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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下穿已有桥梁小半径曲线

桥可旋转式超低空架桥施工工法，包括如下步

骤：（1）调整旋转法兰：上下连接的旋转法兰的上

连接孔采用圆弧槽孔、下连接孔采用圆形孔，圆

弧槽孔与圆形孔之间通过螺栓连接；（2）超低空

状态准备：降低主桁架后部支撑高度，改变主桁

架中支腿结构，降低主桁架前支腿支撑高度；（3）

角度调整：松开旋转法兰的连接螺栓，主桁架在

前支腿的横移带动下调整自身角度，角度调整

时，适应性改变主桁架各支撑的位置，同时前后

移动调整主桁架的位置，直至主桁架各支撑部件

到位、主桁架高度下降到需要高度。调整操作简

便，在架桥机转向过程中，相较于传统法兰结构

能够有效降低架桥机失稳风险，安全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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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下穿已有桥梁小半径曲线桥可旋转式超低空架桥施工工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如下步骤：

（1）调整旋转法兰：上下连接的旋转法兰的上连接孔采用圆弧槽孔、下连接孔采用圆形

孔，圆弧槽孔与圆形孔之间通过螺栓连接；

（2）超低空状态准备：降低主桁架后部支撑高度，改变主桁架中支腿结构，降低主桁架

前支腿支撑高度，从而降低主桁架的整体高度；

（3）角度调整：松开旋转法兰的连接螺栓，主桁架在前支腿的横移带动下调整自身角

度，角度调整时，适应性改变主桁架各支撑的位置，同时前后移动调整主桁架的位置，直至

主桁架各支撑部件到位、主桁架高度下降到需要高度；

（4）跨孔作业。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下穿已有桥梁小半径曲线桥可旋转式超低空架桥施工工

法，其特征在于，旋转法兰采用上、中、下三段式结构，其中上旋转法兰的连接法兰部为圆

孔，中旋转法兰的上连接法兰部为圆孔，中旋转法兰的下连接法兰部为圆弧槽孔，下旋转法

兰的上连接法兰部为圆弧槽孔。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下穿已有桥梁小半径曲线桥可旋转式超低空架桥施工工

法，其特征在于，中支腿结构改变采用中支腿反滚轮与中支腿横梁拆分，并分别单独使用，

随着主桁架的高度降低，改变中支腿反滚轮与中支腿横梁对主桁架的支撑位置。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下穿已有桥梁小半径曲线桥可旋转式超低空架桥施工工

法，其特征在于，中支腿横梁与中支腿反滚轮拆分后，中支腿横梁上部加装中支腿加高座，

中支腿横梁通过中支腿加高座支撑主桁架。

5.根据权利要求1或3或4所述的一种下穿已有桥梁小半径曲线桥可旋转式超低空架桥

施工工法，其特征在于，降低主桁架后部支撑高度是用千斤顶替换后支腿的方式，千斤顶支

撑主桁架的后部；千斤顶与前支腿支撑主桁架并降低主桁架整体高度，将中支腿横梁放置

于前支腿之后，中支腿反滚轮落地并支撑主桁架。

6.根据权利要求1或2或3或4所述的一种下穿已有桥梁小半径曲线桥可旋转式超低空

架桥施工工法，其特征在于，主桁架最前端设置辅助支腿支撑，角度调整包括如下步骤：a、

松开旋转法兰的连接螺栓，开动前支腿大车横移，当前支腿大车与前支腿横移轨道发生干

涉时，开动反滚轮驱动轮组，带动主桁架后移，待辅助支腿在桥墩站位，支撑稳固好，再调整

前支腿横移轨道，使得前支腿大车再次具有横移的空间；b、前支腿横移轨道调整后，开动中

支腿反滚轮组前移并落地受力，接着开动中支腿大车横移，当中支腿大车与横移轨道发生

干涉时，支撑稳固后主桁架后部的千斤顶，再调整中支腿横移轨道；按照步骤a和步骤b的方

式反复调整，直至角度调整到位，辅助支腿能够在前方桥墩站位。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下穿已有桥梁小半径曲线桥可旋转式超低空架桥施工工

法，其特征在于，前支腿大车的横移极限距离为1m左右，中支腿大车的横移极限距离为1m左

右。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下穿已有桥梁小半径曲线桥可旋转式超低空架桥施工工

法，其特征在于，主桁架角度调整到位后，中支腿横梁落地支撑，起重小车移动到中支腿横

梁上，移动前支腿至前方桥墩落地支撑。

9.根据权利要求1或2或3或4所述的一种下穿已有桥梁小半径曲线桥可旋转式超低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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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桥施工工法，其特征在于，当需要进一步降低主桁架高度时，开动中支腿反滚轮将主桁架

前移，移动到位后，拆除中支腿横梁，在千斤顶辅助下，主桁架前部由前支腿支撑，主桁架中

后部由中支腿反滚轮落地支撑。

10.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下穿已有桥梁小半径曲线桥可旋转式超低空架桥施

工工法，其特征在于，旋转法兰的上连接孔采用圆弧槽孔与圆形孔间隔的方式，圆弧槽孔在

圆周上中心对称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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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穿已有桥梁小半径曲线桥可旋转式超低空架桥施工工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架桥施工工法，尤其是一种下穿已有桥梁小半径曲线桥可旋转式

超低空架桥施工工法。

背景技术

[0002] 在山区高速公路项目枢纽中，匝道桥最小曲线半径R=130米，匝道桥下穿主线桥

梁，最小净空5.9米，而主线桥梁作为运梁通道，需先行架设完成，否则匝道梁板将无法运抵

现场安装。本项目属于山区高速公路工程，下部结构为空心薄壁墩，最大墩高48.8米，现场

地形陡峭险峻，难以采用吊机进行架设。若采用架桥机进行架设，通常需要通过不断进行自

身的角度调整，来达到梁板放置位置的角度。现有的架桥机旋转法兰包括上旋转法兰和下

旋转法兰，上下旋转法兰通过若干螺栓进行固定，旋转时需要卸下所有螺栓，才能实现上旋

转法兰的旋转，这不仅增加了劳动力，还存在一定的风险，如在旋转过程中将上下旋转法兰

螺栓全部卸下，上下法兰盘处于分离状态，在架桥机角度调整过程中容易发生倾覆，且操作

人在紧固螺栓时，如有螺栓遗漏拧紧，架桥机在运行时也容易倾覆，造成严重后果。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解决了现有的架桥机在不断进行自身角度调整过程中容易发生倾覆，而且

在调整过程中，需要拆卸旋转法兰的所有螺栓，使得上下旋转法兰处于分离状态，安全性较

差的缺陷，提供一种下穿已有桥梁小半径曲线桥可旋转式超低空架桥施工工法，通过改变

主桁架中、后支撑方式，并调整上下旋转法兰的结构，从而实现低空无需完全拆卸螺栓的架

桥施工，调整角度安全性高。

[0004] 本发明的具体技术方案为：一种下穿已有桥梁小半径曲线桥可旋转式超低空架桥

施工工法，包括如下步骤：

（1）调整旋转法兰：上下连接的旋转法兰的上连接孔采用圆弧槽孔、下连接孔采用圆形

孔，圆弧槽孔与圆形孔之间通过螺栓连接；

（2）超低空状态准备：降低主桁架后部支撑高度，改变主桁架中支腿结构，降低主桁架

前支腿支撑高度，从而降低主桁架的整体高度；

（3）角度调整：松开旋转法兰的连接螺栓，主桁架在前支腿的横移带动下调整自身角

度，角度调整时，适应性改变主桁架各支撑的位置，同时前后移动调整主桁架的位置，直至

主桁架各支撑部件到位、主桁架高度下降到需要高度；

（4）跨孔作业。

[0005] 将原旋转法兰采用圆孔用螺旋连接固定的方式改成圆弧槽孔与圆形孔配合用螺

栓连接固定的方式，使得调整旋转法兰时，不用全部拆卸连接用的螺栓，只需要松开连接螺

栓，即可调整旋转法兰，从而调整主桁架的角度，在调整角度的时候，旋转法兰不会分离，还

是有螺旋起到连接的作用，从而在转动调整角度保证操作安全。角度调整后，还有足够的螺

旋连接在旋转法兰上，再重新紧固的时候不会出现遗漏，也不会出现拆卸螺栓后丢失螺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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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象。为了实现超低空状态，要降低主桁架的整体高度，逐一改变主桁架各部位的支撑高

度，降低主桁架后部支撑高度，可以采用降低主桁架后支腿的支撑高度的方式，如果为进一

步降低支撑高度，考虑用其他低支撑高度的装置进行代替支撑，由于中支腿的支撑位置及

支撑重量都比较重要，因此考虑改变主桁架中支腿结构，比如将中支腿横梁和中支腿反滚

轮拆分并分别使用，保留中支腿反滚轮推动主桁架的功能，同时又保留中支腿横梁足够的

主桁架支撑力，由于前支腿存在跨桥墩支撑的要求，因此主要采用降低前支腿支撑高度的

方式。匝道桥存在曲线半径，因此在架桥的时候需要调整主桁架的角度，因此松开旋转法兰

后，前支腿横移，使得主桁架产生偏转，偏转过程中，要适应性移动各支撑部件，保证各支撑

部件的支撑稳定性，调整主桁架角度的时候，最终要实现主桁架向前移动，但是在这个过程

中，由于主桁架的偏转，前部的支撑部件难免会和其他装置发生干涉，因此就需要主桁架前

后移动避开干涉障碍物，再继续下一阶段的角度调整，直至主桁架调整到位。调整操作简

便，在架桥机转向过程中，相较于传统法兰结构能够有效降低架桥机失稳风险，安全有保

障；可提高施工效率、降低施工成本，省去了吊机架梁平台修筑的时间，在架桥机跨孔作业

时显著减少了角度调整花费的时间，从而缩短了工期；与吊机架梁相比，无须进行架梁平台

修筑，节约了措施费用，相较于普通架桥机，减少了人工成本及安装设备停滞时间，同时缩

短了预制梁的安装时间，降低了施工成本。

[0006] 进一步优选，旋转法兰采用上、中、下三段式结构，其中上旋转法兰的连接法兰部

为圆孔，中旋转法兰的上连接法兰部为圆孔，中旋转法兰的下连接法兰部为圆弧槽孔，下旋

转法兰的上连接法兰部为圆弧槽孔。旋转法兰分成上中下三段拼接结构，主要是为了方便

转动，上旋转法兰用于与主桁架相连，因此将上旋转法兰与中旋转法兰采用圆孔方式连接，

保证与主桁架的连接结构后，可以挑选合适的中旋转法兰，尤其是在高度上的选择；中旋转

法兰的下连接法兰部采用圆弧槽，下旋转法兰的上连接法兰部采用圆弧槽孔，这样中旋转

法兰与下旋转法兰之间可以转动。

[0007] 进一步优选，中支腿结构改变采用中支腿反滚轮与中支腿横梁拆分，并分别单独

使用，随着主桁架的高度降低，改变中支腿反滚轮与中支腿横梁对主桁架的支撑位置。中支

腿整体结构拆分后单独使用，本身就可以降低支撑高度，改变中支腿反滚轮和中支腿横梁

的支撑位置，同时中支腿反滚轮和中支腿横梁的下端支撑位置也有了更多的选择余地，对

于主桁架的整体高度降低起到促进作用。

[0008] 进一步优选，中支腿横梁与中支腿反滚轮拆分后，中支腿横梁上部加装中支腿加

高座，中支腿横梁通过中支腿加高座支撑主桁架。为了保证中支腿横梁的支撑效果，中支腿

横梁上部加装中支腿加高座。

[0009] 进一步优选，降低主桁架后部支撑高度是用千斤顶替换后支腿的方式，千斤顶支

撑主桁架的后部；千斤顶与前支腿支撑主桁架并降低主桁架整体高度，将中支腿横梁放置

于前支腿之后，中支腿反滚轮落地并支撑主桁架。

[0010] 进一步优选，主桁架最前端设置辅助支腿支撑，角度调整包括如下步骤：a、松开旋

转法兰的连接螺栓，开动前支腿大车横移，当前支腿大车与前支腿横移轨道发生干涉时，开

动反滚轮驱动轮组，带动主桁架后移，待辅助支腿在桥墩站位，支撑稳固好，再调整前支腿

横移轨道，使得前支腿大车再次具有横移的空间；b、前支腿横移轨道调整后，开动中支腿反

滚轮组前移并落地受力，接着开动中支腿大车横移，当中支腿大车与横移轨道发生干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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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稳固后主桁架后部的千斤顶，再调整中支腿横移轨道；按照步骤a和步骤b的方式反复

调整，直至角度调整到位，辅助支腿能够在前方桥墩站位。

[0011] 进一步优选，前支腿大车的横移极限距离为1m左右，中支腿大车的横移极限距离

为1m左右。

[0012] 进一步优选，主桁架角度调整到位后，中支腿横梁落地支撑，起重小车移动到中支

腿横梁上，移动前支腿至前方桥墩落地支撑。

[0013] 进一步优选，当需要进一步降低主桁架高度时，开动中支腿反滚轮将主桁架前移，

移动到位后，拆除中支腿横梁，在千斤顶辅助下，主桁架前部由前支腿支撑，主桁架中后部

由中支腿反滚轮落地支撑。

[0014] 进一步优选，旋转法兰的上连接孔采用圆弧槽孔与圆形孔间隔的方式，圆弧槽孔

在圆周上中心对称布置。

[001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1、将原旋转法兰采用圆孔用螺旋连接固定的方式改成圆弧

槽孔与圆形孔配合用螺栓连接固定的方式，使得调整旋转法兰时，不用全部拆卸连接用的

螺栓，只需要松开连接螺栓，即可调整旋转法兰，从而调整主桁架的角度，在调整角度的时

候，旋转法兰不会分离，还是有螺旋起到连接的作用，从而在转动调整角度保证操作安全；

2、调整操作简便，在架桥机转向过程中，相较于传统法兰结构能够有效降低架桥机失

稳风险，安全有保障；

3、可提高施工效率、降低施工成本，省去了吊机架梁平台修筑的时间，在架桥机跨孔作

业时显著减少了角度调整花费的时间，从而缩短了工期；

4、与吊机架梁相比，无须进行架梁平台修筑，节约了措施费用，相较于普通架桥机，减

少了人工成本及安装设备停滞时间，同时缩短了预制梁的安装时间，降低了施工成本。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下面通过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描述。

[0017] 实施例：

一种下穿已有桥梁小半径曲线桥可旋转式超低空架桥施工工法，包括如下步骤：

（1）调整旋转法兰：旋转法兰采用上、中、下三段式结构，其中上旋转法兰的连接法兰部

为圆孔，中旋转法兰的上连接法兰部为圆孔，中旋转法兰的下连接法兰部为圆弧槽孔，下旋

转法兰的上连接法兰部为圆弧槽孔；三段结构相互重叠，上旋转法兰的下连接法兰部的圆

孔与中旋转法兰的上连接法兰部的圆孔同轴对应并用螺栓连接固定，中旋转法兰的下连接

法兰部的圆弧槽孔与下旋转法兰的上连接法兰部的圆弧槽孔对应并用螺栓连接；

（2）超低空状态准备：拆除主桁架后支腿，并用千斤顶替换后支腿降低支撑高度，拆分

中支腿反滚轮与中支腿横梁改变主桁架中支腿结构，中支腿反滚轮与中支腿横梁分别单独

使用，随着主桁架的高度降低，改变中支腿反滚轮与中支腿横梁对主桁架的支撑位置，中支

腿横梁与中支腿反滚轮拆分后，中支腿横梁上部加装中支腿加高座，中支腿横梁通过中支

腿加高座支撑主桁架；千斤顶与前支腿支撑主桁架并降低主桁架整体高度，将中支腿横梁

放置于前支腿之后，中支腿反滚轮落地并支撑主桁架；

（3）角度调整：主桁架最前端设置辅助支腿支撑，角度调整包括如下步骤：a、松开旋转

法兰的连接螺栓，开动前支腿大车横移，主桁架在前支腿的横移带动下调整自身角度，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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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腿大车与前支腿横移轨道发生干涉时，开动反滚轮驱动轮组，带动主桁架后移，待辅助支

腿在桥墩站位并支撑稳固好，再调整前支腿横移轨道，使得前支腿大车再次具有横移的空

间；b、前支腿横移轨道调整后，开动中支腿反滚轮组前移并落地受力，接着开动中支腿大车

横移，当中支腿大车与横移轨道发生干涉时，支撑稳固后主桁架后部的千斤顶，再调整中支

腿横移轨道；按照步骤a和步骤b的方式反复调整，直至主桁架各支撑部件到位、主桁架高度

下降到需要高度，角度调整到位，辅助支腿能够在前方桥墩站位；前支腿大车的横移极限距

离为1m左右，中支腿大车的横移极限距离为1m左右；主桁架角度调整到位后，中支腿横梁落

地支撑，起重小车移动到中支腿横梁上，移动前支腿至前方桥墩落地支撑；架桥机整体高度

降至5.287m；

（4）跨孔作业。

[0018] 当需要进一步降低主桁架高度时，开动中支腿反滚轮将主桁架前移，移动到位后，

拆除中支腿横梁，在千斤顶辅助下，主桁架前部由前支腿支撑，主桁架中后部由中支腿反滚

轮落地支撑。架桥机整体高度降至4.964m。

[0019]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非对本发明作任何限制，凡是根据本发明

技术实质对以上实施例所作的任何简单修改、变更以及等效变换，均仍属于本发明技术方

案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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