的箱梁容置纵向凹陷51的底部的工字钢纵楞52、安装与工字钢纵楞52螺接的方木横

楞53，在工字钢纵楞52和方木横楞53上铺设高强竹胶板；在碗扣支架5的立杆的下部碗扣处

设置一道纵向水平杆和多个横向水平杆作为扫地杆，扫地杆距离地面高度不应超过400mm，

横向扫地杆应采用直角扣件固定在紧靠纵向扫地杆下方的立杆上，当立杆基础不在同一高

度上时，必须将高处的纵向扫地杆向低处延长两跨与立杆固定，高低差小于1m；步骤九，海

域现浇箱梁施工支架预压测试，将软体可叠水囊放置在预压部位，即箱梁容置纵向凹陷51

中且放置在高强竹胶板上进行逐跨预压，按箱梁混凝土浇筑顺序，用水泵将水注入按箱梁

混凝土浇筑顺序逐步展开的软体可折叠水囊中，当作为预压荷载的充水软体可折叠水囊的

重量达到箱梁重量时开始预压测试，直至预压荷载达到110%的箱梁重量；检测各设定的检

测点海域现浇箱梁施工支架的沉降量并做好数据记录；满足各检测点24h的沉降量平均值

小于1mm，或72h沉降量平均值小于5mm条件之一，就可判定海域现浇箱梁施工支架预压测试

合格；沉降量符合设定值后卸载预压荷载；步骤十，现浇箱梁浇筑，用吊机将筑模板吊运到

箱梁容置纵向凹陷51中且放置在高强竹胶板上固定后，进行混凝土浇筑。

[0026]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所述的海域现浇箱梁施工支架使用时,  钢管墩的钢管

插入海域中,通过装于桥墩上的抱箍式支承组件和钢管墩支承贝雷梁、分配梁组、碗扣支

架，在碗扣支架的箱梁容置纵向凹陷中进行现浇箱梁施工，适用于海域现浇箱梁施工。钢管

墩的钢管桩利于插入海域中，承重横梁和平联剪刀撑利于钢管墩的稳固且提高强度和刚

度。平联剪刀撑的撑杆通过平联件与连接于钢管桩上的上牛腿和下牛腿连接，制作和安装

方便。抱箍式支承组件的抱箍装于墩柱上利于装拆，贝雷梁支承横梁装于抱箍的支承牛腿

上连接稳固。与贝雷梁上端连接的分配梁之间连接有纵向钢筋组和铺设于纵向钢筋组上的

用于防止落物的毛竹片或模板，提高安全性。碗扣支架的箱梁容置纵向凹陷的底部设有工

字钢纵楞、与工字钢纵楞连接的方木横楞，在工字钢纵楞和方木横楞上铺设高强竹胶板；碗

扣支架设有竖向剪刀撑和水平剪刀撑；强度刚度和稳定性高。

[0027] 除上述实施例外，在本实用新型的权利要求书及说明书所公开的范围内，本实用

新型的技术特征或技术数据可以进行重新选择及组合，从而构成新的实施例，这些都是本

领域技术人员无需进行创造性劳动即可实现的，因此这些本实用新型没有详细描述的实施

例也应视为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例而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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