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711274810.6

(22)申请日 2017.12.06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7974944 A

(43)申请公布日 2018.05.01

(73)专利权人 浙江中建路桥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 312352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市东关街

道朱家溇村浙江中建路桥设备有限公

司

(72)发明人 童巨苍　项广力　章广琼　马溢坚　

周国强　

(74)专利代理机构 浙江永鼎律师事务所 33233

代理人 陆永强

(51)Int.Cl.

E01D 21/00(2006.01)

审查员 崔杰

 

(54)发明名称

一种Y型公铁两用桥梁桥面板吊装装置的吊

装方法

(57)摘要

一种Y型公铁两用桥梁桥面板吊装装置及吊

装方法，属于道路桥梁施工技术领域。本发明包

括两根主梁和两根横梁，主梁之间通过横梁固定

连接，所述主梁横跨在相邻两个桥墩上，主梁的

左侧下方设有第一桥墩，主梁的右侧下方设有第

二桥墩，所述第一桥墩的上方设有公路桥面，公

路桥面的上方在主梁上设有液压尾支腿和主梁

移动机构，第二桥墩的上方在主梁上设有主梁移

动机构，所述两根主梁之间还设有前桁车和后桁

车。在铺设铁路桥面板时，本发明通过将第一根

槽型梁吊起并放置在桥墩的上盖梁上，给第二根

槽型梁的吊装留下足够大的吊装空间，便于第二

根槽型梁的吊装。当第二根槽型梁对位落梁后，

再对第一根槽型梁进行对位落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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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Y型公铁两用桥梁桥面板吊装装置的吊装方法，所述Y型公铁两用桥梁桥面板吊

装装置包括两根主梁和两根横梁，所述两根主梁并排设置，并通过横梁固定连接，所述主梁

横跨在相邻两个桥墩上，主梁的左侧下方设有第一桥墩，主梁的右侧下方设有第二桥墩，第

一桥墩和第二桥墩的外形均呈Y型，所述第一桥墩的上方设有公路桥面，公路桥面的上方在

主梁上设有液压尾支腿和主梁移动机构，第二桥墩的上方在主梁上设有主梁移动机构，所

述两根主梁之间还分别设有前桁车和后桁车，前、后桁车均滑动连接于主梁，所述前桁车上

依次设有一号起升机构、前起升机构和二号起升机构，所述后桁车上依次设有三号起升机

构、后起升机构和四号起升机构，所述一号起升机构、二号起升机构、三号起升机构和四号

起升机构采用相同结构，所述前起升机构和后起升机构采用相同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吊

装方法包括对下层铁路桥面板和上层公路桥面板依次吊装，其中下层铁路桥面板设置在相

邻两个桥墩的下横梁的上方，上层公路桥面板设置在相邻两个桥墩的上盖梁的上方，具体

为：

步骤一、安装起吊系统

S1：先通过吊装设备将一对主梁横跨在公路桥面和第二桥墩的上方，主梁之间通过横

梁固定连接，然后将液压尾支腿、主梁移动机构分别安装在主梁上，再通过吊装设备将前桁

车、后桁车分别安装在两根主梁之间；

步骤二、吊装下层铁路桥面板

S2：用运梁车将一号槽型梁运至预先规划好的起吊位置，起吊位置选择第一桥墩和第

二桥墩之间的地面上，然后启动前桁车和后桁车，前、后桁车沿主梁分别移动至所述起吊位

置的上方后，前起升机构通过吊装工具与一号槽型梁的前端相连接，后起升机构通过吊装

工具与一号槽型梁的后端相连接；

S3：前、后桁车同时向左移动1-2米，带动一号槽型梁向左移动相应距离，前起升机构和

后起升机构开启工作，将一号槽型梁倾斜7°-10°吊起，当第一桥墩的下横梁的下表面距离

一号槽型梁的前端50-70厘米时，前起升机构和后起升机构停止工作；

S4：前、后桁车同时向右移动2.5-3.5米，带动一号槽型梁向右移动相应距离，前起升机

构和后起升机构开启工作，将一号槽型梁调整成水平状态，然后前、后桁车同时向左移动2-

3米，带动一号槽型梁向左移动相应距离，前起升机构和后起升机构开启工作，将一号槽型

梁倾斜7°-10°吊起，当第一桥墩的上盖梁的下表面距离一号槽型梁的前端50-70厘米时，前

起升机构和后起升机构停止工作；

S5：前、后桁车同时向右移动3-4米，带动一号槽型梁向右移动相应距离，前起升机构和

后起升机构开启工作，将一号槽型梁调整成水平状态，然后启动主梁移动机构，主梁移动至

桥墩上盖梁的端部，前起升机构和后起升机构开启工作，将一号槽型梁放置在桥墩上盖梁

的端部；

S6：用运梁车将二号槽型梁运至起吊位置，然后启动前桁车和后桁车，前、后桁车沿主

梁分别移动至所述起吊位置的上方后，前起升机构通过吊装工具与二号槽型梁的前端相连

接，后起升机构通过吊装工具与二号槽型梁的后端相连接；

S7：前、后桁车同时向左移动1-2米，带动二号槽型梁向左移动相应距离，前起升机构和

后起升机构开启工作，将二号槽型梁倾斜7°-10°吊起，当第一桥墩的下横梁的下表面距离

二号槽型梁的前端50-70厘米时，前起升机构和后起升机构停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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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8：前、后桁车同时向右移动2.5-3.5米，带动二号槽型梁向右移动相应距离，前起升机

构和后起升机构开启工作，将二号槽型梁调整成水平状态，然后通过调整前桁车、后桁车、

前起升机构和后起升机构的位置，将二号槽型梁放置在第一、二桥墩下横梁中心连线的一

侧；

S9：启动主梁移动机构，将主梁移动至一号槽型梁的上方，前起升机构通过吊装工具与

一号槽型梁的前端相连接，后起升机构通过吊装工具与一号槽型梁的后端相连接，然后启

动主梁移动机构，将一号槽型梁移动至桥墩上盖梁的中部，接着前、后桁车同时向右移动

1.5-2.5米，带动一号槽型梁向右移动相应距离，前起升机构和后起升机构开启工作，将一

号槽型梁倾斜7°-10°后，前、后桁车同时向左移动3.5-4.5米，前起升机构和后起升机构开

启工作，将一号槽型梁调整成水平状态，通过调整前桁车、后桁车、前起升机构和后起升机

构的位置，将一号槽型梁放置在第一、二桥墩下横梁中心连线的另一侧；

步骤三、吊装上层公路桥面板

S10：取一根梁板，通过运梁车将梁板运至第一、二桥墩的左侧，然后启动主梁移动机

构，将主梁移动至桥墩上盖梁的左端，启动前桁车和后桁车，前、后桁车沿主梁分别移动至

梁板的上方，一号起升机构和三号起升机构分别通过吊装工具将梁板吊起；

S11：启动主梁移动机构，将主梁移动至桥墩上盖梁的右侧，然后通过调整前桁车、后桁

车、一号起升机构和三号起升机构的位置，将梁板放置在第一、二桥墩上盖梁中心连线的左

侧；

S12：按上述吊装方法，依次完成桥墩上盖梁左侧和右侧的梁板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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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Y型公铁两用桥梁桥面板吊装装置的吊装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道路桥梁施工技术领域，具体是涉及一种Y型公铁两用桥梁桥面板吊

装装置的吊装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公路两用桥以其独特的结构特点，允许公路和铁路共同运行，既节省了资源，又获

得了极大地经济效益，在桥梁建设中极为常见。传统的公铁两用桥的桥墩采用H型，桥墩的

上盖梁较长，桥墩的下横梁相对上盖梁较短，但也相差不大。在现有设计中，部分公铁两用

桥的桥墩采用Y型，即桥墩的上盖梁的长度远长于下横梁的长度。在铺设铁路桥槽型梁时，

由于桥墩的特殊结构，上宽下窄，槽型梁的吊装空间十分有限。尤其是，当第一根槽型梁铺

设完成后，因第一根槽型梁的阻碍，第二根槽型梁的吊装空间就更加狭小，吊装十分不便，

吊装难度大。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主要是解决上述现有技术所存在的技术问题，提供一种Y型公铁两用桥梁

桥面板吊装装置的吊装方法。

[0004] 本发明的上述技术问题主要是通过下述技术方案得以解决的：一种Y型公铁两用

桥梁桥面板吊装装置的吊装方法，所述Y型公铁两用桥梁桥面板吊装装置包括两根主梁和

两根横梁，所述两根主梁并排设置，并通过横梁固定连接，所述主梁横跨在相邻两个桥墩

上，主梁的左侧下方设有第一桥墩，主梁的右侧下方设有第二桥墩，第一桥墩和第二桥墩的

外形均呈Y型，所述第一桥墩的上方设有公路桥面，公路桥面的上方在主梁上设有液压尾支

腿和主梁移动机构，第二桥墩的上方在主梁上设有主梁移动机构，所述两根主梁之间还分

别设有前桁车和后桁车，前、后桁车均滑动连接于主梁，所述前桁车上依次设有一号起升机

构、前起升机构和二号起升机构，所述后桁车上依次设有三号起升机构、后起升机构和四号

起升机构，所述一号起升机构、二号起升机构、三号起升机构和四号起升机构采用相同结

构，所述前起升机构和后起升机构采用相同结构，所述吊装方法包括对下层铁路桥面板和

上层公路桥面板依次吊装，其中下层铁路桥面板设置在相邻两个桥墩的下横梁的上方，上

层公路桥面板设置在相邻两个桥墩的上盖梁的上方，具体为：

[0005] 步骤一、安装起吊系统

[0006] S1：先通过吊装设备将一对主梁横跨在公路桥面和第二桥墩的上方，主梁之间通

过横梁固定连接，然后将液压尾支腿、主梁移动机构分别安装在主梁上，再通过吊装设备将

前桁车、后桁车分别安装在两根主梁之间；

[0007] 步骤二、吊装下层铁路桥面板

[0008] S2：用运梁车将一号槽型梁运至预先规划好的起吊位置，起吊位置选择第一桥墩

和第二桥墩之间的地面上，然后启动前桁车和后桁车，前、后桁车沿主梁分别移动至所述起

吊位置的上方后，前起升机构通过吊装工具与一号槽型梁的前端相连接，后起升机构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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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装工具与一号槽型梁的后端相连接；

[0009] S3：前、后桁车同时向左移动1-2米，带动一号槽型梁向左移动相应距离，前起升机

构和后起升机构开启工作，将一号槽型梁倾斜7°-10°吊起，当第一桥墩的下横梁的下表面

距离一号槽型梁的前端50-70厘米时，前起升机构和后起升机构停止工作；

[0010] S4：前、后桁车同时向右移动2.5-3.5米，带动一号槽型梁向右移动相应距离，前起

升机构和后起升机构开启工作，将一号槽型梁调整成水平状态，然后前、后桁车同时向左移

动2-3米，带动一号槽型梁向左移动相应距离，前起升机构和后起升机构开启工作，将一号

槽型梁倾斜7°-10°吊起，当第一桥墩的上盖梁的下表面距离一号槽型梁的前端  50-70厘米

时，前起升机构和后起升机构停止工作；

[0011] S5：前、后桁车同时向右移动3-4米，带动一号槽型梁向右移动相应距离，前起升机

构和后起升机构开启工作，将一号槽型梁调整成水平状态，然后启动主梁移动机构，主梁移

动至桥墩上盖梁的端部，前起升机构和后起升机构开启工作，将一号槽型梁放置在桥墩上

盖梁的端部；

[0012] S6：用运梁车将二号槽型梁运至起吊位置，然后启动前桁车和后桁车，前、后桁车

沿主梁分别移动至所述起吊位置的上方后，前起升机构通过吊装工具与二号槽型梁的前端

相连接，后起升机构通过吊装工具与二号槽型梁的后端相连接；

[0013] S7：前、后桁车同时向左移动1-2米，带动二号槽型梁向左移动相应距离，前起升机

构和后起升机构开启工作，将二号槽型梁倾斜7°-10°吊起，当第一桥墩的下横梁的下表面

距离二号槽型梁的前端50-70厘米时，前起升机构和后起升机构停止工作；

[0014] S8：前、后桁车同时向右移动2.5-3.5米，带动二号槽型梁向右移动相应距离，前起

升机构和后起升机构开启工作，将二号槽型梁调整成水平状态，然后通过调整前桁车、后桁

车、前起升机构和后起升机构的位置，将二号槽型梁放置在第一、二桥墩下横梁中心连线的

一侧；

[0015] S9：启动主梁移动机构，将主梁移动至一号槽型梁的上方，前起升机构通过吊装工

具与一号槽型梁的前端相连接，后起升机构通过吊装工具与一号槽型梁的后端相连接，然

后启动主梁移动机构，将一号槽型梁移动至桥墩上盖梁的中部，接着前、后桁车同时向右移

动1.5-2.5米，带动一号槽型梁向右移动相应距离，前起升机构和后起升机构开启工作，将

一号槽型梁倾斜7°-10°后，前、后桁车同时向左移动3.5-4.5米，前起升机构和后起升机构

开启工作，将一号槽型梁调整成水平状态，通过调整前桁车、后桁车、前起升机构和后起升

机构的位置，将一号槽型梁放置在第一、二桥墩下横梁中心连线的另一侧；

[0016] 步骤三、吊装上层公路桥面板

[0017] S10：取一根梁板，通过运梁车将梁板运至第一、二桥墩的左侧，然后启动主梁移动

机构，将主梁移动至桥墩上盖梁的左端，启动前桁车和后桁车，前、后桁车沿主梁分别移动

至梁板的上方，一号起升机构和三号起升机构分别通过吊装工具将梁板吊起；

[0018] S11：启动主梁移动机构，将主梁移动至桥墩上盖梁的右侧，然后通过调整前桁车、

后桁车、一号起升机构和三号起升机构的位置，将梁板放置在第一、二桥墩上盖梁中心连线

的左侧；

[0019] S12：按上述吊装方法，依次完成桥墩上盖梁左侧和右侧的梁板铺设。

[0020] 本发明具有的有益效果：在铺设铁路桥面板时，本发明通过将第一根槽型梁吊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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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放置在桥墩的上盖梁上，给第二根槽型梁的吊装留下足够大的吊装空间，便于第二根槽

型梁的吊装。当第二根槽型梁对位落梁后，再对第一根槽型梁进行对位落梁。整个吊装过程

操作方便，吊装效率高，加快了铺设进度。

附图说明

[0021] 图1A是本发明的一种主视结构示意图；

[0022] 图1B是本发明的一种左视结构示意图；

[0023] 图2A是本发明所述的吊装方法步骤二的S3的一种主视结构示意图；

[0024] 图2B是本发明所述的吊装方法步骤二的S3的一种左视结构示意图；

[0025] 图3A是本发明所述的吊装方法步骤二的S4的一种主视结构示意图；

[0026] 图3B是本发明所述的吊装方法步骤二的S4的一种左视结构示意图；

[0027] 图4A是本发明所述的吊装方法步骤二的S6的一种主视结构示意图；

[0028] 图4B是本发明所述的吊装方法步骤二的S6的一种左视结构示意图；

[0029] 图5A是本发明所述的吊装方法步骤二的S8的一种主视结构示意图；

[0030] 图5B是本发明所述的吊装方法步骤二的S8的一种左视结构示意图；

[0031] 图6A是本发明所述的吊装方法步骤二的S9的一种主视结构示意图；

[0032] 图6B是本发明所述的吊装方法步骤二的S9的一种左视结构示意图；

[0033] 图7A是本发明所述的吊装方法步骤三的S10的一种主视结构示意图；

[0034] 图7B是本发明所述的吊装方法步骤三的S10的一种左视结构示意图；

[0035] 图8A是本发明所述的吊装方法步骤三的S11的一种主视结构示意图；

[0036] 图8B是本发明所述的吊装方法步骤三的S11的一种左视结构示意图。

[0037] 图中：1、主梁；2、第一桥墩；3、第二桥墩；4、公路桥面；5、液压尾支腿；6、主梁移动

机构；7、前桁车；8、后桁车；9、三号起升机构；10、后起升机构；11、四号起升机构；12、下横

梁；13、上盖梁；14、运梁车；15、一号槽型梁；16、二号槽型梁；17、梁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38] 下面通过实施例，并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具体的说明。

[0039] 实施例：一种Y型公铁两用桥梁桥面板吊装装置，如图1A-图8B所示，包括两根主梁

和两根横梁，所述两根主梁并排设置，并通过横梁固定连接，所述主梁横跨在相邻两个桥墩

上，主梁的左侧下方设有第一桥墩，主梁的右侧下方设有第二桥墩，第一桥墩和第二桥墩的

外形均呈Y型，所述第一桥墩的上方设有公路桥面，公路桥面的上方在主梁上设有液压尾支

腿和主梁移动机构，第二桥墩的上方在主梁上设有主梁移动机构，所述两根主梁之间还分

别设有前桁车和后桁车，前、后桁车均滑动连接于主梁，所述前桁车上依次设有一号起升机

构、前起升机构和二号起升机构，所述后桁车上依次设有三号起升机构、后起升机构和四号

起升机构，所述一号起升机构、二号起升机构、三号起升机构和四号起升机构采用相同结

构，所述前起升机构和后起升机构采用相同结构。

[0040] 吊装装置的吊装方法包括对下层铁路桥面板和上层公路桥面板依次吊装，其中下

层铁路桥面板设置在相邻两个桥墩的下横梁的上方，上层公路桥面板设置在相邻两个桥墩

的上盖梁的上方，具体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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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1] 步骤一、安装起吊系统

[0042] S1：先通过吊装设备将一对主梁横跨在公路桥面和第二桥墩的上方，主梁之间通

过横梁固定连接，然后将液压尾支腿、主梁移动机构分别安装在主梁上，再通过吊装设备将

前桁车、后桁车分别安装在两根主梁之间；

[0043] 步骤二、吊装下层铁路桥面板

[0044] S2：用运梁车将一号槽型梁运至预先规划好的起吊位置，起吊位置选择第一桥墩

和第二桥墩之间的地面上，然后启动前桁车和后桁车，前、后桁车沿主梁分别移动至所述起

吊位置的上方后，前起升机构通过吊装工具与一号槽型梁的前端相连接，后起升机构通过

吊装工具与一号槽型梁的后端相连接；

[0045] S3：前、后桁车同时向左移动1-2米，带动一号槽型梁向左移动相应距离，前起升机

构和后起升机构开启工作，将一号槽型梁倾斜7°-10°吊起，当第一桥墩的下横梁的下表面

距离一号槽型梁的前端50-70厘米时，前起升机构和后起升机构停止工作；

[0046] S4：前、后桁车同时向右移动2.5-3.5米，带动一号槽型梁向右移动相应距离，前起

升机构和后起升机构开启工作，将一号槽型梁调整成水平状态，然后前、后桁车同时向左移

动2-3米，带动一号槽型梁向左移动相应距离，前起升机构和后起升机构开启工作，将一号

槽型梁倾斜7°-10°吊起，当第一桥墩的上盖梁的下表面距离一号槽型梁的前端  50-70厘米

时，前起升机构和后起升机构停止工作；

[0047] S5：前、后桁车同时向右移动3-4米，带动一号槽型梁向右移动相应距离，前起升机

构和后起升机构开启工作，将一号槽型梁调整成水平状态，然后启动主梁移动机构，主梁移

动至桥墩上盖梁的端部，前起升机构和后起升机构开启工作，将一号槽型梁放置在桥墩上

盖梁的端部；

[0048] S6：用运梁车将二号槽型梁运至起吊位置，然后启动前桁车和后桁车，前、后桁车

沿主梁分别移动至所述起吊位置的上方后，前起升机构通过吊装工具与二号槽型梁的前端

相连接，后起升机构通过吊装工具与二号槽型梁的后端相连接；

[0049] S7：前、后桁车同时向左移动1-2米，带动二号槽型梁向左移动相应距离，前起升机

构和后起升机构开启工作，将二号槽型梁倾斜7°-10°吊起，当第一桥墩的下横梁的下表面

距离二号槽型梁的前端50-70厘米时，前起升机构和后起升机构停止工作；

[0050] S8：前、后桁车同时向右移动2.5-3.5米，带动二号槽型梁向右移动相应距离，前起

升机构和后起升机构开启工作，将二号槽型梁调整成水平状态，然后通过调整前桁车、后桁

车、前起升机构和后起升机构的位置，将二号槽型梁放置在第一、二桥墩下横梁中心连线的

一侧；

[0051] S9：启动主梁移动机构，将主梁移动至一号槽型梁的上方，前起升机构通过吊装工

具与一号槽型梁的前端相连接，后起升机构通过吊装工具与一号槽型梁的后端相连接，然

后启动主梁移动机构，将一号槽型梁移动至桥墩上盖梁的中部，接着前、后桁车同时向右移

动1.5-2.5米，带动一号槽型梁向右移动相应距离，前起升机构和后起升机构开启工作，将

一号槽型梁倾斜7°-10°后，前、后桁车同时向左移动3.5-4.5米，前起升机构和后起升机构

开启工作，将一号槽型梁调整成水平状态，通过调整前桁车、后桁车、前起升机构和后起升

机构的位置，将一号槽型梁放置在第一、二桥墩下横梁中心连线的另一侧；

[0052] 步骤三、吊装上层公路桥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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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3] S10：取一根梁板，通过运梁车将梁板运至第一、二桥墩的左侧，然后启动主梁移动

机构，将主梁移动至桥墩上盖梁的左端，启动前桁车和后桁车，前、后桁车沿主梁分别移动

至梁板的上方，一号起升机构和三号起升机构分别通过吊装工具将梁板吊起；

[0054] S11：启动主梁移动机构，将主梁移动至桥墩上盖梁的右侧，然后通过调整前桁车、

后桁车、一号起升机构和三号起升机构的位置，将梁板放置在第一、二桥墩上盖梁中心连线

的左侧；

[0055] S12：按上述吊装方法，依次完成桥墩上盖梁左侧和右侧的梁板铺设。

[0056] 在铺设铁路桥面板时，本发明通过将第一根槽型梁吊起并放置在桥墩的上盖梁

上，给第二根槽型梁的吊装留下足够大的吊装空间，便于第二根槽型梁的吊装。当第二根槽

型梁对位落梁后，再对第一根槽型梁进行对位落梁。整个吊装过程操作方便，吊装效率高，

加快了铺设进度。

[0057] 最后，应当指出，以上实施例仅是本发明较有代表性的例子。显然，本发明不限于

上述实施例，还可以有许多变形。凡是依据本发明的技术实质对以上实施例所作的任何简

单修改、等同变化与修饰，均应认为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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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B

图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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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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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A

图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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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B

图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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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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