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710473674.7

(22)申请日 2017.06.21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7401113 A

(43)申请公布日 2017.11.28

(73)专利权人 安徽省路桥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地址 230088 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望江西

路502号西蜀大厦（企业金融大厦）

(72)发明人 王新泉　

(74)专利代理机构 杭州九洲专利事务所有限公

司 33101

代理人 张羽振

(51)Int.Cl.

E01D 19/02(2006.01)

E01D 101/26(2006.01)

E01D 101/30(2006.01)

审查员 许静

 

(54)发明名称

一种高墩内置劲性骨架横系梁结构及施工

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高墩内置劲性骨架横系梁

结构，包括：抱箍式牛腿托架，抱箍采用两块半圆

弧型钢板制成，采用的高强螺栓与墩柱连接。操

作平台由厚钢板、型钢，在地面组装加工、吊装，

与抱箍式牛腿托架高强螺栓连接。贯穿型钢梁采

用型钢或钢棒，根据自重、人荷载等确定贯穿工

字钢的高度、宽度及翼缘腹板厚度，预制贯穿工

字钢时，按照设计值制作。模板系统由底模、分配

梁、承重梁、扁担梁等部分组成，各部分之间采用

螺栓连接。内置劲性骨架为桁架结构，采用槽钢、

工字钢焊接组成，其结构分为上下弦杆、斜撑、竖

杆、下弦杆。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内置劲性骨架

施工作业面小，作业面相对封闭，不存在交叉作

业，施工风险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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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墩内置劲性骨架横系梁结构，其特征在于，包括抱箍式牛腿托架(17)、操作平

台(20)、贯穿型钢梁(1)、模板系统、内置劲性骨架(8)、悬吊系统和预压系统；

抱箍式牛腿托架(17)，抱箍采用两块半圆弧型钢板制成，采用的高强螺栓(16)与墩柱

(6)连接；

操作平台(20)由厚钢板(22)、型钢(21)，在地面组装加工、吊装，与抱箍式牛腿托架

(17)高强螺栓连接；

贯穿型钢梁(1)采用型钢或钢棒，根据自重、人荷载确定贯穿工字钢的高度、宽度及翼

缘腹板厚度，预制贯穿工字钢时，按照设计值制作；

模板系统主要由厚钢板(22)、分配梁(25)、上承重梁(19)、下承重梁(23)和扁担梁(15)

组成，各部分之间采用螺栓连接；

内置劲性骨架(8)为桁架结构，采用槽钢、工字钢焊接组成，其结构分为上弦杆(10)、斜

撑(11)、竖杆(9)和下弦杆(12)；上弦杆(10)和下弦杆(12)两端翼缘板加劲板；

悬吊系统由下承重梁(23)、主吊杆(3)、辅吊杆(4)、上承重梁(19)、千斤顶(7)、扁担梁

(15)、卸载砂筒和贯穿型钢梁(1)组成；上承重梁(19)、下承重梁(23)和扁担梁(15)由工字

钢或者厚钢板焊接成H断面；

预压系统采用水预压和撑压相结合，水荷载预压，采用胶质材料的一个大型水袋(28)，

用钢管(27)、对拉钢筋(30)和模板(29)作支撑水袋搭设成水箱；撑压采用千斤顶(7)和撑杆

(5)，与水预压结合，进行预压加载；

所述的抱箍式牛腿托架(17)与高墩通过预埋件(2)连接，同时在高墩设置预留孔后连

接抗滑销栓(18)加强抱箍式牛腿托架(17)与高墩的连接；

在横系梁上部设置贯穿型钢梁(1)通过主吊杆(3)、辅吊杆(4)、撑杆(5)与内置劲性骨

架(8)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墩内置劲性骨架横系梁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内置

劲性骨架(8)扎定型模块与高墩中的预埋件(2)采用后伸展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墩内置劲性骨架横系梁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操作

平台(20)、模板系统、内置劲性骨架(8)、水预压体系均地面拼装，整装整拆。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墩内置劲性骨架横系梁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贯穿

型钢梁(1)为型钢或钢棒；抗滑销栓(18)、上弦杆(10)、下弦杆(12)、上承重梁(19)、下承重

梁(23)、主吊杆(3)和辅吊杆(4)均布设应力及应变监控。

5.一种如权利要求1所述高墩内置劲性骨架横系梁结构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以下步骤：

1)预埋件埋设：当塔柱施工到相应部位，分别进行操作平台、抱箍式牛腿托架、内置劲

性骨架预埋件和横梁主钢筋预埋；

2)抱箍式牛腿托架安装：抱箍采用两块半圆弧型钢板制成，采用的高强螺栓连接；抱箍

安装在墩柱上时必须与墩柱密贴，在墩柱与抱箍之间设一层橡胶垫；抱箍安装好后，吊装工

字钢，工字钢与抱箍之间采用U型螺栓连接固定；

3)操作平台安装：当塔柱施工超出上横梁9～10m后，进行操作平台安装；

4)贯穿型钢梁安装：根据横系梁自重、人荷载确定贯穿工字钢的高度、宽度及翼缘腹板

厚度，预制贯穿工字钢时，按照设计值制作；预制完成后，在贯穿工字钢与吊杆连接部位、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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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采用磁力钻完成；

5)底模系统安装：底模系统由底模、分配梁、承重梁、扁担梁、对撑钢管五部分组成；其

安装顺序为：扁担梁→下承重梁→分配梁→底模龙骨→底模面板；

6)安装劲性骨架：分段分片焊接加工好横梁内置劲性骨架，劲性骨架的分段分片由塔

吊起吊能力决定，劲性骨架设置成格构形式，同时要留出横梁主筋和预应力波纹管安装空

间，劲性骨架桥上采用先栓后焊形式连接成整体，劲性骨架安装时注意预拱度设置形成第

一结构受力体系；

7)安装悬吊系统：在成型的劲性骨架上安装提升系统，提升杆采用精轧螺纹钢筋，通过

穿心千斤顶将底模系统提升至设计位置，测量复测底模板标高符合图纸及预拱度要求后，

锁紧提升杆螺母；安装流程为：安装卸落砂筒→安装上承重梁→安装提升杆→安装穿心千

斤顶；在劲性骨架上弦杆顶面安装砂筒，砂筒使用经预压，预压后砂筒上下筒花焊固定；各

提升杆提升时，做到均匀同步；

8)安装底板钢筋和预应力管道：底板钢筋和塔柱预留钢筋采用直螺纹接头机械连接；

预应力管道安装可利用劲性骨架和钢筋骨架进行固定；

9)浇筑第一次混凝土：安装侧模和内模进行第一次混凝土浇筑，底板、高腹板和隔板；

在混凝土浇筑过程中，对称浇筑，浇筑顺序：先底板，后隔板；横梁模板的支撑必须牢固，模

板接缝不能有漏浆的现象；

10)张拉部分预应力：待混凝土达到设计强度后，张拉下部预应力钢绞线，形成第二体

系；

11)浇筑第二次混凝土：安装剩余部分侧模、内腔支架及剩余内模；安装横梁顶板钢筋

和波纹管，对顶板进行第二次混凝土浇筑；待混凝土达到设计强度后，张拉剩余预应力钢

束，形成最后的结构体系；采取真空辅助压浆法进行预应力管道压浆和封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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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墩内置劲性骨架横系梁结构及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高墩内置劲性骨架横系梁结构及施工方法，特别涉及一种高墩内

置劲性骨架横系梁结构及施工方法，属于桥梁工程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随着我国大量公路桥梁的修建，大跨度的桥梁工程在公路桥梁建筑工程项目

中的应用逐渐增多。桥梁高墩施工作为一种常见的施工方式，在桥梁施工过程中对于稳定

桥梁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规模越来越大，进而导

致在世界范围内，进而提升了桥梁桥墩的高度，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施工的难度。横梁传统

施工方法是采用落地支架，钢材投入大、造价高、施工周期长、施工风险大。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改善传统高墩横系梁施工形式，采用内置劲性骨架施工技术，

高墩横系梁的承载力、空间尺寸以及外观质量均满足规范要求，处于良好的受控状态，施工

进度科学合理、成本节约，具有较好的技术经济效益。

[0004] 本发明为了实现其发明目的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高墩内置劲性骨架横系梁

结构，其包括以下结构：

[0005] A.抱箍式牛腿托架，抱箍采用两块半圆弧型钢板制成，采用的高强螺栓与墩柱连

接。

[0006] B.操作平台由厚钢板、型钢，在地面组装加工、吊装，与抱箍式牛腿托架高强螺栓

连接。

[0007] C.贯穿型钢梁采用型钢或钢棒，根据自重、人荷载等确定贯穿工字钢的高度、宽度

及翼缘腹板厚度，预制贯穿工字钢时，按照设计值制作。

[0008] D.模板系统由底模、分配梁、承重梁、扁担梁等部分组成，各部分之间采用螺栓连

接。

[0009] E.内置劲性骨架为桁架结构，采用槽钢、工字钢焊接组成，其结构分为上下弦杆、

斜撑、竖杆、下弦杆；上弦下弦杆均采用槽钢，弦杆上下两端翼缘板加劲板，劲板采用钢板；

斜撑采用槽钢；竖杆采用槽钢。

[0010] F.悬吊系统由下承重梁、主吊杆、辅吊杆、上承重梁、调节千斤顶、扁担梁、卸载砂

筒、贯穿型钢梁组成。上承重梁、下承重梁、扁担梁由工字钢或者厚钢板焊接成H断面。吊杆

采用精轧螺纹钢筋。

[0011] G .预压系统采用水预压和撑压相结合的方式，水荷载预压，采用胶质材料订制一

个大型水袋，用钢管、对拉钢筋、模板作支撑水袋搭设成水箱。撑压采用千斤和撑杆，与水预

压结合，进行预压加载。

[0012] 进一步的，上述高墩内置劲性骨架横系梁结构中：所述的步骤A中，抱箍式牛腿托

架与高墩通过预埋件连接，同时在高墩设置预留孔后连接抗滑销栓加强抱箍式牛腿托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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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墩的连接。

[0013] 进一步的，上述高墩内置劲性骨架横系梁结构中：所述的步骤F中，横系梁上部设

置贯穿型钢梁通过主吊杆、辅吊杆、撑杆与内置劲性骨架连接。

[0014] 进一步的，上述高墩内置劲性骨架横系梁结构中：所述的步骤E中，内置劲性骨架

扎定型模块与高墩中的预埋件采用后伸展连接。

[0015] 进一步的，上述高墩内置劲性骨架横系梁结构中：所述的步骤G中，预压系统采用

水预压和撑压组合的形式。

[0016] 进一步的，上述高墩内置劲性骨架横系梁结构中：所述的步骤C、D、E、G中，操作平

台、模板系统、内置劲性骨架、水预压体系均地面拼装，整装整拆。

[0017] 进一步的，上述高墩内置劲性骨架横系梁结构中：所述的步骤F中，贯穿型钢梁为

型钢或钢棒，抗滑销栓，内置劲性骨架上弦杆、下弦杆，上承重梁、下承重梁、主吊杆、辅吊杆

均布设应力、应变监控实现动态监控。

[0018] 一种高墩内置劲性骨架横系梁结构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9] (1)预埋件埋设：当塔柱施工到相应部位，分别进行操作平台牛腿、横梁劲性骨架

预埋件、横梁主钢筋预埋。

[0020] (2)抱箍式牛腿托架安装：抱箍采用两块半圆弧型钢板制成，采用的高强螺栓连

接。抱箍安装在墩柱上时必须与墩柱密贴，在墩柱与抱箍之间设一层橡胶垫。抱箍安装好

后，吊装工字钢，工字钢与抱箍之间采用U型螺栓连接固定。

[0021] (3)操作平台安装：当塔柱施工超出上横梁9～10m后，进行操作平台安装，操作平

台可以采用型钢制作。

[0022] (4)贯穿型钢梁安装：根据横系梁自重、人荷载等确定贯穿工字钢的高度、宽度及

翼缘腹板厚度，预制贯穿工字钢时，按照设计值制作。预制完成后，在贯穿工字钢与吊杆连

接部位、钻孔采用磁力钻完成。

[0023] (5)底模系统安装：底模系统由底模、分配梁、承重梁、扁担梁、对撑钢管五部分组

成。其安装顺序为：扁担梁→下承重梁→分配梁→底模龙骨→底模面板。

[0024] (6)安装劲性骨架：分段分片焊接加工好横梁内置劲性骨架，劲性骨架的分段分片

由塔吊起吊能力决定，劲性骨架设置成格构形式，同时要留出横梁主筋和预应力波纹管安

装空间，劲性骨架桥上采用先栓后焊形式连接成整体，劲性骨架安装时注意预拱度设置形

成第一结构受力体系。

[0025] (7)安装悬吊系统：在成型的劲性骨架上安装提升系统，提升杆采用精轧螺纹钢

筋，通过穿心千斤顶将底模系统提升至设计位置，测量复测底模板标高符合图纸及预拱度

要求后，锁紧提升杆螺母。安装流程为：安装卸落砂筒→安装上承重梁→安装提升杆→安装

穿心千斤顶。在劲性骨架上弦杆顶面安装砂筒，砂筒使用经预压，预压后砂筒上下筒花焊固

定。各提升杆提升时，做到均匀同步。

[0026] (8)安装底板钢筋和预应力管道：底板钢筋和塔柱预留钢筋采用直螺纹接头机械

连接。预应力管道安装可利用劲性骨架和钢筋骨架进行固定。

[0027] (9)浇筑第一次混凝土：安装侧模和内模进行第一次混凝土浇筑(底板+0.5m高腹

板、隔板)。在混凝土浇筑过程中，尽量做到对称浇筑，浇筑顺序：先底板，后隔板。横梁模板

的支撑必须牢固，模板接缝不能有漏浆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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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10)张拉部分预应力：待混凝土达到设计强度后，张拉下部预应力钢绞线，形成第

二体系。

[0029] (11)浇筑第二次混凝土：安装剩余部分侧模、内腔支架及剩余内模。安装横梁顶板

钢筋和波纹管，进行第二次混凝土(顶板)浇筑。待混凝土达到设计强度后，张拉剩余预应力

钢束，形成最后的结构体系。采取真空辅助压浆法进行预应力管道压浆和封锚。

[0030] 本发明具有以下的特点和有益效果：

[0031] (1)内置劲性骨架施工工艺简单，可操作性强，基本不受墩柱高度影响，适用范围

广，内置劲性骨架结构简单，受力明确，施工质量易于管控。

[0032] (2)内置劲性骨架施工作业面小，作业面相对封闭，不存在交叉作业，施工风险低。

[0033] (3)内置劲性骨架投入材料少，施工周期短，经济效益比较可观。

附图说明

[0034] 图1是本发明高墩内置劲性骨架横系梁图；

[0035] 图2是高墩内置劲性骨架横系梁横断面图；

[0036] 图3是抱箍牛腿大样图；

[0037] 图4是水预压示意图；

[0038] 图5是本发明具体施工流程图。

[0039] 其中：1.贯穿型钢梁，2.预埋件，3.主吊杆，4.辅吊杆，5.撑杆，6.墩柱，7.千斤顶，

8.内置劲性骨架，9.竖杆，10.上弦杆，11.斜撑，12.下弦杆，13.U型螺栓，14.精轧螺纹钢，

15.扁担梁，16.高强螺栓，17.抱箍式牛腿托架，18.抗滑销栓，19.上承重梁，20.操作平台，

21.型钢，22.钢板，23.下承重梁，24.槽钢，25.分配梁，26.钢管拉杆，27.钢管横压，28.水

袋，29.模板，30.对拉钢筋，31.两层模板，32.枋木，33.钢管立杆。

具体实施方式

[0040] 本发明实施方式中混凝土浇筑及施工、钢筋笼绑扎、焊接、预埋件设置、吊装等施

工技术要求不再赘述，重点阐述本发明的实施方式，下面结合附图并通过实施例对本发明

作进一步详细说明，该说明并不局限于以下实施例。

[0041] 图1是本发明高墩内置劲性骨架横系梁图，图2是高墩内置劲性骨架横系梁横断面

图，图3是抱箍牛腿大样图，图4是水预压示意图，参照图1～图3所示高墩内置劲性骨架横系

梁结构主要由1.贯穿型钢梁，2.墩柱预埋件，3.主吊杆，4.辅吊杆，5.撑杆，6.墩柱，7.千斤

顶，8.内置劲性骨架，9.竖杆，10.上弦杆，11.斜撑，12.下弦杆，13.U型螺栓，14.精轧螺纹

钢，15.扁担梁，16.高强螺栓，17.抱箍式牛腿托架，18.抗滑销栓，19.上承重梁，20.操作平

台，21.型钢，22.钢板，23.下承重梁，24.槽钢，25.分配梁，26.钢管拉杆，27.钢管横压，28.

水袋，29.模板，30.对拉钢筋，31.两层模板，32.枋木，33.钢管立杆等组成；

[0042] 内置劲性骨架为桁架结构，采用28a槽钢、20a工字钢焊接组成，其结构分为上下弦

杆、斜撑、竖杆、平联；上弦下弦杆均采用28槽钢，弦杆上下两端翼缘板加劲板，劲板采用δ

380×300×10mm钢板，间距30cm；斜撑采用28a槽钢；竖杆采用28a槽钢；平联采用20a工字

钢。

[0043] 悬吊系统由下承重梁、吊杆、上承重梁、调节千斤顶、扁担梁、卸载砂筒组成。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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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重梁、扁担梁可由2个56a工字钢或者δ＝2.0cm厚钢板焊接成H断面。吊杆采用精轧螺纹钢

筋。

[0044] 横梁底模采用δ＝6mm钢板，底模底面横向30cm一道设置槽钢作为底模龙骨，下铺

20a工字钢作为分配梁，间距30cm，分配梁直接支撑在悬吊系统的下承重梁上。

[0045] 预压系统采用水预压和撑压相结合的方式，“预压重量不得少于梁体自重”，所以

预压加载重量等于梁体自重，进行分级加载50％→80％→100％，对贯穿型钢梁、抗滑销栓、

内置劲性骨架、上下弦杆、承重梁、吊杆布设应力、应变监控，实现动态监控。

[0046] 水荷载预压，采用胶质材料订制一个大型水袋，用 钢管、 对拉螺杆、模板作

支撑水袋搭设成水箱。一个水袋作为一个预压单元，根据支架搭设进度，采用2个单元进行

预压加载。撑压采用千斤和撑杆和水预压结合，进行预压加载。

[0047] 如图5所示，本发明主要包括如下施工步骤：

[0048] (1)预埋件埋设：当塔柱施工到相应部位，分别进行操作平台牛腿、横梁劲性骨架

预埋件、横梁主钢筋预埋。

[0049] (2)抱箍式牛腿托架安装：抱箍采用两块半圆弧型钢板制成，采用的高强螺栓连

接。抱箍安装在墩柱上时必须与墩柱密贴，在墩柱与抱箍之间设一层橡胶垫。抱箍安装好

后，吊装工字钢，工字钢与抱箍之间采用U型螺栓连接固定。

[0050] (3)操作平台安装：当塔柱施工超出上横梁9～10m后，进行操作平台安装，操作平

台可以采用型钢制作。

[0051] (4)贯穿型钢梁安装：根据横系梁自重、人荷载等确定贯穿工字钢的高度、宽度及

翼缘腹板厚度，预制贯穿工字钢时，按照设计值制作。预制完成后，在贯穿工字钢与吊杆连

接部位、钻孔采用磁力钻完成。

[0052] (5)底模系统安装：底模系统由底模、分配梁、承重梁、扁担梁、对撑钢管五部分组

成。其安装顺序为：扁担梁→下承重梁→分配梁→底模龙骨→底模面板。

[0053] (6)安装劲性骨架：分段分片焊接加工好横梁内置劲性骨架，劲性骨架的分段分片

由塔吊起吊能力决定，劲性骨架设置成格构形式，同时要留出横梁主筋和预应力波纹管安

装空间，劲性骨架桥上采用先栓后焊形式连接成整体，劲性骨架安装时注意预拱度设置形

成第一结构受力体系。

[0054] (7)安装悬吊系统：在成型的劲性骨架上安装提升系统，提升杆采用精轧螺纹钢

筋，通过穿心千斤顶将底模系统提升至设计位置，测量复测底模板标高符合图纸及预拱度

要求后，锁紧提升杆螺母。安装流程为：安装卸落砂筒→安装上承重梁→安装提升杆→安装

穿心千斤顶。在劲性骨架上弦杆顶面安装砂筒，砂筒使用经预压，预压后砂筒上下筒花焊固

定。各提升杆提升时，做到均匀同步。

[0055] (8)安装底板钢筋和预应力管道：底板钢筋和塔柱预留钢筋采用直螺纹接头机械

连接。预应力管道安装可利用劲性骨架和钢筋骨架进行固定。

[0056] (9)浇筑第一次混凝土：安装侧模和内模进行第一次混凝土浇筑(底板+0.5m高腹

板、隔板)。在混凝土浇筑过程中，尽量做到对称浇筑，浇筑顺序：先底板，后隔板。横梁模板

的支撑必须牢固，模板接缝不能有漏浆的现象。

[0057] (10)张拉部分预应力：待混凝土达到设计强度后，张拉下部预应力钢绞线，形成第

二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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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8] (11)浇筑第二次混凝土：安装剩余部分侧模、内腔支架及剩余内模。安装横梁顶板

钢筋和波纹管，进行第二次混凝土(顶板)浇筑。待混凝土达到设计强度后，张拉剩余预应力

钢束，形成最后的结构体系。采取真空辅助压浆法进行预应力管道压浆和封锚。

[0059] 高墩内置劲性骨架横系梁施工技术由桥墩抱箍式牛腿托架、贯穿型钢梁、操作平

台、内置劲性骨架、悬吊系统、模板系统，预压系统等部分组成，其中操作平台、模板系统、水

预压体系均在地面拼装，整装整拆，并对贯穿型钢梁，抗滑销栓，内置劲性骨架上、下弦杆，

承重梁吊杆均布设应力、应变监控实现动态监控。全面系统地闸述了高墩横系梁采用内置

劲性骨架施工技术和工艺特点，横系梁的承载力、空间尺寸以及外观质量均满足规范要求，

处于良好的受控状态，施工进度科学合理、成本节约，可为今后类似工程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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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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