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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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1201261.9

(22)申请日 2019.11.29

(71)申请人 贵州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股

份有限公司

地址 550081 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贵阳国

家高新区阳关大道100号

(72)发明人 唐超　王大林　李宇航　尚羽　

刘洋　张磊　徐治华　张国发　

彭小勇　汪晓霞　刘伟伟　胡可　

胡志强　田俊　郑本伟　方正　

赵康　赵睿　陈栋军　安振伟　

尹云厅　崔志强　万阳　杨淳　

张鹏　陶瑜隆　

(74)专利代理机构 贵州启辰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52108

代理人 赵彦栋　周廉凤

(51)Int.Cl.

E01D 22/00(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多跨双曲拱桥的拆除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多跨双曲拱桥的拆除方

法，包括如下步骤：（1）拆除桥面构造物，架设缆

索吊装系统；（2）依次拆除拱上填充物、腹拱圈和

横墙；（3）搭设钢拱架支撑平台、安装钢拱架；（4）

拆除拱圈；（5）先拆除钢拱架后拆除钢拱架支撑

平台；（6）拆除桥墩；该方法在使用过程中不污染

桥下水体，不影响航道船只通行，且能提高拆除

施工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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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多跨双曲拱桥的拆除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1）拆除桥面构造物，从各跨跨中向两岸方向同时并沿纵桥向中心线对称进行拆除作

业；架设缆索吊装系统，缆索吊装系统的塔柱布置于两岸拱脚处桥两侧；

（2）依次拆除拱上填充物、腹拱圈和横墙；拱上填充物分层拆除，每层从各跨跨中向两

岸方向同时并沿纵桥向中心线对称进行拆除作业；腹拱圈拆除从各跨跨中向两岸方向同时

并沿纵桥向中心线对称进行拆除作业；横墙分节段横向切割拆除，即从上往下依次切割拆

除所有横墙第1节段、第2节段……第n节段，横墙每节段拆除从各跨跨中向两岸方向同时进

行拆除作业；用缆索吊装系统将拆下的填充物、腹拱圈和横墙调离桥区；

（3）搭设钢拱架支撑平台、安装钢拱架；

在拱圈拱脚处搭设钢拱架支撑平台并在钢拱架支撑平台上铺设沿桥横向延伸的轨道；

对于两个边跨岸坡处的拱脚的钢拱架支撑平台，采用开挖整平并压实成场地，在场地上砌

筑基座而成；对于桥墩处的拱脚的钢拱架支撑平台，采用支撑结构支撑钢板形成，所述支撑

结构在纵向截面内为倒等腰三角形，且其中线与桥墩中线重合，所述钢板为两块且分别水

平位于桥墩两侧；

所述钢拱架由若干钢拱架节段构成，所述钢拱架节段由多个贝雷片和连接相邻贝雷片

的横向联系构成，所述多个贝雷片沿横桥向并列放置，若干钢拱架节段拟合成拱圈线形，若

干钢拱架节段间通过贝雷片的阴阳接头相连，所述钢拱架两拱脚底部安装滑轮，滑轮在轨

道上沿横桥向滚动；

安装钢拱架，从各个拱圈的拱脚处开始同时并对称依次拼装钢拱架节段，每拼装好一

钢拱架节段，利用一根拉索扣挂固定住该钢拱架节段，直至完全拼装好钢拱架，所述钢拱架

节段由缆索吊装系统吊至拼装处；

（4）先解除拉索，再拆除拱圈，拉索解除顺序为施工顺序的逆序；首先使钢拱架沿轨道

平移直至最外侧拱肋正下方，然后拆除该拱肋上的拱板、拱波和横系梁，再将拱肋等分切割

成几小段拆除，后再将钢拱架移至下一拱肋正下方，再依次对拱板、拱波、横系梁和拱肋进

行拆除，依次循环，直至完成整个拱圈的拆除，拱圈拆除顺序为从各跨跨中向两岸方向同时

并沿纵桥向中心线对称进行拆除作业，拆除的拱板、拱波、横系梁和拱肋由缆索吊装系统吊

离；

（5）先拆除钢拱架后拆除钢拱架支撑平台，利用拉索扣挂固定住所有钢拱架节段，钢拱

架节段拆除顺序为安装顺序的逆序；

（6）拆除桥墩，桥墩分段横向切割，即从上往下依次切割桥墩第1段、第2段……第n段，

并沿纵桥向将每段等分切开由缆索吊装系统吊离。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跨双曲拱桥的拆除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桥面构造物

包括路灯、桥面护栏、防抛网、电缆、光缆、路缘石、人行道和桥面铺装。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跨双曲拱桥的拆除方法，其特征在于：塔柱距离桥侧面

1米。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跨双曲拱桥的拆除方法，其特征在于：缆索吊装系统中

起、终点岸锚碇均为重力式锚碇。

5.根据权利要求1-4任一所述的一种多跨双曲拱桥的拆除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

（2）前安装斜向支撑，所述斜向支撑上端固定于距离横墙顶缘0.5米处，下端固定于相邻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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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墙脚位置，所述斜向支撑为多根且沿横桥向均匀间隔设置，跨中两侧的斜向支撑从下往

上逐渐向相反方向延伸；斜向支撑在腹拱圈拆除后拆除。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多跨双曲拱桥的拆除方法，其特征在于：最外侧斜向支撑

距离横墙边缘1.32米，中间斜向支撑按间距2米等分布置。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跨双曲拱桥的拆除方法，其特征在于：拱上填充物按每

层30cm厚拆除。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多跨双曲拱桥的拆除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2）中拱

上填充物拆除后先切割开腹拱圈预制件间接缝，后从最外侧腹拱圈预制件开始沿横桥向采

取间隔拆除法拆除。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多跨双曲拱桥的拆除方法，其特征在于：横墙每节段1m，

不足1米则沿横墙根部切割拆除。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一种多跨双曲拱桥的拆除方法，其特征在于：基座高1米，宽2

米，长20米，所述基座由浆砌片石砌筑，所述基座上摊铺有10厘米厚水泥砂浆层，所述轨道

铺设在水泥砂浆层上。

11.根据权利要求1-4、7-10任一所述的一种多跨双曲拱桥的拆除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支撑结构包括多根斜撑，多根斜撑分别相对设置在桥墩两侧，所述斜撑下部固定在桥墩

上，所述桥墩两侧的斜撑分别支撑有一横向水平工字钢，横向水平工字钢沿桥横向设置，两

横向水平工字钢间均匀间隔固定有多根纵向水平工字钢，纵向水平工字钢沿桥纵向设置，

桥墩两侧两相对斜撑上部间还连接有钢绞线，钢绞线位于纵向水平工字钢下侧，所述桥墩

上沿纵桥向钻有多个可供纵向水平工字钢及钢绞线穿过的通孔。

12.根据权利要求11所述的一种多跨双曲拱桥的拆除方法，其特征在于：桥墩一侧布置

11根斜撑，所述斜撑间距为1.7米，斜撑与桥墩间夹角为45°，所述纵向水平工字钢为8根，其

中2根分别位于两横向水平工字钢两端，剩余6根均匀间隔设置。

13.根据权利要求12所述的一种多跨双曲拱桥的拆除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钢板与纵

向水平工字钢间设有附加贝雷片。

1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跨双曲拱桥的拆除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钢拱架节

段由5榀贝雷片构成，相邻2榀贝雷片间距为0.7米。

1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跨双曲拱桥的拆除方法，其特征在于：纵桥向横向联

系中部上缘设有加强工字钢，所述加强工字钢与贝雷片相垂直。

1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跨双曲拱桥的拆除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贝雷片长

度为3m。

1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跨双曲拱桥的拆除方法，其特征在于：安装钢拱架过

程中，每拼装好一钢拱架节段，利用附加横向联系使钢拱架节段与最外侧拱肋连接起来。

18.根据权利要求1-4、7-10、14-17所述的一种多跨双曲拱桥的拆除方法，其特征在于：

每个拱圈的钢拱架为两个且分别对称位于桥两侧，拱圈拆除从桥两侧对称进行；在步骤（4）

后先将桥两侧相对的钢拱架节段绑扎固定在一起。

19.根据权利要求18所述的一种多跨双曲拱桥的拆除方法，其特征在于：安装钢拱架过

程中钢拱架内侧与桥梁最外侧间距为20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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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跨双曲拱桥的拆除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双曲拱桥拆除，特别涉及一种多跨双曲拱桥的拆除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双曲拱桥具有良好的经济性和施工便捷性等优点，在全

国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经过几十的通车运营，诸多双曲拱桥已出现大量病害成为危

桥，部分桥梁在加固运营几年后病害更加严重，为保障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而必须封闭

交通，进行拆除。众多桥梁都是为跨越江河而建造，常规的双曲拱桥拆除方法例如爆破法、

机械拆除法等难免会造成桥体构件落入桥下，污染水体，而一般的支架法虽能保证拆除的

安全性，但对于有通航要求的水域是不适用的。当前国家对环境保护愈加严格，且对于多跨

拱桥而言，连拱效应明显，在拆除过程中稍有不慎便可能导致桥梁的整体垮塌，这种事件屡

有发生，教训深刻，因此，探寻一种既环保又安全，且不影响桥下船只通航的双曲拱桥拆除

方法是十分必要的。

发明内容

[0003] 有鉴于此，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多跨双曲拱桥的拆除方法，在拆除过程中不

污染桥下水体，不影响航道船只通行，且能提高拆除施工安全性。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

一种多跨双曲拱桥的拆除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1）拆除桥面构造物，从各跨跨中向两岸方向同时并沿纵桥向中心线对称进行拆除作

业；架设缆索吊装系统，缆索吊装系统的塔柱布置于两岸拱脚处桥两侧；

（2）依次拆除拱上填充物、腹拱圈和横墙；拱上填充物分层拆除，每层从各跨跨中向两

岸方向同时并沿纵桥向中心线对称进行拆除作业；腹拱圈拆除从各跨跨中向两岸方向同时

并沿纵桥向中心线对称进行拆除作业；横墙分节段横向切割拆除，即从上往下依次切割拆

除所有横墙第1节段、第2节段……第n节段，横墙每节段拆除从各跨跨中向两岸方向同时进

行拆除作业；用缆索吊装系统将拆下的填充物、腹拱圈和横墙调离桥区；

（3）搭设钢拱架支撑平台、安装钢拱架；

在拱圈拱脚处搭设钢拱架支撑平台并在钢拱架支撑平台上铺设沿桥横向延伸的轨道；

对于两个边跨岸坡处的拱脚的钢拱架支撑平台，采用开挖整平并压实成场地，在场地上砌

筑基座而成；对于桥墩处的拱脚的钢拱架支撑平台，采用支撑结构支撑钢板形成，所述支撑

结构在纵向截面内为倒等腰三角形，且其中线与桥墩中线重合，所述钢板为两块且分别水

平位于桥墩两侧；

所述钢拱架由若干钢拱架节段构成，所述钢拱架节段由多个贝雷片和连接相邻贝雷片

的横向联系构成，所述多个贝雷片沿横桥向并列放置，若干钢拱架节段拟合成拱圈线形，若

干钢拱架节段间通过贝雷片阴阳接头相连，所述钢拱架两拱脚底部安装滑轮，滑轮在轨道

上沿横桥向滚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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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钢拱架，从各个拱圈的拱脚处开始同时并对称依次拼装钢拱架节段，每拼装好一

节段钢拱架节段，利用一根拉索扣挂固定住该钢拱架节段，直至完全拼装好钢拱架，所述钢

拱架节段由缆索吊装系统吊至拼装处；

（4）先解除拉索，再拆除拱圈，拉索解除顺序为施工顺序的逆序；首先使钢拱架沿轨道

平移直至最外侧拱肋正下方，然后拆除该拱肋上的拱板、拱波和横系梁，再将拱肋等分切割

成几小段拆除，后再将钢拱架移至下一拱肋正下方，再依次对拱板、拱波、横系梁和拱肋进

行拆除，依次循环，直至完成整个拱圈的拆除，拱圈拆除顺序为从各跨跨中向两岸方向同时

并沿纵桥向中心线对称进行拆除作业，拆除的拱板、拱波、横系梁和拱肋由缆索吊装系统吊

离；

（5）先拆除钢拱架后拆除钢拱架支撑平台，利用拉索扣挂固定住所有钢拱架节段，钢拱

架节段拆除顺序为安装顺序的逆序；

（6）拆除桥墩，桥墩分段横向切割，即从上往下依次切割桥墩第1段、第2段……第n段，

并沿纵桥向将每段等分切开由缆索吊装系统吊离。

[0005] 进一步，所述桥面构造物包括路灯、桥面护栏、防抛网、电缆、光缆、路缘石、人行道

和桥面铺装。

[0006] 进一步，塔柱距离桥侧面1米。

[0007] 进一步，缆索吊装系统中起终点岸锚碇均为重力式锚碇。

[0008] 进一步，在步骤（2）前安装斜向支撑，所述斜向支撑上端固定于距离横墙顶缘0.5

米处，下端固定于相邻横墙墙脚位置，所述斜向支撑为多根且沿横桥向均匀间隔设置，跨中

两侧的斜向支撑从下往上逐渐向相反方向延伸；斜向支撑在腹拱圈拆除后拆除。

[0009] 进一步，最外侧斜向支撑距离横墙边缘1.32米，中间斜向支撑按间距2米等分布

置。

[0010] 进一步，拱上填充物按每层30cm厚拆除。

[0011] 进一步，在步骤（2）中拱上填充物拆除后先切割开腹拱圈预制件间接缝，后从最外

侧腹拱圈预制件开始沿横桥向采取间隔拆除法拆除。

[0012] 进一步，横墙每节段1m，不足1米则沿横墙根部切割拆除。

[0013] 进一步，基座高1米，宽2米，长20米，所述基座由浆砌片石砌筑，所述基座上摊铺有

10厘米厚水泥砂浆层，所述轨道铺设在水泥砂浆层上。

[0014] 进一步，所述支撑结构包括多根斜撑，多根斜撑分别相对设置在桥墩两侧，所述斜

撑下部固定在桥墩上，所述桥墩两侧的斜撑分别支撑有一横向水平工字钢，横向水平工字

钢沿桥横向设置，两横向水平工字钢间均匀间隔固定有多根纵向水平工字钢，纵向水平工

字钢沿桥纵向设置，桥墩两侧两相对斜撑上部间还连接有钢绞线，钢绞线位于纵向水平工

字钢下侧，所述桥墩上沿纵桥向钻有多个可供纵向水平工字钢及钢绞线穿过的通孔。

[0015] 进一步，桥墩一侧布置11根斜撑，所述斜撑间距为1.7米，斜撑与桥墩间夹角为

45°，所述纵向水平工字钢为8根，其中2根分别位于两横向水平工字钢两端，剩余6根均匀间

隔设置。

[0016] 进一步，所述钢板与纵向水平工字钢间设有附加贝雷片。

[0017] 进一步，所述钢拱架节段由5榀贝雷片构成，相邻2榀贝雷片间距为0.7米。

[0018] 进一步，纵桥向横向联系中部上缘设有加强工字钢，所述加强工字钢与贝雷片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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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

[0019] 进一步，所述贝雷片长度为3m。

[0020] 进一步，安装钢拱架过程中，每拼装好一节段钢拱架节段，利用附加横向联系使钢

拱架节段与最外侧拱肋连接起来。

[0021] 更进一步，每个拱圈的钢拱架为两个且分别对称位于桥两侧，拱圈拆除从桥两侧

对称进行；在步骤（4）后先将桥两侧相对的钢拱架节段绑扎固定在一起。

[0022] 再进一步，安装钢拱架过程中钢拱架内侧与桥梁最外侧间距为20厘米。

[0023]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本发明的一种多跨双曲拱桥的拆除方法，采用缆索吊装系统来移除桥梁结构废弃物，

可有效的避免拆除的废弃物落入桥下江河中，对水体造成污染，且保障了船只在桥下通行

时的安全。由于被拆除的双曲拱桥为5类危桥，桥梁各构件病害较为严重，这导致桥梁结构

受力与原设计相差较大且无法精确计算各构件的实际内力，这给拆除施工的安全带来了很

大的不确定性。本发明所提供的方法采用钢拱架对拱肋进行临时支撑，将裸拱状态下单片

拱肋的重量传递于钢拱架上，钢拱架受力明确，可通过计算分析得到其内力和稳定性等情

况，从而大大的降低了拆除施工的安全风险，同时，提高了裸拱的稳定性。综上所述，本发明

有效的解决了双曲拱桥拆除过程中的通航、环保和安全问题，且不对周边建筑物造成不利

影响，施工噪音低。

[0024] 本发明的其他优点、目标和特征在某种程度上将在随后的说明书中进行阐述，并

且在某种程度上，基于对下文的考察研究对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将是显而易见的，或者可

以从本发明的实践中得到教导。本发明的目标和其他优点可以通过下面的说明书和权利要

求书来实现和获得。

附图说明

[0025]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

一步的详细描述，其中：

图1为多跨双曲拱桥主视图。

[0026] 图2为多跨双曲拱桥俯视图。

[0027] 图3为多跨双曲拱桥中拱圈侧视图。

[0028] 图4为缆索吊装系统架设示意图。

[0029] 图5为平台安装在桥墩上的主视图。

[0030] 图6为平台安装在桥墩上的俯视图。

[0031] 图7为钢拱架横断面图。

[0032] 图8为钢拱架安装主视图。

[0033] 图9为钢拱架安装俯视图。

[0034] 图10为拱圈拆除流程图。

[0035] 图11为桥墩切割主视图。

[0036] 图12为桥墩切割俯视图。

[0037] 图13为斜向支撑在横桥上的安装主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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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8] 以下将参照附图，对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进行详细的描述。应当理解，优选实施例

仅为了说明本发明，而不是为了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39] 如图1-3所示，本实施例双曲拱桥主桥共三跨，以下所述纵桥向指跨江河方向，横

桥向指河流流动方向。

[0040] 一种多跨双曲拱桥的拆除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1）拆除桥面构造物，从各跨跨中向两岸方向同时并沿纵桥向中心线对称进行拆除作

业，为避免施工的临时荷载过大，采用小型四轮运输车配合小型挖机将拆除的构造物装车

运离桥区；如图4所示，架设缆索吊装系统，缆索吊装系统的塔柱布置于两岸拱脚处桥两侧，

缆索吊装系统为现有技术，塔柱施工前，先对塔柱位置进行围挡，再进行开挖施工塔柱基

础，并同时进行锚碇的开挖施工，塔柱施工完成后设置纵向和横向风缆并安装缆索和跑车

等起吊设备。

[0041] （2）依次拆除拱上填充物、腹拱圈和横墙；拱上填充物分层拆除，每层从各跨跨中

向两岸方向同时并沿纵桥向中心线对称进行拆除作业，分层的目的是保证拱圈有一定的压

顶重量，防止压力线与拱轴线偏离较大，导致拱轴线失衡而整体性失稳，拱上填充物采用人

工拆除和装载；腹拱圈拆除从各跨跨中向两岸方向同时并沿纵桥向中心线对称进行拆除作

业；横墙分节段横向切割拆除，即从上往下依次切割拆除所有横墙第1节段、第2节段……第

n节段，横墙每节段拆除从各跨跨中向两岸方向同时进行拆除作业，这样的拆除方法可尽量

使拱圈受力均匀；用缆索吊装系统将拆下的填充物、腹拱圈和横墙调离桥区；

（3）搭设钢拱架支撑平台、安装钢拱架；

在拱圈拱脚处搭设钢拱架支撑平台并在钢拱架支撑平台上铺设沿桥横向延伸的轨道；

对于两个边跨岸坡处的拱脚的钢拱架支撑平台，采用开挖整平并压实成场地，在场地上砌

筑基座而成；如图5-6所示，对于桥墩处的拱脚的钢拱架支撑平台，首先在桥墩两侧（顺桥

向）搭设脚手架以方便施工，采用支撑结构支撑钢板形成，支撑结构在纵向截面内为倒等腰

三角形，且其中线与桥墩中线重合，钢板3为两块且分别水平位于桥墩两侧；

如图7所示，钢拱架由若干钢拱架节段构成，钢拱架节段由多个贝雷片和连接相邻贝雷

片的横向联系构成，多个贝雷片沿横桥向并列设置，若干钢拱架节段端部的贝雷片拟合成

拱圈线形，若干钢拱架节段间通过贝雷片阴阳接头相连，钢拱架两拱脚底部安装滑动装置

的滑轮，滑轮在轨道上滚动，滑动装置可驱动滑轮滚动，滑动装置为驱动机构；

如图8-9所示，安装钢拱架，从各拱圈的拱脚处开始同时并对称依次拼装钢拱架节段，

每拼装好一钢拱架节段，利用一根拉索扣挂固定住该钢拱架节段，直至完全拼装好钢拱架，

钢拱架节段由缆索吊装系统吊运至拼装处，在前几个钢拱架节段安装时，钢拱架节段的起

吊不受缆索吊装系统中扣索的影响，钢拱架节段可直接从桥头吊运至预定位置，当钢拱架

节段顺桥向运输受到扣索影响时，则将钢拱架节段运输至桥下对应位置垂直起吊至拼装处

进行安装；

（4）先解除拉索，再拆除拱圈，拉索解除顺序为钢拱架拼装顺序的逆序；首先使钢拱架

沿轨道平移直至最外侧拱肋正下方，然后依次拆除该拱肋上的拱板、拱波和横系梁，再将拱

肋等分切割成几小段拆除，后再将钢拱架移至下一拱肋正下方，再依次对拱板、拱波、横系

梁和拱肋进行拆除，依次循环，直至完成整个拱圈的拆除拱圈拆除顺序为从各跨跨中向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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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方向同时并沿纵桥向中心线对称进行拆除作业，拆除的拱板、拱波、横系梁和拱肋由缆索

吊装系统吊离；

（5）先拆除钢拱架后拆除钢拱架支撑平台，利用拉索扣挂固定住所有钢拱架节段，钢拱

架节段拆除顺序为安装顺序的逆序；

如图11-12所示，（6）拆除桥墩，桥墩分段横向切割，即从上往下依次切割桥墩第1段、第

2段……第n段，并沿纵桥向将每段等分切开由缆索吊装系统吊离，最后再将脚手架拆离。

[0042] 桥面构造物包括路灯、桥面护栏、防抛网、电缆、光缆、路缘石、人行道和桥面铺装。

[0043] 塔柱距离桥侧面1米。

[0044] 缆索吊装系统中起终点岸锚碇均为重力式锚碇。

[0045] 如图13所示，为保证在拆除拱上填充物和腹拱圈的过程中，拱上横墙所承受的桥

纵向水平力能平衡，在步骤（2）前安装斜向支撑6，斜向6支撑上端固定于距离横墙5顶缘0.5

米处，下端固定于相邻横墙墙脚位置，斜向支撑为多根且沿横桥向均匀间隔设置，跨中两侧

的斜向支撑从下往上逐渐向相反方向延伸；斜向支撑在腹拱圈拆除后拆除。斜向支撑采用

I16型工字钢。最外侧斜向支撑距离横墙边缘1.32米，中间斜向支撑按间距2米等分布置。

[0046] 拱上填充物按每层30cm厚拆除。

[0047] 在步骤（2）中拱上填充物拆除后先切割开腹拱圈预制件间接缝，后从最外侧腹拱

圈预制件开始沿横桥向采取间隔拆除法拆除。

[0048] 横墙每节段1m，不足1米则沿横墙根部切割拆除。

[0049] 基座高1米，宽2米，长20米，基座由浆砌片石砌筑，基座上摊铺有10厘米厚水泥砂

浆层，轨道铺设在水泥砂浆层上。

[0050] 如图5-6所示，所述支撑结构包括多根斜撑1，多根斜撑1分别相对设置在桥墩两

侧，所述斜撑下部固定在桥墩上，所述桥墩两侧的斜撑分别支撑有一横向水平工字钢2，横

向水平工字钢沿桥横向设置，两横向水平工字钢间均匀间隔固定有多根纵向水平工字钢9，

纵向水平工字钢沿桥纵向设置，桥墩两侧两相对斜撑上部间还连接有钢绞线，钢绞线位于

纵向水平工字钢下侧，所述桥墩上沿纵桥向钻有多个可供纵向水平工字钢及钢绞线穿过的

通孔。

[0051] 纵向水平工字钢从通孔中穿过，之后利用水泥砂浆将通孔填充密实，纵向水平工

字钢和横向水平工字钢的设置可将钢拱架作用于钢拱架支撑平台上的竖向力传递于斜撑

上，横向水平工字钢2与斜撑1焊接连接，纵向水平工字钢与横向水平工字钢焊接连接，钢绞

线用以承受钢拱架作用于钢拱架支撑平台的水平方向分力。

[0052] 桥墩一侧布置11根斜撑，所述斜撑间距为1.7米，斜撑与桥墩间夹角为45°，所述纵

向水平工字钢为8根，其中2根分别位于两横向水平工字钢两端，剩余6根均匀间隔设置。

[0053] 所述钢板与纵向水平工字钢间设有附加贝雷片4，以加高对钢拱架的支撑高度。

[0054] 贝雷片7为5榀，相邻2榀贝雷片间距为0.7米，

纵桥向横向联系中部上缘设有加强工字钢8，所述加强工字钢与贝雷片相垂直。加强工

字钢作为分配梁并增强钢拱架横向联系，加强工字钢与横向联系采用焊接连接。

[0055] 贝雷片长度为3m。

[0056] 安装钢拱架过程中，每拼装好一钢拱架节段，利用附加横向联系使钢拱架节段与

最外侧拱肋连接起来，附加横向联系的设置可提高钢拱架在整个拆除过程中的横向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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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同时使钢拱架与拱肋的接触性更好。

[0057] 每个拱圈的钢拱架为两个且分别对称位于桥两侧，拱圈拆除从桥两侧对称进行；

在步骤（4）后，同一跨的两个钢拱架是紧贴的，为了提高钢拱架裸拱状态下的横向稳定性，

同时方便快速的拆除施工，将桥两侧相对的钢拱架节段绑扎固定在一起，具体为两钢拱架

节段中相邻的贝雷片上下弦杆连接，绑扎点纵桥向间距按1米一处布置。

[0058] 安装钢拱架过程中钢拱架内侧与桥梁最外侧间距为20厘米，以保证钢拱架拼装过

程中有足够的施工空间。

[0059] 最后说明的是，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限制，尽管参照较

佳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可以对本发明的技

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等同替换，而不脱离本技术方案的宗旨和范围，其均应涵盖在本发明

的权利要求范围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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