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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桥梁转体施工的转

体球铰钢骨架，包括对接安装框、下承台对接机

构、下铰球吸附口和微调机构，所述下承台对接

机构分别设置在对接安装框底部的四角，所述下

铰球吸附口等距离开设在对接安装框的顶部，所

述微调机构设置在下铰球吸附口的内腔，所述对

接安装框的侧边设置有抬起机构，该用于桥梁转

体施工的转体球铰钢骨架,通过微调机构的使

用，使得下铰球与钢骨架顶部之间的摩擦力由静

摩擦变成活动摩擦，快速的进行位置的矫正和调

整，强力扩张弹簧主要是用来平衡钢骨架内外腔

的压强，让钢骨架的顶部与下铰球底部之间无缝

接触点始终保持吸力，同时强力扩张弹簧配合着

多根升降柱使用，使得浇灌混凝土的时候还可以

增加钢骨架与混凝土之间的夯实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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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桥梁转体施工的转体球铰钢骨架，其特征在于：包括对接安装框(1)、下承

台对接机构(2)、下铰球吸附口(3)和微调机构(4)，所述下承台对接机构(2)分别设置在对

接安装框(1)底部的四角，所述下铰球吸附口(3)等距离开设在对接安装框(1)的顶部，所述

微调机构(4)设置在下铰球吸附口(3)的内腔，所述对接安装框(1)的侧边设置有抬起机构

(5)；

所述下承台对接机构(2)包括对接螺纹套(201)、下沉旋转套(202)、限位夹持片(203)、

弹力倒刺(204)和弧形支撑条(205)，所述对接螺纹套(201)的顶部与对接安装框(1)底部的

四角固定焊接，所述下沉旋转套(202)螺纹连接在对接螺纹套(201)的外圈，所述限位夹持

片(203)搭接在对接安装框(1)的外壁上，所述弹力倒刺(204)固定焊接在限位夹持片(203)

内壁的顶部，所述弧形支撑条(205)固定焊接在限位夹持片(203)内壁的底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桥梁转体施工的转体球铰钢骨架，其特征在于：所述

微调机构(4)包括用于抽真空的密封活塞(401)、中心下凹槽(402)、滑动摩擦辊(403)、若干

根限位柱(404)、强力扩张弹簧(405)和中心升降柱(406)，所述密封活塞(401)活动卡接在

下球铰吸附口(3)的内腔，所述中心下凹槽(402)开设在密封活塞(401)顶部的中部，所述滑

动摩擦辊(403)安装在中心下凹槽(402)的内腔，所述限位柱(404)的顶部与密封活塞(401)

的底部固定焊接，所述强力扩张弹簧(405)套接在限位柱(404)的外圈上，所述中心限位柱

(404)的顶部与密封活塞(401)底部的中部固定焊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桥梁转体施工的转体球铰钢骨架，其特征在于：所述

抬起机构(5)包括两根翻折板(501)、拉拽弹簧(502)、中转栓(503)和对接套(504)，所述两

根翻折板(501)均通过卡栓固定安装在对接安装框(1)的底部，所述拉拽弹簧(501)的两端

通过挂钩分别与翻折板(501)以及对接安装框(1)活动连接，所述中转栓(503)贯穿式连接

在两根翻折板(501)叠加处，所述对接套(504)固定焊接在中转栓(503)的背面。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桥梁转体施工的转体球铰钢骨架，其特征在于：所述

下沉旋转套(202)活动卡接在弧形支撑条(205)的内腔，所述弹力倒刺(204)的刺尖方向倾

斜向下。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用于桥梁转体施工的转体球铰钢骨架，其特征在于：所述

滑动摩擦辊(403)两端中部贯穿连接有安装轴(4031)，所述安装轴(4031)的外圈套接有挤

压弹簧(4032)，所述强力扩张弹簧(405)的顶部与对接安装框(1)的底部固定焊接，所述强

力扩张弹簧(405)的底部与限位柱(404)的外壁固定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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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桥梁转体施工的转体球铰钢骨架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桥梁建设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用于桥梁转体施工的转体球铰钢骨

架。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随着我国整体经济的不断发展和进步，每年对社会基础建设的投入也在

不断的增加，其中以桥梁、高速公路、铁路以及各种立交桥的建设最为明显，其中在桥梁建

设施工过程中，采用转体施工方法的桥梁日益增多，特别是跨越运营铁路或公路的立交桥，

出于对铁路安全影响以及运营干扰的考虑，采用转体施工的方式，当桥梁跨越交通繁忙的

道路时候，可以避免因封闭或改移道路，或者搭建防护棚对车辆的行驶速度以及车流量造

成影响，使得基础建设更为经济，而桥梁转体的关键部位则是转体球铰，其中转体球铰需要

通过定位钢骨架安装在下承台上，定位钢骨架则是主要承担着基础承重作用，是最为基础

且最为重要的施工构建，其中为了保证转体球铰能够在后期顺利转动，转体球铰以及定位

钢骨架一定要保证水平，因此不仅仅是对下承台施工质量的要求较高，对转体球铰以及定

位钢骨架的质量、精准度以及安装方式也是要有一定要求的。

[0003] 在桥梁主墩基础施工的时候，定位钢骨架通过电焊直接与下承台进行固定安装，

然后下铰球通过吊车悬挂来与转体球铰定位钢骨架进行对接和安装，为了保证下铰球与定

位钢骨架之间的平整以及精准度，在对接安装的时候需要进行不断的位置矫正和调整，以

此来达到对接的完整度以及保持水平，为了后续的桥梁转体施工能够安全稳定的进行，这

些矫正和调整工作便成了不可缺少的工作，但是其工作量大且要求较高，无疑在下铰球与

定位钢骨架对接安装时候需要大量的时间，容易拖慢施工进度，因此，如何快速精准的让下

铰球与钢骨架进行对接安装便是提高施工效率的一大重要因素。

发明内容

[0004] (一)解决的技术问题

[0005]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用于桥梁转体施工的转体球铰钢骨架，

解决了转体桥梁施工中转体球铰对接用钢骨架在对接过程需要耗费大量时间进行校正调

整容易拖慢施工周期的问题。

[0006] (二)技术方案

[0007] 为实现以上目的，本发明通过以下技术方案予以实现：一种用于桥梁转体施工的

转体球铰钢骨架，包括对接安装框、下承台对接机构、下铰球吸附口和微调机构，所述下承

台对接机构分别设置在对接安装框底部的四角，所述下铰球吸附口等距离开设在对接安装

框的顶部，所述微调机构设置在下铰球吸附口的内腔，所述对接安装框的侧边设置有抬起

机构；

[0008] 所述下承台对接机构包括对接螺纹套、下沉旋转套、限位夹持片、弹力倒刺和弧形

支撑条，所述对接螺纹套的顶部与对接安装框底部的四角固定焊接，所述下沉旋转套螺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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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在对接螺纹套的外圈，所述限位夹持片搭接在对接安装框的外壁上，所述弹力倒刺固

定焊接在限位夹持片内壁的顶部，所述弧形支撑条固定焊接在限位夹持片内壁的底部。

[0009] 优选的，所述微调机构包括用于抽真空的密封活塞、中心下凹槽、滑动摩擦辊、若

干根限位柱、强力扩张弹簧和中心升降柱，所述密封活塞活动卡接在下球铰吸附口的内腔，

所述中心下凹槽开设在密封活塞顶部的中部，所述滑动摩擦辊安装在中心下凹槽的内腔，

所述限位柱的顶部与密封活塞的底部固定焊接，所述强力扩张弹簧套接在限位柱的外圈

上，所述中心限位柱的顶部与密封活塞底部的中部固定焊接。

[0010] 优选的，所述抬起机构包括两根翻折板、拉拽弹簧、中转栓和对接套，所述两根翻

折板均通过卡栓固定安装在对接安装框的底部，所述拉拽弹簧的两端通过挂钩分别与翻折

板以及对接安装框活动连接，所述中转栓贯穿式连接在两根翻折板叠加处，所述对接套固

定焊接在中转栓的背面。

[0011] 优选的，所述下沉旋转套活动卡接在弧形支撑条的内腔，所述弹力倒刺的刺尖方

向倾斜向下。

[0012] 优选的，所述滑动摩擦辊两端中部贯穿连接有安装轴，所述安装轴的外圈套接有

挤压弹簧，所述强力扩张弹簧的顶部与对接安装框的底部固定焊接，所述强力扩张弹簧的

底部与限位柱的外壁固定焊接。

[0013] (三)有益效果

[0014]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用于桥梁转体施工的转体球铰钢骨架。具备以下有益效果：

[0015] (1)、该用于桥梁转体施工的转体球铰钢骨架，在放置完成下铰球之后，通过微调

机构的使用，使得下铰球与钢骨架顶部之间的摩擦力由静摩擦变成活动摩擦，可以在不使

用起吊设备的情况下快速的进行位置的矫正和调整。

[0016] (2)、该用于桥梁转体施工的转体球铰钢骨架，微调机构中的强力扩张弹簧主要是

用来平衡钢骨架内外腔的压强，让钢骨架的顶部与下铰球底部之间无缝接触点始终保持吸

力，同时强力扩张弹簧配合着多根升降柱使用时，在浇灌混凝土的时候还可以增加钢骨架

与混凝土之间的夯实度，稳定性更好。

[0017] (3)、该用于桥梁转体施工的转体球铰钢骨架，其底部与下承台底部的安装对接机

构，与下球铰相互接触，一方面对下球铰对接安装时候进行限位，避免安装下球铰时发生错

位，另一方面通过挤压产生的摩擦力拉拽着下球铰尽可能的与钢骨架贴合，减小间隙。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发明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为本发明对接安装框正面剖视图；

[0020] 图3为本发明限位夹持片结构示意图。

[0021] 图中：1对接安装框、2下承台对接机构、201对接螺纹套、202下沉旋转套、203限位

夹持片、204弹力倒刺、205弧形支撑条、3下球铰吸附口、4微调机构、401密封活塞、402中心

下凹槽、403滑动摩擦辊、4031安装轴、4032挤压弹簧、404限位柱、405强力扩张弹簧、406中

心升降柱、5抬起机构、501翻折板、502拉拽弹簧、503中转栓、504对接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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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

[0023] 在本发明中，除非另有明确的规定和限定，术语“安装”、“相连”、“连接”、“固定”等

术语应做广义理解，例如，可以是固定连接，也可以是可拆卸连接，或成一体；可以是机械连

接，也可以是电连接；可以是直接相连，也可以通过中间媒介间接相连，可以是两个元件内

部的连通或两个元件的相互作用关系。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根据具体情

况理解上述术语在本发明中的具体含义。

[0024] 请参阅图1-3，本发明提供一种技术方案：一种用于桥梁转体施工的转体球铰钢骨

架，包括对接安装框1、下承台对接机构2、下铰球吸附口3和微调机构4，下承台对接机构2分

别设置在对接安装框1底部的四角，下铰球吸附口3等距离开设在对接安装框1的顶部，微调

机构4设置在下铰球吸附口3的内腔，对接安装框1的侧边设置有抬起机构5，下承台对接机

构2包括对接螺纹套201、下沉旋转套202、限位夹持片203、弹力倒刺204和弧形支撑条205，

对接螺纹套201的顶部与对接安装框1底部的四角固定焊接，下沉旋转套202螺纹连接在对

接螺纹套201的外圈，限位夹持片203搭接在对接安装框1的外壁上，弹力倒刺204固定焊接

在限位夹持片203内壁的顶部，弧形支撑条205固定焊接在限位夹持片203内壁的底部，下沉

旋转套202活动卡接在弧形支撑条205的内腔，弹力倒刺204的刺尖方向倾斜向下，微调机构

4包括用于抽真空的密封活塞401、中心下凹槽402、滑动摩擦辊403、若干根限位柱404、强力

扩张弹簧405和中心升降柱406，密封活塞401活动卡接在下球铰吸附口3的内腔，中心下凹

槽402开设在密封活塞401顶部的中部，滑动摩擦辊403安装在中心下凹槽402的内腔，限位

柱404的顶部与密封活塞401的底部固定焊接，强力扩张弹簧405套接在限位柱404的外圈

上，中心限位柱404的顶部与密封活塞401底部的中部固定焊接，滑动摩擦辊403两端中部贯

穿连接有安装轴4031，安装轴4031的外圈套接有挤压弹簧4032，强力扩张弹簧405的顶部与

对接安装框1的底部固定焊接，强力扩张弹簧405的底部与限位柱404的外壁固定焊接，抬起

机构5包括两根翻折板501、拉拽弹簧502、中转栓503和对接套504，两根翻折板501均通过卡

栓固定安装在对接安装框1的底部，拉拽弹簧502的两端通过挂钩分别与翻折板501以及对

接安装框1活动连接，中转栓503贯穿式连接在两根翻折板501叠加处，对接套504固定焊接

在中转栓503的背面。

[0025] 该用于桥梁转体施工的转体球铰钢骨架使用时，首先将整个钢骨架放置在下承台

上，让每一个对接螺纹套201与下承台上的凸出钢筋等结构相互卡接，并且根据施工现场将

钢骨架与下承台进行调平操作，然后通过对接螺纹套201的开口处将钢筋与对接螺纹套201

进行焊接，钢骨架安放完毕之后，便是下球铰的安装对接，通过吊装设备将下球铰直接悬吊

在钢骨架的正上方，然后适当转动一定角度之后，大致上与钢骨架的楞条方向一致，然后向

下缓慢放置下球铰，下球铰在下降的时候第一时间与限位夹持片203的内壁相互接触并且

与弹力倒刺204相互接触挤压，继续向下放置下球铰并且与对接安装框1的顶部相互接触，

完成之后，需要根据施工标准来进行位置和间大小的调整，凭借着各个方向上的滑动摩擦

辊403对下球铰底部的支撑，最大限度的降低下球铰与钢骨架顶部之间的摩擦力，方便进行

位置的快速的微调整，调整完成之后，向下踩压两个翻折板501相互重叠部分，将重叠处由

向上突起变更为向下突起，随着这个动作的发生，对接套504拉拽着中心升降柱406向下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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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此时的密封活塞401连同滑动摩擦滚403在下球铰吸附口3内腔向下运动，随着密封活塞

401的下移，下球铰吸附口3配合着下球铰逐渐会形成负压空间，凭借着多面以及较大面积

的吸附着下球铰，使得下球铰的底部与钢骨架的顶部更好的接触，降低两者之间的缝隙，然

后通过工具直接旋转下沉旋转套202，随着下沉旋转套202的转动，限位夹持片203也随之下

降，弹力倒刺204在下降的时候不断的拉扯着下球铰，更进一步的拉近下球铰和钢骨架顶部

之间的距离，快速的平稳安放下球铰。

[0026] 综上所述，该用于桥梁转体施工的转体球铰钢骨架，在放置完成下铰球之后，通过

微调机构4的使用，使得下铰球与钢骨架顶部之间的摩擦力由静摩擦变成活动摩擦，可以在

不使用起吊设备的情况下快速的进行位置的矫正和调整，微调机构4中的强力扩张弹簧405

主要是用来平衡钢骨架内外腔的压强，让钢骨架的顶部与下铰球底部之间无缝接触点始终

保持吸力，同时强力扩张弹簧405配合着多根升降柱使用时，在浇灌混凝土的时候还可以增

加钢骨架与混凝土之间的夯实度，稳定性更好，其底部与下承台底部的安装对接机构，与下

球铰相互接触，一方面对下球铰对接安装时候进行限位，避免安装下球铰时发生错位，另一

方面通过挤压产生的摩擦力拉拽着下球铰尽可能的与钢骨架贴合，减小间隙。

[0027]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

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根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及其

发明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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