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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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20897883.9

(22)申请日 2019.06.14

(73)专利权人 中铁大桥局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 430000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汉阳大

道38号

(72)发明人 郑权　皮军云　刘宏达　李源　

黄德利　季袁飞　姚华　杨党国　

朱雷　杨龙　卯利君　张志选　

杨文杰　王刚　靳旭东　侯思钦　

曾昭哲　张小锋　张小平　林文强　

邢震玮　钟祺　张路伟　徐菲　

许进　胡吉星　

(74)专利代理机构 武汉智权专利代理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42225

代理人 孟欢

(51)Int.Cl.

E01D 21/00(2006.01)

E01D 19/02(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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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墩身合拢段模板支

架，涉及桥梁施工技术领域，其包括标准节段模

板，每个设置于一个墩柱顶端节段四周，墩柱顶

端节段内预埋有多个爬锥；牛腿，每组固定于一

个标准节段模板，每组牛腿通过爬锥与紧固螺栓

安装在所在标准节段模板围绕的墩柱顶端节段

上，每组牛腿上方均固定有分配梁；支架，其架设

在分配梁上方，支架包括至少一个桁架；合拢段

模板，其具有与支架相适配的容纳空间，合拢段

模板架设在标准节段模板和支架上方。本实用新

型的墩身合拢段模板支架，将牛腿和标准节段模

板固定在一起作为承重结构，受力明确，将合拢

段模板和支架配套使用，使其可在多个桥墩间重

复利用，最大限度地提高利用率，降低施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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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墩身合拢段模板支架，其特征在于，其包括：

标准节段模板(1)，其数量为两个，每个设置于一个墩柱顶端节段四周，所述墩柱顶端

节段内预埋有多个爬锥(6)；

牛腿(2)，其数量为两组，每组固定于一个标准节段模板(1)，且每组牛腿(2)通过所述

爬锥(6)与紧固螺栓安装在所在标准节段模板(1)围绕的墩柱顶端节段上，所述牛腿(2)和

所在标准节段模板(1)形成承重结构；每组牛腿(2)上方均固定有分配梁(3)；

支架(4)，其架设在所述分配梁(3)上方，所述支架(4)包括至少一个桁架(41)；

合拢段模板(5)，其具有与所述支架(4)相适配的容纳空间，所述合拢段模板(5)架设在

所述标准节段模板(1)和所述支架(4)上方。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墩身合拢段模板支架，其特征在于：所述牛腿(2)包括腹板(21)

和垂直设置于腹板(21)两侧及中间的端板(22)，所述腹板(21)上开设有供所述爬锥(6)穿

过的通孔(211)；

所述腹板(21)和两侧的端板(22)与所述标准节段模板(1)焊接固定。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墩身合拢段模板支架，其特征在于：所述牛腿(2)还包括加固板

(23)，所述加固板(23)的两端和中间均设有缺口(231)，两侧的所述端板(22)分别插入两端

的缺口(231)内，中间的所述端板(22)插入中部的缺口(231)内，所述加固板(23)未开设缺

口的部分设置于所述端板(22)延伸部(221)上方。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墩身合拢段模板支架，其特征在于：所述分配梁(3)上方与所述

支架(4)连接处设置落模装置(7)。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墩身合拢段模板支架，其特征在于：所述落模装置(7)和支架(4)

的接触面与所述标准节段模板(1)和合拢段模板(5)的接触面齐平。

6.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墩身合拢段模板支架，其特征在于：所述落模装置(7)采用砂筒、

垫梁或混凝土试块。

7.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墩身合拢段模板支架，其特征在于：所述落模装置(7)的上表面

和下表面均设有钢垫板(71)。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墩身合拢段模板支架，其特征在于：所述分配梁(3)与所述牛腿

(2)焊接连接。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墩身合拢段模板支架，其特征在于：所述分配梁(3)为工字钢，所

述工字钢为多个，且并排设置，相邻所述工字钢之间焊接有加劲板。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墩身合拢段模板支架，其特征在于：当所述桁架(41)设有多个

时，相邻桁架(41)通过联结系(42)固定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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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墩身合拢段模板支架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桥梁施工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墩身合拢段模板支架。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桥梁技术的不断发展，门式框架桥墩被广泛应用于桥梁设计中。门式框架桥

墩的墩身为柱，下面配桩或刚性扩大基础，其墩身合拢段的施工是门式墩施工中重要部分

之一，现有的门式墩合拢段施工方法主要有以下两种：

[0003] 1、满堂支架法：其采取按一定间隔，密布搭设，起支撑作用的脚手架的施工方法。

满堂支架法的优点是施工适应性强，应用范围广，施工难度低；其缺点是对地基承载力要求

较高，且施工高度较高时，施工量明显增大，支架整体稳定性降低，施工风险高；

[0004] 2、钢管支架法：其采用直径较大的钢管一层一层的搭设，每层之间通过法兰连接。

钢管支架法的优点是施工机械化程度高，节省人力，施工效率高；其缺点是需保证支架基础

承载力、需大型吊装机械配合、当搭设高度较大时，钢管用量大，且当合拢段工程量不大时，

其经济效益很低。

[0005] 目前，对于高度较大、横桥向宽度较小的门式框架桥墩，因其合拢段具有施工高度

大、跨度小的特点，满堂支架采用的密布搭设的脚手架法难以施工，钢管支架法采用的钢管

柱支架搭设成本较大、经济性差。

实用新型内容

[0006] 针对现有技术中存在的缺陷，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墩身合拢段模板支

架，受力明确，可在多个桥墩间重复利用，最大限度地提高其利用率。

[0007] 为达到以上目的，本实用新型采取的技术方案是：一种墩身合拢段模板支架，其包

括：

[0008] 标准节段模板，其数量为两个，每个设置于一个墩柱顶端节段四周，墩柱顶端节段

内预埋有多个爬锥；

[0009] 牛腿，其数量为两组，每组固定于一个标准节段模板，且每组牛腿通过爬锥与紧固

螺栓安装在所在标准节段模板围绕的墩柱顶端节段上，牛腿和所在标准节段模板形成承重

结构；每组牛腿上方均固定有分配梁；

[0010] 支架，其架设在分配梁上方，支架包括至少一个桁架；

[0011] 合拢段模板，其具有与支架相适配的容纳空间，合拢段模板架设在标准节段模板

和支架上方。

[0012] 在上述技术方案的基础上，牛腿包括腹板和垂直设置于腹板两侧及中间的端板，

腹板上开设有供爬锥穿过的通孔；

[0013] 腹板和两侧的端板与标准节段模板焊接固定。

[0014] 在上述技术方案的基础上，牛腿还包括加固板，加固板的两端和中间均设有缺口，

两侧的端板分别插入两端的缺口内，中间的端板插入中部的缺口内，加固板未开设缺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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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设置于端板延伸部上方。

[0015] 在上述技术方案的基础上，分配梁上方与支架连接处设置落模装置。

[0016] 在上述技术方案的基础上，落模装置和支架的接触面与标准节段模板和合拢段模

板的接触面齐平。

[0017] 在上述技术方案的基础上，上述落模装置采用砂筒、垫梁或混凝土试块。

[0018] 在上述技术方案的基础上，上述落模装置的上表面和下表面均设有钢垫板。

[0019] 在上述技术方案的基础上，分配梁与牛腿焊接连接。

[0020] 在上述技术方案的基础上，分配梁为工字钢，工字钢为多个，且并排设置，相邻工

字钢之间焊接有加劲板。

[0021] 在上述技术方案的基础上，当桁架设有多个时，相邻桁架通过联结系固定连接。

[002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优点在于：

[0023] (1)本实用新型的墩身合拢段模板支架，将牛腿和标准节段模板固定在一起作为

承重结构，受力明确，将合拢段模板和支架配套使用，使其可在多个桥墩间重复利用，最大

限度地提高其利用率，降低施工成本。

[0024] (2)本实用新型的墩身合拢段模板支架，牛腿和标准节段模板设置为一体，无需在

桥墩的墩身上预留较大的孔洞，也省去了后续牛腿安装时对预留孔洞的精度要求，且落模

装置和支架的接触面与标准节段模板和合拢段模板的接触面齐平，在不耽误施工进度的同

时，有效降低支架的支撑高度。

[0025] (3)本实用新型的支架的多个桁架之间采用装配式结构，可整体吊装，也可单个桁

架吊装后拼接，减少了高空作业量，降低了施工风险。

[0026] (4)本实用新型的支架在支撑合拢段模板的同时，也可充当合拢段模板的定位装

置，省去了调节合拢段模板的工作量。

附图说明

[0027] 图1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墩身合拢段模板支架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2为图1中A的放大示意图；

[0029] 图3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另一墩身合拢段模板支架的侧视剖面图；

[0030] 图4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标准节段模板和牛腿连接示意图；

[0031] 图5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牛腿的结构示意图；

[0032] 图6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牛腿的侧视图；

[0033] 图7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加固板的结构示意图。

[0034] 图中：1-标准节段模板，11-模板面板，12-背带，2-牛腿，21-腹板，211-通孔，22-端

板，221-延伸部，23-加固板，231-缺口，3-分配梁，4-支架，41-桁架，42-联结系，5-合拢段模

板，6-爬锥，7-落模装置，71-钢垫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以下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6] 参见图1和图2所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一种墩身合拢段模板支架，适用于门

式框架桥墩的施工，特别是横桥向宽度小的门式框架桥墩，该墩身合拢段模板支架包括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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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节段模板1、牛腿2、支架4和合拢段模板5。

[0037] 上述标准节段模板1的数量为两个，两个标准节段模板1并排平行设置，每个标准

节段模板1设置在一个墩柱顶端节段的四周，每个墩柱顶端节段内均预埋有多个爬锥6。

[0038] 牛腿2的数量为两组，每组牛腿2水平固定在一个标准节段模板1上，且两组牛腿2

水平平行设置在两个标准节段模板1的相对内侧。另外，每组牛腿2通过爬锥6与紧固螺栓的

相互配合安装在所在标准节段模板1围绕的墩柱顶端节段上。每组牛腿2和所在标准节段模

板1整体形成支架4的承重结构。

[0039] 每组牛腿2的上方均固定有分配梁3，分配梁3与牛腿2焊接连接。支架4架设在分配

梁3上方，且支架4包括至少一个桁架41。支架4垂直于水平方向的截面为梯形。

[0040] 合拢段模板5内部具有一个容纳空间，该容纳空间垂直于水平方向的截面是与支

架4相适配的梯形。合拢段模板5架设在两个标准节段模板1和支架4上方。通过标准节段模

板1和支架4来支承整个合拢段模板5，因此牛腿2和标准节段模板1也是合拢段模板5的承重

结构。

[0041] 本实用新型的墩身合拢段模板支架，将牛腿2和标准节段模板1固定在一起作为承

重结构，受力明确，且无需在桥墩的墩身上预留较大的孔洞，也省去了后续牛腿2安装时对

预留孔洞的精度要求；另外，将合拢段模板5和与其相适配的支架4共同使用，使合拢段模板

5和和支架4可在多个桥墩间重复利用，最大限度地提高其利用率，降低施工成本。

[0042] 参见图3所示，支架4可包括多个桁架41，相邻桁架41通过联结系42固定连接，通过

联结系42使多个桁架41之间能稳固连接，提高整体刚度。桁架41与联结系42通过角焊缝连

接，焊脚高度不小于6mm。本实施例中，组成单个桁架41的各杆件之间均采用双面角焊缝焊

接，焊脚高度不小于10mm。

[0043] 本实施例中，支架的多个桁架之间采用装配式结构，可多个桁架拼接后整体吊装，

也可单个桁架进行吊装，在吊装的同时进行拼接。单个吊装可减少高空作业量，降低了施工

风险。同时，支架在支撑合拢段模板的同时，也充当了合拢段模板的定位装置，省去了调节

合拢段模板的工作量。

[0044] 参见图4-6本实施例中，牛腿2包括一个腹板21和与腹板21垂直设置的三个端板

22，三个端板22分别设置在腹板21的两端和中间，腹板21上开设有供爬锥6穿过的通孔211，

使牛腿2可通过爬锥6与墩柱顶端节段固定连接。

[0045] 另外，上述腹板21和腹板21两端的端板22均与标准节段模板1焊接固定。标准节段

模板1包括模板面板11和设置在模板面板11上的背带12和纵肋，腹板21与模板面板11焊接

固定，两侧的端板22与背带12焊接固定。施工时，在牛腿2与标准节段模板1焊接固定后，方

可在腹板21上开设通孔211，插入爬锥6。待墩柱顶端节段进行混凝土浇筑后，爬锥6起到固

定牛腿2的作用。

[0046] 优选地，牛腿2还包括加固板23。参见图7所示，加固板23的两端和中间均设有缺口

231，两侧的端板22分别插入加固板23两端的缺口231内，中间的端板22插入加固板23中部

的缺口231内，加固板23未开设缺口的部分设置于端板22延伸部221上方。分配梁3则焊接固

定在加固板23上。

[0047] 优选地，分配梁3上方与桁架41连接处设置落模装置7。上述落模装置7固定后，落

模装置7和支架4的接触面与标准节段模板1和合拢段模板5的接触面齐平，牛腿2的固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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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靠近合拢段模板5的下缘，在不耽误施工进度的同时，有效降低了支架4的支撑高度。

[0048] 落模装置7可采用砂筒、垫梁或混凝土试块。落模装置7便于拆除，当桥墩合拢段施

工完成后，可通过拆除落模装置7来将降低支架4的高度，方便拆除支架4和合拢段模板5。当

落模装置7采用砂筒时，释放砂筒里的砂即可，当落模装置7采用砂筒时垫梁或混凝土试块

时，可以通过凿除垫梁或混凝土试块进行拆除。

[0049] 优选地，落模装置7的上表面和下表面均设有钢垫板71，以使落模装置7均匀受力。

[0050] 上述分配梁3为工字钢，工字钢为多个，且并排设置。本实施例中，分配梁3包括3个

I20a工字钢，即高度为200，宽度为100，腰厚为7的工字钢。相邻工字钢之间焊接有加劲板，

通过加劲板进一步加强受力作用。

[0051]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墩身合拢段模板支架的具体安装过程包括：

[0052] S1、根据门式框架桥墩的结构设计制造相应的合拢段模板和支架；其中，支架可根

据实际需要设计多个桁架和联结系，桁架和联结系均可在工厂进行预制加工。

[0053] S2、在门式框架桥墩的墩柱顶端节段浇筑前，在墩柱顶端节段位置周围安装标准

节段模板，并在标准节段模板上焊接牛腿，然后在牛腿的腹板上开设通孔，将爬锥穿过通

孔，待墩柱顶端节段进行混凝土浇筑后，爬锥预埋在墩柱顶端节段，标准节段模板和牛腿作

为整个支架的承重结构。

[0054] S3、在牛腿上方放置分配梁，并将分配梁与牛腿焊接固定。

[0055] S4、在分配梁上方与支架连接处放置落模装置。

[0056] S5、将支架吊装至落模装置；其中，当支架由多个桁架组装形成时，可根据现场吊

装能力确定是整体吊装或单个桁架进行吊装。

[0057] S6、在支架上安装合拢段模板，之后即可施工墩顶合拢段。

[0058] S7、待墩顶合拢段施工完成后，拆除落模装置，然后拆除支架及合拢段模板，即可

在下一桥墩合拢段施工使用。

[0059] 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可整体下放支架及合拢段模板，也可先拆除合拢段模板，再将

支架分块拆除，即单个桁架进行拆除。

[0060] 本实用新型的墩身合拢段模板支架，将合拢段模板和支架配套使用，使其可在多

个桥墩间重复利用，最大限度地提高其利用率，降低施工成本。

[0061] 本实用新型已在平潭海峡公铁两用大桥采用，平潭海峡公铁两用大桥是我国第一

座跨海峡公铁两用大桥，也是世界上第一次在复杂风浪涌环境下建设海峡大桥。海峡大桥

不同于以往建设的海湾桥，其建设所面临的风大、浪高、涌激、强台风、复杂地质等恶劣条

件，给大桥施工带来了巨大挑战和超高风险，本实用新型取得了良好运用效果。

[0062] 本实用新型不局限于上述实施方式，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不

脱离本实用新型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视为本实

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本说明书中未作详细描述的内容属于本领域专业技术人员公知的

现有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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