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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跨电气化铁路营业线转体槽形连续梁

中跨合拢装置属于中跨合拢装置技术领域，包括

吊架走行结构和底部合拢段吊架承重限位结构。

吊架走行结构在底部合拢段吊架承重限位结构

的内部进行走行运输的工作。本发明区别于传统

的合拢段施工装置，在梁上铺设走行轨道，通过

吊架走行结构利用人力或工具拉动吊架走行结

构，把吊架承重梁拖动到梁上指定位置，在此过

程中，可以随时调节底部承重梁高度，远离线路。

底部合拢段吊架承重限位结构的外侧包有一层

绝缘板，隔绝既有线交流电，防止雨水或混凝土

浆滴落到线路上，影响通车。本发明结构简单，方

便快捷，对电气化铁路营业线路的运营影响小，

安全性高，适合广泛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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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跨电气化铁路营业线转体槽形连续梁中跨合拢装置，其特征是：包括吊架走行

结构（1）和底部合拢段吊架承重限位结构（2）；

所述吊架走行结构（1）包括行走架横梁（101）、立方体框架（102）、斜支撑（103）、行走小

车（104）、走行轨道（105）和扁担梁Ⅰ（106）；所述行走架横梁（101）的下部与立方体框架

（102）的上部固定连接，行走架横梁（101）的下部两端与行走小车（104）固定连接；所述立方

体框架（102）包括四个上横梁Ⅰ（1011）、四个下横梁Ⅰ（1012）和至少八个立柱（1013），立方体

框架（102）的下部四个角各安装一个行走小车（104）；所述上横梁Ⅰ（1011）和下横梁Ⅰ（1012）

一一对应布置，上横梁Ⅰ（1011）和下横梁Ⅰ（1012）之间通过立柱（1013）固定连接，位于同一

侧的上横梁Ⅰ（1011）和下横梁Ⅰ（1012）之间的立柱（1013）均匀分布，并且相邻两个立柱

（1013）之间通过斜支撑（103）固定连接；所述行走小车（104）与走行轨道（105）活动连接；所

述扁担梁Ⅰ（106）铺设在行走架横梁（101）的上部；

所述底部合拢段吊架承重限位结构（2）包括行走架横梁（101）、上纵梁（202）、支撑座

（203）、扁担梁Ⅰ（106）、固定杆（205）、吊杆（206）、手拉吊装钢链（207）、分配梁（208）、支撑系

梁（209）、绝缘板（210）和排水槽；所述行走架横梁（101）的下部与上纵梁（202）的上部固定

连接，并且行走架横梁（101）的布置方向与上纵梁（202）的布置方向垂直，行走架横梁（101）

与上纵梁（202）构成上部承重框架结构，行走架横梁（101）的上部与扁担梁Ⅰ（106）活动连

接，行走架横梁（101）与槽形连续梁之间设置有上纵梁（202）和支撑座（203）；所述扁担梁Ⅰ

（106）的布置方向与上纵梁（202）的方向一致；所述上纵梁（202）的一端下部与位于铁路一

侧槽形连续梁的上部固定连接，上纵梁（202）的另一端下部与位于铁路另一侧对应布置的

槽形连续梁的上部固定连接，上纵梁（202）的上部铺设有走行轨道（105）；所述支撑座（203）

位于上纵梁（202）的两侧，并且支撑座（203）与上纵梁（202）间隔布置；所述分配梁（208）的

数量为两个并且在水平方向平行布置，分配梁（208）的布置方向与行走架横梁（101）一致，

两个分配梁（208）的两端下部分别通过工字钢连接，构成的框架为底部承重框架结构，底部

承重框架结构的内框四周设置有排水槽，分配梁（208）的上部铺设钢板，分配梁（208）的中

部设置有工字钢，分配梁（208）的内部预埋有固定螺母，分配梁（208）构成的底部承重框架

结构外部套装有绝缘板（210）；所述固定杆（205）的一端穿过扁担梁Ⅰ（106）后通过螺母固

定，固定杆（205）的另一端与分配梁（208）内部预埋的固定螺母固定连接；所述吊杆（206）的

一端穿过扁担梁Ⅰ（106）后通过螺母固定，吊杆（206）的中部穿过扁担梁Ⅰ（106）及其下部的

固定楔与扁担梁Ⅰ（106）上部的螺母固定连接，吊杆（206）的另一端与分配梁（208）内部预埋

的固定螺母固定连接；所述手拉吊装钢链（207）一端与行走架横梁（101）连接，另一端与分

配梁（208）连接；所述支撑系梁（209）的一端与位于铁路一侧的槽形连续梁内槽上部固定连

接，支撑系梁（209）的另一端与位于铁路另一侧的槽形连续梁内槽上部固定连接；所述槽形

连续梁的内底上部铺设有走行轨道（105）；所述排水槽为长方形框架结构，排水槽的排水口

设置在铁路营业线的远端；

所述行走架横梁（101）与分配梁（208）之间设置有扶梯（212）；

所述固定杆（205）和吊杆（206）均为精轧螺纹钢筋；

所述分配梁（208）包括梁体（2081）、连接板（2082）和加强板（2083）；所述梁体（2081）为

两根腰部相邻布置的槽钢；所述连接板（2082）为长方形板状结构，连接板（2082）的数量为

复数个，并且均匀铺设并焊接在梁体（2081）的上部和下部，铺设在上部和下部的连接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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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2）一一对应；所述加强板（2083）成对对称布置并焊接在梁体（2081）的两根槽钢内槽

内，并且加强板（2083）位于上下对应布置的连接板（2082）之间，加强板（2083）的数量与连

接板（2082）的数量一致。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跨电气化铁路营业线转体槽形连续梁中跨合拢装置，其

特征是：所述扁担梁Ⅰ（106）呈两排铺设在行走架横梁（101）的上部，扁担梁Ⅰ（106）的铺设方

向与行走小车（104）的行进方向垂直。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跨电气化铁路营业线转体槽形连续梁中跨合拢装置，其

特征是：所述上部承重框架结构的上部四周设置有护栏（211）。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跨电气化铁路营业线转体槽形连续梁中跨合拢装置，其

特征是：所述行走架横梁（101）和行走架横梁（101）均为两根槽钢的腰部相邻焊接结构，并

且焊接的两根槽钢之间留有钢筋通过的通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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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跨电气化铁路营业线转体槽形连续梁中跨合拢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中跨合拢装置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到一种跨电气化铁路营业线转体

槽形连续梁中跨合拢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铁路客运专线建设的高速发展，新建客运专线的设计施工均临近既有线以达

到节约土地、节能减耗的目的。所以新建客运专线就有大量跨越既有铁路修建的桥梁、临近

既有铁路修建的路基，甚至部分线路涉及到改移既有铁路，而确保施工过程中不对既有铁

路的运营产生危害。在既有线道路上进行桥梁建造，特别是现浇梁施工，则面临着现状道路

繁重的交通压力、车辆行人安全以及稀缺的作业空间的限制。这就给既有线改造现浇梁支

架、模板体系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要满足经济性、安全性、装拆运输便利性，又要

与周边环境相互协调，实现“友好型、节约型”的目的。在满足这样的条件下，如何选择现浇

梁的方案就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0003]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选择转体形式的桥梁施工方式无疑是一种既方便又节省时间

空间方式。要选择转体的施工方法，又要考虑如何合拢才能更方便的完成施工。这样一来，

迫在眉睫的问题是如何对合拢段施工。利用排架和跳板的这种老式的合拢方式因为既有线

的影响已经不使用了，一种新型的合拢方式必须要拿上日程。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跨电气化铁路营业线转体槽形连续梁中

跨合拢装置，用来解决传统的合拢段施工装置无法满足目前转体形式的桥梁施工方式需求

的技术问题。

[0005] 一种跨电气化铁路营业线转体槽形连续梁中跨合拢装置，包括吊架走行结构和底

部合拢段吊架承重限位结构，吊架走行结构通过行走小车以及走行轨道与底部合拢段吊架

承重限位结构固定连接；

[0006] 所述吊架走行结构包括行走架横梁、立方体框架、斜支撑、行走小车、走行轨道和

扁担梁Ⅰ；所述行走架横梁的下部与立方体框架的上部固定连接，行走架横梁的下部两端与

行走小车固定连接；所述立方体框架包括四个上横梁Ⅰ、四个下横梁Ⅰ和至少八个立柱，立方

体框架的下部四个角各安装一个行走小车；所述上横梁Ⅰ和下横梁Ⅰ一一对应布置，上横梁Ⅰ

和下横梁Ⅰ之间通过立柱固定连接，位于同一侧的上横梁Ⅰ和下横梁Ⅰ之间的立柱均匀分布，

并且相邻两个立柱之间通过斜支撑固定连接；所述行走小车与走行轨道活动连接；所述扁

担梁Ⅰ铺设在行走架横梁的上部；

[0007] 所述底部合拢段吊架承重限位结构包括行走架横梁、上纵梁、支撑座、扁担梁Ⅰ、固

定杆、吊杆、手拉吊装钢链、分配梁、支撑系梁、绝缘板和排水槽；所述行走架横梁的下部与

上纵梁的上部固定连接，并且行走架横梁的布置方向与上纵梁的布置方向垂直，行走架横

梁与上纵梁构成上部承重框架结构，行走架横梁的上部与扁担梁Ⅰ活动连接，行走架横梁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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槽形连续梁之间设置有上纵梁和支撑座；所述扁担梁Ⅰ的布置方向与上纵梁的方向一致；所

述上纵梁的一端下部与位于铁路一侧槽形连续梁的上部固定连接，上纵梁的另一端下部与

位于铁路另一侧对应布置的槽形连续梁的上部固定连接，上纵梁的上部铺设有走行轨道；

所述支撑座位于上纵梁的两侧，并且支撑座与上纵梁间隔布置；所述分配梁的数量为两个

并且在水平方向平行布置，分配梁的布置方向与行走架横梁一致，两个分配梁的两端下部

分别通过工字钢连接，构成的框架为底部承重框架结构，底部承重框架结构的内框四周设

置有排水槽，分配梁的上部铺设钢板，分配梁的中部设置有工字钢，分配梁的内部预埋有固

定螺母，分配梁构成的底部承重框架结构外部套装有绝缘板；所述固定杆的一端穿过扁担

梁Ⅰ后通过螺母固定，固定杆的另一端与分配梁内部预埋的固定螺母固定连接；所述吊杆的

一端穿过扁担梁Ⅰ后通过螺母固定，吊杆的中部穿过扁担梁Ⅰ及其下部的固定楔与扁担梁Ⅰ

上部的螺母固定连接，吊杆的另一端与分配梁内部预埋的固定螺母固定连接；所述手拉吊

装钢链一端与行走架横梁连接，另一端与分配梁连接；所述支撑系梁的一端与位于铁路一

侧的槽形连续梁内槽上部固定连接，支撑系梁的另一端与位于铁路另一侧的槽形连续梁内

槽上部固定连接；所述槽形连续梁的内底上部铺设有走行轨道；所述排水槽为长方形框架

结构，排水槽的排水口设置在铁路营业线的远端。

[0008] 所述扁担梁Ⅰ呈两排铺设在行走架横梁的上部，扁担梁Ⅰ的铺设方向与行走小车的

行进方向垂直。

[0009] 所述上部承重框架结构的上部四周设置有护栏。

[0010] 所述行走架横梁和行走架横梁均为两根槽钢的腰部相邻焊接结构，并且焊接的两

根槽钢之间留有钢筋通过的通孔。

[0011] 所述行走架横梁与分配梁之间设置有扶梯。

[0012] 所述固定杆和吊杆均为精轧螺纹钢筋。

[0013] 所述分配梁包括梁体、连接板和加强板；所述梁体为两根腰部相邻布置的槽钢；所

述连接板为长方形板状结构，连接板的数量为复数个，并且均匀铺设并焊接在梁体的上部

和下部，铺设在上部和下部的连接板一一对应；所述加强板成对对称布置并焊接在梁体的

两根槽钢内槽内，并且加强板位于上下对应布置的连接板之间，加强板的数量与连接板的

数量一致。

[0014] 通过上述设计方案，本发明可以带来如下有益效果：

[0015] 本发明区别于传统的合拢段施工装置，在梁上铺设走行轨道，通过吊架走行结构

利用人力或工具拉动吊架走行结构，把吊架承重梁拖动到梁上指定位置，在此过程中，可以

随时调节底部承重梁高度，远离线路。底部合拢段吊架承重限位结构的外侧包有一层绝缘

板，隔绝既有线交流电，防止雨水或混凝土浆滴落到线路上影响通车。

[0016] 本发明结构简单，通过吊架走行结构完成吊架承重梁运送，方便快捷，对电气化铁

路营业线路的运营影响小，安全性高，适合广泛推广应用。

附图说明

[0017] 以下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说明：

[0018] 图1为本发明一种跨电气化铁路营业线转体槽形连续梁中跨合拢装置的结构示意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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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图2为本发明一种跨电气化铁路营业线转体槽形连续梁中跨合拢装置的A-A方向

的剖视结构示意图。

[0020] 图3为本发明一种跨电气化铁路营业线转体槽形连续梁中跨合拢装置中底部合拢

段吊架承重限位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4为本发明一种跨电气化铁路营业线转体槽形连续梁中跨合拢装置中底部合拢

段吊架承重限位结构的侧视结构示意图。

[0022] 图5为本发明一种跨电气化铁路营业线转体槽形连续梁中跨合拢装置中分配梁的

结构示意图。

[0023] 图6为本发明一种跨电气化铁路营业线转体槽形连续梁中跨合拢装置中分配梁的

俯视结构示意图。

[0024] 图中1-吊架走行结构、2-底部合拢段吊架承重限位结构、101-行走架横梁、102-立

方体框架、103-斜支撑、104-行走小车、105-走行轨道、106-扁担梁Ⅰ、1011-上横梁Ⅰ、1012-

下横梁Ⅰ、1013-立柱、202-上纵梁、203-支撑座、205-固定杆、206-吊杆、207-手拉吊装钢链、

208-分配梁、209-支撑系梁、210-绝缘板、211-护栏、212-扶梯、2081-梁体、2082-连接板、

2083-加强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如图所示，一种跨电气化铁路营业线转体槽形连续梁中跨合拢装置，包括吊架走

行结构1和底部合拢段吊架承重限位结构2，吊架走行结构1通过行走小车104以及走行轨道

105与底部合拢段吊架承重限位结构2固定连接，并在底部合拢段吊架承重限位结构2的内

部进行走行运输的工作；

[0026] 所述吊架走行结构1包括行走架横梁101、立方体框架102、斜支撑103、行走小车

104、走行轨道105和扁担梁Ⅰ106；所述：所述行走架横梁101为两个槽钢的腰部相邻焊接结

构，并且焊接的两个槽钢之间留有钢筋通过的通孔，行走架横梁101的下部与立方体框架

102的上部焊接，行走架横梁101的下部两端与行走小车104焊接；所述立方体框架102包括

四个上横梁Ⅰ1011、四个下横梁Ⅰ1012和至少八个立柱1013，立方体框架102的下部四个角各

焊接一个行走小车104；所述上横梁Ⅰ1011和下横梁Ⅰ1012一一对应布置，上横梁Ⅰ1011和下

横梁Ⅰ1012之间通过立柱1013焊接固定，位于同一侧的上横梁Ⅰ1011和下横梁Ⅰ1012之间的

立柱1013均匀分布，并且相邻两个立柱1013之间通过斜支撑103焊接固定；所述行走小车

104与走行轨道105活动连接；所述扁担梁Ⅰ106呈两排铺设在行走架横梁101的上部，扁担梁

Ⅰ106的铺设方向与行走小车104的行进方向垂直。

[0027] 吊架走行结构1中上横梁Ⅰ1011、四个下横梁Ⅰ1012和至少八个立柱1013均为槽钢，

组成立方体框架102，再利用槽钢作为斜支撑103加固，下面加上带有滑轮的行走小车104组

成走行装置，在梁上放置钢轨作为走行轨道105。

[0028] 所述底部合拢段吊架承重限位结构2包括行走架横梁101、上纵梁202、支撑座203、

扁担梁Ⅰ106、固定杆205、吊杆206、手拉吊装钢链207、分配梁208、支撑系梁209、绝缘板210

和排水槽；所述行走架横梁101为两个槽钢的腰部相邻焊接并且焊接的两个槽钢之间留有

固定杆205和吊杆206通过的缝隙，行走架横梁101的下部与上纵梁202的上部固定连接，并

且行走架横梁101的布置方向与上纵梁202的布置方向垂直，两个行走架横梁101与两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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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梁202一共四个劲性骨架支撑连接构成上部承重框架结构，中间用工字钢作为支撑座203

支撑受力，起到增大受力面积，减少剪力，防止行走架横梁101弯曲的作用。行走架横梁101

的上部与扁担梁Ⅰ106活动连接，行走架横梁101与槽形连续梁之间设置有上纵梁202和支撑

座203；所述上部承重框架结构的上部四周设置有护栏211；所述扁担梁Ⅰ106的布置方向与

上纵梁202的方向一致；所述上纵梁202的一端下部与位于铁路一侧槽形连续梁的上部固定

连接，上纵梁202的另一端下部与位于铁路另一侧对应布置的槽形连续梁的上部固定连接，

上纵梁202的上部铺设有走行轨道105；所述支撑座203位于上纵梁202的两侧，并且支撑座

203与上纵梁202间隔布置。

[0029] 所述分配梁208的数量为两个并且在水平方向平行布置，分配梁208的布置方向与

行走架横梁101一致，两个分配梁208的两端下部分别通过工字钢连接，构成的框架为底部

承重框架结构，底部承重框架结构的内框四周设置有排水槽，分配梁208的上部铺设钢板，

以作为中跨合拢段合拢底模板，铺设的钢板留有排水缝，以便雨水等从排水槽排出，分配梁

208的底部以槽钢组成吊装受力结构，由Φ32精轧螺纹钢筋固定至上部承重框架结构。分配

梁208的中部设置有工字钢，分配梁208的内部预埋有固定螺母，分配梁208构成的底部承重

框架结构外部套装有绝缘板210，以隔绝既有线线路交流电。所述固定杆205为Φ32精轧螺

纹钢筋，其一端穿过扁担梁Ⅰ106后通过螺母固定，另一端与分配梁208内部预埋的固定螺母

固定连接，与底部承重框架结构固定连接；所述吊杆206为Φ32精轧螺纹钢筋，吊杆206的一

端穿过扁担梁Ⅰ106后通过螺母固定，吊杆206的中部穿过扁担梁Ⅰ106及其下部的固定楔与

扁担梁Ⅰ106上部的螺母固定连接，吊杆206的另一端与分配梁208内部预埋的固定螺母固定

连接，吊杆206起到防止固定杆205断裂的作用，进一步保证施工安全。所述手拉吊装钢链

207和手葫芦一端与行走架横梁101连接，另一端与分配梁208连接，帮助起落吊架；所述支

撑系梁209的一端与位于铁路一侧的槽形连续梁内槽上部固定连接，支撑系梁209的另一端

与位于铁路另一侧的槽形连续梁内槽上部固定连接，支撑系梁209有效防止槽形连续梁产

生形变；所述槽形连续梁的内底上部铺设有走行轨道105；所述排水槽为长方形框架结构，

排水槽的排水口设置在铁路营业线的远端。

[0030] 所述分配梁208包括梁体2081、连接板2082和加强板2083；所述梁体2081为两根腰

部相邻布置的槽钢；所述连接板2082为长方形板状结构，连接板2082的数量为复数个，并且

均匀铺设并焊接在梁体2081的上部和下部，铺设在上部和下部的连接板2082一一对应；所

述加强板2083为工字钢，起到加密承重的作用，加强板2083成对对称布置并焊接在梁体

2081的两根槽钢内槽内，并且加强板2083位于上下对应布置的连接板2082之间，加强板

2083的数量与连接板2082的数量一致。

[0031] 所述行走架横梁101与分配梁208之间设置有扶梯212，扶梯212为钢梯，方便行走。

[0032] 安装及使用过程：把底部承重框架结构的槽钢骨架搭接完成，焊接牢固，提前预留

出穿精轧螺纹钢筋的螺母，在外侧包一层绝缘板210，隔绝既有线交流电，防止雨水或混凝

土浆滴落到线路上，影响通车。把上部承重框架结构组装完毕，下面安放好走行轨道105和

支撑系梁209，固定好护栏211和防护网。

[0033] 在梁转体前，先用两台起吊机将上部承重框架结构吊到槽形连续梁端指定位置固

定好，再把底部承重框架结构用吊车吊到槽形连续梁的下部，并将底部承重框架结构用Φ

32精轧螺纹钢筋作为吊杆206和固定杆205，固定到上部承重框架结构上，吊杆206和固定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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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的两侧各用两个螺母固定，上部承重框架结构的两侧用手拉吊装钢链207和手拉葫芦辅

助起落，把合拢段模板放到底部承重框架结构上。在槽型连续梁转体正位后，把手拉葫芦调

到合适位置，适当放松精轧螺纹钢筋，利用梁上走行轨道105和支撑系梁209把底部合拢段

吊架承重限位结构2走行到合拢段正中位置，调节精轧螺纹钢筋和手拉葫芦，使底部承重框

架结构紧贴在梁底，调节模板，为合拢做准备，如图3。

[0034] 当合拢段完成之后，拆除模板，拆除护栏211和扶梯212，利用两台吊车把上部承重

框架结构吊起，在此过程中，逐步的调节精轧螺纹钢筋和手拉葫芦，控制底部承重框架结构

的高度，防止落到线路上，当起到一定高度时，把吊架走行结构1推到指定位置，然后把上部

承重框架结构放到走行架顶部，把定位精轧螺纹钢筋除掉，利用人力或工具拉动吊架走行

结构1，把上部承重框架结构拖动到梁上指定位置，在此过程中，随时调节底部承重框架结

构的高度，使其远离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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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2/3 页

10

CN 107761574 B

10



图4

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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