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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波形钢腹板PC组合

箱梁桥挂篮用起吊装置，包括挂篮机构，所述挂

篮机构包括两个主桁菱形架、前上横梁、吊挂机

构，还包括与前上横梁的下表面固定连接且顺桥

向方向设置的水平移动轨道、与水平移动轨道相

配合且沿水平移动轨道的长度方向移动的移动

体、与移动体连接且用于起吊建筑材料的起吊机

构，水平移动轨道的前端位于前上横梁的前端，

本实用新型利用现有的挂篮机构的上前横梁与

承重架的设置，避免了挂篮机构中效率较低的中

转式起吊，水平移动机构的设置，使得挂篮机构

变的机动灵活，能够实现水平移动及竖向吊装，

不再依赖于塔吊，作业面大，有效地缩短了施工

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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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波形钢腹板PC组合箱梁桥挂篮用起吊装置，包括挂篮机构，所述挂篮机构包括

两个主桁菱形架、与两个主桁菱形架连接的前上横梁、使主桁菱形架和前上横梁分别与导

向梁和底板连接的吊挂机构，其特征在于：还包括与前上横梁的下表面固定连接且顺桥向

方向设置的水平移动轨道、与水平移动轨道相配合且沿水平移动轨道的长度方向移动的移

动体、与移动体连接且用于起吊建筑材料的起吊机构，水平移动轨道的前端位于前上横梁

的前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波形钢腹板PC组合箱梁桥挂篮用起吊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水平移动轨道的尾部通过竖向连接件与主桁菱形架固定连接，水平移动轨道的顶部通

过承重架与主桁菱形架固定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波形钢腹板PC组合箱梁桥挂篮用起吊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承重架包括位于竖直方向且与水平移动轨道固定连接的支撑柱、与支撑柱的顶部连接

的斜撑杆、与支撑柱之间连接的连接杆，斜撑杆的底部与水平移动轨道的上表面固定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波形钢腹板PC组合箱梁桥挂篮用起吊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吊挂机构包括底板前吊带、底板后吊带、翼板前吊带、翼板后吊带、内吊带。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波形钢腹板PC组合箱梁桥挂篮用起吊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底板的上设有用于承重的底前横梁和底后横梁，底前横梁通过底板前吊带与前上横梁

固定，底后横梁通过底板后吊带与已浇筑混凝土固定，箱室内模板前端通过内吊带固定在

前上横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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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波形钢腹板PC组合箱梁桥挂篮用起吊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桥梁建设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波形钢腹板PC组合箱梁桥挂篮

用起吊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波形钢腹板PC组合箱梁桥桥是由预应力混凝顶板、波形钢腹板、混凝底板三者构

成的组合结构，具有减轻自重、抗震性能好、施工简便、经济性较好等一系列优点，随着理论

与实际应用的开展，波形钢腹板预应力混凝土箱梁桥在国内建造数量也在逐年增加。

[0003] 波形钢腹板PC组合箱梁桥可采用类似普通混凝土桥的各种施工方法，如支架现浇

施工、移动模架逐孔现浇、预制安装、悬臂浇筑、顶推施工等。对于跨度较大的波形钢腹板PC

组合箱梁桥或桥下立支架有困难的场所，通常采用悬臂施工方法施工。

[0004] 波形钢腹板PC组合箱梁桥悬臂浇筑采用的挂篮类同于普通预应力混凝土桥所采

用的挂篮，不同之处在于波形钢腹板PC组合箱梁桥所用的挂篮除了应当满足常规砼箱梁悬

浇的功能，还需满足波形钢腹板吊运、悬臂安装、定位的功能。如挂篮机构，该挂篮在波形钢

腹板的安装环节要倒一次吊点，操作麻烦，但挂篮用钢量、自重相对较小。传统挂篮在施工

过程中需要借助于塔吊完成波形钢腹板从地面吊装至墩顶以及波形钢腹板的安装等工序

过程，而在塔吊选型的过程中往往塔吊的起吊范围、起吊能力与经济效益及施工效率产生

矛盾。在施工过程中工人等起吊设备的情况时常发生严重影响工程进度，同时也间接的增

加施工成本。

[0005] 因此，提供一种可以解决部分起吊功能、释放塔吊起吊工作时间、经济、便捷的施

工挂篮具有很大的实际意义，是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6] 针对上述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具有较强稳定性，能够

解决现有施工中塔吊起吊能力不足、起吊范围不够的波形钢腹板PC组合箱梁桥挂篮用起吊

装置。

[0007]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这样实现的：

[0008] 一种波形钢腹板PC组合箱梁桥挂篮用起吊装置，包括挂篮机构，所述挂篮机构包

括两个主桁菱形架、与两个主桁菱形架连接的前上横梁、使主桁菱形架和前上横梁分别与

导向梁和底板连接的吊挂机构，还包括与前上横梁的下表面固定连接且顺桥向方向设置的

水平移动轨道、与水平移动轨道相配合且沿水平移动轨道的长度方向移动的移动体、与移

动体连接且用于起吊建筑材料的起吊机构，水平移动轨道的前端位于前上横梁的前端。

[0009] 所述水平移动轨道的尾部通过竖向连接件与主桁菱形架固定连接，水平移动轨道

的顶部通过承重架与主桁菱形架固定连接。

[0010] 所述承重架包括位于竖直方向且与水平移动轨道固定连接的支撑柱、与支撑柱的

顶部连接的斜撑杆、与支撑柱之间连接的连接杆，斜撑杆的底部与水平移动轨道的上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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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连接。

[0011] 所述吊挂机构包括底板前吊带、底板后吊带、翼板前吊带、翼板后吊带、内吊带。

[0012] 所述底板的上设有用于承重的底前横梁和底后横梁，底前横梁通过底板前吊带与

前上横梁固定，底后横梁通过底板后吊带与已浇筑混凝土固定，箱室内模板前端通过内吊

带固定在前上横梁。

[0013] 积极有益效果：本实用新型利用现有的挂篮机构的上前横梁与承重架的设置，避

免了挂篮机构中效率较低的中转式起吊，不改变现有挂篮机构原有结构，水平移动机构的

设置，使得挂篮机构变的机动灵活，能够实现水平移动及竖向吊装，不再依赖于塔吊，作业

面大，解决了工地工人随塔吊走的局面，能够独立完成波形钢腹板的吊装及安装工序，加快

了波形钢腹板的安装速度，大大提高了施工效率，有效地缩短了施工周期；在挂篮上增加起

吊系统也同样适用于钢结构、钢混组合结构的施工过程中，它在减轻劳动强度、节省人力、

降低建设成本、提高施工质量和加快建设速度等方面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2为A-A方向的剖面图和B-B方向的剖面图；

[0016] 图3为C方向水平移动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4为D-D方向的剖面图；

[0018] 图5为E-E方向的剖面图；

[0019] 图中为：挂篮机构1、底板2、外导梁3、主桁菱形架4、前上横梁5、水平移动轨道6、移

动体7、起吊机构8、承重架9、底前横梁10、底后横梁11、竖向连接件12、支撑柱13、斜撑杆14、

连接杆15、底板前吊带16、底板后吊带17、翼板前吊带18、翼板后吊带19、内吊带20。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说明。

[0021] 如图1至图5所示，一种波形钢腹板PC组合箱梁桥挂篮用起吊装置，包括挂篮机构

1，所述挂篮机构1包括两个主桁菱形架4、与两个主桁菱形架4连接的前上横梁5、使主桁菱

形架4和前上横梁5分别与导向梁3和底板2连接的吊挂机构，主桁菱形架4与前上横梁5之间

通过法兰盘和螺栓固定连接成一个整体，牢固性好，主桁菱形架4通过提前预埋在0#1#节段

混凝土顶板上的后锚进行锚固，后锚采用φ32精轧螺纹钢筋。埋入混凝土部分通过钢垫片

与螺栓与顶板钢筋进行连接，使其成为一个整体增加锚固力，还包括与前上横梁5的下表面

固定连接且顺桥向方向设置的水平移动轨道6、与水平移动轨道6相配合且沿水平移动轨道

6的长度方向移动的移动体7、与移动体7连接且用于起吊建筑材料的起吊机构8，水平移动

轨道6设置两个，两个水平移动轨道6平行设置，水平移动轨道6的前端位于前上横梁5的前

端，所述水平移动轨道6的尾部通过竖向连接件12与主桁菱形架4固定连接，水平移动轨道6

的顶部通过承重架9与主桁菱形架4固定连接，水平移动轨道6成水平方向设置，水平移动轨

道6的布置为顺桥向布置，布置在左右两个主桁菱形架4内侧且位于前上横梁5的下方。水平

移动轨道6与前上横梁5呈垂直布置，平移动轨道6的前端通过焊接与前上横梁5焊接在一

起，水平移动轨道6的后端通过竖向连接件12与两个主桁菱形架4焊接固定，平移动轨道6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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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端进行悬挑，水平移动轨道6的悬挑长度根据悬浇梁最长节段长度进行考虑，竖向连接件

12可采用10#槽钢等小型型钢做成简易贝雷形式。

[0022] 所述承重架9包括位于竖直方向且与水平移动轨道6固定连接的支撑柱13、与支撑

柱13的顶部连接的斜撑杆14、与支撑柱13之间连接的连接杆15，斜撑杆14的底部与水平移

动轨道6的上表面固定连接，一条水平移动轨道6上设置两根支撑柱13和两根斜撑杆14，两

根斜撑杆14分别与两根支撑柱13的顶部固定，两根斜撑杆14的底部与水平移动轨道6的上

表面焊接固定，从侧面看为承重架9梯形结构，承重架9主要承担水平移动轨道6悬挑部分传

递来的荷载。通过焊接方式与水平移动轨道6的顶部进行连接上跨前上横梁3。承重架9的左

侧与右侧之间通过型钢制作成贝雷形式进行稳定。承重架9采用焊接结构进行连接。

[0023] 移动体7与起吊机构8采用定制产品根据所需起吊能力与移动条件从专业厂家定

制，两者可使用机械连接为一个整体，移动体7要自带断电刹车装置，水平移动轨道6为开口

向下，移动体7位于水平移动轨道6的下表面且沿水平移动轨道6的长度方向移动，起吊机构

8可为电动葫芦，移动体7可为行走电机。

[0024] 所述吊挂机构包括底板前吊带16、底板后吊带17、翼板前吊带18、翼板后吊带19和

内吊带20。所述底板2的上设有用于承重的底前横梁10和底后横梁11，底前横梁10通过底板

前吊带16与前上横梁5固定，底后横梁11通过底板后吊带17与已浇筑混凝土固定，箱室内模

板前端通过内吊20带固定在前上横梁5，吊挂系统吊带可采用精轧螺纹也可采用钢板作为

承重材料，但使用之前需进行受力计算，底后横梁11与底前横梁10作为底板2的承重结构通

过底板前吊带16、固定在前上横梁5上，通过底板后吊带17、固定在已浇筑混凝土上。底板后

吊带17锚固在翼缘板上和底板2上。浇筑过程中通过计算提前在翼缘板及底板2上预埋孔道

以便吊带17通过，箱室内模板前端通过内吊带20固定在前上横梁5上，后端固定在已浇筑上

节段混凝土顶板上，锚固方法同底板后吊带17的方法，翼板模板前端通过翼板前吊带18与

前上横梁5进行锚固，后端通过翼板后吊带19使用在前一节段提前预埋孔的方法锚固在前

一节段翼板上。

[0025] 波形钢腹板PC组合箱梁桥的具体施工顺序为：1、利用塔吊安装1#节段钢腹板→2、

墩顶0#块1#块施工→3、利用塔吊安装2#节段钢腹板→4、施工2#节段混凝土→5、安装挂篮

机构1、水平移动轨道6、移动体7和起吊机构8→6、利用水平移动轨道6、移动体7和起吊机构

8安装3#块钢腹板→7、利用挂篮机构1施工3#节段→重复第6第7步骤直至合拢；具体步骤如

下：1、利用塔吊安装1#节段钢腹板：通过运输车辆将1#节段钢腹运输至塔吊旁，通过塔吊将

1#块钢腹板安装到位；2、墩顶0#块1#块施工：安装完成钢腹板后的平台上施工钢筋及其他

预埋件，施工混凝土，待混凝土强度上来后完成张拉；3、安装2#节段钢腹板：通过运输车辆

将2#节段钢腹运输到塔吊旁，把2#节段钢腹板吊装到位、完成安装，与1#节段钢腹板进行连

接；4、施工2#节段混凝土：完成钢筋、预应力筋、孔道、挂篮后锚预埋件等工作后进行混凝土

浇筑。然后进行养护及张拉；5、安装挂篮机构1、水平移动轨道6、移动体7和起吊机构8：通过

塔吊完成挂篮机构1、水平移动轨道6、移动体7和起吊机构8的安装；6、利用水平移动轨道6、

移动体7和起吊机构8安装3#块钢腹板：通过运输车辆将钢腹板运输至待安装段的下方，通

过起吊机构8进行安装定位；7、利用挂篮机构施工3#节段：利用挂篮作为施工平台进行后续

节段的施工；重复6-7步骤的方法，完成后续钢腹板的安装，直至整个施工完成。

[0026] 本实用新型利用现有的挂篮机构的上前横梁与承重架的设置，避免了挂篮机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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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较低的中转式起吊，不改变现有挂篮机构原有结构，水平移动机构的设置，使得挂篮机

构变的机动灵活，能够实现水平移动及竖向吊装，不再依赖于塔吊，作业面大，解决了工地

工人随塔吊走的局面，能够独立完成波形钢腹板的吊装及安装工序，加快了波形钢腹板的

安装速度，大大提高了施工效率，有效地缩短了施工周期；在挂篮上增加起吊系统也同样适

用于钢结构、钢混组合结构的施工过程中，它在减轻劳动强度、节省人力、降低建设成本、提

高施工质量和加快建设速度等方面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说　明　书 4/4 页

6

CN 212612003 U

6



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5 页

7

CN 212612003 U

7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2/5 页

8

CN 212612003 U

8



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3/5 页

9

CN 212612003 U

9



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4/5 页

10

CN 212612003 U

10



图5

说　明　书　附　图 5/5 页

11

CN 212612003 U

11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RA
	DRA00007
	DRA00008
	DRA00009
	DRA00010
	DRA0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