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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跨河段管道架空结构：

跨河段管道架空结构包括镇墩、支墩和预制板生

态护岸结构，镇墩是由基础、镇墩首期浇筑段、镇

墩顶搁置梁以及包管混凝土组成；支墩结构包括

基础、支墩拉结钢筋、支墩预埋滑移支座、支座上

套箍、支座禁锢长螺杆；预制板生态护岸结构主

要包括现浇地梁、反滤垫层、带排水孔预制板、预

制板竖向连接板、对拉固定螺杆、预制板植生槽、

预制板顶覆土、植草固坡。本实用新型采用跨河

段管道镇墩与支墩组合无道路架管、免支模镇墩

二期保管混凝土、预制板生态护岸的结构，可有

效解决管道架设遇到河流的障碍，预制板生态护

岸可避免因洪水引起的传统护岸的每年检查和

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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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跨河段管道架空结构，其特征在于，主要包括管道(1)、防爬刺(2)、防爬门(3)、

松套补偿接头(4)、镇墩(5)、支墩(12)、和支墩预埋滑移支座(14)，所述跨河段管道架空结

构包括镇墩(5)、支墩(12)和预制板生态护岸结构，所述管道(1)通过镇墩(5)和支墩(12)可

实现在跨河段的障碍跨越，镇墩(5)设在河道的近岸端，支墩(12)设在河道中，在管道(1)对

接处通过松套补偿接头(4)实现连接，位于河床处的所述支墩(12)上设有预制板生态护岸，

所述支墩(12)上部设有支墩预埋滑移支座(14)，所述管道(1)两端焊接防爬刺(2)和防爬门

(3)。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跨河段管道架空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镇墩(5)是由基础

(6)、镇墩首期浇筑段(7)、镇墩顶搁置梁(8)和包管混凝土(11)组成，所述镇墩首期浇筑段

(7)顶部铺设有镇墩顶搁置梁(8)，镇墩首期浇筑段(7)顶部还设有镇墩顶纵向围板(9)和镇

墩顶横向带凹槽围板(10)。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跨河段管道架空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镇墩顶纵向围板(9)

和镇墩顶横向带凹槽围板(10)在镇墩首期浇筑段(7)顶部形成闭合的封闭空间，管道(1)穿

过镇墩顶横向带凹槽围板(10)的凹槽，同时垫在镇墩顶搁置梁(8)，然后进行上部包管混凝

土(11)的浇筑。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跨河段管道架空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支墩(12)结构包括基

础(6)、支墩拉结钢筋(13)、支墩预埋滑移支座(14)、支座上套箍(15)和支座禁锢长螺杆

(16)，支墩拉结钢筋(13)设在支墩(12)顶部与混凝土支座(83)之间，起到拉结作用，支墩预

埋滑移支座(14)设置在支墩(12)顶部，支墩预埋滑移支座(14)设有支座上套箍(15)，用于

固定管道(1)。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跨河段管道架空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支墩预埋滑移支座

(14)由带钩的锚固筋(82)、混凝土支座(83)、预埋弧形钢板(84)和连接角钢(85)组成，混凝

土支座(83)顶部设有预埋弧形钢板(84)，预埋弧形钢板(84)沿径向焊接有带钩的锚固筋

(82)，支座禁锢长螺杆(16)预埋在混凝土支座(83)顶部，位于预埋弧形钢板(84)两侧，支座

禁锢长螺杆(16)顶部设有连接角钢(85)，用于紧固支座上套箍(15)从而实现管道(1)稳固。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跨河段管道架空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预制板生态护岸结构

主要包括现浇地梁(17)、反滤垫层(18)、带排水孔预制板(19)、预制板竖向连接板(20)、对

拉固定螺杆(22)、预制板植生槽(23)、预制板顶覆土(24)和植草固坡(25)，在支墩(12)处的

河床上浇筑一圈现浇地梁(17)，在框架形状的现浇地梁(17)内侧铺设反滤垫层(18)，带排

水孔预制板(19)通过预制板竖向连接板(20)与现浇地梁(17)进行连接，并用对拉固定螺杆

(22)进行紧固，在与支墩(12)连接的地方，对拉固定螺杆(22)穿过支墩预留螺杆孔(21)进

行固结。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跨河段管道架空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带排水孔预制板(19)

上设有预制板植生槽(23)，植草固坡(25)种植在预制板植生槽(23)内，并用预制板顶覆土

(24)覆盖。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跨河段管道架空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防爬刺(2)呈扇形状

焊接在防怕刺钢板(86)上，防怕刺钢板(86)通过焊接的方式焊接在管道(1)上。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跨河段管道架空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防爬门(3)设在管道

(1)上方，防爬门(3)四周设有呈扇形状的防爬刺(2)，防爬门(3)两侧设有斜向支撑(87)，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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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支撑(87)一端与防爬门(3)焊接，另一端焊接在管道(1)上设有的固定焊接钢板(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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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河段管道架空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跨河段管道架空结构，属于土木工程领域，特别适用于各种

应急补水跨河桥管的管道安装工程施工。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及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对城市管网建设的要求也越来

越高，给水管道是城市中必不可少的基本公共设施，其施工质量直接关系到人们的日常生

产生活。随着科技的进步，我国的水利施工技术也获得了飞速发展，同时，管道跨河施工技

术及施工质量问题更是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0003] 供水管道施工过程中，由于管道的连续性，在碰到河流等障碍时，往往是施工的重

难点。管道跨河施工技术是影响市政管道施工质量的关键因素。但由于当前市政管道施工

过程影响因素较多，且管道工程属于城市的隐藏工程设施，跨河管道施工情况比较复杂，所

以管道跨河施工提出了更为复杂的技术性要求。针对应急补水跨河桥管的管道安装施工和

设计，在实际工作中的所遇到的问题，本实用新型专利有针对性的提出来对于复杂工况下

应急补水跨河桥管的管道安装施工的跨河段管道架空结构，该技术可很大程度减少空中作

业量，避免不安全因素，缩短工期，降低成本，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发明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跨河段管道架空结构，设计新颖、合理，安装方

便，可有效解决管道架设遇到河流的障碍，预制板生态护岸可避免因洪水引起的传统护岸

的每年检查和维修，可有效保证跨河管道安装的施工质量。

[0005] 一种跨河段管道架空结构，其特征在于，主要包括管道、防爬刺、防爬门、松套补偿

接头、镇墩、支墩、和支墩预埋滑移支座，所述跨河段管道架空结构包括镇墩、支墩和预制板

生态护岸结构，所述管道通过镇墩和支墩可实现在跨河段的障碍跨越，镇墩设在河道的近

岸端，支墩设在河道中，在管道对接处通过松套补偿接头实现连接，位于河床处的所述支墩

上设有预制板生态护岸，所述支墩上部设有支墩预埋滑移支座，所述管道两端焊接防爬刺

和防爬门。

[0006]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镇墩是由基础、镇墩首期浇筑段、镇墩顶搁置梁和包管混凝

土组成，所述镇墩首期浇筑段顶部铺设有镇墩顶搁置梁，镇墩首期浇筑段顶部还设有镇墩

顶纵向围板和镇墩顶横向带凹槽围板。

[0007]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镇墩顶纵向围板和镇墩顶横向带凹槽围板在镇墩首期浇筑

段顶部形成闭合的封闭空间，管道穿过镇墩顶横向带凹槽围板的凹槽，同时垫在镇墩顶搁

置梁，然后进行上部包管混凝土的浇筑。

[0008]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支墩结构包括基础、支墩拉结钢筋、支墩预埋滑移支座、支

座上套箍和支座禁锢长螺杆，支墩拉结钢筋设在支墩顶部与混凝土支座之间，起到拉结作

用，支墩预埋滑移支座设置在支墩顶部，支墩预埋滑移支座设有支座上套箍，用于固定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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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0009]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支墩预埋滑移支座由带钩的锚固筋、混凝土支座、预埋弧形

钢板和连接角钢组成，混凝土支座顶部设有预埋弧形钢板，预埋弧形钢板沿径向焊接有带

钩的锚固筋，支座禁锢长螺杆预埋在混凝土支座顶部，位于预埋弧形钢板两侧，支座禁锢长

螺杆顶部设有连接角钢，用于紧固支座上套箍从而实现管道稳固。

[0010]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预制板生态护岸结构主要包括现浇地梁、反滤垫层、带排水

孔预制板、预制板竖向连接板、对拉固定螺杆、预制板植生槽、预制板顶覆土和植草固坡，在

支墩处的河床上浇筑一圈现浇地梁，在框架形状的现浇地梁内侧铺设反滤垫层，带排水孔

预制板通过预制板竖向连接板与现浇地梁进行连接，并用对拉固定螺杆进行紧固，在与支

墩连接的地方，对拉固定螺杆穿过支墩预留螺杆孔进行固结。

[0011]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带排水孔预制板上设有预制板植生槽，植草固坡种植在预

制板植生槽内，并用预制板顶覆土覆盖。

[0012]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防爬刺呈扇形状焊接在防怕刺钢板上，防怕刺钢板通过焊

接的方式焊接在管道上。

[0013]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防爬门设在管道上方，防爬门四周设有呈扇形状的防爬刺，

防爬门两侧设有斜向支撑，斜向支撑一端与防爬门焊接，另一端焊接在管道上设有的固定

焊接钢板。

[0014] 本实用新型具有以下的特点和有益效果：

[0015] 1、本实用新型涉及跨河段管道架空结构，设计新颖、合理，安装方便，可有效解决

管道架设遇到河流的障碍。

[0016] 2、本实用新型涉及的跨河段管道镇墩与支墩组合无道路架管技术，在跨河段设置

镇墩与支墩组合的方式架设跨河段管道，很大程度减少空中作业量，避免不安全因素，节约

成本。

[0017] 3、本实用新型涉及免支模镇墩二期保管混凝土技术，材料用量较少，易于控制工

程造价，经济性好。

[0018] 4、本实用新型涉及的预制板生态护岸，可避免因洪水引起的传统护岸的每年检查

和维修，可有效保证跨河管道安装的施工质量。

附图说明

[0019] 图1是跨河段管道架空结构结构图；

[0020] 图2是镇墩首期浇筑段上部模板支设示意图；

[0021] 图3是镇墩顶搁置梁安装平面示意图；

[0022] 图4是支墩预埋滑移支座横向剖面构造图；

[0023] 图5是支墩预埋滑移支座纵向剖面构造图；

[0024] 图6是预制板生态护岸结构图；

[0025] 图7是防怕刺横向剖面构造图；

[0026] 图8是防怕刺纵向剖面构造图；

[0027] 图9是防怕门横向剖面构造图；

[0028] 图10是防怕门纵向剖面构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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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图中：1-管道、2-防爬刺、3-防爬门、4-松套补偿接头、5-镇墩、6-基础、7-镇墩首期

浇筑段、8-镇墩顶搁置梁、9-镇墩顶纵向围板、10-镇墩顶横向带凹槽围板、11-包管混凝土、

12-支墩、13-支墩拉结钢筋、14-支墩预埋滑移支座、15-支座上套箍、16-支座禁锢长螺杆、

17-现浇地梁、18-反滤垫层、19-带排水孔预制板、20-预制板竖向连接板、21-支墩预留螺杆

孔、22-对拉固定螺杆、23-预制板植生槽、24-预制板顶覆土、25-植草固坡、82-带钩的锚固

筋、83-混凝土支座、84-预埋弧形钢板、85-连接角钢、86-防怕刺钢板、87-斜向支撑、88-固

定焊接钢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本实用新型实施方式中钢管焊接以及切割、钢筋笼绑扎、砼浇筑等施工技术要求

不再赘述，重点阐明本实用新型跨河段管道架空结构的实施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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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31] 如图1～10所示，主要包括：管道1、防爬刺2、防爬门3、松套补偿接头4、镇墩5、基础

6、镇墩首期浇筑段7、包管混凝土11、支墩12、支墩拉结钢筋13、支墩预埋滑移支座14、支座

上套箍15、支座禁锢长螺杆16、现浇地梁17、反滤垫层18、带排水孔预制板19、预制板竖向连

接板20、支墩预留螺杆孔21、对拉固定螺杆22、预制板植生槽23、预制板顶覆土24、植草固坡

25组成；跨河段管道架空结构包括镇墩5、支墩12和预制板生态护岸结构，管道1通过镇墩5

和支墩12可实现在跨河段的障碍跨越，在管道1对接处通过松套补偿接头4实现连接，位于

河床处的支墩12应当设置预制板生态护岸，为了便于管道1的固定，在支墩12上部设有支墩

预埋滑移支座14，为了安全，管道1架设完成后，分别在管道1两端焊接防爬刺2和防爬门3。

[0032] 如图1所示，镇墩5是由基础6、镇墩首期浇筑段7、镇墩顶搁置梁8以及包管混凝土

11组成，施工时先浇筑镇墩首期浇筑段7，为了便于安装镇墩上部模板，在镇墩首期浇筑段7

顶部铺设有镇墩顶搁置梁8，此外在镇墩首期浇筑段7顶部还设有镇墩顶纵向围板9和镇墩

顶横向带凹槽围板10。

[0033] 如图2和图3所示，镇墩顶纵向围板9和镇墩顶横向带凹槽围板10在镇墩首期浇筑

段7顶部形成闭合的封闭空间，管道1通过镇墩顶横向带凹槽围板10的凹槽后，同时垫在镇

墩顶搁置梁8，然后进行上部包管混凝土11的浇筑。

[0034] 如图1和图4和图5所示，支墩12结构包括基础6、支墩拉结钢筋13、支墩预埋滑移支

座14、支座上套箍15、支座禁锢长螺杆16，支墩拉结钢筋13设在支墩12顶部与混凝土支座83

之间，起到拉结作用，支墩预埋滑移支座14设置在支墩12顶部，支墩预埋滑移支座14设有支

座上套箍15，用于固定管道1。

[0035] 如图4和图5所示，所述支墩预埋滑移支座14主要是由带钩的锚固筋82、混凝土支

座83、预埋弧形钢板84、连接角钢85组成，混凝土支座83顶部设有预埋弧形钢板84，预埋弧

形钢板84沿径向焊接有带钩的锚固筋82，支座禁锢长螺杆16预埋在混凝土支座83顶部，位

于预埋弧形钢板84两侧，支座禁锢长螺杆16顶部设有连接角钢85，用于紧固支座上套箍15

从而实现管道1稳固。

[0036] 如图6所示，预制板生态护岸结构主要包括现浇地梁17、反滤垫层18、带排水孔预

制板19、预制板竖向连接板20、对拉固定螺杆22、预制板植生槽23、预制板顶覆土24、植草固

坡25，在支墩12处的河床上浇筑一圈现浇地梁17，在框架形状的现浇地梁17内侧铺设反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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垫层18，带排水孔预制板19通过预制板竖向连接板20与现浇地梁17进行连接，并用对拉固

定螺杆22进行紧固，在与支墩12连接的地方，对拉固定螺杆22穿过支墩预留螺杆孔21进行

固结。带排水孔预制板19上设有预制板植生槽23，植草固坡25种植在预制板植生槽23内，并

用预制板顶覆土24覆盖。

[0037] 如图7和图8所示，防爬刺2呈扇形状焊接在防怕刺钢板86上，防怕刺钢板86通过焊

接的方式焊接在管道1上；

[0038] 如图9和图10所示，防爬门3设在管道1上方，防爬门3四周设有呈扇形状的防爬刺

2，防爬门3两侧设有斜向支撑87，斜向支撑87一端与防爬门3焊接，另一端焊接在管道1上设

有的固定焊接钢板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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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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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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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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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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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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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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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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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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