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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永久性后张预应力

UHPC套装模板的无腹筋预应力自养护组合梁及

施工方法，其组合梁包括顶板、套装模板和自养

护混凝土，套装模板包括底座板、腹模板和端头

插板，底座板、腹模板和端头插板均由超高性能

混凝土预制形成，底座板的上表面预制有回形插

槽。本发明的组合梁以UHPC作为永久模板材料，

自养护混凝土填充梁腹板体的内腔，去掉传统的

箍筋，充分发挥UHPC和混凝土的材料特性，优化

梁结构形式，省去混凝土人工养护环节，同时解

决了纯预应力UHPC梁造价高的问题。本发明适用

于装配式施工，可以适用于I型梁，箱梁等结构，

本发明中的施工方法，施工工艺简单，施工效率

高，可以解决传统预应力混凝土梁施工周期长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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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永久性后张预应力UHPC套装模板的无腹筋预应力自养护组合梁，包括顶

板、套装模板和自养护混凝土，其特征在于：套装模板包括底座板、腹模板和端头插板，所述

底座板、腹模板和端头插板均由超高性能混凝土预制形成，底座板的上表面预制有回形插

槽，所述回形插槽内垂直插设有两组腹模板和两组端头插板，两组所述腹模板和两组所述

端头插板均两两对称设置形成截面为矩形的中空结构的梁腹板体，所述顶板由高性能混凝

土预制形成，顶板的下表面沿其长度方向预制有扣槽，所述扣槽与梁腹板体的顶端相卡合，

所述梁腹板体的内腔中浇筑有自养护混凝土。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永久性后张预应力UHPC套装模板的无腹筋预应力自

养护组合梁，其特征在于：所述顶板内沿其长度方向预埋有顶板钢筋网，顶板的上表面预制

有多组等间距设置的自养护混凝土浇筑孔，多组所述自养护混凝土浇筑孔竖直贯穿顶板与

梁腹板体的内腔相通。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永久性后张预应力UHPC套装模板的无腹筋预应力自

养护组合梁，其特征在于：所述扣槽内沿其长度方向垂直预制有多组第一预埋连接钢筋，多

组所述第一预埋连接钢筋均位于梁腹板体的内腔中，多组第一预埋连接钢筋为U型结构。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永久性后张预应力UHPC套装模板的无腹筋预应力自

养护组合梁，其特征在于：所述底座板的两端部内均预埋有多组竖直设置的锚固区间接钢

筋，底座板内沿其长度方向预埋有多组等间距设置的波纹管，多组所述波纹管均水平穿过

位于底座板两端部的锚固区间接钢筋。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基于永久性后张预应力UHPC套装模板的无腹筋预应力自

养护组合梁，其特征在于：所述波纹管为直线型镀锌波纹管，波纹管内穿过有预应力钢绞

线。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永久性后张预应力UHPC套装模板的无腹筋预应力自

养护组合梁，其特征在于：所述底座板的上表面沿其长度方向垂直预制有多组等间距设置

的第二预埋连接钢筋，多组所述第二预埋连接钢筋均位于梁腹板体的内腔中，多组第二预

埋连接钢筋为倒置的U型结构。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永久性后张预应力UHPC套装模板的无腹筋预应力自

养护组合梁，其特征在于：所述回形插槽由交替设置且首尾相连的横向插槽和纵向插槽组

成，所述横向插槽和纵向插槽均设有两组，所述腹模板的底端垂直插设在纵向插槽内，所述

端头插板的底端垂直插设在横向插槽内，所述腹模板的顶端和端头插板的顶端均插设在扣

槽内，腹模板的高度与端头插板的高度相同。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永久性后张预应力UHPC套装模板的无腹筋预应力自

养护组合梁，其特征在于：两组所述腹模板相向的一侧设有多组键齿，所述键齿为矩形结

构。

9.一种基于永久性后张预应力UHPC套装模板的无腹筋预应力自养护组合梁施工方法，

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1)将由超高性能混凝土预制形成的底座板放置于梁的加工台座上；

(2)将由超高性能混凝土预制形成的两组腹模板分别垂直插设在回形插槽的两组纵向

插槽内，将由超高性能混凝土预制形成的两组端头插板分别垂直插设在回形插槽的两组横

向插槽内，形成截面为矩形的中空结构的梁腹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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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吊装由高性能混凝土预制形成的顶板，将腹模板的顶端和端头插板的顶端均插设

在顶板的扣槽内；

(4)将预应力钢绞线穿入到波纹管中；

(5)使用聚氨酯泡沫对安装缝隙进行封缝处理，并对底座板两端部的波纹管进行遮盖，

避免污染；

(6)将新搅拌的自养护混凝土通过自养护混凝土浇筑孔浇筑到梁腹板体的内腔中，边

浇筑边使用插入式振捣器进行振捣，在搅拌自养护混凝土的过程中掺入预吸水SAP内养护

剂；

(7)自养护混凝土浇筑7d后，张拉预应力钢绞线，并对波纹管进行压浆，则无腹筋预应

力自养护组合梁制作完成。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一种基于永久性后张预应力UHPC套装模板的无腹筋预应力

自养护组合梁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6)中的预吸水SAP内养护剂为高倍吸水树

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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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永久性后张预应力UHPC套装模板的无腹筋预应力自

养护组合梁及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土木工程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基于永久性后张预应力UHPC套装模板的

无腹筋预应力自养护组合梁及施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预应力混凝土梁在施工过程中通常使用模板预制，钢筋绑扎复杂、施工工序繁琐，

且混凝土浇筑质量不易控制。现有预应力混凝土桥梁病害调查发现，在服役预应力混凝土

梁的病害严重，结构开裂、钢筋锈蚀等问题不仅影响桥梁的安全性，而且会影响结构的安全

性和使用性能。超高性能混凝土(UHPC)是一种水泥基材料，具有优异的物理与力学性能，其

拉压强度高，韧性和耐久性好，长期荷载作用下徐变小，不仅有利于桥梁朝轻质、大跨方向

发展，而且可以避免结构开裂，增强桥梁严酷环境下的耐久性，降低后期维修养护成本，是

土木工程桥梁领域极具应用前景的新型水泥基材料。

[0003] 现有研究表明，UHPC极限拉应变高和抗拉强度大，跨过裂缝的纤维桥联作用可等

代腹筋抗剪作用，故可取消腹筋设置，便于桥梁快速化施工。值得注意的是，虽然UHPC材料

性能好，但是其材料的价格较高，自然养护条件下收缩大，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推广、

应用。因此，要想实现UHPC在桥梁工程中的大规模推广，必须进行创新性应用。

发明内容

[0004] 发明目的：本发明目的是提供一种基于永久性后张预应力UHPC套装模板的无腹筋

预应力自养护组合梁及施工方法，其组合梁以UHPC作为永久模板材料，自养护混凝土填充

梁腹板体的内腔，去掉传统的箍筋，充分发挥UHPC和混凝土的材料特性，优化梁结构形式，

省去混凝土人工养护环节，同时解决了纯预应力UHPC梁造价高的问题。本发明适用于装配

式施工，可以适用于I型梁，箱梁等结构形式，采用本发明中的施工方法，施工工艺简单，施

工效率高、可以解决传统预应力混凝土梁施工周期长的问题。

[0005] 技术方案：本发明一种基于永久性后张预应力UHPC套装模板的无腹筋预应力自养

护组合梁，包括顶板、套装模板和自养护混凝土，套装模板包括底座板、腹模板和端头插板，

所述底座板、腹模板和端头插板均由超高性能混凝土预制形成，底座板的上表面预制有回

形插槽，所述回形插槽内垂直插设有两组腹模板和两组端头插板，两组所述腹模板和两组

所述端头插板均两两对称设置形成截面为矩形的中空结构的梁腹板体，所述顶板由高性能

混凝土预制形成，顶板的下表面沿其长度方向预制有扣槽，所述扣槽与梁腹板体的顶端相

卡合，所述梁腹板体的内腔中浇筑有自养护混凝土。

[0006] 进一步的，所述顶板内沿其长度方向预埋有顶板钢筋网，顶板的上表面预制有多

组等间距设置的自养护混凝土浇筑孔，多组所述自养护混凝土浇筑孔竖直贯穿顶板与梁腹

板体的内腔相通。自养护混凝土浇筑孔方便将自养护混凝土浇注到梁腹板体的内腔中。

[0007] 进一步的，所述扣槽内沿其长度方向垂直预制有多组第一预埋连接钢筋，多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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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第一预埋连接钢筋均位于梁腹板体的内腔中，多组第一预埋连接钢筋为U型结构。第一预

埋连接钢筋可增强梁结构的界面抗剪能力，其具体数量根据结构界面抗剪需求设置。

[0008] 进一步的，所述底座板的两端部内均预埋有多组竖直设置的锚固区间接钢筋，底

座板内沿其长度方向预埋有多组等间距设置的波纹管，多组所述波纹管均水平穿过位于底

座板两端部的锚固区间接钢筋。设置锚固区间接钢筋，可满足局部区承载力和总体区抗裂

设计的要求。

[0009] 进一步的，所述波纹管为直线型镀锌波纹管，波纹管内穿过有预应力钢绞线。

[0010] 进一步的，所述底座板的上表面沿其长度方向垂直预制有多组等间距设置的第二

预埋连接钢筋，多组所述第二预埋连接钢筋均位于梁腹板体的内腔中，多组第二预埋连接

钢筋为倒置的U型结构。

[0011] 进一步的，所述回形插槽由交替设置且首尾相连的横向插槽和纵向插槽组成，所

述横向插槽和纵向插槽均设有两组，所述腹模板的底端垂直插设在纵向插槽内，所述端头

插板的底端垂直插设在横向插槽内，所述腹模板的顶端和端头插板的顶端均插设在扣槽

内，腹模板的高度与端头插板的高度相同。

[0012] 进一步的，两组所述腹模板相向的一侧设有多组键齿，所述键齿为矩形结构。键齿

可增强腹模板界面的抗剪能力。

[0013]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基于永久性后张预应力UHPC套装模板的无腹筋预应力自养

护组合梁施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14] (1)将由超高性能混凝土预制形成的底座板放置于梁的加工台座上；

[0015] (2)将由超高性能混凝土预制形成的两组腹模板分别垂直插设在回形插槽的两组

纵向插槽内，将由超高性能混凝土预制形成的两组端头插板分别垂直插设在回形插槽的两

组横向插槽内，形成截面为矩形的中空结构的梁腹板体；

[0016] (3)吊装由高性能混凝土预制形成的顶板，将腹模板的顶端和端头插板的顶端均

插设在顶板的扣槽内；

[0017] (4)将预应力钢绞线穿入到波纹管中；

[0018] (5)使用聚氨酯泡沫对安装缝隙进行封缝处理，并对底座板两端部的波纹管进行

遮盖，避免污染；

[0019] (6)将新搅拌的自养护混凝土通过自养护混凝土浇筑孔浇筑到梁腹板体的内腔

中，边浇筑边使用插入式振捣器进行振捣，在搅拌自养护混凝土的过程中掺入预吸水SAP内

养护剂；

[0020] (7)自养护混凝土浇筑7d后，张拉预应力钢绞线，并对波纹管进行压浆，则无腹筋

预应力自养护组合梁制作完成。

[0021] 进一步的，所述步骤(6)中的预吸水SAP内养护剂为高倍吸水树脂，高倍吸水树脂

对混凝土自行养护，降低混凝土自生收缩。

[0022] 有益效果：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

[0023] (1)本发明将UHPC做为组合梁的永久性模板材料，避免了传统的梁预制过程中立

模和拆模的复杂工艺，解决了传统预应力混凝土结构耐久性不足的问题和纯UHPC结构造价

高昂的问题；

[0024] (2)本发明将UHPC的底座板用作梁结构的受拉区，并施加有后张预应力，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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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UHPC抗拉强度高的优势，解决了传统预应力混凝土梁底板开裂问题；

[0025] (3)将自养护混凝土填充在梁腹板体的内腔中与UHPC结合，避免了混凝土传统的

人工养护，提高了结构的刚度，提高了组合梁的抗剪能力，去掉了传统的箍筋，解决了纯预

应力结构刚度验算难通过的问题；

[0026] (4)本发明适用于装配式施工，可以适用于I型梁，箱梁等结构形式，具有广泛的适

用性和很高的可靠性。

附图说明

[0027] 图1为本发明自养护组合梁截面示意图；

[0028] 图2为图1中A-A剖面图；

[0029] 图3为顶板结构示意图；

[0030] 图4为扣槽结构示意图；

[0031] 图5为底座板结构示意图；

[0032] 图6为腹模板结构示意图；

[0033] 图7为端头插板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例

[0034]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描述：

[0035] 如图1和图2所示，本发明一种基于永久性后张预应力UHPC套装模板的无腹筋预应

力自养护组合梁，包括顶板1、套装模板和自养护混凝土8，套装模板包括底座板2、腹模板3

和端头插板4，底座板2、腹模板3和端头插板4均由超高性能混凝土(UHPC)预制形成，UHPC强

度为150MPa ,纤维掺量为2％～4％，底座板2的上表面预制有回形插槽5，回形插槽5内垂直

插设有两组腹模板3和两组端头插板4，两组腹模板3和两组端头插板4均两两对称设置形成

截面为矩形的中空结构的梁腹板体6，顶板1由高性能混凝土预制形成，高性能混凝土强度

为50MPa，顶板1的下表面沿其长度方向预制有扣槽7，扣槽7的深度为4～5cm之间，扣槽7与

梁腹板体6的顶端相卡合，梁腹板体6的内腔中浇筑有自养护混凝土8，自养护混凝土8为标

号C50～C80中任一的混凝土，混凝土内掺入高倍吸水树脂，高倍吸水树脂对混凝土自行养

护，降低混凝土自生收缩；自养护混凝土8与底座板2、腹模板3、端头插板4和顶板1形成组合

梁整体；

[0036] 如图3和图4所示，顶板1与底座板2长度相同，顶板1内沿其长度方向预埋有顶板钢

筋网9，顶板钢筋网9增加顶板1的抗裂能力，顶板1的上表面预制有多组等间距设置的自养

护混凝土浇筑孔10，自养护混凝土浇筑孔10的圆孔直径为10～15cm，多组自养护混凝土浇

筑孔10竖直贯穿顶板1与梁腹板体6的内腔相通，自养护混凝土浇筑孔10方便将自养护混凝

土8浇注到梁腹板体6的内腔中；

[0037] 扣槽7内沿其长度方向垂直预制有多组第一预埋连接钢筋11，多组第一预埋连接

钢筋11均位于梁腹板体6的内腔中，多组第一预埋连接钢筋11为U型结构，梁腹板体6的内腔

中浇注满自养护混凝土8之后，多组第一预埋连接钢筋11将顶板1与梁腹板体6形成一体，而

且第一预埋连接钢筋11可增强梁结构的界面抗剪能力，其具体数量根据结构界面抗剪需求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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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如图5所示，底座板2的两端部内均预埋有多组竖直设置的锚固区间接钢筋12，通

过设置锚固区间接钢筋12，可满足底座板2的局部区承载力和总体区抗裂设计的要求，底座

板2内沿其长度方向预埋有多组等间距设置的波纹管13，多组波纹管13均水平穿过位于底

座板2两端部的锚固区间接钢筋12，波纹管13为直线型镀锌波纹管，波纹管13内穿过有预应

力钢绞线；

[0039] 底座板2的上表面沿其长度方向垂直预制有多组等间距设置的第二预埋连接钢筋

14，多组第二预埋连接钢筋14均位于梁腹板体6的内腔中，多组第二预埋连接钢筋14为倒置

的U型结构，梁腹板体6的内腔中浇注满自养护混凝土8之后，多组第二预埋连接钢筋14将底

座板2与梁腹板体6形成一体，而且第二预埋连接钢筋14可增强梁结构的界面抗剪能力，其

具体数量根据结构界面抗剪需求设置；

[0040] 如图6和图7所示，回形插槽5由交替设置且首尾相连的横向插槽51和纵向插槽52

组成，横向插槽51和纵向插槽52均设有两组，两组腹模板3的底端均垂直插设在两组纵向插

槽52内，纵向插槽52的长度与腹模板3长度相同，宽度比腹模板3厚度大1～2mm，端头插板4

的底端垂直插设在横向插槽51内，横向插槽51的长度与端头插板4的底部宽度相同，厚度比

端头插板4的厚度大1～2mm，腹模板3的顶端和端头插板4的顶端均插设在扣槽内，且腹模板

3和端头插板4的顶部外侧壁与扣槽7的侧壁相贴合，腹模板3的高度与端头插板4的高度相

同，端头插板4厚度比腹模板3厚度小1～2mm；

[0041] 两组腹模板3相向的一侧设有多组键齿15，键齿15为矩形结构，厚度为2～4cm，高

度为2～3cm，键齿15可增强腹模板3界面的抗剪能力，其数量根据腹模板3界面抗剪要求设

置。

[0042] 本发明还一种基于永久性后张预应力UHPC套装模板的无腹筋预应力自养护组合

梁施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43] (1)将由超高性能混凝土预制形成的底座板2放置于梁的加工台座上；

[0044] (2)将由超高性能混凝土预制形成的两组腹模板3分别垂直插设在回形插槽5的两

组纵向插槽52内，将由超高性能混凝土预制形成的两组端头插板4分别垂直插设在回形插

槽5的两组横向插槽51内，形成截面为矩形的中空结构的梁腹板体6；

[0045] (3)吊装由高性能混凝土预制形成的顶板1，将腹模板3的顶端和端头插板4的顶端

均插设在顶板1的扣槽7内；

[0046] (4)将预应力钢绞线穿入到波纹管13中；

[0047] (5)使用聚氨酯泡沫对安装缝隙进行封缝处理，并对底座板2两端部的波纹管13进

行遮盖，避免污染；

[0048] (6)将新搅拌的自养护混凝土8通过自养护混凝土浇筑孔10浇筑到梁腹板体6的内

腔中，边浇筑边使用插入式振捣器进行振捣，在搅拌自养护混凝土8的过程中掺入预吸水

SAP内养护剂，预吸水SAP内养护剂为高倍吸水树脂，高倍吸水树脂对混凝土自行养护，降低

混凝土自生收缩；

[0049] (7)自养护混凝土8浇筑7d后，张拉预应力钢绞线，并对波纹管13进行压浆，则无腹

筋预应力自养护组合梁制作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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