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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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80033354.3

(22)申请日 2016.05.30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7810296 A

(43)申请公布日 2018.03.16

(30)优先权数据

10-2015-0080544 2015.06.08 KR

(85)PCT国际申请进入国家阶段日

2017.12.07

(86)PCT国际申请的申请数据

PCT/KR2016/005685 2016.05.30

(87)PCT国际申请的公布数据

WO2016/200083 KO 2016.12.15

(73)专利权人 土雄工程技术建设株式会社

地址 韩国首尔市九老区数位路33便道28,

906号(九老洞,雨林E-比兹中心1次大

楼)

    专利权人 延世大学校 产学协力团

(72)发明人 林允黙　李恩昊　

(74)专利代理机构 南京经纬专利商标代理有限

公司 32200

代理人 汪丽红

(51)Int.Cl.

E01D 2/00(2006.01)

(56)对比文件

KR 200337554 Y1,2004.01.03

KR 100811203 B1,2008.03.07

KR 100465350 B,2005.01.13

KR 100767388 B1,2007.10.17

KR 20040110958 A,2004.12.31

KR 20110017064 A,2011.02.21

KR 20050001736 A,2005.01.07

KR 200337554 Y1,2004.01.03

KR 20100073363 A,2010.07.01

审查员 毛圣杰

 

(54)发明名称

预应力混凝土梁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预应力混凝土梁。在将第二

梁节构件和第三梁节构件安置于被施加预张力

的第一梁节构件的任一端部上之后，使后张拉钢

缆构件在其纵向方向上穿过第二梁节构件、第一

梁节构件和第三梁节构件，且施加后张力。因此，

在由用于梁的中心顶部的预应力引起的压缩状

态而非拉伸状态下，可将较大的后张力施加于整

体结构上。因此，可引入更高效的后张拉，以便缩

减梁的长度和重量且使能够实际上制造具有60m

或更大的长跨距的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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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预应力混凝土梁，其特征在于，包括：

第一梁节构件，预张拉钢缆构件插入到所述第一梁节构件中，使得预张力施加到所述

第一梁节构件；

第二梁节构件，所述第二梁节构件在所述第一梁节构件的纵向方向上安置于所述第一

梁节构件的一个端部部件处；

第三梁节构件，所述第三梁节构件在所述第一梁节构件的所述纵向方向上安置于所述

第一梁节构件的另一端部处；以及

后张拉钢缆构件，所述后张拉钢缆构件被配置成沿着所述纵向方向穿过所述第二梁节

构件、所述第一梁节构件和所述第三梁节构件，以将后张力施加到所述第一梁节构件、所述

第二梁节构件和所述第三梁节构件，

所述第一梁节构件具有第一上部凸缘部件和第一下部凸缘部件分别横向地安置于第

一腹板的上部部分和下部部分处的形式；

所述第二梁节构件具有第二上部凸缘部件和第二下部凸缘部件分别横向地安置于第

二腹板的上部部分和下部部分处的形式；

所述第三梁节构件具有第三上部凸缘部件和第三下部凸缘部件分别横向地安置于第

三腹板的上部部分和下部部分处的形式；

所述预张拉钢缆构件仅安置于所述第一梁节构件的所述第一腹板的上侧，且在所述第

一腹板上沿所述第一梁节构件的纵向以笔直形式设置；且

所述后张拉钢缆构件被安置成以笔直形式穿过所述第二下部凸缘部件、所述第一下部

凸缘部件和所述第三下部凸缘部件，

其中所述预应力混凝土梁的中心的上部端部通过预应力而压缩而非张拉，且后张力引

入到所述预应力混凝土梁。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预应力混凝土梁，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一梁节构件具有在所述纵向方向上穿过所述第一梁节构件的第一钢缆通孔；

所述第二梁节构件具有被配置成与所述第一钢缆通孔连通的第二钢缆通孔；

所述第三梁节构件具有被配置成与所述第一钢缆通孔连通的第三钢缆通孔；且

所述后张拉钢缆构件穿过所述第二钢缆通孔、所述第一钢缆通孔和所述第三钢缆通

孔，且具有运用安装单元而安装于所述第二梁节构件和所述第三梁节构件的端部处的两个

端部。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预应力混凝土梁，其特征在于：

多个所述预张拉钢缆构件被安置成垂直地分离；且

多个所述后张拉钢缆构件被安置成横向地分离。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预应力混凝土梁，其中：

所述第一梁节构件的前端部的前表面对应于所述第二梁节构件的后端部的后表面，且

所述第一梁节构件的所述后端部的后表面对应于所述第三梁节构件的前端部的前表面；

所述第二下部凸缘部件具有从所述第二下部凸缘部件的后端部侧朝向所述第二下部

凸缘部件的前端部侧逐渐地增加的高度；且

所述第三下部凸缘部件具有从所述第三下部凸缘部件的前端部侧朝向所述第三下部

凸缘部件的后端部侧逐渐地增加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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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预应力混凝土梁，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二梁节构件的所述第二下部凸缘部件具有上部表面，在所述第二梁节构件的所

述第二下部凸缘部件的下部表面对应于所述第一梁节构件的所述第一下部凸缘部件的下

部表面的状态下，所述上部表面的高度从所述上部表面的后端部侧朝向所述上部表面的前

端部侧逐渐地增加；且

所述第三下部凸缘部件具有上部表面，在所述第三梁节构件的所述第三下部凸缘部件

的下部表面对应于所述第一梁节构件的所述第一下部凸缘部件的所述下部表面的状态下，

所述上部表面的高度从所述上部表面的前端部侧朝向所述上部表面的后端部侧逐渐地增

加。

6.根据权利要求4或5所述的预应力混凝土梁，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下部凸缘部件的

所述前端部侧的所述高度和所述第三下部凸缘部件的所述后端部侧的所述高度被形成为

大于所述第一梁节构件的高度的一半。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预应力混凝土梁，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下部凸缘部件具有在

所述第一下部凸缘部件的中心处最窄且朝向所述第一下部凸缘部件的两个端部侧逐渐地

增加的宽度，且被形成为在从所述第一下部凸缘部件的顶部观察时为弯曲。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预应力混凝土梁，其特征在于，所述后张拉钢缆构件包含：

笔直钢线部件，所述笔直钢线部件被安置成以笔直形式穿过所述第二下部凸缘部件、

所述第一下部凸缘部件和所述第三下部凸缘部件；以及

弯曲钢线部件，所述弯曲钢线部件被配置成以笔直形式穿过所述第一下部凸缘部件，

且具有在所述第二下部凸缘部件中以弯曲形式朝上曲折且安装于所述笔直钢线部件的上

部部分处的一个端部，和在所述第三下部凸缘部件中以弯曲形式朝上曲折且安装于所述笔

直钢线部件的所述上部部分处的另一端部。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预应力混凝土梁，其特征在于，所述弯曲钢线部件包含以曲线

方式通过所述第二下部凸缘部件延伸到所述第二腹板以安装于所述第二腹板处的一个端

部，和以曲线方式通过所述第三下部凸缘部件延伸到所述第三腹板以安装于所述第三腹板

处的另一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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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应力混凝土梁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预应力混凝土梁，且更具体地说，涉及一种通过以复杂方式将预

张力和后张力施加到长跨距梁而允许制造长跨距梁的预应力混凝土梁。

背景技术

[0002] 一般来说，桥包含桥墩、具有连接桥墩的两个端部且在桥的宽度方向上分离地安

置的多个梁，以及放置于梁上的桥面。

[0003] 梁以通过将钢线或钢条插入到梁中而制造，且包含：预张力梁，预张力梁是通过在

张拉钢线或钢条时灌注和固化混凝土之前将钢线或钢条插入到预张力梁中且张拉钢线或

钢条而制造；以及后张力梁，后张力梁是通过在灌注和固化混凝土之后允许钢线或钢条在

纵向方向上穿过后张力梁而张拉。

[0004] 更具体地说，预张力梁是通过一种进行以下操作的方法而制造：在张拉预应力

(pre-stressing；PS)钢线或PS钢条时将混凝土灌注到模具中；在混凝土固化之后缓慢地释

放PS钢线或PS钢条的拉力；以及将预应力施加到混凝土。

[0005] 因为可大批量生产具有相同形状和尺寸的预铸构件且无需钢线护套安装装置，所

以预张力梁具有高横截面效率的优势，但预张力梁的劣势在于难以制造大型长跨距梁构

件，这是因为难以将PS钢线或PS钢条安置成弯曲，部分预应力未被引入到预张力梁的端部

部件的PS钢线安装区域，以及难以管理预张力梁的拱度。

[0006] 后张力梁是通过一种进行以下操作的方法而制造：通过将混凝土灌注到模具中且

固化混凝土来施加预应力；在固化之后允许PS钢线或PS钢条在其纵向方向上穿过混凝土；

以及使用安装单元将PS钢线或PS钢条的两个端部安装于混凝土上。

[0007] 后张力梁适合于大型结构，这是因为PS钢线或PS钢条可被安置成弯曲且具有以下

优势：通过允许使用混凝土构件作为支撑件来使PS钢线或PS钢条伸长而在位点处容易引入

预应力；方便地用于联接和组装预铸(precast；PC)构件；无需在未被附接的PC构件上灌浆；

重新张拉PC钢构件；以及容易管理后张力梁的拱度。

[0008] 然而，后张力梁所具有的问题在于物理性能降级，例如裂痕宽度增加，未被附接的

PC构件相比于被附接的PC构件(强度表现)降级得更多等等；且后张力梁所具有的问题在于

因为需要护套管、安装装置等等而增加了材料成本和横截面大小。另外，后张力梁所具有的

问题在于在PS钢线或PS钢条被安置成弯曲时造成效率减低。

[0009] 作为与本发明相关的现有技术，公开标题为“用于制造倒T型梁、其倒T型梁和使用

倒T型梁的梁桥的方法”的韩国专利公开第2009-0030538号，且在用于制造倒T型梁、其倒T

型梁和使用倒T型梁的梁桥的方法中，通过以下操作来制造梁：预制被施加预张力的下部凸

缘150；将混凝土灌注到位点中以形成联接到所预制的下部凸缘150的腹板凸缘170；以及将

后张力施加到通过现场浇铸而形成的腹板凸缘。

[0010] 然而，在用于制造倒T型梁、其倒T型梁和使用倒T型梁的梁桥的方法中，制造被施

加预张力的下部凸缘，且将后张力施加到通过现场浇铸而形成的腹板凸缘。下部凸缘与腹

说　明　书 1/7 页

4

CN 107810296 B

4



板凸缘之间的连接部分脆弱，且因此所存在的问题在于不可能将实际预张力和后张力同时

施加到梁。

[0011] 另外，由梁的下部部分处的预张力引起的压缩与由后张力引起的压缩重叠，使得

重复相同效应，因此不会产生特殊效应，且这在制造大型长跨距梁构件时低效。

[0012] 归因于所述问题，实际上不可能运用常规预张力梁或后张力梁来制造具有60m或

更大的长度的长跨距构件。

发明内容

[0013] [技术问题]

[0014] 本发明涉及提供一种预应力混凝土梁，预应力混凝土梁通过具有后张力和预张力

两者的优势以在横截面积较小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确保劲度而允许缩减中型跨距构件的

制造成本且制造具有60m或更大的长度的长跨距构件。

[0015] [技术解决方案]

[0016] 本发明的一个方面提供一种预应力混凝土梁，预应力混凝土梁包含：第一梁节构

件，预张拉钢缆构件插入到第一梁节构件中，使得预张力施加到第一梁节构件；

[0017] 第二梁节构件，第二梁节构件在第一梁节构件的纵向方向上安置于第一梁节构件

的一个端部部件处；

[0018] 第三梁节构件，第三梁节构件在第一梁节构件的纵向方向上安置于第一梁节构件

的另一端部处；以及

[0019] 后张拉钢缆构件，后张拉钢缆构件被配置成沿着纵向方向穿过第二梁节构件、第

一梁节构件和第三梁节构件，以将后张力施加到第一梁节构件、第二梁节构件和第三梁节

构件。

[0020] 在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中，第一梁节构件可具有在纵向方向上穿过第一梁节构件

的第一钢缆通孔，第二梁节构件可具有被配置成与第一钢缆通孔连通的第二钢缆通孔，第

三梁节构件可具有被配置成与第一钢缆通孔连通的第三钢缆通孔，且后张拉钢缆构件可穿

过第二钢缆通孔、第一钢缆通孔和第三钢缆通孔，且可具有运用安装单元而安装于第二梁

节构件和第三梁节构件的端部处的两个端部。

[0021] 在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中，第一梁节构件可具有第一上部凸缘部件和第一下部凸

缘部件分别横向地安置于第一腹板的上部部分和下部部分处的形式，第二梁节构件可具有

第二上部凸缘部件和第二下部凸缘部件分别横向地安置于第二腹板的上部部分和下部部

分处的形式，第三梁节构件可具有第三上部凸缘部件和第三下部凸缘部件分别横向地安置

于第三腹板的上部部分和下部部分处的形式，预张拉钢缆构件可以笔直形式安置于第一腹

板中，且后张拉钢缆构件可被安置成以笔直形式穿过第二下部凸缘部件、第一下部凸缘部

件和第三下部凸缘部件。

[0022] 在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中，多个预张拉钢缆构件可被安置成垂直地分离，且多个

后张拉钢缆构件可被安置成横向地分离。

[0023] 在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中，第一梁节构件的前端部的前表面可对应于第二梁节构

件的后端部的后表面，且第一梁节构件的后端部的后表面可对应于第三梁节构件的前端部

的前表面，第二下部凸缘部件可具有从第二下部凸缘部件的后端部侧朝向第二下部凸缘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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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前端部侧逐渐地增加的高度，且第三下部凸缘部件可具有从第三下部凸缘部件的前端

部侧朝向第三下部凸缘部件的后端部侧逐渐地增加的高度。

[0024] 在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中，第二梁节构件的第二下部凸缘部件可具有上部表面，

在第二梁节构件的第二下部凸缘部件的下部表面对应于第一梁节构件的第一下部凸缘部

件的下部表面的状态下，上部表面的高度从上部表面的后端部侧朝向上部表面的前端部侧

逐渐地增加；且第三下部凸缘部件具有上部表面，在第三梁节构件的第三下部凸缘部件的

下部表面可对应于第一梁节构件的第一下部凸缘部件的下部表面的状态下，上部表面的高

度从上部表面的前端部侧朝向上部表面的后端部侧逐渐地增加。

[0025] 在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中，第二下部凸缘部件的前端部侧的高度和第三下部凸缘

部件的后端部侧的高度可被形成为大于第一梁节构件的高度的一半。

[0026] 在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中，第一下部凸缘部件可具有在第一下部凸缘部件的中心

处最窄且朝向第一下部凸缘部件的两个端部侧逐渐地增加的宽度，且可被形成为在从第一

下部凸缘部件的顶部观察时为弯曲。

[0027] 在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中，后张拉钢缆构件可包含：笔直钢线部件，笔直钢线部件

被安置成以笔直形式穿过第二下部凸缘部件、第一下部凸缘部件和第三下部凸缘部件；以

及弯曲钢线部件，弯曲钢线部件被配置成以笔直形式穿过第一下部凸缘部件，且具有在第

二下部凸缘部件中以弯曲形式朝上曲折且安装于笔直钢线部件的上部部分处的一个端部，

和在第三下部凸缘部件中以弯曲形式朝上曲折且安装于笔直钢线部件的上部部分处的另

一端部。

[0028] 在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中，弯曲钢线部件可包含以曲线方式通过第二下部凸缘部

件延伸到第二腹板以安装于第二腹板处的一个端部，和以曲线方式通过第二下部凸缘部件

延伸到第三腹板以安装于第三腹板处的另一端部。

[0029] [有利效应]

[0030] 本发明的预应力混凝土梁通过具有后张力梁和预张力梁两者的优势而允许大批

量生产具有相同形状和尺寸的预铸构件，且可具有高横截面效率且在位点处容易引入预应

力，且可将预铸PC构件方便地与预应力混凝土梁联接和组装，可重新张拉PC钢材料，且可容

易管理拱度。

[0031] 本发明的预应力混凝土梁可比现有后张力梁和预张力梁更细长，可通过部分地应

用预张力方法来缩减材料成本，且可高效地使用材料。

[0032] 预应力混凝土梁可通过在跨距的中心压缩剪力表面的状态下(其中将更多压缩力

引入到梁的上部部分)引入预张力构件来最大化预应力的引入，以控制在将后张力施加到

梁的上部部分时对梁的上部部分产生的拉力。因此，预应力混凝土梁可明显地增加中型跨

距构件的横截面效率，缩减中型跨距构件的制造成本，且允许以低成本实际上制造具有60m

或更大的长度和低深度的大型长跨距构件。

附图说明

[0033] 图1是展示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的预应力混凝土梁的透视图。

[0034] 图2是展示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的预应力混凝土梁的侧视图。

[0035] 图3是展示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的预应力混凝土梁的平面截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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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图4是展示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的预应力混凝土梁的正视图。

[0037] 图5是沿着图3的线A-A'截取的横截面图。

[0038] 图6是展示根据本发明的另一实施例的预应力混凝土梁的侧视图。

[0039] 图7是展示根据本发明的另一实施例的预应力混凝土梁的正视图。

[0040] 图8是展示根据本发明的再一实施例的预应力混凝土梁的侧视图。

[0041] 图9是展示根据本发明的再一实施例的预应力混凝土梁的正视图。

[0042] 图10是展示根据本发明的又一实施例的预应力混凝土梁的正视图。

[0043] 图11是展示根据本发明的又一实施例的预应力混凝土梁的横截面图。

[0044] 附图标号说明

[0045] 10：第一梁节构件10a：预张拉钢缆构件

[0046] 11：第一腹板12：第一上部凸缘部件

[0047] 13：第一下部凸缘部件20：第二梁节构件

[0048] 21：第二腹板22：第二上部凸缘部件

[0049] 23：第二下部凸缘部件30：第三梁节构件

[0050] 31：第三腹板32：第三上部凸缘部件

[0051] 33：第三下部凸缘部件40：后张拉钢缆构件

[0052] 40a：笔直钢线部件40b：弯曲钢线部件

[0053] 41：第一护套管42：第二护套管

[0054] 43：第三护套管

具体实施方式

[0055] 本发明最佳实施方式为

[0056] 预应力混凝土梁包含：第一梁节构件，预张拉钢缆构件插入到第一梁节构件中，使

得预张力施加到第一梁节构件；第二梁节构件，第二梁节构件在第一梁节构件的纵向方向

上安置于第一梁节构件的一个端部部件处；第三梁节构件，第三梁节构件在第一梁节构件

的纵向方向上安置于第一梁节构件的另一端部处；以及后张拉钢缆构件，后张拉钢缆构件

被配置成沿着所述纵向方向穿过第二梁节构件、第一梁节构件和第三梁节构件，以将后张

力施加到第一梁节构件、第二梁节构件和第三梁节构件。

[0057] [具体实施方式]

[0058] 下文中，将参考附图来详细地描述本发明。此处，将省略可能会不必要地混淆本发

明的要旨的对已知功能和配置的重复描述和详细描述。对于所属领域的技术人员，提供本

发明的实施例以便充分地描述本发明。因此，为了更精确的描述，可夸示附图中的元件的形

状和大小。

[0059] 图1是展示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的预应力混凝土梁的透视图，图2是展示根据

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的预应力混凝土梁的侧视图，图3是展示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的

预应力混凝土梁的平面截面图，图4是展示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的预应力混凝土梁的

正视图，且图5是沿着图3的线A-A'截取的横截面图。

[0060] 本发明涉及预应力混凝土梁，且参看图1到图5，预应力混凝土梁包含第一梁节构

件10，预张拉钢缆构件10a插入到第一梁节构件10中，使得预张力施加到第一梁节构件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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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1] 第一梁节构件10通过后张拉钢缆构件40在纵向方向上与安置于第一梁节构件10

的两个端部上的第二梁节构件20和第三梁节构件30连接，以形成一个梁。

[0062] 预张拉钢缆构件10a和后张拉钢缆构件40可以是PC钢线或PC钢条，及可使用施加

预应力的任何物。

[0063] 第一梁节构件10安置于第二梁节构件20与第三梁节构件30之间的中间，且是通过

接收预张力而制造。

[0064] 第一梁节构件10是通过在通过拉力张拉预张拉钢缆构件10a时灌注和固化混凝土

之后缓慢地释放预张拉钢缆构件10a的拉力而制造，且被制造成具有在纵向方向上穿过第

一梁节构件10的第一钢缆通孔。

[0065] 就是说，在将拉力施加到预张拉模具中钢缆构件10a使得张拉第一梁节构件10时，

通过将第一护套管41嵌入于第一梁节构件10中使得后张力钢线构件40穿过第一梁节构件

10来制造第一梁节构件10。

[0066] 在实例中，第一梁节构件10具有在纵向方向上嵌入于第一梁节构件10中的第一护

套管41，以形成穿过第一梁节构件10的两个端部的第一钢缆通孔。

[0067] 另外，第一梁节构件10包含在第一梁节构件10的横向方向上分别安置于第一腹板

11的上部部分和下部部分处的第一上部凸缘部件12和第一下部凸缘部件13。

[0068] 第二梁节构件20具有与第一钢缆通孔连通的第二钢缆通孔，且是通过在与模具中

的第一护套管41连通的位置处将第二护套管42嵌入于第二梁节构件20中而制造。

[0069] 在实例中，第二梁节构件20具有第二护套管42，第二护套管42与第一护套管41连

通且在纵向方向上安置以形成穿过第二梁节构件20的两个端部的第二钢缆通孔，使得后张

拉钢缆构件40穿过第二钢缆通孔。

[0070] 另外，第二梁节构件20包含在第二梁节构件20的横向方向上分别安置于第二腹板

21的上部部分和下部部分处的第二上部凸缘部件22和第二下部凸缘部件23。

[0071] 第三梁节构件30具有与第一钢缆通孔连通的第三钢缆通孔，且是通过在与模具中

的第一护套管41连通的位置处将第三护套管43嵌入于第三梁节构件30中而制造。

[0072] 在实例中，第三梁节构件30具有第三护套管43，第三护套管43与第一护套管41连

通且在第三梁节构件30的纵向方向上安置以形成穿过第三梁节构件30的两个端部的第三

钢缆通孔，使得后张拉钢缆构件40穿过第三钢缆通孔。

[0073] 另外，第三梁节构件30包含在第三梁节构件30的横向方向上分别安置于第三腹板

31的上部部分和下部部分处的第三上部凸缘部件32和第三下部凸缘部件33。

[0074] 后张拉钢缆构件40的两个端部运用安装单元通过第二钢缆通孔、第一钢缆通孔和

第三钢缆通孔而安装于第二梁节构件20和第三梁节构件30的端部处，且因此将预应力施加

到在纵向方向上安置的第二梁节构件20、第一梁节构件10和第三梁节构件30。

[0075] 一般来说，在施加后张力时，归因于后张力，梁的上部端部(主要是中心上部端部)

处产生的拉力的临界点超过抗拉强度，且因此不能将更多张力施加到梁。

[0076] 被施加预应力的第一梁节构件10安置于梁的中间，后张力施加到安置于第一梁节

构件10的两个端部处的第二梁节构件20和第三梁节构件30，大得多的后张力施加到整个

梁，同时梁的中心的上部端部通过预应力而压缩而非张拉，且后张力更高效地引入到梁。因

此，可缩减梁的长度和重量，可实际上制造具有60m或更大的长度的长跨距梁，且可明显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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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长跨距梁的稳定性。

[0077] 预张拉钢缆构件10a以笔直形式安置于第一腹板11中，且优选地被提供待垂直地

分离的多个预张拉钢缆构件。

[0078] 后张拉钢缆构件40被安置成以笔直形式穿过第二下部凸缘部件23、第一下部凸缘

部件13和第三下部凸缘部件33，且多个后张拉钢缆构件40被优选地提供为在横向方向上分

离。

[0079] 在本发明中，第一护套管41被安置成与连接到第一护套管41的两个端部的第二护

套管42和第三护套管43共线。后张拉钢缆构件40被安置成以直线方式穿过第二护套管42、

第一护套管41和第三护套管43，且后张拉钢缆构件40的两个端部安装于安装单元上以使第

一护套管41在纵向方向上与第二护套管42和第三护套管43连接，且因此将预应力施加到共

线的且形成整体梁的第一梁节构件10、第二梁节构件20和第三梁节构件30。

[0080] 预张拉钢缆构件10a和后张拉钢缆构件40被安置成在腹板凸缘和下部凸缘中共

线，且因此明显地增加了操作性能，使得可高效地且经济地制造梁。预张拉钢缆构件10a和

后张拉钢缆构件40被安置成对应于预应力混凝土(pre-stressed  concrete；PSC)梁的最小

距离和最小覆盖厚度，且因此在实际上制造PSC梁时可满足要求。另外，可解决预应力集中

于PSC梁的两个端部上的问题，且因此可解决PSC梁的端部处的开裂问题，使得可改善PSC梁

的可用性。具体地说，可解决由于安置预张拉钢缆构件10a和后张拉钢缆构件40以及在制造

长跨距PSC梁时结构上造成的预应力释放而造成的问题。

[0081] 为了将预张拉钢缆构件10a安置成与后张拉钢缆构件40共线，第一梁节构件10的

前端部侧上的前表面对应于第二梁节构件20的后端部侧上的后表面，且第一梁节构件10的

后端部侧的后表面对应于第三梁节构件30的前端部的前表面。

[0082] 另外，第二梁节构件20的第二下部凸缘部件23具有从第二下部凸缘部件23的后端

部侧朝向第二下部凸缘部件23的前端部侧逐渐地增加的高度。

[0083] 在第二梁节构件20的第二下部凸缘部件23的下部表面对应于第一梁节构件10的

第一下部凸缘部件13的下部表面时，第二下部凸缘部件23的上部表面具有从上部表面的后

端部侧朝向上部表面的前端部侧逐渐地增加的高度。

[0084] 另外，第三梁节构件30的第三下部凸缘部件33具有从第三下部凸缘部件33的前端

部侧朝向第三下部凸缘部件33的后端部侧逐渐地增加的高度。

[0085] 在第三梁节构件30的第三下部凸缘部件33对应于第一梁节构件10的第一下部凸

缘部件13的下部表面时，第三下部凸缘部件33的上部表面的高度从上部表面的前端部侧朝

向上部表面的后端部侧逐渐地增加。

[0086] 可通过改变梁的中心轴线将预张拉钢缆构件10a和后张拉钢缆构件40稳定地安置

成共线。

[0087] 优选的是使第二下部凸缘部件23的前端部侧的高度和第三下部凸缘部件33的后

端部侧的高度大于第一梁节构件10的高度的一半。

[0088] 另外，优选的是使第一下部凸缘部件13具有第一下部凸缘部件13的宽度在第一下

部凸缘部件13的中心处最窄且朝向第一下部凸缘部件13的两个端部逐渐地增加的形式，且

形成为在从第一下部凸缘部件13的顶部观察时呈弯曲形状。就是说，遍及第一下部凸缘部

件13的总长度的第一下部凸缘部件13具有恒定高度，且第一下部凸缘部件13的两个侧被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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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弯曲，且因此可最小化用于制造的混凝土材料的使用。另外，可通过缩减梁的总重量来

增加横截面效率。

[0089] 第二下部凸缘部件23和第三下部凸缘部件33具有朝向第二下部凸缘部件23和第

三下部凸缘部件33的端部侧逐渐地增加的高度，由此具有强度来支撑由被安置成共线的预

张力钢线部件10a和后张拉钢缆构件40造成的预应力且最小化用于制造的混凝土材料的使

用。

[0090] 同时，图6是展示根据本发明的另一实施例的预应力混凝土梁的侧视图，且图7是

展示根据本发明的另一实施例的预应力混凝土梁的正视图。参看图6和图7，后张拉钢缆构

件40包含：笔直钢线部件40a，笔直钢线部件40a被安置成以笔直形式穿过第二下部凸缘部

件23、第一下部凸缘部件13和第三下部凸缘部件33；以及弯曲钢线部件40b，弯曲钢线部件

40b以笔直形式穿过第一下部凸缘部件13，且具有在第二下部凸缘部件23中以弯曲形式朝

上曲折且安装于笔直钢线部件40a上方的一个端部，和在第三下部凸缘部件33中以弯曲形

式朝上曲折且安装于笔直钢线部件40a上的另一端部。

[0091] 参看图8和图9，具有以曲线方式通过第二下部凸缘部件23延伸到第二腹板21的一

个端部的弯曲钢线部件40b可安装于第二腹板21上，且以曲线方式通过第三下部凸缘部件

23延伸到第三腹板31的另一端部可安装于第三腹板31上。

[0092] 参看图10和图11，第二下部凸缘部件23的上部表面被倾斜地形成为从上部表面的

两个端部朝向上部表面的中心逐渐地变高，且具有明显地增强凸缘与腹板之间的连接的强

度的形式。此外，第二下部凸缘部件23的上部表面可被修改成具有各种已知形状。

[0093] 通过具有后张力梁和预张力梁两者的优势，预应力混凝土梁允许大批量生产具有

相同形状和尺寸的PC构件，可具有横截面效率，在位点处容易引入预应力，方便地用于与PC

构件组装和联接，重新张拉PC钢材料，且容易管理预应力混凝土梁的拱度。

[0094] 预应力混凝土梁可具有比现有后张力梁和预张力梁的横截面更细长的横截面，可

通过部分地应用预张力方法来缩减材料成本，且可高效地使用材料。

[0095] 预应力混凝土梁可通过在跨距的中心处压缩剪力表面的状态下(其中将更多压缩

力引入到梁的上部部分)引入预张力构件来最大化预应力的引入，以控制在将后张力施加

到梁的上部部分时对梁的上部部分产生的拉力。因此，预应力混凝土梁可明显地增加中型

跨距构件的横截面效率，缩减中型跨距构件的制造成本，且允许以低成本实际上制造具有

60m或更大的长度和低深度的大型长跨距构件。

[0096] 应理解，本发明所涉及的领域的一般技术人员可在本发明的技术范围内取得各种

变化和修改，且应基于本申请的随附权利要求书来分析本发明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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