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911367144.X

(22)申请日 2019.12.26

(71)申请人 中交武汉港湾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

地址 430048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金银

湖路11号

    申请人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72)发明人 黄修平　杨苏海　付甦　郭志伟　

张克　庾焱秋　肖文福　黄厚卿　

刘建波　曾炜　张锦儒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远大卓悦知识产权代理

事务所(普通合伙) 11369

代理人 王莹

(51)Int.Cl.

E01D 21/10(2006.01)

 

(54)发明名称

大高度大悬臂混凝土结构装配化施工支架

及其安装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大高度大悬臂混凝土结

构装配化施工支架，其包括；至少两对孔洞，其开

设于混凝土桥墩墩身的一对相对侧壁上，每一孔

洞中插设有一下牛腿，墩身同侧的下牛腿间通过

第一连系梁连接，处于墩身同侧的下牛腿连接有

第一对拉梁，处于墩身两侧的第一对拉梁间通过

第一对拉束连接；至少两对三角托架，每对三角

托架分别处于墩身两侧，墩身同侧的三角托架设

置于墩身同侧的下牛腿上，墩身同侧的三角托架

连接有第二对拉梁，处于墩身两侧的第二对拉梁

间通过第二对拉束连接；三角托架上设置有桁

架。本发明还公开了上述大高度大悬臂混凝土结

构装配化施工支架的安装方法。本发明具有可装

配化、就位方便、定位简单、受力明确、拆装方便

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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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高度大悬臂混凝土结构装配化施工支架，其特征在于，包括；

至少两对孔洞，其开设于混凝土桥墩墩身的一对相对侧壁上，每对孔洞分别处于墩身

两侧，所有孔洞均处于同一高度，每一孔洞中插设有一下牛腿，墩身同侧的下牛腿间通过第

一连系梁连接，处于墩身同侧的首位下牛腿和末位下牛腿各连接有一水平延伸至墩身外的

第一对拉梁，处于墩身两侧且位置相对的两第一对拉梁间通过第一对拉束连接；

至少两对三角托架，每对三角托架分别处于墩身两侧，所述三角托架一边水平且接近

混凝土桥墩墩顶，另一边竖直且靠近墩身，墩身同侧的每一三角托架靠近墩身的边的下端

设置于墩身同侧的每一下牛腿上，墩身同侧的三角托架靠近墩身的边的上端连接有共同的

第二对拉梁，第二对拉梁与第一对拉梁平行且两端延伸均至墩身外，处于墩身两侧且位置

相对的两第二对拉梁间通过第二对拉束连接，每一第二对拉梁上还设置有两限位牛腿，每

一第二对拉梁上的两限位牛腿分别通过第一垫块抵接于墩身的另一对相对侧壁上；

其中，墩身同侧的每一三角托架水平的边上设置有多个卸荷装置，墩身同侧的不同三

角托架上位置相对的卸荷装置为一组，每组卸荷装置上承载一主横梁，多个主横梁共同支

撑起同一桁架。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大高度大悬臂混凝土结构装配化施工支架，其特征在于，所述第

二对拉梁通过第二垫块抵接在所述墩身侧壁上。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大高度大悬臂混凝土结构装配化施工支架，其特征在于，墩身同

侧的三角托架通过水平的第二连系梁连接成整体。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大高度大悬臂混凝土结构装配化施工支架，其特征在于，所述第

一对拉束和第二对拉束为精轧螺纹钢或者钢绞线。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大高度大悬臂混凝土结构装配化施工支架，其特征在于，所述孔

洞内设置有暗盒。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大高度大悬臂混凝土结构装配化施工支架及其安装方法，其特

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在墩身砼浇筑前于孔洞设计位置提前布置暗盒，并按图纸要求在孔洞设计位

置做钢筋加强安全措施；

步骤二、在后场分块加工每一三角托架，运送至施工现场后，在三角托架上安装下牛

腿、第一连系梁、第一对拉梁、第二对拉梁及限位牛腿；

步骤三、利用吊装机械设备将每一三角托架吊装至设计位置，每一下牛腿插入一墩身

孔洞内，孔洞底部预先设置木垫板或硬橡胶垫板，每一三角托架上部利用墩身钢筋临时固

定；

步骤四、三角托架全部吊装就位后采用螺栓拼接成整体，并同时安装第一对拉束及第

二对拉束，设置限位牛腿与墩身侧壁的第一垫块，通过张拉第二对拉束，调整三角托架水

平，保证下牛腿与孔洞底面接触为面接触，张拉第一对拉束使下牛腿端部顶紧孔洞底面；

步骤五、全部调位完成后，在三角托架顶部设置卸荷装置以及安装顶部主横梁和桁架，

桁架顶部铺设分配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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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高度大悬臂混凝土结构装配化施工支架及其安装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桥梁施工临时设施。更具体地说，本发明涉及一种大高度大悬臂混凝

土结构装配化施工支架及其安装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桥梁上部结构0#施工或者盖梁施工中会用到大量的施工支架，有直接落地支架、

三角托架、抱箍结构等。采用落地支架时，对地基要求较高，钢管材料用量较大，施工不够方

便，工期较长；三角托架材料用量较少，如果装配化程度不高则施工难度大；抱箍结构受力

机理不够明确，结构安全隐患较大。装配化施工支架则可以解决大高度大悬臂的混凝土现

浇结构的施工难题。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一个目的是解决至少上述问题，并提供至少后面将说明的优点。

[0004] 本发明还有一个目的是提供一种大高度大悬臂混凝土结构装配化施工支架及其

安装方法，该施工支架是一种利用墩身为依托的自平衡体系，具有可装配化、就位方便、定

位简单、受力明确、拆装方便等优点，能加快施工进度，缩短施工周期，材料重复利用率高，

符合标准化施工要求。

[0005] 为了实现根据本发明的这些目的和其它优点，提供了一种大高度大悬臂混凝土结

构装配化施工支架，其包括；

[0006] 至少两对孔洞，其开设于混凝土桥墩墩身的一对相对侧壁上，每对孔洞分别处于

墩身两侧，所有孔洞均处于同一高度，每一孔洞中插设有一下牛腿，墩身同侧的下牛腿间通

过第一连系梁连接，处于墩身同侧的首位下牛腿和末位下牛腿各连接有一水平延伸至墩身

外的第一对拉梁，处于墩身两侧且位置相对的两第一对拉梁间通过第一对拉束连接；

[0007] 至少两对三角托架，每对三角托架分别处于墩身两侧，所述三角托架一边水平且

接近混凝土桥墩墩顶，另一边竖直且靠近墩身，墩身同侧的每一三角托架靠近墩身的边的

下端设置于墩身同侧的每一下牛腿上，墩身同侧的三角托架靠近墩身的边的上端连接有共

同的第二对拉梁，第二对拉梁与第一对拉梁平行且两端延伸均至墩身外，处于墩身两侧且

位置相对的两第二对拉梁间通过第二对拉束连接，每一第二对拉梁上还设置有两限位牛

腿，每一第二对拉梁上的两限位牛腿分别通过第一垫块抵接于墩身的另一对相对侧壁上；

[0008] 其中，墩身同侧的每一三角托架水平的边上设置有多个卸荷装置，墩身同侧的不

同三角托架上位置相对的卸荷装置为一组，每组卸荷装置上承载一主横梁，多个主横梁共

同支撑起同一桁架。

[0009] 优选的是，所述第二对拉梁通过第二垫块抵接在所述墩身侧壁上。

[0010] 优选的是，墩身同侧的三角托架通过水平的第二连系梁连接成整体。

[0011] 优选的是，所述第一对拉束和第二对拉束为精轧螺纹钢或者钢绞线。

[0012] 优选的是，所述孔洞内设置有暗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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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本发明还提供上述大高度大悬臂混凝土结构装配化施工支架的安装方法，其包括

以下步骤：

[0014] 步骤一、在墩身砼浇筑前于孔洞设计位置提前布置暗盒，并按图纸要求在孔洞设

计位置做钢筋加强安全措施；

[0015] 步骤二、在后场分块加工每一三角托架，运送至施工现场后，在三角托架上安装下

牛腿、第一连系梁、第一对拉梁、第二对拉梁及限位牛腿；

[0016] 步骤三、利用吊装机械设备将每一三角托架吊装至设计位置，每一下牛腿插入一

墩身孔洞内，孔洞底部预先设置木垫板或硬橡胶垫板，每一三角托架上部利用墩身钢筋临

时固定；

[0017] 步骤四、三角托架全部吊装就位后采用螺栓拼接成整体，并同时安装第一对拉束

及第二对拉束，设置限位牛腿与墩身侧壁的第一垫块，通过张拉第二对拉束，调整三角托架

水平，保证下牛腿与孔洞底面接触为面接触，张拉第一对拉束使下牛腿端部顶紧孔洞底面；

[0018] 步骤五、全部调位完成后，在三角托架顶部设置卸荷装置以及安装顶部主横梁和

桁架，桁架顶部铺设分配梁。

[0019] 本发明至少包括以下有益效果：本发明提供的施工支架是一种利用墩身为依托的

自平衡体系，具有可装配化、就位方便、定位简单、受力明确、拆装方便等优点，能加快施工

进度，缩短施工周期，材料重复利用率高，符合标准化施工要求。

[0020] 本发明的其它优点、目标和特征将部分通过下面的说明体现，部分还将通过对本

发明的研究和实践而为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所理解。

附图说明

[0021] 图1为本发明其中一实施例所述大高度大悬臂混凝土结构装配化施工支架的正面

结构示意图；

[0022] 图2为本发明其中一实施例所述大高度大悬臂混凝土结构装配化施工支架的侧面

结构示意图；

[0023] 图3为本发明其中一实施例所述大高度大悬臂混凝土结构装配化施工支架M-M处

水平截面的俯视图(图中为方便示出第二连系梁，故未画出左边三角托架上的主横梁)；

[0024] 图4为本发明其中一实施例所述大高度大悬臂混凝土结构装配化施工支架N-N处

水平截面的俯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详细说明，以令本领域技术人员参照说明书文

字能够据以实施。

[0026] 需要说明的是，下述实施方案中所述实验方法，如无特殊说明，均为常规方法，所

述试剂和材料，如无特殊说明，均可从商业途径获得；在本发明的描述中，术语“横向”、“纵

向”、“上”、“下”、“前”、“后”、“左”、“右”、“竖直”、“水平”、“顶”、“底”、“内”、“外”等指示的方

位或位置关系为基于附图所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仅是为了便于描述本发明和简化描述，

并不是指示或暗示所指的装置或元件必须具有特定的方位、以特定的方位构造和操作，因

此不能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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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如图1～4所示，本发明提供一种大高度大悬臂混凝土结构装配化施工支架，这里

所述的大高度大悬臂混凝土结构在本实施例中为盖梁1，其欲架设于独墩式的混凝土桥墩2

上，为了方便盖梁1施工，需先在桥墩上设置好施工支架，这里的施工支架包括；

[0028] 至少两对孔洞3，在本实施例中即为两对孔洞3，其开设于混凝土桥墩2墩身的一对

相对侧壁上，这里孔洞3为桥墩墩身浇筑前预埋暗盒形成的，且暗盒周围经钢筋加固，若临

时凿出孔洞3，恐怕结构强度不够而无法承力，每对孔洞3分别处于墩身两侧，所有孔洞3均

处于同一高度，每一孔洞3中插设有一下牛腿4，这里下牛腿4与孔洞3无连接关系，只是抵触

于孔洞3内，墩身同侧的下牛腿4间通过第一连系梁5连接，处于墩身同侧的首位下牛腿4和

末位下牛腿4各连接有一水平延伸至墩身外的第一对拉梁6，处于墩身两侧且位置相对的两

第一对拉梁6间通过第一对拉束7连接，这里第一对拉束7可以为精轧螺纹钢或者钢绞线；

[0029] 至少两对三角托架8，每对三角托架8分别处于墩身两侧，所述三角托架8一边水平

且接近混凝土桥墩2墩顶，另一边竖直且靠近墩身，墩身同侧的每一三角托架8靠近墩身的

边的下端设置于墩身同侧的每一下牛腿4上，这里三角托架8的下端可以焊接或者螺栓连接

在下牛腿4上，墩身同侧的三角托架8靠近墩身的边的上端连接有共同的第二对拉梁9，第二

对拉梁9与第一对拉梁6平行且两端延伸均至墩身外，这里墩身同侧的三角托架8间也可通

过如图2所示的第二连系梁10连成整体，处于墩身两侧且位置相对的两第二对拉梁9间通过

第二对拉束11连接，这里第二对拉束11也可以是精轧螺纹钢或者钢绞线，在每一第二对拉

梁9上还设置有两限位牛腿12，每一第二对拉梁9上的两限位牛腿12分别通过第一垫块13抵

接于墩身的另一对相对侧壁上，在实际施工过程中，由于墩身侧壁倾斜，张拉第二对拉束11

会使第二对拉梁9抵住墩身侧壁，这样三角托架8顶边难以达到水平状态，为了调整三角托

架8顶边水平，一般还需在第二对拉梁9与墩身间设置第二垫块14；

[0030] 其中，墩身同侧的每一三角托架8水平的边上设置有多个卸荷装置15，这里卸荷装

置15为建筑施工领域常用零部件，在此不再详细介绍，墩身同侧的不同三角托架8上位置相

对的卸荷装置15为一组，每组卸荷装置15上承载一主横梁16，多个主横梁16共同支撑起同

一桁架17，由于本实施例中盖梁1为倒三角形，为了支撑盖梁1需要用到如图1所示的桁架

17，实际上针对其他形状的盖梁1还可以使用其他形状的桁架17，如常规的矩形桁架17。

[0031] 本发明还提供上述大高度大悬臂混凝土结构装配化施工支架的安装方法，其包括

以下步骤：

[0032] 步骤一、在墩身砼浇筑前于孔洞3设计位置提前布置暗盒，并按图纸要求在孔洞3

设计位置做钢筋加强安全措施；

[0033] 步骤二、在后场分块加工每一三角托架8，运送至施工现场后，在三角托架8上安装

下牛腿4、第一连系梁5、第一对拉梁6、第二对拉梁9及限位牛腿12；

[0034] 步骤三、利用吊装机械设备将每一三角托架8吊装至设计位置，每一下牛腿4插入

一墩身孔洞3内，孔洞3底部预先设置木垫板或硬橡胶垫板，每一三角托架8上部利用墩身钢

筋临时固定；

[0035] 步骤四、三角托架8全部吊装就位后采用螺栓拼接成整体，这里还包括在墩身同侧

的三角托架8间安装第二连系梁10，让墩身同侧的三角托架8连成整体，并同时安装第一对

拉束7及第二对拉束11，设置限位牛腿12与墩身侧壁的第一垫块13，一般还需要在第二对拉

梁9与墩身间设置第二垫块14，通过张拉第二对拉束11，调整三角托架8水平，保证下牛腿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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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孔洞3底面接触为面接触，张拉第一对拉束7使下牛腿4端部顶紧孔洞3底面；

[0036] 步骤五、全部调位完成后，在三角托架8顶部设置卸荷装置15以及安装顶部主横梁

16和桁架17，桁架17顶部铺设分配梁18。

[0037] 上述实施例利用墩身为依托形成自平衡体系，具有可装配化、就位方便、定位简

单、受力明确、拆装方便等优点，能加快施工进度，缩短施工周期，材料重复利用率高，符合

标准化施工要求。

[0038] 尽管本发明的实施方案已公开如上，但其并不仅仅限于说明书和实施方式中所列

运用，它完全可以被适用于各种适合本发明的领域，对于熟悉本领域的人员而言，可容易地

实现另外的修改，因此在不背离权利要求及等同范围所限定的一般概念下，本发明并不限

于特定的细节和这里示出与描述的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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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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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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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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