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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上跨既有线旧桥梁体整体拆除方法，其

特征是：（1）在承载基坑内浇筑混凝土支撑架座

和安装支撑架；（2）启动架桥机运输小车，将架桥

机纵梁安装固定在支撑架上，提梁小车装在架桥

机的纵梁上；（3）在上跨既有线旧桥梁两端梁体

上钻出四个贯通圆孔；（4）、用第一螺母和螺杆将

上下金属横梁分别装在上跨既有线旧桥梁的上

下桥面上；分别将吊杆插装在上跨既有线旧桥梁

两端梁上的贯通圆孔内，第二螺母装在吊杆的下

端、吊杆上端挂装在提梁小车下面挂钩上；（5）同

时启动提梁小车和提梁小车行走装置电机，将上

跨既有线旧桥梁一起移动到指定位置整体拆除；

（6）将上跨既有线旧桥梁拆除移动到指定位置

后；（7）撤出架桥机，恢复现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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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跨既有线旧桥梁体整体拆除方法，其特征是：

步骤一、平整上跨既有线旧桥梁两侧和周边场地，按照架桥机纵梁过桥涵左、右桥墩就

位位置，开挖第一承载基坑、第二承载基坑、第三承载基坑，在基坑内浇筑混凝土支撑架座；

第一支撑架、第二支撑架、第三支撑架分别安装固定在第一支撑架座、第二支撑架座和第三

支撑架座上；

步骤二、启动架桥机上的运输小车，将架桥机纵梁移动到上跨既有线旧桥梁体桥涵上

方，然后将架桥机纵梁安装固定在第一支撑架、第二支撑架、第三支撑架上端；第一提梁小

车、第二提梁小车安装在架桥机的纵梁上；

步骤三、在上跨既有线旧桥梁两端梁体上钻出四个贯通圆孔；

步骤四步、用第一螺母和第一螺杆、第二螺杆、第三螺杆、第四螺杆，将上金属横梁和下

金属横梁分别装在上跨既有线旧桥梁上下桥面上；

第一吊杆、第二吊杆、第三吊杆、第四吊杆插入上跨既有线旧桥梁两端部贯通圆孔内；

将第二螺母分别安装在第一吊杆、第二吊杆、第三吊杆、第四吊杆底端螺杆上；第一吊杆、第

二吊杆上端挂环挂装在第一提梁小车下面的第一挂钩上；第三吊杆、第四吊杆上端挂环挂

装在第二提梁小车下面的第二挂钩上；

步骤五、同时启动第一提梁小车和第二提梁小车上的电动葫芦起重机，将上跨既有线

旧桥梁体提升起后；接着启动第一提梁小车和第二提梁小车上的行走装置电机，行走装置

驱动第一提梁小车和第二提梁小车移动的同时带动上跨既有线旧桥梁体一起移动到指定

位置，完成了对上跨既有线旧桥梁体的整体拆除；

步骤六、将上跨既有线旧桥梁体拆除移动到指定位置后，拆除上金属横梁和下金属横

梁，分解梁体，并运出场地；

步骤七、撤出架桥机，恢复现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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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跨既有线旧桥梁体整体拆除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跨既有线桥梁施工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上跨既有线旧桥梁整体拆除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国家交通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早期建成的部分既有铁路、公路已经不适应

目前交通运输量需求，既有高速公路、铁路改扩建项目逐渐增多，导致配套上跨立交在净

空、跨度等方面无法满足行车需求，需要改建上跨立交的现象较为普遍，通过改扩建来增加

运力，也有部分既有旧桥需要拆除新建，而部分旧桥在跨越既有线拆除时，涉及下方既有线

路行车安全，施工难度大，且传统的解体、破碎拆除方法耗时长、功效低。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上跨既有线旧桥梁体拆除方法，

该拆除方法可整体一次拆除旧桥梁体，高效快捷，安全可靠。

[0004]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一种上跨既有线旧桥梁体整体拆除方法是：

[0005] 步骤一、平整上跨既有线旧桥梁两侧和周边场地，按照架桥机纵梁过桥涵左、右桥

墩就位位置，开挖第一承载基坑、第二承载基坑、第三承载基坑，在基坑内浇筑混凝土支撑

架座；第一支撑架、第二支撑架、第三支撑架分别安装固定在第一支撑架座、第二支撑架座

和第三支撑架座上。

[0006] 步骤二、启动架桥机上的运输小车，将架桥机纵梁移动到上跨既有线旧桥梁体桥

涵上方，然后将架桥机纵梁安装固定在第一支撑架、第二支撑架、第三支撑架上端；第一提

梁小车、第二提梁小车安装在架桥机的纵梁（道轨）上。

[0007] 步骤三、在上跨既有线旧桥梁两端梁体上钻出四个贯通圆孔。

[0008] 步骤四步、用第一螺母和第一螺杆、第二螺杆、第三螺杆、第四螺杆，将上金属横梁

和下金属横梁分别装在上跨既有线旧桥梁上下桥面上；

[0009] 第一吊杆、第二吊杆、第三吊杆、第四吊杆插入上跨既有线旧桥梁两端部贯通圆孔

内；将第二螺母分别安装在第一吊杆、第二吊杆、第三吊杆、第四吊杆底端螺杆上；第一吊

杆、第二吊杆上端挂环挂装在第一提梁小车下面的第一挂钩上；第三吊杆、第四吊杆上端挂

环挂装在第二提梁小车下面的第二挂钩上。

[0010] 步骤五、同时启动第一提梁小车和第二提梁小车上的电动葫芦起重机，将上跨既

有线旧桥梁体提升起后；接着启动第一提梁小车和第二提梁小车上的行走装置电机，行走

装置驱动第一提梁小车和第二提梁小车移动的同时带动上跨既有线旧桥梁体一起移动到

指定位置，完成了对上跨既有线旧桥梁体的整体拆除。

[0011] 步骤六、将上跨既有线旧桥梁体拆除移动到指定位置后，拆除上金属横梁和下金

属横梁，分解梁体，并运出场地。

[0012] 步骤七、撤出架桥机，恢复现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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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所述的架桥机纵梁为框架式纵梁，框架式纵梁上设有第一纵梁和第二纵梁，第一

纵梁和第二纵梁上装有道轨，第一提梁小车和第二提梁小车走行轮分别装在第一纵梁和第

二纵梁的道轨上。

[0014] 所述的铁路上跨既有线旧桥梁梁体为预制混凝土T梁或箱梁。

[001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上跨既有线旧桥梁整体拆除方法，能快速完成既有线桥梁

的整体拆除，对上跨既有线铁路正常运营和现有地质结构不产生影响，不会破坏现有的桥

梁结构。拆除方法设计合理、投入设备少，并且施工过程安全、可靠，施工周期短，经济实用。

附图说明

[0016]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方式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

[0017] 图1是本发明夹持装置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是图1的后视图；

[0019] 图3是图1中的上金属横梁结构示意图；

[0020] 图4是图1中的下金属横梁结构示意图；

[0021] 图5是架桥机提起上跨既有线旧桥体示意图；

[0022] 图6是架桥机移走上既有线旧桥体示意图。

[0023] 在图中1.  上跨既有线旧桥梁体、2.路面、3.  第一支撑架座、4.  第二支撑架座、5. 

第三支撑架座、6.第一桥墩、6'.第二桥墩、第一支撑架7、第二支撑架8、第三支撑架9上端、

10.架桥机纵梁、11.第一提梁小车、12.第二提梁小车、13.上金属横梁、14e.第一螺杆、14f.

第二螺杆、14n.第三螺杆、14m.第四螺杆、15.吊钩、16.下金属横梁、17.第一吊杆、17'.第二

吊杆、18.第三吊杆、18'.第四吊杆、19a.第一吊耳、19b.第一吊耳、19c.第三吊耳、19d.第四

吊耳、20.提梁孔、21圆孔，h.第一螺母，g.第二螺母。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在本发明给出的图1、图2、图3、图4和图5的实施方式中，架桥机、架桥机纵梁10、架

桥机运输小车、第一提梁小车和第二提梁小车是现有设备。由上金属横梁13、下金属横梁

16，第一螺杆14e、第二螺杆14f、第三螺杆14n、第四螺杆14m、圆孔21、第一吊杆17、第二吊杆

17'、第三吊杆18、第四吊杆18'、第一吊耳19a、第一吊耳19b、第三吊耳19c、第四吊耳19d、第

一螺母和第二螺母组成夹持装置。

[0025] 在上金属横梁13和下金属横梁16的两端分别设有圆孔21，下金属横梁16的左端部

的两侧分别焊接有结构相同的第一吊耳19a、第二吊耳19b，右端部的两侧分别焊接第三吊

耳19c、第四吊耳19d。

[0026] 将下金属横梁16装在上跨既有线旧桥梁的下面，结构相同的第一螺杆14e、第二螺

杆14f、第三螺杆14n、第四螺杆14m分别装在下金属横梁16的两端的圆孔21内。

[0027] 上金属横梁13两端的圆孔分别装在第一螺杆14e、第二螺杆14f、第三螺杆14n、第

四杆14m的上端；第一螺母分别装在第一螺杆14e、第二螺杆14f、第三螺杆14n、第四螺杆14m

上下两端，将上跨既有线旧桥梁紧固在上金属横梁13和下金属横梁16之间。

[0028] 用电钻从上既有线旧桥梁的两端部钻出与第一吊耳19a、第二吊耳19b、第三吊耳

19c、第四吊耳19d相配合的贯通圆孔，将第一吊杆17、第二吊杆17'、第三吊杆18、第四吊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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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分别插装在贯通圆孔内，将第二螺母g分别安装在第一吊杆17、第二吊杆17'、第三吊杆

18、第四吊杆18'底端螺杆上；第一吊杆17、第二吊杆17'上端挂环分别挂装在第一提梁小车

11下面的第一挂钩上；第三吊杆18、第四吊杆18'上端挂装在第二提梁小车12下面的第二挂

钩上，组成第一提梁小车和第二提梁小车挂装装置。第一挂钩和第二挂钩分别挂装在第一

提梁小车和第二提梁小车上的升降机钢丝绳上，组成上跨既有线旧桥梁整体拆除机械。

[0029] 本实用新型拆除机械对上跨既有线旧桥梁整体拆除方法为：

[0030] 步骤一、平整上跨既有线旧桥梁两侧和周边场地，按照架桥机纵梁10过桥涵第一

桥墩6、第二桥墩6'就位位置，开挖第一承载基坑3、第二承载基坑4、第三承载基坑5，在基坑

内浇筑混凝土支撑架座；第一支撑架7、第二支撑架8、第三支撑架9分别安装固定在第一支

撑架座3、第二支撑架座4、第三支撑架座5上。

[0031] 步骤二、启动架桥机上的运输小车，将架桥机纵梁（道轨）10移动到上跨既有线旧

桥梁体桥涵上方，然后将架桥机纵梁10安装固定在第一支撑架7、第二支撑架8、第三支撑架

9上端；第一提梁小车11、第二提梁小车12安装在架桥机10的纵梁（道轨）上。

[0032] 步骤三、在上跨既有线旧桥梁两端梁体上钻出四个贯通圆孔。

[0033] 步骤四步、用第一螺母h和第一螺杆14e、第二螺杆14f、第三螺杆14n、第四螺杆

14m，将上金属横梁13和下金属横梁16分别装在上跨既有线旧桥梁上下桥面上；

[0034] 第一吊杆17、第二吊杆17'、第三吊杆18、第四吊杆18'插入上跨既有线旧桥梁两端

部贯通圆孔内；将第二螺母g分别安装在第一吊杆17、第二吊杆17'、第三吊杆18、第四吊杆

18'底端螺杆上；第一吊杆17、第二吊杆17'上端挂环挂装在第一提梁小车11下面的第一挂

钩上；第三吊杆18、第四吊杆18'上端挂环挂装在第二提梁小车12下面的第二挂钩上。

[0035] 步骤五、同时启动第一提梁小车11和第二提梁小车12上的电动葫芦起重机，将上

跨既有线旧桥梁体提升起后；接着启动第一提梁小车11和第二提梁小车12上的行走装置电

机，行走装置驱动第一提梁小车11和第二提梁小车12移动的同时带动上跨既有线旧桥梁体

一起移动，直至将上跨既有线旧桥梁体移动到指定位置，完成了对上跨既有线旧桥梁体的

整体拆除。

[0036] 步骤六、将上跨既有线旧桥梁体拆除移动到指定位置后，拆除上金属横梁13和下

金属横梁16，分解梁体，并运出场地。

[0037] 步骤七、撤出架桥机，恢复现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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