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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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0736258.0

(22)申请日 2019.08.09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10295551 A

(43)申请公布日 2019.10.01

(73)专利权人 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地址 510000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科韵路

16号自编B栋5楼

(72)发明人 马成　张国栋　时小兵　罗峙　

(74)专利代理机构 重庆强大凯创专利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50217

代理人 成艳

(51)Int.Cl.

E01D 22/00(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203145325 U,2013.08.21

CN 2367666 Y,2000.03.08

CN 203307734 U,2013.11.27

CN 204781607 U,2015.11.18

CN 106638334 A,2017.05.10

KR 100989947 B1,2010.10.26

KR 101998247 B1,2019.07.10

审查员 贾雨竹

 

(54)发明名称

连续刚构桥体外预应力加固结构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建筑施工领域，具体公开了连续

刚构桥体外预应力加固结构，包括多个固接在桥

体上的锚固机构和设置在锚固机构之间的体外

预应力束，所述锚固机构包括用于固定体外预应

力束的固定组件和设置在固定组件端部的用于

调节体外预应力束张紧力的调节拉伸组件。本发

明实现了对桥梁的加固，保证了运输安全、提高

了桥梁的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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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连续刚构桥体外预应力加固结构，包括多个固接在桥体上的锚固机构和设置在锚固

机构之间的体外预应力束，其特征在于：所述锚固机构包括用于固定体外预应力束的固定

组件和设置在固定组件端部的用于调节体外预应力束张紧力的调节拉伸组件；所述固定组

件包括固接在桥体外侧的锚固块，锚固块内固接有用于固定体外预应力束的锚具，锚具的

一端与调节拉伸组件连接，锚具的另一端固接有贯穿锚固块的导向管；所述锚具包括固接

在锚固块内的喇叭管，喇叭管的外侧套设有锚垫板，所述喇叭管的一端固接有锚板，锚板上

设有若干用于连接体外预应力束的连接孔，锚具的外侧固接有加固组件；所述调节拉伸组

件包括套设在锚板外侧的罩壳，罩壳内设有若干与连接孔正对的调节孔，调节孔内均转动

连接有螺纹杆，所述螺纹杆上螺纹连接有调节块，调节块滑动连接在调节孔内，所述调节块

包括两个可相互扣合的块体，两个块体上均设有圆弧状的紧固槽，两个紧固槽可拼凑成为

紧固孔，所述紧固槽的内侧均固接有紧固杆；所述螺纹杆的一端穿出罩壳的侧壁并固接有

调节盘。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连续刚构桥体外预应力加固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体外预应

力束包括若干体外索。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连续刚构桥体外预应力加固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桥体的外

侧还固接有转向块，所述转向块内也设有贯穿的导向管。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连续刚构桥体外预应力加固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转向块与

锚固块之间设有若干固接在桥体外侧的用于限定体外索位置的减震组件。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连续刚构桥体外预应力加固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减震组件

包固接在桥体外侧的连接块，连接块上铰接有两个可相互扣合的减震块，两个减震块的内

侧均设有减震槽，减震槽的内侧均可拆卸连接有缓冲垫。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连续刚构桥体外预应力加固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体外索的

外侧均套设有防潮层，所述罩壳外可拆卸连接有防护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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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刚构桥体外预应力加固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建筑施工领域，具体涉及连续刚构桥体外预应力加固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桥梁作为交通枢纽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国家经济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发挥着

极为重要的作用。随着高速与客运专线建设的不断深入，以及货运领域的不断发展，桥梁路

面的稳固性越来越受到建筑领域的重视。桥梁路面在承载运输过程中，由于其在使用过程

中负荷效应较大，会导致桥梁结构的强度、刚度以及稳定性方面的安全储备下降，导致桥梁

的使用寿命缩短，如我国大秦线、朔黄线经过几年的重载运行，已经产生了桥梁横隔板断

裂、梁体裂纹、墩台裂损等问题。为了提高桥梁路面的稳固性，建筑施工过程中此类桥梁通

常以连续钢结构桥梁为主，并在桥面的内部进行体内预应力支撑，即在桥梁内部贯穿设置

钢筋辅助支撑，以分担桥面的压力负荷。但是，目前这种在桥面内部设置钢筋支撑对桥面的

稳固效果有限，因此，桥梁体外预应力技术应运而生。

[0003] 体外预应力技术是由布置在承载结构主体之外的预应力束产生的预应力，预应力

通过与主体截面直接或间接连接的锚固与转向实体来传递预应力。由于其具有承载能力

强、对原结构损伤小、不影响桥下净空且预应力布置灵活等优点，近年来被桥梁建筑领域广

泛应用。但是在体外预应力施工过程中，体外索在锚固时，张力较小，不能发挥体外索高强

度的特点；此外，由于体外索布置在桥梁截面外，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导致其容易受

到腐蚀，影响体外索的使用寿命。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意在提供连续刚构桥体外预应力加固结构，以实现对现有技术中桥梁的加

固，保证运输安全、提高桥梁的使用寿命。

[0005]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如下：连续刚构桥体外预应力加固结构，包括

多个固接在桥体上的锚固机构和设置在锚固机构之间的体外预应力束，锚固机构包括用于

固定体外预应力束的固定组件和设置在固定组件端部的用于调节体外预应力束张紧力的

调节拉伸组件。

[0006] 本技术方案的原理及有益效果在于：本技术方案中，锚固机构固定连接在桥体上，

用于固定和支撑体外预应力束，实现体外预应力束与桥体主体的间接连接，通过体外预应

力束的实现对桥体的外部辅助支撑以及力的分散，进而实现对桥体的加固。其中，固定组件

用于实现对体外预应力束端部的固定，通过多个锚固组件的共同作用，实现对体外预应力

束的拉伸，且通过对固定机构数量的选择，可使预应力在桥体外布置灵活，可以根据桥梁的

实际需要进行全桥加固或者选择性的局部加固。调节拉伸组件用于对体外预应力束进行张

紧力的调节，目前，桥体外预应力在锚固区域内容易产生应力集中的现象，使得局部应力较

大，但是本技术方案通过调节拉伸组件，可对不同区域段的体外预应力束的张紧力进行调

节，达到预应力在桥体外分布的均匀性，且可根据实际需要，对桥体承载符合较大的区域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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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体外预应力束加大张紧力，以实现局部特殊加固，以实现全桥的稳定性。

[0007] 进一步，固定组件包括固接在桥体外侧的锚固块，锚固块内固接有用于固定体外

预应力束的锚具，锚具的一端与调节拉伸组件连接，锚具的另一端固接有贯穿锚固块的导

向管。

[0008] 本技术方案中，锚固块用于实现对锚具的固定，进而实现体外预应力束与桥体的

连接支撑，锚具端部的导向管可为体外预应力束的穿设提供通道，传统技术中，体外预应力

束都是固定在锚固块内的，当体外预应力束局部断裂时，需要整体拆除锚固块以实现修补，

本技术方案通过导向管的设置，在为体外预应力束提供连接通道的同时，当体外预应力束

局部断裂时，还方便拆卸和维修，无需破坏锚固块整体结构，也避免了破坏锚固块结构时对

桥体造成损坏的隐患。

[0009] 进一步，锚具包括固接在锚固块内的喇叭管，喇叭管的外侧套设有锚垫板，喇叭管

的一端固接有锚板，锚板上设有若干用于连接体外预应力束的连接孔，锚具的外侧固接有

加固组件。

[0010] 本技术方案中，通过在锚板上设置连接孔，可实现对体外预应力的穿设及位置的

初步固定，锚具外侧固接的加固组件用于实现锚具与锚固块的固定，实现对锚固区域的加

固，进而避免锚固区域由于应力较为集中而产生的锚具与锚固块松脱的问题，保证体外预

应力束锚固的稳定性。

[0011] 进一步，调节拉伸组件包括套设在锚板外侧的罩壳，罩壳内设有若干与连接孔正

对的调节孔，调节孔内均转动连接有螺纹杆，螺纹杆上螺纹连接有调节块，调节块滑动连接

在调节孔内，调节块包括两个可相互扣合的块体，两个块体上均设有圆弧状的紧固槽，两个

紧固槽可拼凑成为紧固孔，紧固槽的内侧均固接有紧固杆。

[0012] 调节拉伸组件用于对体外预应力束的张紧力进行调节，具体的，连接孔与调节孔

正对设置，可保证体外预应力束穿设到调节拉伸区域内，调节块用于夹持并固定体外预应

力束，使用时将体外预应力束穿设后，置于两个块体之间，而后扣合两个块体，实现将体外

预应力束夹持固定在紧固孔内，紧固杆在两个块体相互扣合时，能够对设在紧固孔内的体

外预应力束施加竖向的抵紧力，进而实现对体外预应力束位置的加固，增加体外预应力束

的固定效果。当需要对体外预应力束的张紧力进行调节时，转动螺纹杆，使得调节块沿螺纹

杆轴向移动，通过调节块的移动拉动体外预应力束，进而实现张紧力的调节，操作方便，且

调节量可控。

[0013] 进一步，螺纹杆的一端穿出罩壳的侧壁并固接有调节盘。

[0014] 通过转动调节盘实现螺纹杆的转动，操作方便省力。

[0015] 进一步，体外预应力束包括若干体外索。

[0016] 将体外预应力束设置成若干体外索，多个体外索可共同分担桥体的承载力，进而

增强桥体的加固效果。

[0017] 进一步，桥体的外侧还固接有转向块，转向块内也设有贯穿的导向管。

[0018] 转向块用于对体外预应力束进行力的传递，转向块内的导向管可对体外预应力束

进行导向，从而实现多个体外索拉伸力的汇集。

[0019] 进一步，转向块与锚固块之间设有若干固接在桥体外侧的用于限定体外索位置的

减震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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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减振组件用于转向块与锚固块之间或者转向块与转向块之间的体外索自由度较

大的位置，用于减小体外索在动荷载作用下的振动，进而减少其因振动产生的磨损，在一定

程度上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

[0021] 进一步，减震组件包固接在桥体外侧的连接块，连接块上铰接有两个可相互扣合

的减震块，两个减震块的内侧均设有减震槽，减震槽的内侧均可拆卸连接有缓冲垫。

[0022] 两个连接块相互扣合时，即可实现对体外索的夹持固定，以达到减少抖动的目的；

减震槽内的缓冲垫一方面可实现对体外索的缓冲，达到减小振幅的目的；另一方面缓冲垫

还可对体外索与减震槽进行隔离，减小体外索振动过程中与减震槽之间出现的摩擦磨损。

[0023] 进一步，体外索的外侧均套设有防潮层，罩壳外可拆卸连接有防护罩。

[0024] 防潮层与防护罩分别可对体外索及罩壳进行隔离保护，避免体外索与罩壳由于外

界环境产生的锈蚀现象，进一步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

附图说明

[0025] 图1为本发明连续刚构桥体外预应力加固结构的主视图；

[0026]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1中罩壳的左视图；

[0027] 图3为图1中A1处的放大图；

[0028] 图4为图3中A2处的放大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下面通过具体实施方式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0] 说明书附图中的附图标记包括：锚固块1、导向管2、喇叭管3、锚垫板4、锚板5、连接

孔6、罩壳7、调节孔8、螺纹杆9、调节块10、紧固孔11、紧固杆12、调节盘13、体外索14、转向块

15、减震块16、缓冲垫17、插杆18。

[0031] 实施例1

[0032] 实施例1基本如附图1所示：连续刚构桥体外预应力加固结构，包括多个固接在桥

体外侧部上的锚固机构和设置在锚固机构之间的体外预应力束，相邻两个锚固机构正对设

置，体外预应力束包括四根体外索14，本实施例中的体外索14为钢绞线。锚固机构包括用于

固定体外索14的固定组件和设置在固定组件端部的用于调节体外索14张紧力的调节拉伸

组件。

[0033] 固定组件包括固接在桥体外侧的锚固块1，本实施例中的锚固块1为混凝土锚固块

1，锚固块1内固接有用于固定体外预应力束的锚具。结合图3所示，锚具包括固接在锚固块1

内的喇叭管3，喇叭管3外固定套设有锚垫板4，喇叭管3的一端固接有圆柱状的锚板5，锚板5

上轴向开设有四个横向贯穿的连接孔6，锚垫板4的外侧固接若干竖向倾斜的插杆18，插杆

18穿设固定在混凝土锚固块1内部，起到固定锚垫板4位置的作用。喇叭管3的右端焊接有横

向贯穿锚固块1的导向管2，导向管2用于对体外索14进行导向，同时便于体外索14的穿设。

[0034] 调节拉伸组件位于锚板5的左端部，调节拉伸组件包括套设在锚板5外侧的罩壳7，

结合图2所示，本实施例中的罩壳7包括两个通过合页相互转动连接的半圆形的壳体，两个

半圆形的壳体的端部均焊接有用于穿设螺栓的螺栓孔(图中未示出)，通过螺栓即可实现两

个壳体的扣合和固定。两个壳体相对的一侧(内侧)均开设有半圆形的横向的调节孔8，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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壳体扣合时，可使半圆形的调节孔8拼凑成为圆形的调节孔，调节孔8的右端与连接孔6正

对，调节孔8的左端未贯穿罩壳7的左侧壁。调节孔8内均转动连接有横向的螺纹杆9，螺纹杆

9的左端穿出罩壳7的侧壁并固接有调节盘13。螺纹杆9上螺纹连接有调节块10，调节块10滑

动连接在调节孔8内，调节块10包括两个可相互扣合的块体，两个块体分别横向滑动连接在

两个壳体内，使得螺纹杆9在转动过程中，块体可沿壳体横向滑动，当两个壳体相互扣合时，

可同步使两个块体的相互扣合构成调节块10。结合图4所示，两个块体正对的侧面上(内侧

面)均设有圆弧状的横向的紧固槽，两个紧固槽可拼凑成为圆形的紧固孔11，紧固槽内均固

接有竖向的紧固杆12。

[0035] 桥体的外侧还固接有转向块15，转向块15位于相邻两个锚固块1之间，转向块15内

也设有横向贯穿的导向管2。体外索14的外部均套设有防潮层，本实施例中的防潮层为橡胶

套，罩壳7外罩设有塑料防护罩。

[0036] 具体实施过程如下：现场施工人员可根据对桥体实际情况的勘测，选择性的设置

固定机构的数量，可以根据桥梁的实际需要进行全桥加固或者选择性的局部加固。

[0037] 而后将体外预应力束固定在桥体的外侧，具体的，将四根体外索14的左端分别通

过导向管2穿设置锚固块1内，并分别将四根体外索14穿设到连接孔6内并延伸到调节孔8

内。旋下固定在罩壳7上的螺栓，将两个壳体相互远离转动打开，使得罩壳7内的两个半圆形

的调节孔8相互远离，此时将四根体外索14分别置于正对的两个圆弧状的紧固槽内，使得紧

固槽内的紧固杆12竖向穿设到体外索14内，对体外索14进行竖向固定。而后将两个壳体相

互靠近转动，使得两个壳体相互扣合，使得两个紧固槽相互扣合形成紧固孔11，对体外索14

进行周向的夹紧固定。而后将螺栓穿设到壳体上的螺栓孔内，避免使用时罩壳7松脱。

[0038] 而后将体外索14的右端穿过转向块15内的导向管2，并按照上述同样的操作固定

体外索14的另一端，使得体外索14固定在需要加固的桥体的外侧，分担桥体的承载负荷。使

用一段时间后，体外索14会由于车辆等承重原因产生抖动而出现张紧力下降的问题，此时

需要通过调节拉伸组件调节体外索14的张紧力。具体的，现场施工人员正向转动左端的调

节盘13，带动螺纹杆9正转，螺纹杆9正转过程中会带动与之螺纹连接的调节块10沿螺纹杆9

轴向向左移动，进而带动固定在紧固孔11内固定的体外索14的左端向左移动，实现对体外

索14的拉伸，进而增加体外索14的张紧力。

[0039] 本实施例可通过体外预应力束实现对桥体的外部加固，并且可以根据桥梁的实际

需要进行全桥加固或者选择性的局部加固，并对不同区域段的体外预应力束的张紧力进行

调节，达到预应力在桥体外分布的均匀性，保证运输安全、提高桥梁的使用寿命。

[0040] 实施例2

[0041] 本实施例与实施例1的不同之处仅在于：转向块15与锚固块1之间设有固接在桥体

外侧的用于限定体外索14位置的减震组件。减震组件包固接在桥体外侧的连接块，连接块

上铰接有两个可相互扣合的减震块16，两个减震块16的内侧均设有减震槽，减震槽的内侧

均可拆卸连接有缓冲垫17。使用时，将两个减震块16设有减震槽的一面正对，并使两个减震

块16相互扣合，使得体外索14容纳于两个减震槽之间，而后通过螺栓或者其他连接件将两

个减震块16连接在一起，进行固定。当车辆通过桥梁使桥梁产生承载负荷时，体外索14会产

生抖动，减振组件用于转向块15与锚固块1之间或者转向块15与转向块15之间的体外索14

自由度较大的位置，用于减小体外索14在动荷载作用下的振动，进而减少其因振动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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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损，减震槽内的缓冲垫17一方面可实现对体外索14的缓冲，达到减小振幅的目的；另一方

面缓冲垫17还可对体外索14与减震槽进行隔离，减小体外索14振动过程中与减震槽之间出

现的摩擦磨损。

[0042] 以上所述的仅是本发明的实施例，方案中公知的具体技术方案和/或特性等常识

在此未作过多描述。应当指出，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的前

提下，还可以作出若干变形和改进，这些也应该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这些都不会影响本

发明实施的效果和专利的实用性。本申请要求的保护范围应当以其权利要求的内容为准，

说明书中的具体实施方式等记载可以用于解释权利要求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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