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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一种带有抛物线拱形塔帽的空

间混合索网悬索桥的筒中筒桥塔，筒中筒人字形

塔柱的顶部设置带有刚性系杆的抛物线拱形塔

帽，巨型斜撑一端锚固于筒中筒人字形塔柱的腰

部，巨型斜撑支撑于抛物线拱形塔帽的拱脚，形

成球拍状桥塔结构。承重钢丝缆索搁置于筒中筒

人字形塔柱之上，碳纤维空间索网锚固于抛物线

拱形塔帽之上，增强悬索桥空间刚度，两组缆索

协同工作。采用矩形钢管混凝土角柱和格栅管式

双钢板混凝土组合剪力墙构成筒体结构，筒中筒

人字形塔柱由外筒结构、核心筒结构和若干道刚

性横隔板组成。新型桥塔结构具有结构刚度大、

抗风稳定性好、立面造型丰富和抗震能力强等优

点，可以作为4000米级超大跨径的空间索网悬索

桥的桥塔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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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带有抛物线拱形塔帽的空间混合索网悬索桥的筒中筒桥塔，包括筒中筒人字形

塔柱(1)和抛物线拱形塔帽(2)，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筒中筒人字形塔柱(1)由外筒结构

(11)、核心筒结构(12)和若干道刚性横隔板(13)三者组成，悬索桥桥塔左右两侧均设置一

个筒中筒人字形塔柱(1)，所述的抛物线拱形塔帽(2)由巨型抛物线拱(21)、巨型刚性系杆

(22)和巨型斜撑(23)三者组成，巨型抛物线拱(21)是采取两端悬臂外挑方式搁置在两个筒

中筒人字形塔柱(1)之上，巨型抛物线拱(21)的两端拱脚由一根巨型刚性系杆(22)相连，巨

型斜撑(23)的一端锚固于筒中筒人字形塔柱(1)的腰部，巨型斜撑(23)的另一端支撑于巨

型抛物线拱21的拱脚处，两个筒中筒人字形塔柱(1)之间设置若干道巨型连梁(3)，形成球

拍状的悬索桥桥塔结构，所述的桥塔的筒中筒人字形塔柱(1)支撑于桥梁基础(4)之上，悬

索桥缆索体系(5)分为承重钢丝缆索(51)和碳纤维空间索网(52)两组，承重钢丝缆索(51)

搁置于筒中筒人字形塔柱(1)顶部，承担竖向荷载，碳纤维空间索网(52)锚固于抛物线拱形

塔帽(2)之上，增强悬索桥的空间刚度，桥面系加劲梁(6)悬挂于悬索桥缆索体系(5)之下。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带有抛物线拱形塔帽的空间混合索网悬索桥的筒中筒桥塔，

其特征在于：所述筒中筒人字形塔柱(1)的外筒结构(11)和核心筒结构(12)均是由四个矩

形钢管混凝土角柱(112)和四榀格栅管式双钢板混凝土组合剪力墙(112)组成，四个矩形钢

管混凝土角柱(112)设置于外筒结构(11)和核心筒结构(12)的四角部位，矩形钢管混凝土

角柱(112)之间焊接连接格栅管式双钢板混凝土组合剪力墙(112)。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带有抛物线拱形塔帽的空间混合索网悬索桥的筒中筒桥

塔，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格栅管式双钢板混凝土组合剪力墙(112)由双层钢板(1121)、波形

钢板(1122)、槽钢端柱(1123)和混凝土填充物(1124)构成，双层钢板(1121)中间设置波形

钢板(1122)，双层钢板(1121)的两端设置槽钢端柱(1123)，三者焊接牢固，形成带有空腔的

长条形格栅管式墙板，格栅管式墙板空腔内浇筑混凝土填充物(1124)，形成格栅管式双钢

板混凝土组合剪力墙(112)。

4.一种权利要求1所述的带有抛物线拱形塔帽的空间混合索网悬索桥的筒中筒桥塔的

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在工厂制作矩形钢管混凝土角柱(111)和格栅管式双钢板混凝土组合剪力墙

(112)，装配式施工外筒结构(11)和核心筒结构(12)，施工若干道刚性横隔板(13)，形成筒

中筒人字形塔柱(1)；

步骤二：现场吊装施工将左右两个筒中筒人字形塔柱(1)安装在桥梁基础(4)之上，施

工安装巨型连梁(3)，施工安装巨型抛物线拱(21)在两个筒中筒人字形塔柱(1)的顶部，巨

型刚性系杆(22)连接巨型抛物线拱(21)的两个拱脚，巨型斜撑(23)的一端锚固于筒中筒人

字形塔柱(1)的腰部，巨型斜撑(23)的另一端支撑于巨型抛物线拱(21)的拱脚处，形成球拍

状的带有抛物线拱形塔帽(2)的筒中筒桥塔；

步骤三：将缆索体系(5)分为承重钢丝缆索(51)和碳纤维空间索网(52)两组，承重钢丝

缆索(51)搁置于筒中筒人字形塔柱(1)之上，承担竖向荷载，碳纤维空间索网(52)锚固于抛

物线拱形塔帽(2)之上，增强悬索桥的空间刚度，缆索体系(5)之下悬挂施工安装桥面系加

劲梁(6)，安装栏杆，铺装环氧沥青混凝土路面，形成超大跨径的空间混合索网悬索桥，通车

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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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有抛物线拱形塔帽的空间混合索网悬索桥的筒中筒桥塔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桥梁工程领域，涉及一种超大跨径桥梁的悬索桥桥塔结构，尤其涉及

一种带有抛物线拱形塔帽的空间混合索网悬索桥的筒中筒桥塔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交通事业的发展，现代悬索桥的跨径纪录不断刷新，在不久的将来，人类将建

造4000米级超大跨径的海峡悬索桥。

[0003] 随着悬索桥跨径的增加，悬索桥的宽跨比不断减少，悬索桥结构日趋轻柔化，超大

跨径悬索桥的空间刚度不断下降，对风的作用更加敏感，导致超大跨径悬索桥的抗风稳定

性不断下降。

[0004] 随着悬索桥跨径的增加，悬索桥桥塔高度不断增加，悬索桥超高桥塔是高耸结构，

导致超大跨径悬索桥的高耸桥塔抗震性能问题日益突出。

[0005] 传统的悬索桥门式桥塔结构，安装左右两股平行钢丝缆索，能承担跨径4000米悬

索桥的竖向荷载，但是，由于竖向平行的缆索体系的侧向刚度和抗扭刚度差，不能满足4000

米级超大跨径海峡悬索桥的抗风稳定性要求。

[0006] 修建4000米级超大跨径的悬索桥，必须采用辅助碳纤维空间索网，提高超大跨径

悬索桥的空间刚度，加强其抗侧刚度和抗扭刚度，提高其抗风稳定性，工程界热切期待超大

跨径悬索桥的超高桥塔能有重大革新。

[0007] 针对4000米级超大跨径索桥的桥塔革新要求，对传统悬索桥的桥塔进行改革，桥

塔顶部设置巨型的抛物线拱形塔帽结构，增设辅助双曲抛物面碳纤维空间索网，提高超大

跨径索桥的空间刚度，加强其抗风稳定性；采用格栅钢管式双钢板混凝土组合剪力墙筒中

筒结构作为桥塔柱结构，确保超高桥塔结构的抗震性能，形成球拍状的超大跨径空间混合

索网桥的筒中筒桥塔结构。

发明内容

[0008] 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结构刚度大、抗风稳定性好、立面造型丰富和抗震能力

强的带有抛物线拱形塔帽的空间混合索网悬索桥的筒中筒桥塔，改革传统悬索桥桥塔，桥

塔顶部设置巨型的抛物线拱形塔帽结构，增设双曲抛物面碳纤维空间索网，加强抗风稳定

性，采用格栅钢管式双钢板混凝土组合剪力墙筒中筒结构作为桥塔柱结构，确保超高桥塔

结构的抗震性能，建造4000米级超大跨径海峡悬索桥。

[0009] 技术方案：本发明的一种带有抛物线拱形塔帽的空间混合索网悬索桥的筒中筒桥

塔，包括筒中筒人字形塔柱和抛物线拱形塔帽，所述的筒中筒人字形塔柱由外筒结构、核心

筒结构和若干道刚性横隔板等三者组成，悬索桥桥塔左右两侧均设置一个筒中筒人字形塔

柱，所述的抛物线拱形塔帽由巨型抛物线拱、巨型刚性系杆和巨型斜撑等三者组成，巨型抛

物线拱是采取两端悬臂外挑方式搁置在两个筒中筒人字形塔柱之上，巨型抛物线拱的两端

拱脚由一根巨型刚性系杆相连，巨型斜撑的一端锚固于筒中筒人字形塔柱的腰部，巨型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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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的另一端支撑于巨型抛物线拱21的拱脚处，两个筒中筒人字形塔柱之间设置若干道巨型

连梁，形成球拍状的悬索桥桥塔结构，所述的桥塔的筒中筒人字形塔柱支撑于桥梁基础之

上，悬索桥缆索体系分为承重钢丝缆索和碳纤维空间索网两组，承重钢丝缆索搁置于筒中

筒人字形塔柱顶部，承担竖向荷载，碳纤维空间索网锚固于抛物线拱形塔帽之上，增强悬索

桥的空间刚度，桥面系加劲梁悬挂于悬索桥缆索体系之下。

[0010] 所述筒中筒人字形塔柱的外筒结构和核心筒结构均是由四个矩形钢管混凝土角

柱和四榀格栅管式双钢板混凝土组合剪力墙组成，四个矩形钢管混凝土角柱设置于外筒结

构和核心筒结构的四角部位，矩形钢管混凝土角柱之间焊接连接格栅管式双钢板混凝土组

合剪力墙。

[0011] 所述的格栅管式双钢板混凝土组合剪力墙由双层钢板、波形钢板、槽钢端柱和混

凝土填充物构成，双层钢板中间设置波形钢板，双层钢板的两端设置槽钢端柱，三者焊接牢

固，形成带有空腔的长条形格栅管式墙板，格栅管式墙板空腔内浇筑混凝土填充物，形成格

栅管式双钢板混凝土组合剪力墙。

[0012] 本发明还提供带有抛物线拱形塔帽的空间混合索网悬索桥的筒中筒桥塔的施工

方法，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3] 步骤一：在工厂制作矩形钢管混凝土角柱和格栅管式双钢板混凝土组合剪力墙，

装配式施工外筒结构和核心筒结构，施工若干道刚性横隔板，形成筒中筒人字形塔柱；

[0014] 步骤二：现场吊装施工将左右两个筒中筒人字形塔柱安装在桥梁基础之上，施工

安装巨型连梁，施工安装巨型抛物线拱在两个筒中筒人字形塔柱的顶部，巨型刚性系杆连

接巨型抛物线拱的两个拱脚，巨型斜撑的一端锚固于筒中筒人字形塔柱的腰部，巨型斜撑

的另一端支撑于巨型抛物线拱的拱脚处，形成球拍状的带有抛物线拱形塔帽的筒中筒桥

塔；

[0015] 步骤三：将缆索体系分为承重钢丝缆索和碳纤维空间索网两组，承重钢丝缆索搁

置于筒中筒人字形塔柱之上，承担竖向荷载，碳纤维空间索网锚固于抛物线拱形塔帽之上，

增强悬索桥的空间刚度，缆索体系之下悬挂施工安装桥面系加劲梁，安装栏杆，铺装环氧沥

青混凝土路面，形成超大跨径的空间混合索网悬索桥，通车运行。

[0016] 双曲抛物面是凹凸相反的两条抛物线，一条凸抛物线沿着另一条凹抛物线移动而

成的。双曲抛物面是典型的二次直纹曲面，其曲面可以由两族直线构成，二次直纹曲面在建

筑上有着重要应用价值，常常用它来构成建筑物的骨架，应用直纹曲面建造的建筑物，具有

优良的力学性能，直线布置钢筋或拉索施工工艺简单，其建筑物外观漂亮且结构坚固。

[0017] 在桥塔柱顶部，增加悬臂外挑的抛物线拱形塔帽，形成球拍状的桥塔结构，利用塔

顶巨型抛物线拱形塔帽，就可以锚固双曲抛物面碳纤维空间缆索，空间缆索提供水平分力，

提高超大跨径悬索桥的抗扭刚度和抗侧刚度，有利于超大跨径悬索桥抗风稳定性。

[0018] 格栅管式双钢板混凝土组合剪力墙筒中筒结构具有滞回曲线较为饱满、承载力

高、刚度退化缓慢、延性大和耗能能力强等优点，抗震性能优良，采用格栅管式双钢板混凝

土组合剪力墙筒中筒结构修建超大跨径悬索桥高耸桥塔，可以满足“小震不坏、中震可修、

大震不倒的”三水准抗震设防目标。

[0019] 针对悬索桥传统的框架式桥塔进行改革，格栅管式双钢板混凝土组合剪力墙筒中

筒结构作为桥塔柱，提高高耸桥塔抗震性能，桥塔塔顶设置巨型抛物线拱形塔帽，安装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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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物面碳纤维空间索网，提高悬索桥空间刚度，提高抗风稳定性，可以建造4000米级超大跨

径海峡悬索桥。

[0020] 有益效果：本发明的带有抛物线拱形塔帽的空间混合索网悬索桥的筒中筒桥塔，

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21] 现有悬索桥塔柱基本上采用框架柱桥塔，是两个主缆和吊杆形成的竖向平行索面

体系，两股平行钢丝缆索承担竖向荷载，由于两个平行主缆和吊杆没有提供水平分力，因

此，平行的缆索体系侧向刚度差和抗扭刚度较差，超大跨径悬索桥宽跨比较小，两个平行主

缆可能异向抖动，引起超大跨径悬索桥结构颤振失稳，框架柱桥塔悬索桥不能满足超大跨

径悬索桥的抗风稳定性要求。

[0022] 本发明的带有抛物线拱形塔帽的空间混合索网悬索桥的筒中筒桥塔，其缆索网采

用平行钢丝缆索和双曲抛物面碳纤维空间缆索网二组缆索组成，传统平行钢丝缆索作为主

缆索承担竖向荷载，增加双曲抛物面碳纤维空间缆索网作为辅缆，碳纤维空间缆索提供水

平分力，可有效提高了超大跨径空间缆索悬索桥的抗侧刚度加强了超大跨径悬索桥的抗侧

刚度和抗扭刚度，二组缆索混合使用，协同工作，优势互补；采用抛物线形钢结构曲梁横向

连接双曲抛物面空间索网和两股平行钢丝缆索主缆，犹如降落伞一样紧紧地互相对拉着拽

住加劲梁桥面系，提高空间缆索体系的空间刚度，可大幅度提高超大跨径悬索桥的抗扭频

率和扭弯频率比，可大幅度提高了颤振临界风速，保证超大跨径悬索桥的抗风稳定性。

[0023] 传统的悬索桥桥塔通常采用钢筋混凝土空心柱桥塔，优点是可以保证悬索桥桥塔

的结构刚度，问题是钢筋混凝土桥塔抗震延性较差，在罕遇地震作用下，超大跨径悬索桥的

钢筋混凝土高耸桥塔结构将会倒塌。

[0024] 超大跨径悬索桥桥塔是高耸桥塔结构，承担巨大的地震作用力，必须采取有效措

施，确保桥塔抗震性能。本发明的桥塔柱采用格栅管式双钢板混凝土组合剪力墙筒中筒塔

柱结构，筒中筒塔柱由外筒结构、核心内筒结构和若干道刚性横隔板三者组成，外筒结构承

担85％的地震剪力或风荷载，内筒结构竖向压力荷载并兼作桥塔交通井道，设置刚性横隔

板增强筒中筒塔柱结构的整体性，外筒结构和核心内筒结构协同工作，筒中筒结构是一种

具有多道抗震防线的高耸结构体系，外筒结构是第一道抗震防线，内筒结构是第二道抗震

防线，确保超大跨径悬索桥的高耸桥塔结构满足“小震不坏、中震可修、大震不倒的”三水准

抗震设防目标。

[0025] 本发明的桥塔柱采用格栅管式双钢板混凝土组合剪力墙筒中筒塔柱结构采用格

栅管式双钢板混凝土组合剪力墙核心筒结构，具有良好的抗震性能。双层钢板中间设置波

形钢板，双层钢板的两端设置槽钢端柱，三者焊接牢固，形成带有空腔的长条形格栅管式墙

板，格栅管式墙板空腔内浇筑混凝土填充物，形成格栅管式双钢板混凝土组合剪力墙。管内

混凝土处于三向受压状态，提高混凝土的抗压强度和延性；由于管内混凝土的存在以及内

部波形钢板拉结作用有效限制了钢盖板的平面外变形，使得新型组合剪力墙具有较好的抗

屈曲能力。新型组合剪力墙具有滞回曲线饱满、承载能力高、刚度退化缓慢、延性大和耗能

能力强的优点，符合“高轴压比、高延性、强剪弱弯和薄墙厚”的抗震设计理念。

[0026] 改革传统悬索桥桥塔，桥塔顶部设置巨型的抛物线拱形塔帽结构，增设双曲抛物

面碳纤维空间索网，提高其抗风稳定性，采用格栅钢管式双钢板混凝土组合剪力墙筒中筒

结构作为桥塔柱结构，确保超高桥塔结构的抗震性能，形成带有抛物线拱形塔帽的空间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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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索网悬索桥的筒中筒桥塔，具有结构刚度大、立面造型丰富、简洁稳定、抗风稳定性好和

抗震能力强等优点，可以作为4000米超大跨径的悬索桥的桥塔结构。

附图说明

[0027] 图1是带有抛物线拱形塔帽的空间混合索网悬索桥的筒中筒桥塔的三维示意图；

[0028] 图2是的筒中筒桥塔柱结构平面示意图；

[0029] 图3是格栅管式双钢板混凝土组合剪力墙结构示意图；

[0030] 图4是双曲抛物面空间缆索网三维示意图；

[0031] 图5是一种超大跨径双曲抛物面空间混合缆索体系的悬索桥三维示意图；

[0032] 图中，筒中筒人字形塔柱1；外筒结构11；核心筒结构12；刚性横隔板13；抛物线拱

形塔帽2；巨型抛物线拱21；巨型刚性系杆22；巨型斜撑23；巨型连梁3；桥梁基础4；缆索体系

5，承重钢丝缆索51，碳纤维空间索网52；桥面系加劲梁6；矩形钢管混凝土角柱111；格栅管

式双钢板混凝土组合剪力墙112；双层钢板1121；波形钢板1122；槽钢端柱1123；混凝土填充

物1124。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更进一步的说明。

[0034] 本发明的一种带有抛物线拱形塔帽的空间混合索网悬索桥的筒中筒桥塔，包括筒

中筒人字形塔柱1和抛物线拱形塔帽2，所述的筒中筒人字形塔柱1由外筒结构11、核心筒结

构12和若干道刚性横隔板13三者组成，悬索桥桥塔左右两侧均设置一个筒中筒人字形塔柱

1，所述的抛物线拱形塔帽2由巨型抛物线拱21、巨型刚性系杆22和巨型斜撑23三者组成，巨

型抛物线拱21是采取两端悬臂外挑方式搁置在两个筒中筒人字形塔柱1之上，巨型抛物线

拱21的两端拱脚由一根巨型刚性系杆22相连，巨型斜撑23的一端锚固于筒中筒人字形塔柱

1的腰部，巨型斜撑23的另一端支撑于巨型抛物线拱21的拱脚处，两个筒中筒人字形塔柱1

之间设置若干道巨型连梁3，形成球拍状的悬索桥桥塔结构，所述的桥塔的筒中筒人字形塔

柱1支撑于桥梁基础4之上，悬索桥缆索体系5分为承重钢丝缆索51和碳纤维空间索网52两

组，承重钢丝缆索51搁置于筒中筒人字形塔柱1顶部，承担竖向荷载，碳纤维空间索网52锚

固于抛物线拱形塔帽2之上，增强悬索桥的空间刚度，桥面系加劲梁6悬挂于悬索桥缆索体

系5之下。

[0035] 所述筒中筒人字形塔柱1的外筒结构11和核心筒结构12均是由四个矩形钢管混凝

土角柱112和四榀格栅管式双钢板混凝土组合剪力墙112组成，四个矩形钢管混凝土角柱

112设置于外筒结构11和核心筒结构12的四角部位，矩形钢管混凝土角柱112之间焊接连接

格栅管式双钢板混凝土组合剪力墙112。

[0036] 所述的格栅管式双钢板混凝土组合剪力墙112由双层钢板1121、波形钢板1122、槽

钢端柱1123和混凝土填充物1124构成，双层钢板1121中间设置波形钢板1122，双层钢板

1121的两端设置槽钢端柱1123，三者焊接牢固，形成带有空腔的长条形格栅管式墙板，格栅

管式墙板空腔内浇筑混凝土填充物1124，形成格栅管式双钢板混凝土组合剪力墙112。

[0037] 一种带有抛物线拱形塔帽的空间混合索网悬索桥的筒中筒桥塔的施工方法，该方

法包括以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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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步骤一：在工厂制作矩形钢管混凝土角柱111和格栅管式双钢板混凝土组合剪力

墙112，装配式施工外筒结构11和核心筒结构12，施工若干道刚性横隔板13，形成筒中筒人

字形塔柱1；

[0039] 步骤二：现场吊装施工将左右两个筒中筒人字形塔柱1安装在桥梁基础4之上，施

工安装巨型连梁3，施工安装巨型抛物线拱21在两个筒中筒人字形塔柱1的顶部，巨型刚性

系杆22连接巨型抛物线拱21的两个拱脚，巨型斜撑23的一端锚固于筒中筒人字形塔柱1的

腰部，巨型斜撑23的另一端支撑于巨型抛物线拱21的拱脚处，形成球拍状的带有抛物线拱

形塔帽2的筒中筒桥塔；

[0040] 步骤三：将缆索体系5分为承重钢丝缆索51和碳纤维空间索网52两组，承重钢丝缆

索51搁置于筒中筒人字形塔柱1之上，承担竖向荷载，碳纤维空间索网52锚固于抛物线拱形

塔帽2之上，增强悬索桥的空间刚度，缆索体系5之下悬挂施工安装桥面系加劲梁6，安装栏

杆，铺装环氧沥青混凝土路面，形成超大跨径的空间混合索网悬索桥，通车运行。

[0041] 具体地，如图5所示，某海峡大桥是一座公铁两用特大跨径悬索桥，主跨径为

4000m，桥面全宽60m，采用双曲抛物面空间混合缆索体系的特大跨径悬索桥的桥型，采用带

有抛物线拱形塔帽的空间混合索网悬索桥的筒中筒桥塔形式。

[0042] 悬索桥的分跨径为1350m+4000m+1350m，桥面两侧是公路部分单向3车道，桥面中

间部分为双轨铁路，锚碇采用大体积钢筋混凝土结构，棱柱体形锚碇嵌入岩体，桥塔柱基础

为二个椭圆形的柱状结构，桥塔高为500米(海平米起)。

[0043] 带有抛物线拱形塔帽的筒中筒桥塔由筒中筒人字形塔柱、抛物线拱形塔帽和巨型

连梁组成，桥塔设置五道巨型连梁，筒中筒人字形塔柱是由外筒结构、核心筒结构和若干道

刚性横隔板三者组成，外筒结构为25×20米矩形截面，壁厚为2米，核心筒结构为12.5×10

米矩形截面，壁厚为1.2米，外筒结构和核心筒结构均采用格栅管式双钢板混凝土组合剪力

墙结构，每隔50米设置一道型钢混凝土刚性横隔板。

[0044] 抛物线拱形塔帽是由巨型抛物线拱、巨型刚性系杆和巨型斜撑三者组成，桥顶的

巨型抛物线拱采用钢管混凝土制作，抛物线形拱跨长为200米，矢高为50米，截面尺寸为25

×20米矩形，巨型刚性系杆为焊接钢箱梁，截面尺寸为25×15米矩形截面，中心设置φ0.6

米的预应力高强钢丝索。巨型斜撑采用钢管混凝土制作，截面尺寸为25×20米矩形。

[0045] 悬索桥缆索由三组缆索组成：左右两股平行钢丝缆索、双曲抛物面碳纤维空间缆

索网和碳纤维空间斜拉索网。平行钢丝缆索采用预制平行索股法(PPWS法)工艺，采用

2000MPa的φ5.2mm高强钢丝，全桥共布置四根钢丝，单侧2根中心距离为2m，每根主缆直径

为1.5m，竖向钢丝吊杆间距为50米，共计2×79根吊杆。双曲抛物面碳纤维空间索网采用

3800MPa的高强碳纤维缆索，全桥共24根碳纤维马鞍抛物面空间缆索，每根主缆直径为

0.3m。带有下拉杆的钢结构曲梁设置在马鞍抛物面索网和两股平行钢丝缆索之上，钢结构

曲梁共计39个，钢结构曲梁两端设置斜向碳纤维吊杆与加劲梁相连，斜向碳纤维吊杆间距

为100米，共计2×39根吊杆。全桥布置20对碳纤维空间斜拉索，每根碳纤维空间斜拉索主缆

直径为0.6m，间距为50米，碳纤维空间斜拉索网连接桥塔和加劲梁，以便提高抗侧刚度。

[0046] 加劲梁采用钢桁架式加劲梁，钢桁架高为12米，悬索桥的中间区域设置三道新型

的拱形中央扣，以便进一步加强空间主缆体系与加劲钢梁的协同工作能力，在悬索桥跨中

之处，海底打入一个抗拔桩，当遇到18级以上台风时，采用临时抗风缆索加固悬索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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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7] 4000米级空间混合缆索海峡悬索桥必将是一个标志性的大桥，高耸桥塔应该做好

旅游景观设计，可塔柱之中设置观光交通电梯，在塔顶处设置一个太空隧道餐厅，在桥面处

设置观景平台，在桥基础处设置一个海底世界观鱼，桥塔布置霓虹彩灯美化大桥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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