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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一种桥梁增设声屏障的基座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桥梁增设声屏障的基座
装置，
包括主支撑、
基座支架和声屏障立柱基座，
主支撑的下端与桥梁的梁体边腹板连接，
基座支
架与主支撑的上端连接 ，主支撑的上部设有抱
箍，
抱箍与桥梁的车行道防撞护栏连接，
声屏障
立柱基座设置于基座支架上，
声屏障立柱基座用
于安设声屏障。实现在现有桥梁上增设声屏障 ，
有利于桥梁结构的安全性，
另外基座设置在桥梁
外侧，
不影响交通，
施工较为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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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桥梁增设声屏障的基座装置，
其特征在于，
包括主支撑、
基座支架和声屏障立柱
基座，
主支撑的下端与桥梁的梁体边腹板连接，
基座支架与主支撑的上端连接，
主支撑的上
部设有抱箍，
抱箍与桥梁的车行道防撞护栏连接，
声屏障立柱基座设置于基座支架上，
声屏
障立柱基座用于安设声屏障；
主支撑包括横杆和竖杆，
橫杆横向布置，
竖杆竖向布置，
横杆的一端与桥梁的梁体边腹
板连接，
横杆的另一端与竖杆的下端连接，
竖杆的上端与基座支架连接，
抱箍设置于竖杆
上；
抱箍从内外侧限制声屏障及基座的水平位移，
竖向不做任何处理。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桥梁增设声屏障的基座装置，
其特征在于，
横杆倾斜布置。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桥梁增设声屏障的基座装置，
其特征在于，
主支撑与桥梁的梁
体边腹板之间连接有次支撑，
次支撑通过主钢垫板与桥梁的梁体边腹板连接。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桥梁增设声屏障的基座装置，
其特征在于，
主支撑通过主钢垫
板与桥梁的梁体边腹板连接。
5 .根据权利要求3或4所述的桥梁增设声屏障的基座装置，
其特征在于，
主钢垫板通过
锚栓与梁体边腹板连接，
或主钢垫板与梁体边腹板焊接。
6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桥梁增设声屏障的基座装置，
其特征在于，
抱箍通过次钢垫板
与车行道防撞护栏连接。
7 .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桥梁增设声屏障的基座装置，
其特征在于，
次钢垫板通过锚栓
与车行道防撞护栏连接，
或次钢垫板与车行道防撞护栏焊接。
8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桥梁增设声屏障的基座装置，
其特征在于，
基座支架为H型钢
和顶板，
顶板水平设置于H形钢的上端。
9 .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桥梁增设声屏障的基座装置，
其特征在于，
H型钢和顶板之间
分布有多个加劲板，
多个加劲板沿周向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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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桥梁增设声屏障的基座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建筑工程技术领域，
具体涉及一种桥梁增设声屏障的基座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城市建设中大量的高架、
立交桥结构，
通常优先于城市地块的开发，
交通网形
成后商业及住宅设施相应落地。这些高架桥梁一方面为城市交通做出了巨大贡献，
另一方
面也给后期附近入住的居民生活带来严重的噪声污染。后期增设桥梁声屏障能够有效解决
噪声问题。但对于已投入运营现状桥梁，
声屏障所增加的荷载对结构横向计算将产生影响。
横向受力相对于桥梁纵向受力更为敏感，
荷载的增加容易造成顶板、悬臂横向承载力无法
满足，
或产生裂缝等病害。
[0003] 新建桥梁声屏障通常设置在行车道防撞护栏顶，
若在现状桥增设声屏障时采用同
样方法，
则在桥梁顶板及悬臂增加竖向荷载，
对现有桥梁易产生不利影响。部分市区高架或
立交桥梁投入运营早，
参照规范与最新规范有较大不同。桥梁顶板及悬臂竖向荷载的增加，
以及风荷载作用于声屏障产生的力和弯矩，
容易导致桥梁悬臂根部，
以及边箱室导角处承
载力计算无法满足规范要求，
也有产生裂缝的可能性，
对桥梁结构耐久性及安全性产生不
利影响。
[0004] 本发明旨在提供了一种在现有桥梁上增设声屏障基座设施，
通过钢支架，
将声屏
障引起的荷载及弯矩直接传递至箱梁边腹板，
不对结构顶板及悬臂产生竖向荷载影响，
且
施工便捷，
不影响交通。有利于结构安全。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上述缺陷，
提供了一种桥梁增
设声屏障的基座装置，
实现在现有桥梁上增设声屏障，
有利于桥梁结构的安全性，
另外基座
设置在桥梁外侧，
不影响交通，
施工较为便捷。
[0006] 本发明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7] 一种桥梁增设声屏障的基座装置，
包括主支撑、
基座支架和声屏障立柱基座，
主支
撑的下端与桥梁的梁体边腹板连接，
基座支架与主支撑的上端连接，
主支撑的上部设有抱
箍，
抱箍与桥梁的车行道防撞护栏连接，
声屏障立柱基座设置于基座支架上，
声屏障立柱基
座用于安设声屏障。
[0008] 按照上述技术方案，
主支撑包括横杆和竖杆，
橫杆横向布置，
竖杆竖向布置，
横杆
的一端与桥梁的梁体边腹板连接，
横杆的另一端与竖杆的下端连接，
竖杆的上端与基座支
架连接，
抱箍设置于竖杆上，
抱箍与桥梁的车行道防撞护栏连接。
[0009] 按照上述技术方案，
横杆倾斜布置。
[0010] 按照上述技术方案，
主支撑与桥梁的梁体边腹板之间连接有次支撑，
次支撑通过
主钢垫板与桥梁的梁体边腹板连接。
[0011] 按照上述技术方案，
主支撑通过主钢垫板与桥梁的梁体边腹板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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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按照上述技术方案，
主钢垫板通过锚栓与梁体边腹板连接，
或主钢垫板与梁体边
腹板焊接。
[0013] 按照上述技术方案，
抱箍通过次钢垫板与车行道防撞护栏连接。
[0014] 按照上述技术方案，
次钢垫板通过锚栓与车行道防撞护栏连接，
或次钢垫板与车
行道防撞护栏焊接。
[0015] 按照上述技术方案，
基座支架为H型钢和顶板，
顶板水平设置于H形钢的上端。
[0016] 按照上述技术方案，
H型钢和顶板之间分布有多个加劲板，
多个加劲板沿周向布
置。
[0017] 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18] 声屏障引起的竖向荷载，
及作用在声屏障表面风荷载引起的水平力、
弯矩，
通过立
柱传递至型钢，
向下传递给基座支架，
基座支架通过主支撑和抱箍与桥梁结构连成整体，
荷
载由此直接传递给桥梁的梁体边腹板，
对桥梁顶板及悬臂不产生影响，
实现在现有桥梁上
增设声屏障，
有利于桥梁结构的安全性，
另外基座设置在桥梁外侧，
不影响交通，
施工较为
便捷。
附图说明
[0019]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中桥梁增设声屏障的基座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中，
1‑主支撑，
2‑次支撑，
3‑基座支架，
4‑主钢垫板，
5‑次钢垫板，
6‑锚栓，
7‑抱
箍，
8‑加劲板A，
9‑加劲板B，
10‑螺栓，
11‑梁体顶板及悬臂，
12‑梁体边腹板，
13‑车行道防撞
护栏，
14‑声屏障。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
[0022] 参照图1所示，
本发明提供的一个实施例中的桥梁增设声屏障的基座装置，
包括主
支撑1、基座支架3和声屏障立柱基座，
主支撑1的下端与桥梁的梁体边腹板12连接，
基座支
架3与主支撑1的上端连接，
主支撑1的上部设有抱箍7，
抱箍7与桥梁的车行道防撞护栏13连
接，
声屏障立柱基座设置于基座支架3上，
声屏障立柱基座用于安设声屏障14。
[0023] 进一步地，
主支撑1包括横杆和竖杆，
橫杆横向布置，
竖杆竖向布置，
横杆的一端与
桥梁的梁体边腹板12连接，
横杆的另一端与竖杆的下端连接，
竖杆的上端与基座支架3连
接，
抱箍7设置于竖杆上，
抱箍7与桥梁的车行道防撞护栏13连接。
[0024] 进一步地，
竖杆布置于桥梁的车行道防撞护栏13的外侧。
[0025] 进一步地，
横杆倾斜布置。
[0026] 进一步地，
主支撑1与桥梁的梁体边腹板12之间连接有次支撑2，
次支撑2通过主钢
垫板5与桥梁的梁体边腹板12连接。
[0027] 进一步地，
次支撑2的两端分别与梁体边腹板12和主支撑1连接。
[0028] 进一步地，
主支撑1通过主钢垫板4与桥梁的梁体边腹板12连接。
[0029] 进一步地，
主钢垫板4通过锚栓6与梁体边腹板12连接，
或主钢垫板4与梁体边腹板
12焊接。
[0030] 进一步地，
抱箍7通过次钢垫板5与车行道防撞护栏13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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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地，
次钢垫板5通过锚栓6与车行道防撞护栏13连接，
或次钢垫板5与车行道
防撞护栏13焊接。
[0032] 进一步地，
基座支架3为H型钢和顶板，
顶板水平设置于H形钢的上端。
[0033] 进一步地，
顶板通过螺栓与声屏障立柱基座连接，
H型钢与竖杆的上端连接。
[0034] 进一步地，
H型钢和顶板之间分布有多个加劲板，
多个加劲板沿周向布置。
[0035] 进一步地，
加劲板的个数为4个，
横向方位的加劲板为加劲板A8，
纵向方位的加劲
板为加劲板B9。
[0036]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
[0037] 参见图1，
一种现状桥梁增设声屏障的基座装置，
包括主支撑1和次支撑2、基座支
架3、
主钢垫板4、
次钢垫板5、
锚栓6(或焊缝)、
抱箍7、加劲板A8和加劲板B9、
声屏障立柱基座
螺栓10、
以及梁体顶板及悬臂11和梁体边腹板12、
车行道防撞护栏13。
[0038] 主支撑1和次支撑2通过主钢垫板4，
与梁体边腹板12连成整体，
主钢垫板4和梁体
边腹板12通过锚栓(或焊缝)6固定，
当原桥梁结构为混凝土时采用锚栓连接，
当原结构为钢
结构时采用焊缝。主支撑1上方与基座支架3焊接成一体，
再通过声屏障立柱基座螺栓10与
声屏障立柱连接。为保证结构稳定性，
在基座支架3支点处设置两个方向的加劲板A8和加劲
板B9。另外，
主支撑1与车行道防撞护栏13处通过抱箍7固定，
抱箍7从内外侧限制声屏障及
基座的水平位移，
竖向不做任何处理。抱箍7与次钢垫板5固定，
次钢垫板5与车行道防撞护
栏13通过锚栓6(或焊缝)固定，
同样，
若护栏为混凝土结构则采用锚栓连接，
若为钢结构则
采用焊接。
[0039] 综上所述，
声屏障引起的竖向荷载，
及作用在声屏障表面风荷载引起的水平力、
弯
矩，
通过立柱传递至型钢，
向下传递给基座。基座通过钢垫板与桥梁结构边腹板连成整体。
荷载由此直接传递给边腹板，
对桥梁顶板及悬臂不产生影响，
有利于结构的安全性。另外基
座设置在桥梁外侧，
不影响交通，
施工较为便捷。
[0040] 以上的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 ，
当然不能以此来限定本发明之权利范围，
因此依本发明申请专利范围所作的等效变化，
仍属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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