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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钢桁梁逐孔架设合龙口

抗风锁定装置及方法，其用于将已架设的A跨钢

桁梁与待架设的B跨钢桁梁进行临时锁定，其包

括两个伸缩臂、后横梁和两个顶推机构；两个伸

缩臂沿纵桥向分别布置于A跨钢桁梁的斜杆两

侧，伸缩臂包括外套筒、内套筒、驱动机构；外套

筒安置于A跨钢桁梁的A跨下弦杆上；内套筒部分

位于外套筒内；驱动机构设于外套筒内并与内套

筒相连，用于驱动内套筒沿纵桥向运动；后横梁

连接两外套筒；两个伸缩臂的内套筒之间形成用

于收容B跨钢桁梁的B跨下弦杆的收容区；两顶推

机构一端分别固定于两内套筒上且位于外套筒

外，另一端可以沿横桥向朝收容区伸长或回缩。

本发明可提高钢桁梁架设期间整体抗风能力。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4页  附图1页

CN 109868749 B

2020.09.08

CN
 1
09
86
87
49
 B



1.一种钢桁梁逐孔架设合龙口抗风锁定装置，其用于将已架设的A跨钢桁梁(1)与待架

设的B跨钢桁梁(2)进行临时锁定，其特征在于，其包括：

两个伸缩臂(3)，其沿纵桥向分别布置于A跨钢桁梁(1)的斜杆(10)两侧，所述伸缩臂

(3)包括：

-外套筒(30)，其安置于A跨钢桁梁(1)的A跨下弦杆(11)上；

-内套筒(31)，其部分位于所述外套筒(30)内；

-驱动机构(32)，其设于外套筒(30)内并与内套筒(31)相连，其用于驱动所述内套筒

(31)沿纵桥向运动；

后横梁(4)，其连接两所述外套筒(30)；

两个伸缩臂(3)的内套筒(31)之间形成用于收容B跨钢桁梁(2)的B跨下弦杆(20)的收

容区(5)；

两个顶推机构(6)，两所述顶推机构(6)一端分别固定于两所述内套筒(31)上且位于外

套筒(30)外，另一端可以沿横桥向朝收容区(5)伸长或回缩。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抗风锁定装置，其特征在于：两所述外套筒(30)之间还通过联接

系(9)连接，所述后横梁(4)与联接系(9)间隔设置。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抗风锁定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外套筒(30)内设有反力座(7)，

所述驱动机构(32)与反力座(7)相连。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抗风锁定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顶推机构(6)采用千斤顶，所述

千斤顶与内套筒(31)相连，且其动力输出端用于抵持B跨下弦杆(20)。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抗风锁定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内套筒(31)远离外套筒(30)的

一端自A跨下弦杆(11)的顶面向底面延伸并形成一延伸部(310)，所述顶推机构(6)与延伸

部(310)相连，且位于A跨下弦杆(11)的顶面以下。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抗风锁定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外套筒(30)和内套筒(31)上分

别开设有用于引出驱动机构(32)的油管的孔洞和用于引出顶推机构(6)的油管的孔洞。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抗风锁定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抗风锁定装置还包括控制系

统，所述控制系统与驱动机构(32)和顶推机构(6)相连，并用于控制驱动机构(32)和顶推机

构(6)分别执行相应动作。

8.一种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抗风锁定装置的使用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在A跨钢桁梁(1)合龙口端头拼装所述抗风锁定装置；

起吊B跨钢桁梁(2)至B跨钢桁梁(2)合龙口与A跨钢桁梁(1)合龙口对位；

通过驱动机构(32)驱动内套筒(31)至两所述顶推机构(6)分别位于B跨下弦杆(20)横

桥向的两侧；

启动两所述顶推机构(6)至其分别抵持于B跨下弦杆(20)横桥向的两侧，完成临时锁

定。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使用方法，其特征在于，完成临时锁定之后，其还包括如下步骤：

当完成B跨钢桁梁(2)与A跨钢桁梁(1)合龙后，解除临时锁定。

10.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使用方法，其特征在于：在起吊B跨钢桁梁(2)至B跨钢桁梁(2)

合龙口与A跨钢桁梁(1)合龙口对位的步骤中，还包括通过两所述顶推机构(6)调整B跨钢桁

梁(2)合龙口位置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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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钢桁梁逐孔架设合龙口抗风锁定装置及使用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桥梁工程上部结构钢桁梁逐孔架设施工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钢桁

梁逐孔架设合龙口抗风锁定装置及使用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桥梁工程上部结构施工中，一般多跨多联的大跨度钢桁梁逐孔架设方法如

下：大跨度钢桁梁通过运梁台车纵移、横移至钢桁梁下河码头后，运输至待架孔位，一联中

的首跨钢桁梁采用大型浮吊直接架设，除首跨外其余跨钢桁梁由菱形钢梁吊架辅助逐孔安

装，直至架设完成一联钢桁梁。

[0003] 然而，每年的3月～10月，桥址区域频发不可预见的飓风或飑线风，钢桁梁架设阶

段10年一遇的最高风速达到39.25m/s，一方面，超强的飑线风曾经损坏过钢桁梁下河码头

和大型浮吊；另一方面，待架设的钢桁梁与已架设的钢桁梁进行合拢对接工序时，二者合拢

的抗风能力弱、稳定性差，合拢对接安全性低。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中存在的缺陷，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钢桁梁逐孔架设合龙口

抗风锁定装置，可提高钢桁梁架设期间整体抗风能力，保证飓风或飑线风期间架梁安全性。

[0005] 为达到以上目的，本发明采取的技术方案是：一种钢桁梁逐孔架设合龙口抗风锁

定装置，其用于将已架设的A跨钢桁梁与待架设的B跨钢桁梁进行临时锁定，其包括：

[0006] 两个伸缩臂，其沿纵桥向分别布置于A跨钢桁梁的斜杆两侧，所述伸缩臂包括：

[0007] -外套筒，其安置于A跨钢桁梁的A跨下弦杆上；

[0008] -内套筒，其部分位于所述外套筒内；

[0009] -驱动机构，其设于外套筒内并与内套筒相连，其用于驱动所述内套筒沿纵桥向运

动；

[0010] 后横梁，其连接两所述外套筒；

[0011] 两个伸缩臂的内套筒之间形成用于收容B跨钢桁梁的B跨下弦杆的收容区；

[0012] 两个顶推机构，两所述顶推机构一端分别固定于两所述内套筒上且位于外套筒

外，另一端可以沿横桥向朝收容区伸长或回缩。

[0013] 进一步地，两所述外套筒之间还通过联接系连接，所述后横梁与联接系间隔设置。

[0014] 进一步地，所述外套筒内设有反力座，所述驱动机构与反力座相连。

[0015] 进一步地，所述顶推机构采用千斤顶，所述千斤顶与内套筒相连，且其动力输出端

用于抵持B跨下弦杆。

[0016] 进一步地，所述内套筒远离外套筒的一端自A跨下弦杆的顶面向底面延伸并形成

一延伸部，所述顶推机构与延伸部相连，且位于A跨下弦杆的顶面以下。

[0017] 进一步地，所述外套筒和内套筒上分别开设有用于引出驱动机构的油管的孔洞和

用于引出顶推机构的油管的孔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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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进一步地，所述抗风锁定装置还包括控制系统，所述控制系统与驱动机构和顶推

机构相连，并用于控制驱动机构和顶推机构分别执行相应动作。

[0019]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如上所述的抗风锁定装置的使用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20] 在A跨钢桁梁合龙口端头拼装所述抗风锁定装置；

[0021] 起吊B跨钢桁梁至B跨钢桁梁合龙口与A跨钢桁梁合龙口对位；

[0022] 通过驱动机构驱动内套筒至两所述顶推机构分别位于B跨下弦杆横桥向的两侧；

[0023] 启动两所述顶推机构至其分别抵持于B跨下弦杆横桥向的两侧，完成临时锁定。

[0024] 进一步地，完成临时锁定之后，其还包括如下步骤：

[0025] 当完成B跨钢桁梁与A跨钢桁梁合龙后，解除临时锁定。

[0026] 进一步地，在起吊B跨钢桁梁至B跨钢桁梁合龙口与A跨钢桁梁合龙口对位的步骤

中，还包括通过两所述顶推机构调整B跨钢桁梁合龙口位置的步骤。

[002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优点在于：

[0028] (1)使用抗风锁定装置可以临时锁定A跨钢桁梁合龙口及B跨钢桁梁合龙口，使A跨

钢桁梁及B跨钢桁梁连为一体，提高架梁期间整体抗风能力，保证B跨钢桁梁、菱形钢梁吊架

等结构安全，为A跨钢桁梁下弦杆和B跨钢桁梁下弦杆合龙口焊接提供稳定的作业面。

[0029] (2)本发明的一种钢桁梁逐孔架设合龙口抗风锁定装置同时具备调整B跨钢桁梁

下弦杆合龙对位功能，因此无需另外设置下弦杆合龙口调整的顶推装置。

[0030] (3)本发明的一种钢桁梁逐孔架设合龙口抗风锁定方法方法安全高效，不需额外

增加多余部件，结构简单，使用方便快捷。

附图说明

[0031]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抗风锁定装置立面图；

[0032]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抗风锁定装置平面图。

[0033] 图中：1、A跨钢桁梁；10、斜杆；11、A跨下弦杆；2、B跨钢桁梁；20、B跨下弦杆；3、伸缩

臂；30、外套筒；31、内套筒；310、延伸部；32、驱动机构；4、后横梁；5、收容区；6、顶推机构；7、

反力座；8、销轴；9、联接系。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以下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5] 参见图1和图2所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了一种钢桁梁逐孔架设合龙口抗风锁定装

置，其用于将已架设的A跨钢桁梁1与待架设的B跨钢桁梁2进行临时锁定，该抗风锁定装置

包括两个伸缩臂3、后横梁4和两个顶推机构6；

[0036] 结合图1和图2所示，两个伸缩臂3沿纵桥向分别布置于A跨钢桁梁1的斜杆10两侧，

伸缩臂3包括外套筒30、内套筒31和驱动机构32。

[0037] 本实施例中的外套筒30呈现U型，U型单肢为箱型结构，由厚度12～16mm的钢板焊

接而成，U型单肢之间采用箱型结构联接系连接；外套筒30安置于A跨钢桁梁1的A跨下弦杆

11上，内套筒31一端位于外套筒30内，另一端延伸至外套筒30外；驱动机构32设于外套筒30

内，并且其动力输出端与内套筒31相连，驱动机构32可以驱动内套筒31沿纵桥向运动，实现

内套筒31位于外套筒30外的部分可以朝靠近B跨钢桁梁2的B跨下弦杆20的方向移动以及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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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B跨钢桁梁2的B跨下弦杆20的方向移动；

[0038] 结合图1和图2所示，后横梁4两端分别连接两外套筒30；

[0039] 参见图2所示，两个伸缩臂3的内套筒31之间形成用于收容B跨钢桁梁2的B跨下弦

杆20的收容区5；两顶推机构6一端分别固定于两内套筒31上且位于对应的外套筒30外，另

一端可以沿横桥向朝收容区5伸长或回缩，这样当B跨下弦杆20位于收容区5时，两个顶推机

构6沿横桥向伸长并分别抵持在B跨下弦杆20两侧，从而锁定B跨下弦杆20。

[0040] 安装时，外套筒30与A跨钢桁梁1端部节点斜杆10外表面密贴，后横梁4与A跨钢桁

梁1端部节点斜杆10密贴，如有间隙，可采用薄钢板抄垫。

[0041] B跨钢桁梁由菱形钢梁吊架悬挂后，使用抗风锁定装置可以临时锁定A跨钢桁梁合

龙口及B跨钢桁梁合龙口，使A跨钢桁梁及B跨钢桁梁连为一体，提高架梁期间整体抗风能

力，保证B跨钢桁梁、菱形钢梁吊架等结构安全，为A跨钢桁梁下弦杆和B跨钢桁梁下弦杆合

龙口焊接提供稳定的作业面。

[0042] 为了就地取材，顶推机构6采用千斤顶，千斤顶与内套筒31相连，且其动力输出端

用于抵持B跨下弦杆20；本实施例中，顶推机构6是设置在内套筒31内。当然了，驱动机构32

也可以采用千斤顶。

[0043] 在未进行临时锁定、内套筒31回缩状态下，内套筒31位于外套筒30外侧的一端不

接触B跨下弦杆20；在锁定状态下，B跨下弦杆20位于收容区5内的长度要大于顶推机构6所

采用千斤顶的直径，确保该千斤顶能锁定B跨下弦杆20。

[0044] 驱动机构32的最大行程大于回缩状态时与锁定状态时内套筒31可以伸入外套筒

30内的长度。

[0045] 结合图1和图2所示，两个外套筒30之间还通过联接系9连接，本实施例中采用箱型

结构的联接系，后横梁4与联接系9间隔设置，确保在本锁定装置使用时，后横梁4与联接系9

沿纵桥向分设于斜杆10两侧并抵持于斜杆10。利用斜杆10作为承力机构，通过后横梁4与联

接系9抵持斜杆10，在锁定B跨下弦杆20后，如果出现大风情况，B跨下弦杆20因为大风而产

生的扭力等力可以传递至斜杆10，最终传递至A跨钢桁梁1，从而确保了在抗风锁定装置的

安全稳定。

[0046] 参见图1所示，外套筒30内设有反力座7，驱动机构32与反力座7相连。具体地，驱动

机构32的两端通过销轴8分别与反力座7和内套筒31相连。

[0047] 参见图1所示，内套筒31远离外套筒30的一端自A跨下弦杆11的顶面向底面延伸并

形成一延伸部310，顶推机构6与延伸部310相连，且位于A跨下弦杆11的顶面以下。

[0048] 外套筒30和内套筒31上分别开设有用于引出驱动机构32的油管的孔洞和用于引

出顶推机构6的油管的孔洞。

[0049] 抗风锁定装置还包括控制系统，控制系统与驱动机构32和顶推机构6相连，并用于

控制驱动机构32和顶推机构6分别执行相应动作。

[0050] 本发明实施例还提供了上述抗风锁定装置的使用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51] S1：在A跨钢桁梁1合龙口端头拼装抗风锁定装置，此时内套筒31缩回外套筒30；

[0052] S2：在A跨钢桁梁1的上弦杆端头安装菱形钢梁吊架，大型浮吊船起吊B跨钢桁梁2

至B跨钢桁梁2合龙口与A跨钢桁梁1合龙口对位；

[0053] S3：通过驱动机构32驱动内套筒31至两顶推机构6分别位于B跨下弦杆20横桥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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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侧；

[0054] S4：启动两顶推机构6至其分别抵持于B跨下弦杆20横桥向的两侧，完成临时锁定；

[0055] S5：对B跨钢桁梁2合龙口与A跨钢桁梁1合龙口部分进行焊接，当完成B跨钢桁梁2

与A跨钢桁梁1合龙后，解除临时锁定。

[0056] 在起吊B跨钢桁梁2至B跨钢桁梁2合龙口与A跨钢桁梁1合龙口对位的步骤中，如有

需要，还包括通过两顶推机构6调整B跨钢桁梁2合龙口位置的步骤。具体地，启动顶推机构

6，精确调整B跨下弦杆20合龙口位置，使其与A跨下弦杆11合龙口精确对位。因此，该抗风锁

定装置同时具备调整B跨钢桁梁下弦杆合龙对位功能，因此无需另外设置下弦杆合龙口调

整的顶推装置。

[0057] 本发明的一种钢桁梁逐孔架设合龙口抗风锁定方法安全高效，不需额外增加多余

部件，结构简单，使用方便快捷。

[0058] 本发明不局限于上述实施方式，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

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视为本发明的保护

范围之内。本说明书中未作详细描述的内容属于本领域专业技术人员公知的现有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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