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120635866.5

(22)申请日 2021.03.26

(73)专利权人 中交二航局第四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 241009 安徽省芜湖市鸠江区鸠江经

济开发区富民路17-8号研发中心（4#、

5#楼）

(72)发明人 吴在雄　朱如俊　韩景磊　张玉奇　

王琦　李向阳　王金平　徐艳艳　

汪聪颖　孙晓峰　韩月鹏　张国平　

袁航　李冕　孙刘洋　厉勇辉　

(74)专利代理机构 成都九鼎天元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51214

代理人 曹洋苛

(51)Int.Cl.

E01D 21/00(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用于高空梁下支座调平板安装的辅助

托架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用于高空梁下支座

调平板安装的辅助托架，包括直角三角桁架框，

直角三角桁架框的顶部设置有用于承载调平板

的水平托架，底部设置有配重箱，水平托架和配

重箱设置在直角三角桁架框的左右两侧，水平托

架、配重箱和直角三角桁架框的中心位于直角三

角桁架框内；配重箱包括配重块和配重框，配重

框固定在三角桁架框底部，配重框远离直角三角

桁架直角的一侧设置有配重块，配重框上设置有

用于起吊固定的吊耳。在钢塔支座调平板安装过

程中，对调平板进行固定，解决超宽高空梁下作

业时由于作业空间有限支座调平板安装困难的

问题。可以现场制作，应用于施工当中快捷方便

高效，可以人工现场直接支座，显著减少支座调

平板安装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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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高空梁下支座调平板安装的辅助托架，其特征在于，包括直角三角桁架框，

所述直角三角桁架框的顶部设置有用于承载调平板的水平托架，底部设置有配重箱，所述

水平托架和所述配重箱设置在所述直角三角桁架框的左右两侧，所述水平托架、配重箱和

所述直角三角桁架框的中心位于所述直角三角桁架框内；所述配重箱包括配重块和配重

框，所述配重框固定在所述三角桁架框底部，所述配重框远离所述直角三角桁架直角的一

侧设置有所述配重块，所述配重框上设置有用于起吊固定的吊耳。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高空梁下支座调平板安装的辅助托架，其特征在于，所述

三角桁架框包括两个平行的三角桁架，所述两个三角桁架通过横向联系梁固定。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用于高空梁下支座调平板安装的辅助托架，其特征在于，所述

三角桁架包括竖向立柱和斜向立柱，所述竖向立柱垂直固定在所述配重框上，所述斜向立

柱一端倾斜固定在所述配重框上、另一端固定在所述竖向立柱远离所述配重框的一端。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高空梁下支座调平板安装的辅助托架，其特征在于，所述

配重箱底部设置有多个万向轮。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高空梁下支座调平板安装的辅助托架，其特征在于，所述

直角三角桁架框为焊接一体式结构。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高空梁下支座调平板安装的辅助托架，其特征在于，还包

括斜撑，所述斜撑一端固定在所述直角三角桁架框上、另一端固定在所述水平托架远离所

述直角三角桁架的一端。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高空梁下支座调平板安装的辅助托架，其特征在于，所述

水平托架呈矩形，由纵梁和横梁焊接制成。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高空梁下支座调平板安装的辅助托架，其特征在于，所述

吊耳的数量为四个，且呈矩形设置在所述配重框上。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高空梁下支座调平板安装的辅助托架，其特征在于，所述

水平托架上设置有可调节的限位板，所述限位板对调平板进行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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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高空梁下支座调平板安装的辅助托架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桥梁施工设备领域，具体而言，涉及一种用于高空梁下支座调平

板安装的辅助托架。

背景技术

[0002] 自锚式悬索桥是特大跨径桥梁的主要形式之一，是我国桥梁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钢塔柱在自锚式悬索桥中是最为常用的结构形式，主梁及钢塔施工完毕后，由于施工误

差或者其他原因需要实测钢塔上支座与主梁之间的间隙铣削钢板，铣削的钢板称为支座调

平板。但是由于主梁宽度大，高度大，调平板基本紧贴主梁下底面，调平板重量大，不论是从

梁下还是梁上利用起重设备吊装调平板，吊装空间非常有限，很难完成安装作业，因此亟需

设计一种用于高空梁下支座调平板安装的辅助托架，完成支座调平板的安装，保证施工的

顺利进行。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旨在提供一种用于高空梁下支座调平板安装的辅助托架，在钢塔支座

调平板安装过程中，对调平板进行固定，解决超宽高空梁下作业时由于作业空间有限支座

调平板安装困难的问题。

[0004] 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是这样实现的：

[0005] 一种用于高空梁下支座调平板安装的辅助托架，包括直角三角桁架框，所述直角

三角桁架框的顶部设置有用于承载调平板的水平托架，底部设置有配重箱，所述水平托架

和所述配重箱设置在所述直角三角桁架框的左右两侧，所述水平托架、配重箱和所述直角

三角桁架框的中心位于所述直角三角桁架框内；所述配重箱包括配重块和配重框，所述配

重框固定在所述三角桁架框底部，所述配重框远离所述直角三角桁架直角的一侧设置有所

述配重块，所述配重框上设置有用于起吊固定的吊耳。在钢塔支座调平板安装过程中，对调

平板进行固定，解决超宽高空梁下作业时由于作业空间有限支座调平板安装困难的问题。

可以现场制作，应用于施工当中快捷方便高效，能有效解决实际问题，可以人工现场直接支

座，显著减少支座调平板安装时间。

[0006] 优选的，所述三角桁架框包括两个平行的三角桁架，所述两个三角桁架通过横向

联系梁固定。

[0007] 优选的，所述三角桁架包括竖向立柱和斜向立柱，所述竖向立柱垂直固定在所述

配重框上，所述斜向立柱一端倾斜固定在所述配重框上、另一端固定在所述竖向立柱远离

所述配重框的一端。

[0008] 优选的，所述配重箱底部设置有多个万向轮。

[0009] 优选的，所述直角三角桁架框为焊接一体式结构。

[0010] 优选的，还包括斜撑，所述斜撑一端固定在所述直角三角桁架框上、另一端固定在

所述水平托架远离所述直角三角桁架的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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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优选的，所述水平托架呈矩形，由纵梁和横梁焊接制成。

[0012] 优选的，所述吊耳的数量为四个，且呈矩形设置在所述配重框上。

[0013] 优选的，所述水平托架上设置有可调节的限位板，所述限位板对调平板进行固定。

[0014] 由于采用了上述技术方案，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包括：本实用新型的一种用于

高空梁下支座调平板安装的辅助托架，包括直角三角桁架框，所述直角三角桁架框的顶部

设置有用于承载调平板的水平托架，底部设置有配重箱，所述水平托架和所述配重箱设置

在所述直角三角桁架框的左右两侧，所述水平托架、配重箱和所述直角三角桁架框的中心

位于所述直角三角桁架框内；所述配重箱包括配重块和配重框，所述配重框固定在所述三

角桁架框底部，所述配重框远离所述直角三角桁架直角的一侧设置有所述配重块，所述配

重框上设置有用于起吊固定的吊耳。在钢塔支座调平板安装过程中，对调平板进行固定，解

决超宽高空梁下作业时由于作业空间有限支座调平板安装困难的问题。可以现场制作，应

用于施工当中快捷方便高效，能有效解决实际问题，可以人工现场直接支座，显著减少支座

调平板安装时间。

附图说明

[0015]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中的附图作简

单地介绍，应当理解，以下附图仅示出了本实用新型的某些实施例，因此不应被看作是对范

围的限定，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

附图获得其他相关的附图。

[0016]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辅助托架正视结构图；

[0017] 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辅助托架俯视结构图；

[0018] 图3是本实用新型的辅助托架侧视结构图；

[0019] 图4是本实用新型的使用状态示意图；

[0020] 图5是本实用新型的使用状态放大图。

[0021] 具体元素符号说明：1、直角三角桁架框，2、横向联系梁，3、三角桁架，4、吊耳，5、吊

装横梁，6、水平托架，7、纵梁，8、横梁，9、配重块，10、斜撑，11、螺栓，12、万向轮，13、调平板，

14、辅助托架，15、汽车吊，16、支座，17、钢箱梁，18、钢塔，19、电动葫芦。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为使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

型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

述的实施例是本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通常在此处附图中描述和

示出的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组件可以以各种不同的配置来布置和设计。

[0023] 实施例1：请参阅图1至图5，本实施例的一种用于高空梁下支座调平板13安装的辅

助托架14，包括直角三角桁架框1，直角三角桁架框1的顶部设置有用于承载调平板13的水

平托架6，底部设置有配重箱，水平托架6和配重箱设置在直角三角桁架框1的左右两侧，水

平托架6、配重箱和直角三角桁架框1的中心位于直角三角桁架框1内；配重箱包括配重块9

和配重框，配重框固定在三角桁架框底部，配重框远离直角三角桁架3直角的一侧设置有配

重块9，配重框上设置有用于起吊固定的吊耳4。在钢塔18支座调平板13安装过程中，对调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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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13进行固定，解决超宽高空梁下作业时由于作业空间有限支座调平板13安装困难的问

题。可以现场制作，应用于施工当中快捷方便高效，能有效解决实际问题，可以人工现场直

接支座16，显著减少支座调平板13安装时间。

[0024] 实施例2：本实施例的三角桁架框包括两个平行的三角桁架3，两个三角桁架3通过

横向联系梁2固定。本实施例的三角桁架3包括竖向立柱和斜向立柱，竖向立柱垂直固定在

配重框上，斜向立柱一端倾斜固定在配重框上、另一端固定在竖向立柱远离配重框的一端。

本实施例的配重箱底部设置有多个万向轮12。本实施例的直角三角桁架框1为焊接一体式

结构。本实施例的还包括斜撑10，斜撑10一端固定在直角三角桁架框1上、另一端固定在水

平托架6远离直角三角桁架3的一端。本实施例的水平托架6呈矩形，由纵梁7和横梁8焊接制

成。本实施例的吊耳4的数量为四个，且呈矩形设置在配重框上。本实施例的水平托架6上设

置有可调节的限位板，限位板对调平板13进行固定。三角桁架3顶部还设置有吊装横梁5。

[0025] 实施例3：如图在自锚式悬索桥主梁顶推施工工艺中，主梁施工完毕调整好标高以

后，主梁与支座16直接的空隙需要通过支座调平板13填充，但是主梁下方作业空间狭小，支

座调平板13接近紧贴主梁安装，缺少足够的吊装作业空间，因此需要设计一种用于高空梁

下支座调平板13安装的辅助托架14，包括一下步骤：

[0026] 步骤一：依据辅助托架14设计图纸下料，依次加工完成直角三角桁架框1、水平托

架6、配重箱以及斜撑10，通过焊接的形式连接在一起，四个万向轮12与支架底部型钢利用

螺栓11连接在一起，完成装置的组装；

[0027] 步骤二：将支座调平板13安装在辅助托架14上，通过临时限位板进行简单的限位，

防止调平板13在吊装过程中的移动；

[0028] 步骤三：辅助托架14吊耳4与钢丝绳通过卸扣连接起来，钢丝绳挂在汽车式汽车吊

15或者履带式汽车吊15吊钩上，汽车吊15拉升吊钩至最顶部安全位置，此时调平板13高于

汽车吊15顶部；

[0029] 步骤四：旋转或者移动汽车吊15位置，使得辅助托架14上调平板13接近支座16顶

部位置；

[0030] 步骤五：钢梁上焊接临时吊耳4，利用电动葫芦19连接调平板13与钢梁上的临时吊

耳4，将支座调平板13移动到位，微调调平板13至设计位置；

[0031] 步骤六：旋转或者移动汽车吊15位置，缩臂或者下放吊钩，将辅助托架14下落至栈

桥上，重复步骤1～5进行下一个支座调平板13安装；

[0032] 步骤七：安装完成以后，解除汽车吊15吊钩与辅助托架14的连接，将辅助托架14放

置在合适的位置以备下次安装使用，底部万向轮12卡住放置滑动。实现对钢箱梁17底下支

座调平板13的安装。

[0033]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于限制本实用新型，对于本

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本实用新型可以有各种更改和变化。凡在本实用新型的精神和原则

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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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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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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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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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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