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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墩自爬升液压翻模系统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脱模过程轻量化、翻模爬架

过程自动化的高墩自爬升液压翻模系统，包括模

板、外部框架、翻模爬架系统、曲臂，模板包括上

层模板、下层模板，上层模板和下层模板背面均

固定设置有模板梁；外部框架包括竖向导轨，竖

向导轨设置在模板的外侧，曲臂一端连接在竖向

导轨上，另一端与上层模板可拆卸连接；翻模爬

架系统包括伸缩装置、升降装置，升降装置与竖

向导轨竖直方向上滑动连接，伸缩装置分别连接

在升降装置的上下两端，且伸缩装置通过模板梁

均与上层模板和下层模板可拆卸连接；所述曲

臂、竖向导轨及模板梁围成供模板穿过的模板提

升区间；实现模板和外部框架的交替提升，实现

了脱模过程轻量化，翻模爬架过程自动化，提高

了翻模效率。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8页  附图7页

CN 107815971 B

2019.03.08

CN
 1
07
81
59
71
 B



1.高墩自爬升液压翻模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模板、外部框架(3)、翻模爬架系统(4)、

曲臂(5)，所述模板包括上层模板(1)、下层模板(2)，所述上层模板(1)位于下层模板(2)的

上方，所述上层模板(1)和下层模板(2)背面均固定设置有模板梁(6)；在所述翻模爬架系统

(4)上连接有驱动翻模爬架系统(4)工作的驱动系统；

所述外部框架包括竖向导轨(7)，所述竖向导轨(7)设置在模板的外侧，且由下层模板

(2)下端延伸到上层模板(1)的上方，所述曲臂(5)一端连接在竖向导轨(7)上，另一端与上

层模板(1)可拆卸连接；

所述翻模爬架系统(4)包括伸缩装置(41)、升降装置(42)，所述升降装置(42)与竖向导

轨(7)竖直方向上滑动连接，所述伸缩装置(41)分别连接在升降装置(42)的上下两端，且所

述伸缩装置(41)通过模板梁(6)均与上层模板(1)和下层模板(2)可拆卸连接；

所述曲臂(5)、竖向导轨(7)及模板梁(6)围成供模板穿过的模板提升区间；

所述升降装置(42)包括上导向架(401)、中导向架(402)、下导向架(403)、支撑杆

(404)、斜撑(405)、升降缸(409)，在所述上导向架(401)、中导向架(402)、下导向架(403)上

分别设置有上锁紧缸(406)、中锁紧缸(407)、下锁紧缸(408)，所述上导向架(401)、中导向

架(402)、下导向架(403)均与竖向导轨(7)滑动配合连接，使其沿竖向导轨(7)上下滑动，所

述升降缸(409)设置在下导向架(403)与中导向架(402)之间，所述支撑杆(404)的一端与下

导向架(403)相连，另一端与上导向架(401)相连，所述斜撑(405)的一端与上导向架(401)

相连，另一端与模板可拆卸相连，所述伸缩装置(41)分别与上导向架(401)和下导向架

(403)相连。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墩自爬升液压翻模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上层模板(1)和

下层模板(2)均由多个模板单元构成，相邻所述模板单元之间通过螺栓连接为整体，在所述

上层模板(1)和下层模板(2)背面均设置有加强背楞(101)。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墩自爬升液压翻模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模板单元包括平

面模板单元(102)、转角模板单元(103)，顺桥向上层模板(1)和顺桥向下层模板(2)均由两

个转角模板单元(103)和平面模板单元(102)构成，所述平面模板单元(102)位于转角模板

单元(103)之间，且通过螺栓连接，横桥向上层模板(1)和横桥向下层模板(2)均由两个转角

模板单元(103)构成，所述转角模板单元(103)之间通过螺栓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墩自爬升液压翻模系统，其特征在于，在所述竖向导轨(7)

上设置有使曲臂(5)水平移动的曲臂推拉装置。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墩自爬升液压翻模系统，其特征在于，在高墩墩身每个侧面

至少设置有两个翻模爬架系统(4)。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高墩自爬升液压翻模系统，其特征在于，在所述竖向导轨(7)

上设置有定位块(10)。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高墩自爬升液压翻模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外部框架(3)还

包括操作平台(11)和搭设操作平台(11)的操作平台承力杆(12)，所述操作平台承力杆(12)

连接在竖向导轨(7)上。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墩自爬升液压翻模系统，其特征在于，在所述驱动系统上安

装有蓄能器和手动油泵。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墩自爬升液压翻模系统，其特征在于，在所述升降缸(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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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安装有位移传感器和液压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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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墩自爬升液压翻模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桥梁高墩翻模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高墩自爬升液压翻模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高墩在山区铁路、高速公路桥梁的桥墩结构较为常见，桥墩施工的模板脚手架系

统常见方式有落地式、滑模式、翻模式。在目前的桥梁高墩施工中，基本没有采用落地式脚

手架施工的方式，悬挑式脚手架需要在墩身中埋设悬挑梁，施工后割除外露的悬挑梁后，埋

设在墩身中的悬挑梁金属面外露，因金属生锈导致锈斑污染墩身。滑模法常采用手拉葫芦

或穿心液压千斤顶整体提升模架，其提升架一般由永久性埋设在墩身内的钢支架来进行支

承。由于翻模法在保证施工安全、缩短施工周期、提升施工质量方面的优势，近年来翻模法

逐渐在施工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根据分析，现有的翻模方式主要有：a.塔吊+人工翻模；b.

塔吊+手拉葫芦翻模；c.塔吊+穿心液压千斤顶翻模；d.液压升降框架+随动式小型塔机翻

模；综上所述，现有翻模法的基本上是人工+机械的方式，尤其是翻模过程还没有实现自动

化，导致翻模过程所用时间偏长。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脱模过程轻量化、翻模爬架过程自动化的

高墩自爬升液压翻模系统。

[0004]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高墩自爬升液压翻模系统，包括模

板、外部框架、翻模爬架系统、曲臂，所述模板包括上层模板、下层模板，所述上层模板位于

下层模板的上方，所述上层模板和下层模板背面均固定设置有模板梁；在所述翻模爬架系

统上连接有驱动翻模爬架系统工作的驱动系统；

[0005] 所述外部框架包括竖向导轨，所述竖向导轨设置在模板的外侧，且由下层模板下

端延伸到上层模板的上方，所述曲臂一端连接在竖向导轨上，另一端与上层模板可拆卸连

接；

[0006] 所述翻模爬架系统包括伸缩装置、升降装置，所述升降装置与竖向导轨竖直方向

上滑动连接，所述伸缩装置分别连接在升降装置的上下两端，且所述伸缩装置通过模板梁

均与上层模板和下层模板可拆卸连接；

[0007] 所述曲臂、竖向导轨及模板梁围成供模板穿过的模板提升区间。

[0008] 进一步，所述升降装置包括上导向架、中导向架、下导向架、支撑杆、斜撑、升降缸，

在所述上导向架、中导向架、下导向架上分别设置有上锁紧缸、中锁紧缸、下锁紧缸，所述上

导向架、中导向架、下导向架均与竖向导轨滑动配合连接，使其沿竖向导轨上下滑动，所述

升降缸设置在下导向架与中导向架之间，所述支撑杆的一端与下导向架相连，另一端与上

导向架相连，所述斜撑的一端与上导向架相连，另一端与模板可拆卸相连，所述伸缩装置分

别与上导向架和下导向架相连。

[0009] 进一步，所述上层模板和下层模板均由多个模板单元构成，相邻所述模板单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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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通过螺栓连接为整体，在所述上层模板和下层模板背面均设置有加强背楞。

[0010] 进一步，所述模板单元包括平面模板单元、转角模板单元，顺桥向上层模板和顺桥

向下层模板均由两个转角模板单元和平面模板单元构成，所述平面模板单元位于转角模板

单元之间，且通过螺栓连接，横桥向上层模板和横桥向下层模板均由两个转角模板单元构

成，所述转角模板单元之间通过螺栓连接。

[0011] 进一步，在所述竖向导轨上设置有使曲臂水平移动的曲臂推拉装置。

[0012] 进一步，在高墩墩身每个侧面至少设置有两个翻模爬架系统。

[0013] 进一步，在所述竖向导轨上设置有定位块。

[0014] 进一步，所述外部框架还包括操作平台和搭设操作平台的操作平台承力杆，所述

操作平台承力杆连接在竖向导轨上。

[0015] 进一步，在所述驱动系统上安装有蓄能器和手动油泵。

[0016] 进一步，在所述升降缸上安装有位移传感器和液压锁。

[001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中，在高墩墩身每个侧面均配置独

立的液压及电控系统，安全可靠，通过翻模爬架系统，实现模板和外部框架的交替提升，脱

模过程轻量化，在模板翻升过程中无需塔吊，实现翻模爬架过程自动化，直至浇筑至墩顶，

且上下模板可循环使用，节约施工材料，其操作简单，方便快捷，成本更低，节省了时间，提

高了翻模效率。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发明的主视图；

[0019] 图2为本发明的侧视图；

[0020] 图3为本发明的俯视图；

[0021] 图4为本发明中翻模爬架系统结构示意图；

[0022] 图5为本发明中外部框架结构示意图；

[0023] 图6为本发明中外部框架侧视图；

[0024] 图7为本发明中顺桥向模板结构示意图；

[0025] 图8为本发明中横桥向模板结构示意图；

[0026] 图9为本发明中高墩墩身模板安装俯视图；

[0027] 图10为本发明中曲臂结构示意图；

[0028] 图1至图10中所示附图标记分别表示为：1-上层模板，2-下层模板，3-外部框架，4-

翻模爬架系统，5-曲臂，6-模板梁，7-竖向导轨，8-对拉螺栓，9-模板提升区间，10-定位块，

11-操作平台，12-操作平台承力杆，401-上导向架，402-中导向架，403-下导向架，404-支撑

杆，405-斜撑，406-上锁紧缸，407-中锁紧缸，408-下锁紧缸，409-升降缸，41-伸缩装置，42-

升降装置，101-加强背楞，102-平面模板单元，103-转角模板单元。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30] 如图1、图2所示，高墩自爬升液压翻模系统，包括模板、外部框架3、翻模爬架系统

4、曲臂5，所述模板包括上层模板1、下层模板2，所述上层模板1位于下层模板2的上方，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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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层模板1和下层模板2背面均固定设置有模板梁6；在所述翻模爬架系统上连接有驱动翻

模爬架系统工作的驱动系统；

[0031] 所述外部框架包括竖向导轨7，所述竖向导轨7设置在模板的外侧，且由下层模板2

下端延伸到上层模板1的上方，所述曲臂5一端连接在竖向导轨7上，另一端与上层模板1可

拆卸连接；

[0032] 所述翻模爬架系统4包括伸缩装置41、升降装置42，所述升降装置42与竖向导轨7

竖直方向上滑动连接，所述伸缩装置41分别连接在升降装置42的上下两端，且所述伸缩装

置41通过模板梁6均与上层模板1和下层模板2可拆卸连接；

[0033] 所述曲臂5、竖向导轨7及模板梁6围成供模板穿过的模板提升区间。

[0034] 所述驱动系统包括液压系统和电控系统，在高墩每个侧面均单独配置有一套液压

系统，可防止单侧翻模爬架系统4在动作时出现油管、电缆破断情况；电控系统包括有各种

检测元件和PLC编程，通过电控系统，能够一键实现模板及框架的连续多步爬升，操作简单

高效，且通过电控系统，翻模爬架操作时，施工人员只需在相邻侧的框架操作即可，保证施

工人员的安全；所述上层模板1和下层模板2用于对高墩混凝土浇筑，上层模板1位于下层模

板2的上方，在进行高墩浇筑时，首先对下层模板2进行安装，在进行下层模板2安装时，可引

用现有技术中模板的安装方式，即高墩墩身上相对侧面的模板通过对拉螺栓8连接，使其能

够承受混凝土的侧压力和其他载荷，对拉螺栓8也是模板及其支撑结构的支点，通过对拉螺

栓8加强模板的整体性、刚度和强度；当下层模板2安装完成后，然后进行浇筑，再在下层模

板2的上方安装上层模板1，安装完成后进行上层模板1混凝土浇筑；在所述上层模板1和下

层模板2的背面均固定设置有模板梁6，所述模板梁6紧抱在上层模板1和下层模板2的背面，

浇筑完成后使得模板能够紧箍在混凝土上，所述曲臂5用于在上层模板1位置处将固定在墩

身的上层模板1与外部框架3相连接，当进行下层模板2翻模至上层模板1上方的过程中，单

独依靠曲臂5使外部框架3与上层模板1及墩身混凝体固定，并使得下层模板2能通过曲臂5、

竖向导轨7及模板梁6围成供模板穿过的模板提升区间9；所述曲臂5一端连接在竖向导轨7

上，另一端与上层模板1可拆卸连接，具体的是曲臂5与上层模板1的模板梁6连接，所述可拆

卸连接可采用螺栓连接或插销连接，通过可拆卸连接，使得曲臂5与上层模板1之间连接可

拆卸，便于曲臂5与上层模板1的拆卸和连接，方便了曲臂5的外移和内移，所述曲臂5外移为

曲臂5向外部框架3方向移动，所述曲臂5内移为曲臂5向模板方向移动；所述翻模爬架系统4

是提升下层模板2及外部框架3的重要机构，翻模爬架系统包括伸缩装置41、升降装置42，所

述伸缩装置41位于升降装置42的上下两端，以地面为平面基础，所述上端为远离地面的一

端，所述下端为靠近地面的一端；所述伸缩装置41主要用于脱模，所述升降装置42主要用于

对下层模板2及外部框架3的提升，所述伸缩装置41可采用液压缸或连杆机构，为了节约成

本，优选的采用连杆机构，所述伸缩装置41可以设置在上层模板1与竖向导轨7之间，也可以

设置在下层模板2与竖向导轨7之间，具体的讲，伸缩装置41通过模板梁6与上层模板1和下

层模板2相连接，在进行下层模板2提升时，先将下层模板2上的对拉螺栓8进行拆除，再通过

操作伸缩装置41，使得伸缩装置41收缩，从而带动下层模板2脱离下层混凝土，使得下层模

板2位于模板提升区间9内，再通过升降装置42带动下层模板2沿竖向导轨7竖直方向向上滑

动，将下层模板2进行提升，直到下层模板2翻升到上层模板1的上方规定位置，然后再次操

作伸缩装置41，使得伸缩装置41伸长将下层模板2移动到安装位置；下层模板2提升完成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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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进行对外部框架3的提升，通过驱动系统，使升降装置42沿竖向导轨7滑降至上层模板1对

应位置处，将伸缩装置41与上层模板1进行连接，具体的，伸缩装置41与上层模板1的模板梁

6连接，由于高墩墩身上相对的侧面上的模板之间是通过对拉螺栓8连接的，则本侧的上层

模板1与对侧的上层模板1之间通过对拉螺栓8连接，使上层模板1稳定的固定在高墩墩身

上，从而为外部框架3的提升提供支撑基础，然后拆除曲臂5与上层模板1的模板梁6之间的

螺栓或插销，操作曲臂5外移，即将曲臂5向外部框架3方向移动，以上层模板1固定在高墩墩

身上为支撑，再通过升降装置42带动外部框架3及曲臂5整体逐步向上提升，直至提升到规

定位置；完成提升后，操作曲臂5内移，即将曲臂5向模板方向移动，通过曲臂5将上层模板1

与外部框架3连接起来，系统恢复初始状态；重复上述操作，即可完成下层模板2及外部框架

3的交替提升，实现循环使用，直至高墩浇筑完成；其脱模过程轻量化，在模板翻升过程中无

需塔吊，实现翻模爬架过程自动化，且上下模板可循环使用，节约施工材料，其操作简单，方

便快捷，成本更低，节省了时间，有效地提高了翻模效率。

[0035] 所述升降装置可采用卷扬机、电动葫芦，从而实现对下层模板2或外部框架3进行

提升，为了操作简单，提高翻模效率，优选的，本发明中，所述升降装置包括上导向架401、中

导向架402、下导向架403、支撑杆404、斜撑405、升降缸409，在所述上导向架401、中导向架

402、下导向架403上分别设置有上锁紧缸406、中锁紧缸407、下锁紧缸408，所述上导向架

401、中导向架402、下导向架403均与竖向导轨7滑动配合连接，使其沿竖向导轨7上下滑动，

所述升降缸409设置在下导向架403与中导向架402之间，所述支撑杆404的一端与下导向架

403相连，另一端与上导向架401相连，所述斜撑405的一端与上导向架401相连，另一端与模

板可拆卸相连，所述伸缩装置41分别与上导向架401和下导向架402连接；所述上导向架

404、中导向架402及下导向架403具有导向作用，且均与竖向导轨7滑动配合连接，通过导向

作用，使下层模板2及外部框架3在竖直方向上向上的提升操作更为快捷，所述各锁紧缸主

要用于在下层模板2或外部框架3提升过程中，对下层模板2或外部框架3位置的固定，通过

上锁紧缸406、中锁紧缸407及下锁紧缸408设置，可使下层模板2停留在竖向导轨7上的任意

位置处，所述升降缸409主要用于对下层模板2或外部框架3竖直方向上的提升，通过升降缸

409中活塞杆的伸缩作用，便于下层模板2沿竖向导轨7竖直方向上的竖向提升，也便于外部

框架3及曲臂5的整体提升；所述支撑杆404连接在上导向架401与下导向架403之间，将上导

向架401与下导向架连403连接为整体结构，提高竖向连接稳定性，加强翻模提升过程的可

靠性，在上导向架401上还连接有斜撑405，所述斜撑405一端与上导向架401连接，另一端与

模板可拆卸连接，所述模板包括上层模板1和下层模板2，则所述斜撑405既可以与上层模板

1可拆卸连接，也可以与下层模板2可拆卸连接，所述可拆卸连接可选用螺栓连接或插销连

接，通过斜撑405的连接，使翻模爬架系统4形成两个三角形结构，三角形具有强稳定性，通

过斜撑405的设置，有效地加强了翻模爬架系统4的整体稳定性，为下层模板2或外部框架3

的提升提供了支撑保障，安全可靠；通过各导向架、锁紧缸、升降缸409、支撑杆404及斜撑

405之间的配合，实现翻模爬架过程自动化；采用该升降装置42，其与液压系统和电控系统

配合操作，液压系统为各锁紧缸及升降缸409提供足够的工作动力，电控系统包括有各种检

测元件和PLC编程，通过电控系统，能够一键实现模板及外部框架的连续多步爬升，操作简

单，方便高效。

[0036] 在初始状态时，上层模板1与下层模板2通过对拉螺栓8与对侧的上层模板1与下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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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2连接，上中下锁紧缸中的楔块均伸出，锁紧在竖向导轨7上，使上中下锁紧缸与竖向导

轨7固定；在进行下层模板2提升时，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0037] A、拆除斜撑405与下层模板2的模板梁6之间的连接，使斜撑405自然下垂；

[0038] B、拆除连接在本侧下层模板2与对侧下层模板2之间的对拉螺栓8；

[0039] C、通过操作伸缩装置41，使得伸缩装置41收缩，从而带动下层模板2脱离下层混凝

土，使得下层模板2位于模板提升区间9内；

[0040] D、控制上锁紧缸406与中锁紧缸407中楔块缩回，使上锁紧缸406与中锁紧缸407能

够与竖向导轨7之间脱离，防止上锁紧缸406、中锁紧缸407与竖向导轨7锁死，便于上导向架

401与中导向架402沿竖向导轨7竖直方向上的滑动；

[0041] E、再控制升降缸409中活塞杆伸出，通过活塞杆的伸出，推动上导向架401与中导

向架402沿竖向导轨7向上滑动，从而带动下层模板2的竖向提升，上中锁紧缸也随之上升，

此时，下层模板2上升一次；

[0042] F、当下层模板2上升一次后，再控制中锁紧缸407内楔块伸出，下锁紧缸408中楔块

缩回，使中锁紧缸407与竖向导轨7固定，下锁紧缸408与竖向导轨7脱离；

[0043] G、再控制升降缸409中活塞杆缩回，通过活塞杆的缩回，带动下导向架403沿竖向

导轨7向上滑动，下锁紧缸408随之上升，直至升降缸409恢复初始行程，为下次动作提供伸

缩基础；

[0044] H、当升降缸409活塞杆缩回后，再控制下锁紧缸408中楔块伸出，使其与竖向导轨7

固定；

[0045] I、再重复D-H动作；

[0046] 各锁紧缸与升降缸409动作完成后，下层模板2则可上升至上层模板1的上方位置

处；此时，再将中上锁紧缸中楔块均伸出，使得上中下锁紧缸均与竖向导轨7固定，再操作伸

缩装置41，使伸缩装置41伸出，通过伸缩装置41将下层模板2内移到安装位置处，完成下层

模板2的安装。

[0047] 当下层模板2完成提升和安装后，开始对外部框架3进行提升，先将翻模爬架系统4

沿竖向导轨7滑降至上层模板1位置处，其具体操作为：

[0048] J、拆除伸缩装置41与提升后的下层模板1之间的连接；

[0049] K、操作伸缩装置41，将伸缩装置41收缩，使伸缩装置41与升降装置42均位于模板

提升区间9内；

[0050] L、操作升降装置：先将上锁紧缸406与下锁紧缸408中楔块缩回，使上锁紧缸406、

下锁紧缸408与竖向导轨7之间脱离，便于上导向架401与下导向架402沿竖向导轨7向下的

滑动；

[0051] M、再控制升降缸409中活塞杆的伸出，通过活塞杆伸出，带动上导向架401与下导

向架402沿竖向导轨7向下滑动，上锁紧缸406与下锁紧缸408也随之下降；此时，翻模爬架系

统4沿竖向导轨7下降一次；

[0052] N、再控制下锁紧缸408内楔块伸出，中锁紧缸407内楔块缩回，使下锁紧缸408与竖

向导轨7之间固定，中锁紧缸407与竖向导轨7之间脱离；

[0053] O、再控制升降缸409中活塞杆缩回，通过活塞杆缩回，带动中导向架402沿竖向导

轨7向下滑动，使得中锁紧缸407也随之下降，升降缸409恢复初始行程，为下次动作提供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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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基础；

[0054] P、当升降缸409活塞杆缩回后，再控制中锁紧缸407楔块伸出，使中锁紧缸407与竖

向导轨7固定；

[0055] Q、再重复L-P动作；

[0056] 各锁紧缸与升降缸409动作完成后，升降装置42与伸缩装置41整体沿竖向导轨7下

滑至上层模板1位置处，再将上锁紧缸406的楔块伸出，使得上中下锁紧缸均与竖向导轨7固

定，操作伸缩装置41，使伸缩装置41伸出，再将伸缩装置41与斜撑405连接在上层模板1的模

板梁6上，使上层模板1固定，且由于高墩墩身本侧的上层模板1与对侧的上层模板1之间通

过对拉螺栓8连接，上层模板1能稳定的固定在高墩墩身上，可为升降装置41的升降提供稳

定的支撑；再将曲臂5与上层模板1之间的连接拆除，操作曲臂5外移，即将曲臂5向外部框架

3方向移动，然后以上层模板1为支撑基础，通过驱动系统控制升降装置42，使升降装置42带

动外部框架3及曲臂5整体向上提升，其具体操作步骤为：

[0057] R、先将上锁紧缸406与下锁紧缸408中楔块缩回，使上下锁紧缸均与竖向导轨7脱

离；

[0058] S、再控制升降缸409中活塞杆伸出；由于中锁紧缸与竖向导轨7固定，随着升降缸

409中活塞杆的逐渐伸长，以上层模板1为支撑，外部框架3及曲臂5整体在其推动作用下逐

步竖直向上提升，所述上导向架401与下导向架403在外部框架3及曲臂5提升过程中起到导

向作用，保证了外部框架3及曲臂5提升的垂直性，升降缸409中活塞杆伸出完毕后，外部框

架3及曲臂5整体向上提升一次；

[0059] T、完成一次提升后，再将下锁紧缸408内楔块伸出，中锁紧缸407内楔块缩回，使下

锁紧缸408与竖向导轨7固定，中锁紧缸407与竖向导轨7脱离；

[0060] U、再将升降缸409活塞杆缩回，通过活塞杆缩回，带动中导向架407沿竖向导轨7向

下滑动，使得中锁紧缸407也随之下降，直到升降缸409恢复初始行程，为下次动作提供伸缩

基础；

[0061] V、升降缸409中活塞杆缩回后，再控制中锁紧缸407内楔块伸出，使其与竖向导轨7

固定；

[0062] W、再重复R-V动作；

[0063] 各锁紧缸与升降缸409动作完成后，外部框架3及曲臂5整体向上提升到规定位置，

再将上锁紧缸406内的楔块伸出，使得上中下锁紧缸均与竖向导轨7固定，然后操作曲臂5内

移，即将曲臂5向模板方向移动，直至安装位置，再通过曲臂5将外部框架3与模板相连，系统

恢复初始状态。

[0064] 完成下层模板2与外部框架3的提升后，此时，提升后的下层模板2为下次模板提升

工作时的上层模板1，而上层模板1则成为下次模板提升工作时的下层模板2，重复上述操

作，即可实现模板及外部框架3的交替提升，循环使用，直至浇筑完成，其操作简单，安全高

效，实现了翻模爬架自动化，有效地提高了翻模效率。

[0065] 为了便于制作和运输，本发明中，所述上层模板1和下层模板2均由多个模板单元

构成，相邻所述模板单元之间通过螺栓连接为整体，在所述上层模板1和下层模板2背面均

设置有加强背楞101；通过多个模板单元连接构成模板整体，可根据高墩浇筑的需要，选择

适当数量的模板进行安装，有利于施工现场模板的快速组装，将其分离成多个模板单元，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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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了运输，通过背面设置加强背楞101，有效加强了模板整体的稳定性和强度，使模板单元

之间的连接更为稳固。

[0066] 为了便于模板的连接安装，本发明中，所述模板单元包括平面模板单元102、转角

模板单元103，顺桥向上层模板1和顺桥向下层模板2均由两个转角模板单元103和平面模板

单元102构成，所述平面模板单元102位于转角模板单元103之间，且通过螺栓连接，横桥向

上层模板1和横桥向下层模板2均由两个转角模板单元103构成，相邻转角模板单元103之间

通过螺栓连接；所述横桥向指的是垂直于桥梁中轴线的方向，所述顺桥向指的是指向桥梁

中轴线的方向，顺桥向模板中转角模板单元103位于平面模板单元102的两端，横桥向模板

均由两个转角模板单元103构成，在进行模板安装时，顺桥向模板的转角模板单元103和横

桥向模板的转角模板单元103之间进行连接，其连接操作简单，方便快捷，有助于连接的稳

定性，安全可靠，为后续混凝土浇筑提供重要的支撑保障。

[0067] 为了便于曲臂5的水平移动，本发明中，在所述竖向导轨7上设置有使曲臂5水平移

动的曲臂推拉装置；所述曲臂推拉装置采用螺旋传动机构，所述螺旋传动机构包括曲臂支

腿、丝杆，所述曲臂支腿连接在竖向导轨7上，所述丝杆一端连接在曲臂支腿上，另一端连接

在曲臂5上，当进行曲臂5水平移动时，人工使用摇把或者扳手转动丝杆，即可实现曲臂5水

平移动，结构简单，操作便利。

[0068] 由于模板质量较重，为了提高结构的稳定性，增强承重能力，使模板及外部框架3

提升更加稳定可靠，本发明中，在高墩墩身每个侧面至少设置有两个翻模爬架系统4；在进

行模板及框架提升时，位于墩身上的翻模爬架系统4同时动作，各个翻模爬架系统4均能对

模板及外部框架3提升起到作用，使提升更加安全可靠，稳定高效，工作效率更高。

[0069] 所述升降装置42与竖向导轨7之间的固定方式可采用，在各锁紧缸上均安装液压

锁实现升降装置42与竖向导轨7的锁紧，为了节约成本，本发明中，在所述竖向导轨7上设置

有定位块10；所述定位块10为多个，且均匀的焊接在竖向导轨7上，通过定位块10设置，在进

行下层模板2及外部框架3提升过程中，需要对升降装置42固定时，只需将安装在导向架上

的锁紧缸中楔块伸出，与定位块10紧紧接触配合，即可实现升降装置42与竖向导轨7的固

定，简单可靠。

[0070] 为了使得在对模板进行翻升时操作方便，本发明中，所述外部框架3还包括操作平

台11和搭设操作平台11的操作平台承力杆12，所述操作平台承力杆12连接在竖向导轨7上；

通过操作平台承力杆12搭设操作平台11，在施工时，施工人员可以在操作平台11上进行相

应的操作，操作便捷，安全可靠，保证了施工人员的人身安全。

[0071] 为了使驱动系统在断电的情况下仍然正常工作，保证施工的可靠性，本发明中，在

所述驱动系统上安装有蓄能器和手动油泵；所述驱动系统包括液压系统、电控系统，具体

的，所述蓄能器和手动油泵安装在液压系统位置处，通过蓄能器，使液压系统在断电的情况

下仍能保持系统压力，通过手动油泵，当系统出现断电后，通过液压油泵，实现手动操作，保

证系统的正常工作。

[0072] 为了便于控制单侧的升降缸409同步动作，本发明中，在所述升降缸409上安装有

位移传感器和液压锁；通过位移传感器，可使高墩墩身单个侧面上的升降缸409同步动作，

同步偏差控制±5mm以内，所述液压锁具体设置在升降缸409油口位置处，通过液压锁可方

便可靠的是升降缸409停留在任意伸缩位置，使施工更加方便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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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3] 以上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从实施过程可以看出，本发明提供的高墩自爬升

液压翻模系统，在高墩墩身每个侧面均配置独立的液压及电控系统，安全可靠，通过翻模爬

架系统，实现模板和外部框架的交替提升，脱模过程轻量化，在模板翻升过程中无需塔吊，

实现翻模爬架过程自动化，直至浇筑至墩顶，且上下模板可循环使用，节约施工材料，其操

作简单，方便快捷，成本更低，节省了时间，提高了翻模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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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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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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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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