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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高架桥结构及其施工工艺，

其包括支撑塔以及固定在支撑塔顶部的桥体，所

述支撑塔底部设置在泥土层内，两个所述支撑塔

之间设有支撑组件，所述支撑组件包括支撑台、

支撑杆、抵紧台，所述支撑台设置于两个支撑塔

之间的泥土层内，两个所述支撑杆呈V形架在支

撑台顶部，所述支撑杆远离支撑台一端抵触在支

撑塔侧面，所述抵紧台抵触至支撑台顶部，所述

抵紧台侧面设有导向斜面，所述支撑杆靠近支撑

台一端抵触在导向斜面上，本发明具有良好减震

作用，提升支撑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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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架桥结构，包括支撑塔(1)以及固定在支撑塔(1)顶部的桥体(2)，所述支撑塔

(1)底部设置在泥土层(3)内，其特征是：两个所述支撑塔(1)之间设有支撑组件(5)，所述支

撑组件(5)包括支撑台(51)、支撑杆(52)、抵紧台(53)，所述支撑台(51)设置于两个支撑塔

(1)之间的泥土层(3)内，两个所述支撑杆(52)呈V形架在支撑台(51)顶部，所述支撑杆(52)

远离支撑台(51)一端抵触在支撑塔(1)侧面，所述抵紧台(53)抵触至支撑台(51)顶部，所述

抵紧台(53)侧面设有导向斜面(531)，所述支撑杆(52)靠近支撑台(51)一端抵触在导向斜

面(531)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架桥结构，其特征是：所述支撑塔(1)侧面设有供支撑

杆(52)抵触的支撑槽(11)。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高架桥结构，其特征是：所述支撑台(51)顶部设有导向凹

槽(511)，所述抵紧台(53)底部设有导向凸起(532)，所述导向凸起(532)与导向凹槽(511)

底部1/2处相抵触配合。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高架桥结构，其特征是：所述导向凹槽(511)内侧壁倾斜

度与支撑杆(52)倾斜度相同。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高架桥结构，其特征是：所述支撑杆(52)靠近支撑塔(1)

一端高于泥土层(3)上表面。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高架桥结构，其特征是：所述泥土层(3)上表面与支撑杆

(52)接触位置设有混凝土层(6)，所述混凝土层(6)延伸至支撑塔(1)侧面。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高架桥结构，其特征是：所述支撑台(51)底部设有柱桩

(4)。

8.一种高架桥结构施工工艺，其特征是：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一：施工前准备；

步骤二：支撑台位置确定：根据设计图纸要求，标记支撑塔(1)位置，在相邻两个支撑塔

(1)之间中心位置进行标记为支撑台(51)位置；

步骤三：支撑台位置挖槽：以支撑台(51)标记位置向下挖掘支撑台(51)与抵紧台(53)

的预埋槽；

步骤四：支撑台埋设：向支撑台(51)的预埋槽内埋设支撑台(51)预制件；

步骤五：支撑杆埋设：在相邻的两个支撑塔(1)位置分别向支撑台(51)顶部方向进行倾

斜钻孔，并插入支撑杆(52)，支撑杆(52)抵触至支撑台(51)顶部；

步骤六：支撑塔施工；

步骤七：抵紧台预埋：将抵紧台(53)向支撑台(51)进行埋设；

步骤八：支撑杆调整：埋设抵紧台(53)时向外拉起支撑杆(52)，使支撑杆(52)外端部抵

触在支撑塔(1)侧面，同时继续下压抵紧台(53)，直至完全固定；

步骤九：桥体施工；

步骤十：整体检测。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高架桥结构施工工艺，其特征是：步骤八：支撑杆调整：对

支撑杆(52)向上投影位置泥土层(3)进行洒水以及灌水养护保持湿润，在支撑杆(52)拉起

过程时，对支撑杆(52)上设置振动器进行振动，抵紧台(53)完全定位后，振动器振动保持振

动，同时保持洒水以及灌水养护，直至支撑杆(52)向上投影位置产生积水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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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架桥结构及其施工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高架桥梁建设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高架桥结构及其施工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国内经济快速发展，对于交通运输要求也越来越高，在部分环境下会采用高

架桥的方式进行修建道路。

[0003] 如申请公布号CN109403210A公开的一种高架桥结构，其基础结构包括桥体，以及

支撑在桥体下方的支撑塔，支撑塔底部伸入泥土层内，而伸出泥土层的顶端支撑住桥体，多

个桥体首尾相接形成用于通行的道路，为了应对不同环境设置高架桥，高架桥的支撑塔结

构有多种，如双塔结构与单塔结构，双塔结构对桥体的支撑稳定性较高，单塔结构对于土地

占有量较低。

[0004] 在高架桥使用的过程中，对于桥体振动消除以及对于支撑塔的结构稳定要求越来

越高，尤其是对于货车大量通行的路线上，高架桥的结构设置越来越重要，如果无法满足稳

固要求高架桥，在长时间高强度的使用后，容易产生桥体侧翻的重大事故，上述中的现有技

术方案存在以下缺陷：支撑塔振动力泄力不强，稳定性下降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发明的目的之一是提供一种对支撑塔具有良好支撑

效果的一种高架桥结构及其施工工艺。

[0006] 本发明的上述发明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一种高架桥结构，包括

支撑塔以及固定在支撑塔顶部的桥体，所述支撑塔底部设置在泥土层内，两个所述支撑塔

之间设有支撑组件，所述支撑组件包括支撑台、支撑杆、抵紧台，所述支撑台设置于两个支

撑塔之间的泥土层内，两个所述支撑杆呈V形架在支撑台顶部，所述支撑杆远离支撑台一端

抵触在支撑塔侧面，所述抵紧台抵触至支撑台顶部，所述抵紧台侧面设有导向斜面，所述支

撑杆靠近支撑台一端抵触在导向斜面上。

[0007]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支撑台直接埋在泥土层内，抵紧台抵触在支撑台顶部，其

中支撑杆一端支撑在抵紧台上，另一端支撑在支撑塔的侧面，从而支撑塔的两侧均能直接

受到支撑杆的支撑作用，直接有效的提升支撑塔的稳定性，且桥体受到的一部分振动直接

通过支撑塔传递至泥土层进行消除，而另一部分振动通过支撑杆进行传动，从而振动力在

支撑杆上传动的过程中能有效的发散到泥土层上，从而有效的提升对桥体的振动力泄力作

用，从而提升整体的稳定性。

[0008] 本发明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所述支撑塔侧面设有供支撑杆抵触的

支撑槽。

[0009]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支撑槽有效的对支撑杆实现定位作用，防止支撑杆在支

撑塔侧面产生大量的位置而失去抵触支撑作用。

[0010] 本发明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所述支撑台顶部设有导向凹槽，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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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紧台底部设有导向凸起，所述导向凸起与导向凹槽底部1/2处相抵触配合。

[0011]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导向凹槽与导向凸起的抵触作用，使抵紧台在安装

的过程中能受到良好的定位，提升抵紧台的安装精确度，且安装后导向凹槽外沿的1/2处于

抵紧台侧面形成台阶，用于支撑支撑杆，从而提升了对支撑杆的连接稳定性  。

[0012] 本发明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所述导向凹槽内侧壁倾斜度与支撑杆

倾斜度相同。

[0013]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支撑杆与导向槽内侧壁进行有效的贴合，从而提升对支

撑杆的支撑稳定性。

[0014] 本发明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所述支撑杆靠近支撑塔一端高于泥土

层上表面。

[0015]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支撑杆伸出泥土层端能认施工人员直观的进行观察，从

而便于支撑杆安装至支撑槽内。

[0016] 本发明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所述泥土层上表面与支撑杆接触位置

设有混凝土层，所述混凝土层延伸至支撑塔侧面。

[0017]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受到振动作用，混凝土层与支撑塔侧面容易产生裂缝，通

过直接查看缝隙的宽度，能初步的观察高架桥的状态，从而提升检测人员的观察效率。

[0018] 本发明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所述支撑台底部设有柱桩。

[0019]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柱桩提升对支撑台的支撑效果，提升支撑台的稳定性。

[0020] 一种高架桥结构施工工艺，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一：施工前准备；

步骤二：支撑台位置确定：根据设计图纸要求，标记支撑塔位置，在相邻两个支撑塔之

间中心位置进行标记为支撑台位置；

步骤三：支撑台位置挖槽：以支撑台标记位置向下挖掘支撑台与抵紧台的预埋槽；

步骤四：支撑台埋设：向支撑台的预埋槽内埋设支撑台预制件；

步骤五：支撑杆埋设：在相邻的两个支撑塔位置分别向支撑台顶部方向进行倾斜钻孔，

并插入支撑杆，支撑杆抵触至支撑台顶部；

步骤六：支撑塔施工；

步骤七：抵紧台预埋：将抵紧台向支撑台进行埋设；

步骤八：支撑杆调整：埋设抵紧台时向外拉起支撑杆，使支撑杆外端部抵触在支撑塔侧

面，同时继续下压抵紧台，直至完全固定；

步骤九：桥体施工；

步骤十：整体检测。

[0021]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在两个相邻之间的支撑塔之间设置支撑组件，有效

的提升对支撑塔的支撑作用，提高支撑塔的稳定性。

[0022] 本发明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步骤八：支撑杆调整：对支撑杆向上投

影位置泥土层进行洒水以及灌水养护保持湿润，在支撑杆拉起过程时，对支撑杆上设置振

动器进行振动，抵紧台完全定位后，振动器振动保持振动，同时保持洒水以及灌水养护，直

至支撑杆向上投影位置产生积水现象。

[0023]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振动以及湿润泥土层便于支撑杆进行位置调整，减少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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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难度，提升施工效率。

[0024] 综上所述，本发明包括以下至少一种有益技术效果：

1.支撑杆以及支撑台直接提升对支撑塔的支撑作用，有效的提升支撑塔的稳定性；

2.通过支撑杆的有效传递分散振动力，减少支撑塔的振动，提升支撑塔的稳定性；

3.通过观察混凝土层的状态，能快速的初步判断支撑塔的状态，提升检测效率。

附图说明

[0025] 图1是本发明的整体安装结构示意图。

[0026] 图2是表示泥土层下本发明的安装结构示意图。

[0027] 图3是本发明的整体剖视图。

[0028] 图4是支撑台的剖视图。

[0029] 图5是抵紧台的剖视图。

[0030] 附图标记：1、支撑塔；11、支撑槽；2、桥体；3、泥土层；4、柱桩；5、支撑组件；51、支撑

台；511、导向凹槽；52、支撑杆；53、抵紧台；531、导向斜面；532、导向凸起；6、混凝土层。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2] 一种高架桥结构，如图1、2所示，包括支撑塔1以及固定在支撑塔1顶部的桥体2，支

撑塔1底端埋设在泥土层3内，更具土质的松软程度支撑塔1底端至多1/3埋设在泥土层3内，

从而保持支撑塔1的稳定性，且也有利于振动力传递至泥土层3内，达到减震的作用，部分土

质也可以采用向岩层打入多根柱桩4，支撑塔1底部直接抵触在柱桩4上，柱桩4直接对支撑

塔1底部进行支撑，减少高架桥在使用过程中的沉降问题，且柱桩4也能达到传递振动力的

作用，进而起到减震效果。

[0033] 如图1、2所示，其中桥体2的两端分别抵触在相邻的两个支撑塔1顶端再进行固定，

从而实现支撑塔1将桥体2架起的作用，且连续设置的支撑塔1顶部架设连续的桥体2形成运

输用的道路，在汽车行驶过程中大量的振动力通过桥面传递至支撑塔1上，尤其是高度较高

的高架桥，不仅受到车辆行驶时的振动影响，其中风力对高架桥的影响也较大，从而在两个

相邻支撑塔1之间设有支撑组件5，用于提升对支撑塔1的支撑作用，减少支撑塔1的晃动，有

效的提升整体的稳定性。

[0034] 如图1、3所示，其中支撑组件5包括支撑台51、支撑杆52、抵紧台53，支撑台51设置

于两个支撑塔1之间的泥土层3内，如图3、5所示，两个支撑杆52呈V形架在支撑台51顶部，支

撑塔1侧面设有支撑槽11，支撑杆52远离支撑台51一端预抵触在支撑槽11内，支撑槽11有效

的对支撑杆52实现定位作用，防止支撑杆52在支撑塔1侧面产生大量的位置而失去抵触支

撑作用；另外抵紧台53抵触至支撑台51顶部，抵紧台53侧面设有导向斜面531，支撑杆52靠

近支撑台51一端抵触在导向斜面531上，支撑台51直接埋在泥土层3内，抵紧台53抵触在支

撑台51顶部，其中支撑杆52端部支撑在抵紧台53上，从而支撑塔1的两侧均能直接受到支撑

杆52的支撑作用，直接有效的提升支撑塔1的稳定性，在安装的过程中抵紧台53向支撑台51

移动，从而支撑杆52端部抵触在导向斜面531上滑移，通过导向斜面531的导向作用，使支撑

杆52向支撑塔1移动，从而支撑杆52完全抵触在支撑槽11顶部实现固定，从而支撑杆52两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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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支撑稳定性较高。

[0035] 如图4、5所示，其中支撑台51顶部设有导向凹槽511，抵紧台53底部设有导向凸起

532，再结合附图3，在抵紧台53下移的过程中，支撑杆52首先贴在导向凸起532上，在抵紧台

53下移的过程中，支撑杆52受到导向凸起532的支撑作用，向支撑塔1移动，导向凸起532完

全进入导向凹槽511内，提升抵紧台53的安装精确度，此时支撑杆52也从导向凸起532移动

至导向斜面531上进行抵触固定。

[0036] 如图4、5所示，其中导向凸起532与导向凹槽511底部1/2处相抵触配合，再结合附

图3，导向凹槽511内侧壁倾斜度与支撑杆52倾斜度相同，支撑杆52与导向槽内侧壁进行有

效的贴合，从而提升对支撑杆52的支撑稳定性，从而当抵紧台53安装完毕后，安装后导向凹

槽511外沿的1/2处于抵紧台53侧面形成台阶，用于支撑支撑杆52，从而提升了对支撑杆52

的连接稳定性  。

[0037] 如图1、3所示，支撑组件5完全安装完毕后，桥体2受到的一部分振动直接通过支撑

塔1传递至泥土层3进行消除，而另一部分振动通过支撑杆52进行传动，从而振动力在支撑

杆52上传动的过程中能有效的发散到泥土层3上，从而有效的提升对桥体2的振动力泄力作

用，从而提升整体的稳定性。

[0038] 如图1、3所示，支撑杆52靠近支撑塔1一端高于泥土层3上表面，泥土层3上表面与

支撑杆52接触位置设有混凝土层6，混凝土层6延伸至支撑塔1侧面，支撑杆52伸出泥土层3

端能认施工人员直观的进行观察，从而便于支撑杆52安装至支撑槽11内，当支撑杆52产生

向下沉降时，由于混凝土层6受力面积较大，从而混凝土层6与支撑杆52连接位置容易产生

断裂，支撑杆52下移沉降后直接通过观察混凝土层6位置的与支撑杆52原连接位置高度差

就能得出，从而便于维护人员进行检测识别，受到振动作用，混凝土层6与支撑塔1侧面容易

产生裂缝，通过直接查看缝隙的宽度，能初步的观察高架桥的状态，从而提升检测人员的观

察效率。

[0039] 如图3所示，其中支撑台51底部也设有柱桩4，柱桩4也可以深入泥土层3抵触至岩

层上，柱桩4提升对支撑台51的支撑效果，提升支撑台51的稳定性，也起到传递振动的作用。

[0040] 一种高架桥结构施工工艺，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一：施工前准备；

步骤二：支撑台位置确定：根据设计图纸要求，标记支撑塔1位置，在相邻两个支撑塔1

之间中心位置进行标记为支撑台51位置；

步骤三：支撑台位置挖槽：以支撑台51标记位置向下挖掘支撑台51与抵紧台53的预埋

槽；

步骤四：支撑台埋设：向支撑台51的预埋槽内埋设支撑台51预制件；

步骤五：支撑杆埋设：在相邻的两个支撑塔1位置分别向支撑台51顶部方向进行倾斜钻

孔，并插入支撑杆52，支撑杆52抵触至支撑台51顶部；

步骤六：支撑塔施工；

步骤七：抵紧台预埋：将抵紧台53向支撑台51进行埋设；

步骤八：支撑杆调整：支撑杆52调整：结合图3，对支撑杆52向上投影位置泥土层3进行

洒水以及灌水养护保持湿润，埋设抵紧台53时向外拉起支撑杆52，在支撑杆52拉起过程时，

对支撑杆52上设置振动器进行振动，使支撑杆52外端部抵触在支撑塔1侧面，同时继续下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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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紧台53，直至完全固定，抵紧台53完全定位后，振动器振动保持振动，同时保持洒水以及

灌水养护，直至支撑杆52向上投影位置产生积水现象；

步骤九：桥体施工；

步骤十：整体检测。

[0041] 通过在两个相邻之间的支撑塔1之间设置支撑组件5，有效的提升对支撑塔1的支

撑作用，提高支撑塔1的稳定性，其中振动便于支撑杆52进行位置调整，且振动以及灌水使

支撑杆52位置的泥土层3能更好的与支撑杆52进行结合，提升支撑组件5的固定效果。

[0042] 本具体实施方式的实施例均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非依此限制本发明的保护

范围，故：凡依本发明的结构、形状、原理所做的等效变化，均应涵盖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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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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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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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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