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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拱形钢结构桁架桥梁架
设方法，
包括预制多段钢结构桥梁段、制备与各
段桥梁段拱形底面曲率相一致的承载小车、
在预
选的施工地点搭设便桥，
在便桥上铺设轨道、按
照编号顺序依次通过承载小车将各段桥梁段从
轨道的一端拖曳至另一端之后将其焊接为一体、
拆除所有承载小车和便桥，
施工结束。采用本发
明的技术方案，
保证了拱形钢结构桁架桥梁的外
形精度，
减轻了劳动强度，
承载小车便于加工制
造，
桥梁架设过程中无需进行调平、
校正等操作，
简化了施工工艺，
相关人员可远离承载小车和相
应的桥梁段，
避免人员遭到碰伤，
保证了施工人
员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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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拱形钢结构桁架桥梁架设方法，
其特征在于：
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
预制多段钢结构桥梁段(1) ，
每段桥梁段(1)均具有拱形底面，
对每段桥梁段
(1)顺序编号，
当所有桥梁段(1)按照编号顺序依次首尾相连在一起时组成拱形钢结构桁架
桥梁；
步骤二：
根据步骤一中所述每段桥梁段(1)编号制备与之相对应的承载小车，
所述承载
小车包括车架(2) ，
所述车架(2)底部安装有滚轮(3) ，
所述车架(2)顶面是与该承载小车编
号对应的桥梁段(1)拱形底面曲率相同的曲面；
步骤三：
在预选的施工地点搭设便桥，
在便桥上铺设轨道(4) ，
按照编号顺序依次将所
述承载小车放置于所述轨道(4)的一端，
再根据编号对应关系将与之相对应的桥梁段(1)固
定连接于相应的承载小车上，
按编号顺序依次拖曳所述承载小车至所述轨道(4)的另一端；
步骤四：
待所有承载小车放置于所述轨道(4)之上时，
将彼此相邻两段桥梁段(1)对接
焊接在一起，
使所有桥梁段(1)连接为一体形成拱形钢结构桁架桥梁，
并将该拱形钢结构桁
架桥梁的两端固定于地面上；
步骤五：
解除每段桥梁段(1)与承载小车之间的固定连接关系，
采用千斤顶将焊接好的
拱形钢结构桁架桥梁顶起，
拆除所有承载小车和便桥，
施工结束。
2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拱形钢结构桁架桥梁架设方法，
其特征在于：
步骤一中所述桥梁
段(1)拱形底面的曲率均一致。
3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拱形钢结构桁架桥梁架设方法，
其特征在于：
步骤二中所述车架
(2)顶面面积小于与该承载小车编号对应的桥梁段(1)拱形底面的面积。
4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拱形钢结构桁架桥梁架设方法，
其特征在于：
步骤三中所述按编
号顺序依次拖曳所述承载小车是通过卷扬机或电动葫芦牵引驱动的。
5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拱形钢结构桁架桥梁架设方法，
其特征在于：
步骤三中所述按编
号顺序依次拖曳所述承载小车是以恒定的匀速拖曳。
6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拱形钢结构桁架桥梁架设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车架(2)由型
钢钢管焊接制成，
所述车架(2)顶面由多根沿着竖直方向布置的型钢钢管上端面组成。
7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拱形钢结构桁架桥梁架设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滚轮(3)包括
轮轴(31)和中空状轮体(32)，
轮轴(31)两端与所述车架(2)固定连接在一起，
轮体(32)两端
端口处套设有滚动轴承(33)，
滚动轴承(33)内圈套合于轮轴(31)中部。
8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拱形钢结构桁架桥梁架设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轨道(4)是由
双工字钢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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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拱形钢结构桁架桥梁架设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拱形钢结构桁架桥梁架设方法，
属于桥梁基础施工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
钢结构桥梁的施工在无法使用吊车吊装的情况下，
经常采用拖拉施工架设。
用于普通钢结构桥梁拖拉的施工设备比较普遍，
其功能主要用于安装施工，
将钢箱梁、钢桁
架等节段通过拖拉，
在轨道上移动至指定位置。但普通方式的拖拉不适于曲线拱钢桁架。若
采用传统拖拉装置，
拖拉完成后，
在施工现场再制作与曲线箱型钢桁架的线性一致的胎架，
将曲线箱型钢桁架调节至安装线形。传统拖拉小车装置需与支架分离，
小车需来回多次使
用，
由于钢桁架桥节段的重量重，
外形尺寸大，
高空施工风险大。为保证完成各种动作，
传统
拖拉装置所需的机构，
设计复杂，
无法在有限的工期内满足施工要求。
发明内容
[0003]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拱形钢结构桁架桥梁架设方法。
[0004] 本发明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
[0005]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拱形钢结构桁架桥梁架设方法，
包括以下步骤：
[0006] 步骤一：
预制多段钢结构桥梁段，
每段桥梁段均具有拱形底面，
对每段桥梁段顺序
编号，
当所有桥梁段按照编号顺序依次首尾相连在一起时组成拱形钢结构桁架桥梁；
[0007] 步骤二：
根据步骤一中所述每段桥梁段编号制备与之相对应的承载小车，
所述承
载小车包括车架，
所述车架底部安装有滚轮，
所述车架顶面是与该承载小车编号对应的桥
梁段拱形底面曲率相同的曲面；
[0008] 步骤三：
在预选的施工地点搭设便桥，
在便桥上铺设轨道，
按照编号顺序依次将所
述承载小车放置于所述轨道的一端，
再根据编号对应关系将与之相对应的桥梁段固定连接
于相应的承载小车上，
按编号顺序依次拖曳所述承载小车至所述轨道的另一端；
[0009] 步骤四：
待所有承载小车放置于所述轨道之上时，
将彼此相邻两段桥梁段对接焊
接在一起，
使所有桥梁段连接为一体形成拱形钢结构桁架桥梁，
并将该拱形钢结构桁架桥
梁的两端固定于地面上；
[0010] 步骤五：
解除每段桥梁段与承载小车之间的固定连接关系，
采用千斤顶将焊接好
的拱形钢结构桁架桥梁顶起，
拆除所有承载小车和便桥，
施工结束。
[0011] 步骤一中所述桥梁段拱形底面的曲率均一致。
[0012] 步骤二中所述承载小车车架顶面面积小于与该承载小车编号对应的桥梁段拱形
底面的面积。
[0013] 步骤三中所述按编号顺序依次拖曳所述承载小车是通过卷扬机或电动葫芦牵引
驱动的。
[0014] 步骤三中所述按编号顺序依次拖曳所述承载小车是以恒定的匀速拖曳。
[0015] 所述车架由型钢钢管焊接制成，
所述车架顶面由多根沿着竖直方向布置的型钢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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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上端面组成。
[0016] 所述滚轮包括轮轴和中空状轮体，
轮轴两端与所述车架固定连接在一起，
轮体两
端端口处套设有滚动轴承，
滚动轴承内圈套合于轮轴中部。
[0017] 所述轨道(4)是由双工字钢制成。
[0018]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采用本发明的技术方案，
各段桥梁段预先制成，
保证了各
段桥梁段的外形尺寸精度，
通过承载小车将各段桥梁段拖曳至预定位置处进行焊接，
使焊
接后形成的拱形钢结构桁架桥梁的外形精度大大提高，
并且减轻了劳动强度，
同时，
承载车
架上与桥梁段拱形底面曲率相对应的车架顶面面积较小，
便于加工制造，
有利于提高车架
顶面的制造精度，
有利于降低承载小车的制作成本，
相比现有技术，
本发明的整个桥梁架设
过程中无需搭设胎架，
也无需对各段桥梁段的拼装进行调平、
校正等工作，
大大简化了施工
工艺，
提高了施工效率，
此外，
拖曳承载小车的过程中，
相关人员可远离承载小车和相应的
桥梁段，
避免人员遭到碰伤，
保证了施工人员的安全。
附图说明
[0019] 图1是本发明施工工艺流程图；
[0020] 图2是本发明承载小车与桥梁段的连接示意图；
[0021] 图3是本发明承载小车主视图；
[0022] 图4是本发明滚轮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中：
1-桥梁段，
2-车架，
所述车架，
3-滚轮，
21-车架顶面，
4-轨道，
31-轮轴，
32-轮
体，
33-滚动轴承。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进一步描述本发明的技术方案，
但要求保护的范围并不局限于所述。
[0025] 如图1至图4所示，
本发明的一种拱形钢结构桁架桥梁架设方法，
包括以下步骤：
[0026] 步骤一：
预制多段钢结构桥梁段1，
每段桥梁段1均具有拱形底面，
对每段桥梁段1
顺序编号，
当所有桥梁段1按照编号顺序依次首尾相连在一起时组成拱形钢结构桁架桥梁；
进一步地，
步骤一中桥梁段1拱形底面的曲率均一致。
[0027] 步骤二：
根据步骤一中每段桥梁段1编号制备与之相对应的承载小车，
承载小车包
括车架2，
车架2底部安装有滚轮3，
车架顶面21是与该承载小车编号对应的桥梁段1拱形底
面曲率相同的曲面；
进一步地，
承载小车车架顶面21面积小于与该承载小车编号对应的桥
梁段1拱形底面的面积。车架2由型钢钢管焊接制成，
车架顶面21由多根沿着竖直方向布置
的型钢钢管上端面组成。滚轮3包括轮轴31和中空状轮体32，
轮轴31两端与车架2固定连接
在一起，
轮体32两端端口处套设有滚动轴承33，
滚动轴承33内圈套合于轮轴31中部。
[0028] 步骤三：
在预选的施工地点搭设便桥，
在便桥上铺设轨道4，
按照编号顺序依次将
承载小车放置于轨道4的一端，
再根据编号对应关系将与之相对应的桥梁段1固定连接于相
应的承载小车上，
按编号顺序依次拖曳承载小车至轨道4的另一端；
进一步地，
轨道4是由双
工字钢制成。进一步地，
步骤三中按编号顺序依次拖曳承载小车是通过卷扬机或电动葫芦
牵引驱动的。按编号顺序依次拖曳承载小车是以恒定的匀速拖曳。
[0029] 步骤四：
待所有承载小车放置于轨道4之上时，
将彼此相邻两段桥梁段1对接焊接
4

CN 109505251 B

说

明

书

3/3 页

在一起，
使所有桥梁段1连接为一体形成拱形钢结构桁架桥梁，
并将该拱形钢结构桁架桥梁
的两端固定于地面上；
[0030] 步骤五：
解除每段桥梁段1与承载小车之间的固定连接关系，
采用千斤顶将焊接好
的拱形钢结构桁架桥梁顶起，
拆除所有承载小车和便桥，
施工结束。
[0031] 采用本发明的技术方案，
各段桥梁段预先制成，
保证了各段桥梁段的外形尺寸精
度，
通过承载小车将各段桥梁段拖曳至预定位置处进行焊接，
使焊接后形成的拱形钢结构
桁架桥梁的外形精度大大提高，
并且减轻了劳动强度，
同时，
承载车架上与桥梁段拱形底面
曲率相对应的车架顶面面积较小，
便于加工制造，
有利于提高车架顶面的制造精度，
有利于
降低承载小车的制作成本，
相比现有技术，
本发明的整个桥梁架设过程中无需搭设胎架，
也
无需对各段桥梁段的拼装进行调平、校正等工作，
大大简化了施工工艺，
提高了施工效率，
此外，
拖曳承载小车的过程中，
相关人员可远离承载小车和相应的桥梁段，
避免人员遭到碰
伤，
保证了施工人员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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