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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直线型矩形桥墩机动模

板，包括四个机动模板单元，每个机动模板单元

包括多个模板块、垂直支撑箱梁、多个滚压辊、传

动装置、止浆养护塑料薄膜释放机构和水平连接

梁。多个模板块的内侧分别固定在履带传动链

上；施工方法包括1）组装机动模板单元，2）吊运

矩形模板框架，3）矩形模板框架定位后浇筑其内

的墩身混凝土，4）矩形模板框架不断爬升完成墩

身混凝土的浇筑。本发明进一步提高了矩形桥墩

混凝土浇筑施工的机械化程度，达到矩形桥墩的

墩身混凝土一次浇筑成型的目的。在矩形框架爬

升的过程中，具有不漏浆、不带混凝土的优点，不

需要再行洒水养护，提高了矩形桥墩的混凝土浇

筑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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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直线型矩形桥墩机动模板，其特征在于：包括包覆待浇筑的矩形桥墩四周的四

个机动模板单元，每个机动模板单元包括多个模板块、垂直支撑箱梁、多个滚压轮、传动装

置、止浆养护的塑料薄膜释放机构和水平连接梁；所述传动装置设置在机动模板单元内，包

括履带传动链、液压马达、上横轴、下横轴，以及两个驱动轮和两个被动轮，驱动轮和被动轮

分别位于垂直支撑箱梁的上端两侧和下端两侧，上横轴和下横轴分别沿垂直支撑箱梁纵向

的上端和下端穿过垂直支撑箱梁，上横轴两端端头分别与驱动轮固定连接，下横轴两端端

头分别与被动轮固定连接，上横轴两端和下横轴两端分别通过轴承支撑在垂直支撑箱梁的

两侧上；履带传动链绕在两个驱动轮和两个被动轮上，并与两个驱动轮和两个被动轮啮合；

彼此相邻的多个模板块的内侧分别固定在履带传动链上；液压马达下侧支撑在液压马达支

撑座上，液压马达支撑座固定在垂直支撑箱梁的内侧上，液压马达通过齿轮传动机构与上

横轴衔接；水平连接梁穿过对应的垂直支撑箱梁的纵向中部，四根水平连接梁的端头两两

垂直相交固定连接，将四个机动模板单元固定连接成矩形模板框架；所述止浆养护的塑料

薄膜释放机构分别支撑在水平连接梁的上侧，塑料薄膜分别铺设在多个模板块和待浇筑的

矩形桥墩四周之间；上下抵靠的多个滚压轮位于垂直支撑箱梁与履带传动链内侧面之间，

安装在垂直支撑箱梁上。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直线型矩形桥墩机动模板，其特征在于：所述垂直支撑箱梁为直

立的盒形，包括两块水平侧板和两块垂直侧板，以及底板，垂直支撑箱梁靠近待浇筑矩形桥

墩外侧面敞开，数根纵筋板和横筋板垂直相交地固定在垂直支撑箱梁远离待浇筑的矩形桥

墩外侧面的底板上；液压马达支撑座固定在所述底板上。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直线型矩形桥墩机动模板，其特征在于：所述齿轮传动机构包括

固定在液压马达输出轴上的小齿轮和固定在上横轴上的大齿轮，小齿轮和大齿轮啮合。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直线型矩形桥墩机动模板，其特征在于：所述止浆养护的塑料薄

膜释放机构包括门形支架和塑料薄膜卷筒，所述门形支架包括两侧的支臂和上部的横轴，

所述支臂下端分别与对应的水平连接梁两端垂直固定连接，塑料薄膜卷筒套在横轴上，横

轴两端分别与支臂上端可拆卸地固定连接。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直线型矩形桥墩机动模板，其特征在于：所述养护塑料薄膜竖向

端头之间通过拉链固定连接。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直线型矩形桥墩机动模板，其特征在于：履带传动链节的长度与

模板块的宽度匹配，每节履带传动链之间通过销轴铰接。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直线型矩形桥墩机动模板，其特征在于：在两个垂直相交的机动

模板单元中，对应的模板块长度方向的边缘成弧形上翘，所述弧形的半径与待浇筑的矩形

桥墩四角的圆角半径匹配，两相邻的模板块的长度方向边缘之间的距离为A=2～3mm。

8.一种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直线型矩形桥墩机动模板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

下步骤：

1）组装机动模板单元

用箱型钢柱按照模板块的长度尺寸切割加工模板块，并在模板块两端按照待浇筑的矩

形桥墩的圆角半径向上弯曲，焊接加工垂直支撑箱梁；选购符合要求的工程机械履带行走

装置的驱动轮和被动轮，以及配套的履带作为履带传动链；将多个模板块一一焊接固定在

对应的履带传动链节上；将驱动轮、被动轮、大齿轮、上横轴、下横轴、液压马达和液压马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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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座，以及多个滚压轮分别安装到垂直支撑箱梁上，接着安装履带传动链和其上的模板

块，组装成一个机动模板单元；然后将分别按照待浇筑的矩形桥墩的长度和宽度组装的四

个机动模板单元通过各自的水平连接梁固定连接成整体的矩形模板框架，最后将已装上塑

料薄膜卷筒的门形支架下端固定在对应的水平连接梁上，并将已在塑料薄膜的竖向两端装

上拉链的塑料薄膜卷筒套在门形支架上部的横轴上；

2）吊运矩形模板框架

先将待浇筑的矩形桥墩的机动模板下部圆弧段采用定型模板围合，然后将由四个机动

模板单元通过水平连接梁固定连接成整体的矩形模板框架吊放在定型模板围合之上，并使

矩形模板框架与其下部的定型模板围合接缝密合；再分别下拉各机动模板单元上的塑料薄

膜卷筒上的塑料薄膜，并使各个拉塑料薄膜卷筒上的塑料薄膜贴合在模板块上，并用定型

模板镇压住；

3）矩形模板框架定位后浇筑其内的墩身混凝土

墩身混凝土浇筑到矩形模板框架的顶部且墩身混凝土已初凝时，即同时启动矩形模板

框架的四个机动模板单元，液压马达正转，通过齿轮传动机构带动驱动轮正转，驱动轮带动

与其啮合的履带传动链条转动，带动履带传动链条上的模板块也绕驱动轮和被动轮转动，

使得四个机动模板单元组成的矩形模板框架向上爬升28～32cm，保持上部有浇筑仓面；

矩形模板框架不断爬升完成墩身混凝土的浇筑

矩形模板框架每爬升一次，即浇筑其内的墩身混凝土，直至完成墩身混凝土的浇筑；当

四个机动模板单元由于爬升不同步造成矩形模板框架出现倾斜时，即启动较低处的机动模

板单元，通过该侧机动模板的爬升，调整矩形模板框架恢复至竖直状态；

拆除矩形模板框架

墩身混凝土浇筑完成后等待混凝土终凝，终凝后剪断墩身混凝土顶部以上的塑料薄

膜，将矩形模板框架升高到最大高度，并在吊车的配合下脱离矩形桥墩，吊到平台或陆地上

拆解、清理；拆除矩形桥墩外的塑料薄膜，如塑料薄膜没有破损，则可周转再次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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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线型矩形桥墩机动模板及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桥梁构件的混凝土施工模板，特别涉及一种可爬升的直线型桥墩

墩身的预制施工模板，还涉及前述模板的使用方法，属于桥梁工程施工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使用较多的桥梁桥墩的预制模板为大钢模、爬模或滑模，由于桥墩的高度较

高，使用大钢模及爬模时，需要多次施工才能完成桥墩的混凝土浇筑任务，不但工期长、而

且混凝土接缝多，不利于结构安全；另外，桥墩的养护也比较困难。滑模施工虽能一次完成

墩身的混凝土浇筑，但在滑模脱模过程中会出现较多的细微拉裂缝，而且需要人工收面，造

成墩身外表的镜面效果差；滑模需要较多的爬杆，也会造成一定的浪费。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直线型矩形桥墩机动模板及施工方法，提高桥墩的混凝

土浇筑施工的机械化程度。

[0004] 本发明通过以下技术方案予以实现：

一种直线型矩形桥墩机动模板，包括包覆待浇筑的矩形桥墩四周的四个机动模板单

元，每个机动模板单元包括多个模板块、垂直支撑箱梁、多个滚压轮、传动装置、止浆养护的

塑料薄膜释放机构和水平连接梁；所述传动装置设置在在机动模板单元内，包括履带传动

链、液压马达、上横轴、下横轴，以及两个驱动轮和两个被动轮，驱动轮和被动轮分别位于垂

直支撑箱梁的上端两侧和下端两侧，上横轴和下横轴分别沿垂直支撑箱梁纵向的上端和下

端穿过垂直支撑箱梁，上横轴两端端头分别与驱动轮固定连接，下横轴两端端头分别与被

动轮固定连接，上横轴两端和下横轴两端分别通过轴承支撑在垂直支撑箱梁的两侧上；履

带传动链绕在两个驱动轮和两个被动轮上，并与两个驱动轮和两个被动轮啮合；纵向彼此

相邻的多个模板块的内侧分别固定在履带传动链上；液压马达下侧支撑在液压马达支撑座

上，液压马达支撑座固定在垂直支撑箱梁的内侧上，液压马达通过齿轮传动机构与上横轴

衔接；水平连接梁穿过对应的垂直支撑箱梁的纵向中部，四根水平连接梁的端头两两垂直

相交固定连接，将四个机动模板单元固定连接成矩形模板框架；所述止浆养护的塑料薄膜

释放机构分别支撑在水平连接梁的上侧，塑料薄膜分别铺设在多个模板块和待浇筑的矩形

桥墩四周之间；上下抵靠的多个滚压轮位于垂直支撑箱梁与履带传动链内侧面之间，安装

在垂直支撑箱梁上。

[0005] 本发明的目的还可以通过以下技术措施来进一步实现。

[0006] 进一步的，所述垂直支撑箱梁为直立的盒形，包括两块水平侧板和两块垂直侧板，

以及底板，垂直支撑箱梁靠近待浇筑的矩形桥墩外侧面敞开，数根纵筋板和横筋板垂直相

交地固定在垂直支撑箱梁远离待浇筑矩形桥墩外侧面的底板上；液压马达支撑座固定在所

述底板上。所述齿轮传动机构包括固定在液压马达输出轴上的小齿轮和固定在上横轴上的

大齿轮，小齿轮和大齿轮啮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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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进一步的，所述止浆养护的塑料薄膜释放机构包括门形支架和塑料薄膜卷筒，所

述门形支架包括两侧的支臂和上部的横轴，所述支臂下端分别与对应的水平连接梁两端垂

直固定连接，养护塑料薄膜卷筒套在横轴上，横轴两端分别与支臂上端可拆卸地固定连接。

所述养护塑料薄膜竖向端头之间通过拉链固定连接。

[0008] 进一步的，履带传动链节的长度与模板块的宽度匹配，每节履带传动链节之间通

过销轴铰接。

[0009] 进一步的，在两个垂直相交的机动模板单元中，对应的模板块长度方向的边缘成

弧形上翘，所述弧形的半径与待浇筑的矩形桥墩四角的圆角半径匹配，两相邻的模板块的

长度方向边缘之间的距离为A=2～3mm。

[0010] 一种直线型矩形桥墩机动模板的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组装机动模板单元

用箱型钢柱按照模板块的长度尺寸切割加工模板块，并在模板块两端按照待浇筑的矩

形桥墩的圆角半径向上弯曲，焊接加工垂直支撑箱梁；选购符合要求的工程机械履带行走

装置的驱动轮和被动轮，以及配套的履带作为履带传动链；将多个模板块一一焊接固定在

对应的履带传动链节上；将驱动轮、被动轮、大齿轮、上横轴、下横轴、液压马达和液压马达

支撑座，以及多个滚压轮分别安装到垂直支撑箱梁上，接着安装履带传动链和其上的模板

块，组装成一个机动模板单元；然后将分别按照待浇筑的矩形桥墩的长度和宽度组装的四

个机动模板单元通过各自的水平连接梁固定连接成整体的矩形模板框架，最后将已装上养

护塑料薄膜卷筒的门形支架下端固定在对应的水平连接梁上，并将已在塑料薄膜的竖向两

端装上拉链的塑料薄膜卷筒套在门形支架上部的横轴上；

2）吊运矩形模板框架

先将待浇筑的矩形桥墩的机动模板下部圆弧段采用定型模板围合，然后将由四个机动

模板单元通过水平连接梁固定连接成整体的矩形模板框架吊放在定型模板围合之上，并使

矩形模板框架与其下部的定型模板围合接缝密合；再分别下拉各机动模板单元上的塑料薄

膜卷筒上的塑料薄膜，并使各个拉塑料薄膜卷筒上的塑料薄膜贴合在模板块上，并用定型

模板镇压住；

3）矩形模板框架定位后浇筑其内的墩身混凝土，

当墩身混凝土浇筑到矩形桥墩机动模板的顶部且矩形桥墩机动模板内下部墩身混凝

土已初凝时，即同时启动矩形模板框架的四个机动模板单元，液压马达正转，通过齿轮传动

机构带动驱动轮正转，驱动轮带动与其啮合的履带传动链条转动，带动履带传动链条上的

模板块也绕驱动轮和被动轮转动，使得四个机动模板单元组成的矩形模板框架向上爬升，

矩形模板框架每次爬升距离28～32cm，保持上部有浇筑仓面；

4）矩形模板框架不断爬升完成墩身混凝土的浇筑

矩形模板框架每爬升一次，即浇筑其内的墩身混凝土，直至完成墩身混凝土的浇筑；当

四个机动模板单元由于爬升不同步造成矩形模板框架出现倾斜时，即启动较低处的机动模

板单元，通过该侧机动模板的爬升，调整矩形模板框架恢复至竖直状态；

5）拆除矩形模板框架

墩身混凝土浇筑完成后等待混凝土终凝，终凝后剪断墩身混凝土顶部以上的塑料薄

膜，将矩形模板框架升高到最大高度，并在吊车的配合下脱离矩形桥墩，吊到平台或陆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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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解、清理；拆除矩形桥墩外的塑料薄膜，如塑料薄膜没有破损，则可周转再次使用。

[0011] 本发明将分别按照待浇筑的矩形桥墩的长度和宽度组装的四个机动模板单元通

过各自的水平连接梁固定连接成整体的可以垂直爬升的矩形模板框架，机动模板单元采用

工程机械的履带行走装置的结构，通过驱动轮带动履带传动链绕驱动轮和被动轮转动从而

带动履带传动链上的模板块顺着已初凝的墩身混凝土垂直爬升，实现了矩形桥墩的墩身混

凝土的连续快速浇筑施工，达到矩形桥墩的墩身混凝土一次浇筑成型的目的，进一步提高

了矩形桥墩混凝土浇筑施工的机械化程度。为防止模板粘连混凝土并防止漏浆，在多个模

板块和已浇筑的矩形桥墩四周之间的塑料薄膜将墩身混凝土与模板块隔开，而且形成了混

凝土绝密的养护条件，不需要再行洒水养护。在矩形模板框架爬升的过程中，具有不漏浆、

不粘带混凝土的优点，提高了矩形桥墩的混凝土浇筑质量。

[0012] 本发明的优点和特点，将通过下面优选实施例的非限制性说明进行图示和解释，

这些实施例，是参照附图仅作为例子给出的。

附图说明

[0013] 图1是本发明用于矩形桥墩浇筑混凝土的结构示意图；

图2是图1的A-A剖视图；

图3是机动模板单元的结构示意图；

图4是图3的B-B剖视放大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4]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15] 如图1～图4所示，本实施例包括包覆待浇筑的矩形桥墩四周的四个机动模板单元

10，每个机动模板单元10包括多个模板块1、垂直支撑箱梁2、多个滚压轮3、传动装置4、止浆

养护的塑料薄膜释放机构5和水平连接梁6。传动装置4设置在机动模板单元10内，包括履带

传动链41、液压马达42、上横轴43、下横轴44，以及两个驱动轮45和两个被动轮46，驱动轮45

和被动轮46分别位于垂直支撑箱梁2的上端两侧和下端两侧，上横轴43和下横轴44分别沿

垂直支撑箱梁2纵向的上端和下端穿过垂直支撑箱梁2，上横轴43两端端头分别与驱动轮45

固定连接，下横轴44两端端头分别与被动轮46固定连接，上横轴43两端和下横轴44两端分

别通过轴承48支撑在垂直支撑箱梁2的两侧上。

[0016] 本实施例的履带传动链41、驱动轮45和被动轮46均选用某一型号的履带挖掘机的

行走装置。履带传动链41绕在两个驱动轮45和两个被动轮46上，并与两个驱动轮45和两个

被动轮46啮合。彼此相邻的多个模板块1的内侧分别固定在履带传动链41上。履带传动链节

411的长度与模板块1的宽度匹配，履带传动链节411之间通过销轴412铰接。本发明利用履

带传动链41具有较强的爬升能力，使得其外侧的外模板块1也具有较强的爬升能力，便于机

动模板单元10向上爬升。

[0017] 如图四所示，液压马达42下侧支撑在液压马达支撑座421上，液压马达支撑座421

固定在垂直支撑箱梁2的内侧上，液压马达42通过齿轮传动机构47与上横轴43衔接；水平连

接梁6穿过对应的垂直支撑箱梁2的纵向中部，四根水平连接梁6的端头两两垂直相交固定

连接，使得四个机动模板单元10连接成一个矩形模板框架100，作为浇筑矩形桥墩的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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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施例的矩形模板框架100的高度为3m左右。

[0018] 止浆养护的塑料薄膜释放机构5分别支撑在水平连接梁6的上侧，塑料薄膜521分

别铺设在多个模板块1和待浇筑的矩形桥墩四周之间。上下抵靠的多个滚压轮3位于垂直支

撑箱梁2与履带传动链41内侧面之间，滚压轮3两端分别通过轴套31支撑在垂直支撑箱梁2

上。

[0019] 如图4所示，垂直支撑箱梁2为直立的盒形，包括两块水平侧板21和两块垂直侧板

22，以及底板23，垂直支撑箱梁2靠近待浇筑矩形桥墩的外侧面敞开，数根纵筋板24和横筋

板25垂直相交地焊接固定在垂直支撑箱梁2远离待浇筑的矩形桥墩外侧面的底板23上。液

压马达支撑座421焊接固定在所述底板23上。

[0020] 齿轮传动机构47包括固定在液压马达42输出轴上的小齿轮471和固定在上横轴43

上的大齿轮472，小齿轮472和大齿轮472啮合。

[0021] 如图1和图3所示，止浆养护的塑料薄膜释放机构5包括门形支架51和塑料薄膜卷

筒52，门形支架51包括两侧的支臂511和上部的横轴512，支臂511下端分别与对应的水平连

接梁6两端垂直固定连接，塑料薄膜卷筒52套在横轴512上，横轴512两端分别与支臂511上

端可拆卸地固定连接。塑料薄膜521竖向端头之间通过拉链固定连接，当塑料薄膜卷筒52上

的塑料薄膜521释放完后可以通过拉链接续上第二个塑料薄膜卷筒52。

[0022] 如图2所示，为了使矩形桥墩的两相交模板块1能与矩形桥墩的边缘圆角匹配，在

两个垂直相交的机动模板单元10中，对应的模板块1长度方向的边缘成弧形上翘，所述弧形

的半径与待浇筑的矩形桥墩四角的圆角半径匹配，本实施例两相邻的模板块1的长度方向

边缘之间的距离为A=30cm，保持上部有浇筑仓面；混凝土浇筑后，矩形桥墩的角部不会产生

凸筋。

[0023] 一种直线型矩形桥墩机动模板的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组装机动模板单元10

用箱型钢柱按照模板块1的长度尺寸切割加工模板块1，并在模板块两端1按照待浇筑

的矩形桥墩的圆角半径向上弯曲，焊接加工垂直支撑箱梁2。选购符合要求的工程机械履带

行走装置的驱动轮45和被动轮46，以及配套的履带作为履带传动链41。将多个模板块1一一

焊接固定在对应的履带传动链节481上。将驱动轮45、被动轮46、大齿轮82、上横轴43、下横

轴44、液压马达42和液压马达支撑座421，以及多根滚压轮8分别安装到垂直支撑箱梁2上，

接着安装履带传动链41和其上的模板块1，组装成一个机动模板单元10。然后将分别按照待

浇筑的矩形桥墩的长度和宽度组装的四个机动模板单元10通过各自的水平连接梁6固定连

接成整体的矩形模板框架100，最后将已装上塑料薄膜卷筒52的门形支架51下端固定在对

应的水平连接梁6上，并将已在塑料薄膜的竖向两端装上拉链的塑料薄膜卷筒52套在门形

支架6上部的横轴61上。

[0024] 2）吊运矩形模板框架100

先将待浇筑的矩形桥墩下部的圆弧段采用定型模板围合，然后将由四个机动模板单元

10通过水平连接梁6固定连接成整体的矩形模板框架100吊放在定型模板围合20之上，并使

矩形模板框架100与其下部的定型模板围合20接缝密合。再分别下拉各机动模板单元10上

的塑料薄膜卷筒52上的塑料薄膜521的使得各个拉塑料薄膜卷筒上的塑料薄膜521贴合在

并用定型模板20镇压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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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3）矩形模板框架100定位后浇筑其内的墩身混凝土

当墩身混凝土浇筑到矩形模板框架100的顶部且墩身混凝土已初凝时，即同时启动矩

形模板框架100的四个机动模板单元10，液压马达42正转，通过齿轮传动机构47带动驱动轮

45正转，驱动轮45带动与其啮合的履带传动链条41转动，带动履带传动链条41上的模板块1

也绕驱动轮45和被动轮46转动，使得四个机动模板单元10组成的矩形模板框架100向上爬

升，本实施例的矩形模板框架100每次爬升距离30cm，使得矩形模板框架100至少通过10次

爬升才能完全脱离其内浇筑的墩身混凝土200，此时下部的墩身混凝土200已到初凝阶段，

对矩形模板框架100的爬升提供了可靠的支撑力。

[0026] 4）矩形模板框架100不断爬升完成墩身混凝土的浇筑

矩形模板框架100每爬升一次，即浇筑其内的墩身混凝土200，直至完成墩身混凝土200

的浇筑。当四个机动模板单元10由于爬升不同步造成矩形模板框架100出现倾斜时，即启动

较低处的机动模板单元10，通过该侧机动模板10的爬升，调整矩形模板框架100恢复至竖直

状态。

[0027] 5）拆除矩形模板框架100

墩身混凝土浇筑完成后等待混凝土终凝，终凝后剪断墩身混凝土顶部以上的塑料薄膜

521，将矩形模板框架100升高到最大高度，并在吊车的配合下脱离矩形桥墩，吊到平台或陆

地上拆解、清理；拆除矩形桥墩外的塑料薄膜521，如塑料薄膜521没有破损，则可周转再次

使用。

[0028] 除上述实施例外，本发明还可以有其他实施方式，凡采用等同替换或等效变换形

成的技术方案，均落在本发明要求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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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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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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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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