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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针对超大跨径人行景观廊桥的需求，依据马

鞍抛物曲面图形，采用火工煨弯工艺，将钢管弯

曲为异形空间曲线形飞燕式斜拉拱肋，其平面正

投影为椭圆图形，其侧立面投影为飞燕式斜拉拱

桥的造型。钢管混凝土飞燕式斜拉拱肋顶部安装

马鞍形玻璃顶棚，遮风挡雨，安装拱脚系杆缆索，

安装拱肋之间的缆索，形成自平衡结构体系，浮

运拖拉过河，安装主拱吊索和尾部斜拉索，悬吊

椭圆形桥面板，桥面设置花坛和座椅等休憩小

品，供市民休闲娱乐，形成马鞍壳形顶棚的钢管

混凝土斜拉拱人行景观廊桥。具有造型独特，跨

越能力大、施工方便和耐久性好等优点，远看是

亭子近看是廊桥，实现可观、可居、可游的目标，

曲线形廊桥设计元素，提升景观河道市民公园的

人文景观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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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马鞍壳形顶棚的钢管混凝土斜拉拱人行景观廊桥，包括拱桥基础（1）、异形空间

曲线形飞燕式斜拉拱肋（2）、横向钢管支撑梁（3）、马鞍形玻璃顶棚（4）、拱形支撑柱（5）、椭

圆形桥面（6）和空间缆索体系（7），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异形空间曲线形飞燕式斜拉拱肋（2）

的平面投影为椭圆图形，其立面投影为飞燕式斜拉拱肋构形，异形空间曲线形飞燕式斜拉

拱肋（2）由首尾相连的拱形拱肋节段（21）和倾斜塔形拱肋节段（22）组成，拱形拱肋节段

（21）位于异形空间曲线形飞燕式斜拉拱肋（2）的中间区域，倾斜塔形拱肋节段（22）位于异

形空间曲线形飞燕式斜拉拱肋（2）的两端区域；异形空间曲线形飞燕式斜拉拱肋（2）搁置在

拱桥基础（1）之上，左右两根等标高的横向钢管支撑梁（3）连接异形空间曲线形飞燕式斜拉

拱肋（2）的两侧，马鞍形玻璃顶棚（4）搁置在异形空间曲线形飞燕式斜拉拱肋（2）的顶部，拱

形支撑柱（5）的下端固定在异形空间曲线形飞燕式斜拉拱肋（2）之上，拱形支撑柱（5）的上

端支撑马鞍形玻璃顶棚（4），空间缆索体系（7）由拱脚拉索（71）、拱肋间拉索（72）、主拱吊索

（73）和尾部斜拉索（74）构成，拱脚拉索（71）连接异形空间曲线形飞燕式斜拉拱肋（2）的相

邻拱脚，拱肋间拉索（72）两端分别锚固于异形空间曲线形飞燕式斜拉拱肋（2）的跨中和尾

部位置，异形空间曲线形飞燕式斜拉拱肋（2）、拱脚拉索（71）和拱肋间拉索（72）三者形成自

平衡结构体系，浮运拖拉过河，主拱吊索（73）悬挂于异形空间曲线形飞燕式斜拉拱肋（2）的

中间区段，尾部斜拉索（74）锚固于异形空间曲线形飞燕式斜拉拱肋（2）的尾部区段，主拱吊

索（73）和尾部斜拉索（74）吊紧椭圆形桥面（6），横向钢管支撑梁（3）在拱桥基础（1）附近处

支撑椭圆形桥面（6）。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马鞍壳形顶棚的钢管混凝土斜拉拱人行景观廊桥，其特

征在于：所述的马鞍形玻璃顶棚（4）由马鞍形钢管顶棚架（41）、马鞍形空间缆索网（42）和马

鞍形玻璃顶盖（43）组成，马鞍形钢管顶棚架（41）搁置在异形空间曲线形飞燕式斜拉拱肋

（2）之上，马鞍形空间缆索网（42）锚固于马鞍形钢管顶棚架（41）四周，马鞍形玻璃顶盖（43）

覆盖在马鞍形空间缆索网（42）之上。

3.一种建造权利要求1所述的马鞍壳形顶棚的钢管混凝土斜拉拱人行景观廊桥的施工

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第一步：确定生态河流的人行景观廊桥的位置，打入桩基，施工拱桥基础（1）；

第二步：在预制工厂，下料钢管，采用火工煨弯工艺，制作拱形拱肋节段（21）和倾斜塔

形拱肋节段（22），运输到施工现场，在河岸上，焊接拼装成型，形成异形空间曲线形飞燕式

斜拉拱肋（2）；

第三步：工厂预制马鞍形钢管顶棚架（41），施工现场焊接拼装成型，马鞍形空间缆索网

（42）锚固于马鞍形钢管顶棚架（41）四周，马鞍形玻璃顶盖（43）覆盖在马鞍形空间缆索网

（42）之上，形成马鞍形玻璃顶棚（4）；

第四步：在异形空间曲线形飞燕式斜拉拱肋（2）之上，按照先后次序安装横向钢管支撑

梁（3）、拱形支撑柱（5）和马鞍形玻璃顶棚（4），安装拱脚拉索（71），安装拱肋间拉索（72），形

成自平衡结构体系；

第五步：采用浮运方案，拖拉过河，顶升平移，将异形空间曲线形飞燕式斜拉拱肋（2）平

稳落位于拱桥基础（1）之上；

第六步：在异形空间曲线形飞燕式斜拉拱肋（2）之上，安装主拱吊索（73），安装尾部斜

拉索（74），完成空间缆索体系（7），悬吊椭圆形桥面（6），形成马鞍壳形顶棚的钢管混凝土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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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拱人行景观廊桥；

第七步：施工桥面铺装层，安装花坛和座椅休闲建筑小品，安装栏杆和路灯，运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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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马鞍壳形顶棚的钢管混凝土斜拉拱人行景观廊桥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土木工程领域，涉及一种人行景观廊桥，尤其涉及一种马鞍壳形顶棚

的钢管混凝土斜拉拱人行景观廊桥。

背景技术

[0002] 廊桥是一种有屋顶的桥，具有遮阳避雨，供人休憩，交流，聚会，看风景等用途，可

以方便城市市民休闲娱乐。

[0003] 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河道公园人行休闲景观廊桥越来愈多，景观廊桥配合河流

两岸的生态景观带，打造精品公共空间，实现可观、可居、可游的设计目标。

[0004] 人行景观桥设计应简洁、大方，能给人以震撼力或遐想，以城市小品类公共景观桥

为对象，人行景观桥设计必须协调周边环境的关系，借力整体。

[0005] 借鉴古代风雨廊桥设计理念，采用现代建筑材料和施工工艺，建造市民休闲游乐

的生态景观休闲廊桥，提升景观河道市民公园的人文景观效果。

[0006] 景观桥梁是通过桥梁自身结构，结合艺术与曲线美的元素，从桥梁整体外形上实

现桥梁的景观效果。

[0007] 当人行景观廊桥跨径较大时，一般的梁式桥在结构上和施工上就会遇到了相当大

的困难，如果采用带有顶棚的大跨径钢管混凝土拱桥就显得非常合适，一跨过河，这种桥梁

在美学上有特殊美观的造型。

[0008] 针对超大跨径的人行景观廊桥的需求，提出一种马鞍形顶棚的钢管混凝土斜拉拱

肋人行景观廊桥，飞燕式斜拉拱肋采用异形空间曲线钢管构形，廊桥顶部为马鞍抛物曲面

的透明玻璃顶棚造型，遮风挡雨，廊桥桥面结构采用椭圆曲线板梁造型，桥面放置花坛和座

椅等休憩小品。

[0009] 马鞍形顶棚的钢管混凝土斜拉拱人行景观廊桥其平面正投影为椭圆图形，拱肋侧

立面投影为飞燕式斜拉拱桥的造型，钢管混凝土飞燕式斜拉拱肋的顶部安装马鞍形玻璃顶

棚，安装拱脚拉索和拱肋空间拉索体系后，形成自平衡结构体系，浮运拖拉过河，将飞燕式

拱肋平稳落位于拱桥基础之上，飞燕式斜拉拱肋的中间安装主拱吊索，拱肋尾部安装斜拉

缆索，悬吊椭圆形曲线桥面，形成超大跨径的斜拉拱人行景观廊桥。

发明内容

[0010] 技术问题：针对超大跨径的人行景观廊桥的需求，提出一种造型漂亮、跨越能力

大、施工方便和耐久性好的马鞍形顶棚的钢管混凝土斜拉拱肋人行景观廊桥，飞燕式斜拉

拱肋采用异形空间曲线钢管构形，廊桥顶部为马鞍形玻璃顶棚造型，安装拱脚系杆缆索、拱

肋间空间缆索、主拱吊索和尾部斜拉索形成空间缆索结构体系，多组空间缆索协同工作，优

势互补。

[0011] 技术方案：本发明的一种马鞍壳形顶棚的钢管混凝土斜拉拱人行景观廊桥，包括

拱桥基础、异形空间曲线形飞燕式斜拉拱肋、横向钢管支撑梁、马鞍形玻璃顶棚、拱形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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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椭圆形桥面和空间缆索体系，其特征在于：异形空间曲线形飞燕式斜拉拱肋搁置在拱桥

基础之上，左右两根等标高的横向钢管支撑梁连接异形空间曲线形飞燕式斜拉拱肋的两

侧，马鞍形玻璃顶棚搁置在异形空间曲线形飞燕式斜拉拱肋的顶部，拱形支撑柱的下端固

定在异形空间曲线形飞燕式斜拉拱肋之上，拱形支撑柱的上端支撑马鞍形玻璃顶棚，空间

缆索体系由拱脚拉索、拱肋间拉索、主拱吊索和尾部斜拉索构成，拱脚拉索连接异形空间曲

线形飞燕式斜拉拱肋的相邻拱脚，拱肋间拉索两端分别锚固于异形空间曲线形飞燕式斜拉

拱肋的跨中和尾部位置，异形空间曲线形飞燕式斜拉拱肋、拱脚拉索和拱肋间拉索三者形

成自平衡结构体系，浮运拖拉过河，主拱吊索悬挂于异形空间曲线形飞燕式斜拉拱肋的中

间区段，尾部斜拉索锚固于异形空间曲线形飞燕式斜拉拱肋的尾部区段，主拱吊索和尾部

斜拉索吊紧椭圆形桥面，横向钢管支撑梁在拱桥基础附近处支撑椭圆形桥面。

[0012] 优选地，所述的异形空间曲线形飞燕式斜拉拱肋的平面投影为椭圆图形，其立面

投影为飞燕式斜拉拱肋构形，异形空间曲线形飞燕式斜拉拱肋由首尾相连的拱形拱肋节段

和倾斜塔形拱肋节段组成，拱形拱肋节段位于异形空间曲线形飞燕式斜拉拱肋的中间区

域，倾斜塔形拱肋节段位于异形空间曲线形飞燕式斜拉拱肋的两端区域。

[0013] 优选地，所述的马鞍形玻璃顶棚由马鞍形钢管顶棚架、马鞍形空间缆索网和马鞍

形玻璃顶盖组成，马鞍形钢管顶棚架搁置在异形空间曲线形飞燕式斜拉拱肋之上，马鞍形

空间缆索网锚固于马鞍形钢管顶棚架四周，马鞍形玻璃顶盖覆盖在马鞍形空间缆索网之

上。

[0014] 一种马鞍壳形顶棚的钢管混凝土斜拉拱人行景观廊桥的施工方法，该方法包括以

下步骤：

[0015] 第一步：确定生态河流的人行景观廊桥的位置，打入桩基，施工拱桥基础；

[0016] 第二步：在预制工厂，下料钢管，采用火工煨弯工艺，制作拱形拱肋节段和倾斜塔

形拱肋节段，运输到施工现场，在河岸上，焊接拼装成型，形成异形空间曲线形飞燕式斜拉

拱肋；

[0017] 第三步：工厂预制马鞍形钢管顶棚架，施工现场焊接拼装成型，马鞍形空间缆索网

锚固于马鞍形钢管顶棚架四周，马鞍形玻璃顶盖覆盖在马鞍形空间缆索网之上，形成马鞍

形玻璃顶棚；

[0018] 第四步：在异形空间曲线形飞燕式斜拉拱肋之上，按照先后次序安装横向钢管支

撑梁、拱形支撑柱和马鞍形玻璃顶棚，安装拱脚拉索，安装拱肋间拉索，形成自平衡结构体

系；

[0019] 第五步：采用浮运方案，拖拉过河，顶升平移，将异形空间曲线形飞燕式斜拉拱肋

平稳落位于拱桥基础之上；

[0020] 第六步：在异形空间曲线形飞燕式斜拉拱肋之上，安装主拱吊索，安装尾部斜拉

索，完成空间缆索体系，悬吊椭圆形桥面，形成马鞍壳形顶棚的钢管混凝土斜拉拱人行景观

廊桥；

[0021] 第七步：施工桥面铺装层，安装花坛和座椅等休闲建筑小品，安装栏杆和路灯，运

用使用。

[0022] 依据马鞍抛物线图形，弯曲钢管形成异形空间曲线形飞燕式斜拉拱肋，其平面正

投影为椭圆图形，其侧立面投影为飞燕式斜拉拱桥的造型，钢管混凝土飞燕式斜拉拱肋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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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安装马鞍形玻璃顶棚，遮风挡雨，造型漂亮。

[0023] 安装拱脚系杆缆索，安装拱肋之间的缆索，形成自平衡结构体系，浮运拖拉过河，

安装主拱吊索和尾部斜拉索，悬吊椭圆形桥面板，桥面设置花坛和座椅等休憩小品，供市民

休闲娱乐，形成马鞍壳形顶棚的钢管混凝土斜拉拱人行景观廊桥。

[0024] 空间缆索体系由拱脚拉索、拱肋间拉索、主拱吊索和尾部斜拉索组成，设置拱脚拉

索和拱肋间拉索，形成自平衡结构体系，浮运拖拉过河，设置主拱吊索和尾部斜拉缆索，悬

吊椭圆形桥面，多组空间缆索协同工作，优势互补。

[0025] 桥面设置花坛和座椅等休憩小品，种植花草，鸟语花香，供市民休闲娱乐，远看是

雕塑般的美丽亭子，近看是生态人行景观廊桥，实现可观、可居、可游的目标，提升景观河道

市民公园的人文景观效果。

[0026] 有益效果：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以下优点：

[0027] 古代风雨廊桥通常采用梁式桥或者上承式拱桥，其跨径不大，水中通常设置有桥

墩，影响河流航运。古代风雨廊桥的廊架通常是采用木结构廊架，虽然轻质，但其耐久性差，

木材容易腐烂，遇到大风天气，风雨廊桥廊架柱常常发生倒塌事故。

[0028] 古代风雨廊桥的廊架柱通常是采用桥面建筑或者拱上建筑形式，廊架柱锚固于桥

面结构之上，廊架仅仅是作为桥梁荷载作用于桥面之上，不参与桥梁结构的受力，古代风雨

廊桥显得比较笨重，其经济性较差。

[0029] 随着城市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景观河流日益增多，为了方便市民休闲娱乐，实现可

观、可居、可游的设计目标，提升市民公园的人文景观效果，需要修建人行景观桥梁。

[0030] 为了避免设置水中桥墩，必须建造现代化超大跨径人行景观廊桥，突破古代风雨

廊桥的设计理念，通过桥梁自身结构，结合艺术与曲线美的元素，从桥梁整体结构外形上实

现桥梁的景观美学效果，采用现代化的建筑材料和施工工艺，建造生态河道公园的现代化

的超大跨径人行景观桥梁。

[0031] 针对超大跨径的人行景观廊桥的需求，依据景观桥自身结构外形曲线美的原则，

提出一种马鞍形顶棚的钢管混凝土斜拉拱肋人行景观廊桥，飞燕式斜拉拱肋采用异形空间

曲线形飞燕式斜拉拱肋的构形，廊桥顶部为马鞍抛物面空间缆索网的玻璃顶棚，遮风挡雨，

廊桥桥面结构采用椭圆曲线板梁造型，桥面放置圆形花坛和圆弧形座椅等休憩小品，具有

造型漂亮、跨越能力大、结构稳定性好、施工方便和耐久性好等优点。

[0032] 马鞍形玻璃顶棚由马鞍形钢管顶棚架、马鞍形空间缆索网和马鞍形玻璃顶盖组

成，马鞍形钢管顶棚架搁置在异形空间曲线形飞燕式斜拉拱肋之上，马鞍形空间缆索网锚

固于马鞍形钢管顶棚架四周，马鞍形玻璃顶盖覆盖在马鞍形空间缆索网之上。

[0033] 马鞍形玻璃顶棚采用马鞍形空间缆索网结构，轻盈灵巧，遮风挡雨，造型优美，排

水流畅，远看是马鞍抛物曲面玻璃顶棚的休闲亭子，近看是曲线造型的景观廊桥。

[0034] 马鞍形玻璃顶棚替代原有的抗风支撑，形式新颖，构思巧妙，提高了钢管混凝土飞

燕式斜拉拱桥结构的整体性，提高了拱桥结构的侧向稳定性。

[0035] 现有的斜拉拱桥设计是设置专门的桥塔柱结构，增加了桥梁造价和施工周期，异

形空间曲线形飞燕式斜拉拱肋的平面投影为椭圆图形，其立面投影为飞燕式斜拉拱肋构

形，异形空间曲线形飞燕式斜拉拱肋由首尾相连的拱形拱肋节段和倾斜塔形拱肋节段组

成，将椭圆形状钢管弯曲为W形的飞燕式斜拉拱肋，一气呵成，光滑连续，结构简明，倾斜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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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拱肋锚固牢固，结构整体性更好，拱肋结构稳定性更佳。

[0036] 异形空间曲线形飞燕式斜拉拱肋尾端翘起形成倾斜拱形塔状拱肋节段，结构造型

自然，尾巴翘起形成拱形大门，巨大的拱形桥塔门洞可方便行人出入桥面，且造型漂亮，构

思巧妙。

[0037] 在预制工厂，下料钢管，采用火工煨弯工艺弯曲钢管，钢管构件运输到施工现场，

在河岸之上，焊接拼装成型，形成异形空间曲线形飞燕式斜拉拱肋，安装拱脚拉索，安装拱

肋间空间拉索，形成自平衡结构体系，采用浮运方案，拖拉过河，顶升平移，将异形空间曲线

形飞燕式斜拉拱肋落位于拱桥基础之上，在异形空间曲线形飞燕式斜拉拱肋设置主拱吊索

和尾部斜拉缆索，悬吊拼装椭圆形桥面板，施工快捷，可以工业化制作安装施工。

[0038] 在支座附近处，左右两根等标高的横向钢管支撑梁连接三叶玫瑰线形飞燕式斜拉

拱肋的两侧，横向钢管梁作为桥面板搁置横梁结构，同时，横向钢管梁又增加了异形空间曲

线形飞燕式斜拉拱肋的整体性。

[0039] 在支座附近处，拱形支撑柱的下端固定在异形空间曲线形飞燕式斜拉拱肋之上，

拱形支撑柱的上端支撑马鞍形玻璃顶棚，拱形支撑柱减少了马鞍形钢管顶棚架的跨度，提

高了马鞍形钢管顶棚架的竖向刚度。

[0040] 设置拱脚系杆缆索，形成飞燕拱结构，拱脚系杆缆索承担拱桥结构体系的正弯矩，

减少支座不平衡内力，提高飞燕式斜拉拱结构的刚度。

[0041] 设置拱肋间缆索，形成斜拉拱结构，拱肋之间的缆索承担拱桥结构体系的负弯矩，

中间拱推力和尾部翘起斜拉拱形桥塔的反向推力互相平衡，构成自平衡结构体系，消除了

支座不平衡内力，进一步提高飞燕式斜拉拱结构的承载力。

[0042] 拱形拱肋节段位于异形空间曲线形飞燕式斜拉拱肋的中间区域，拱形拱肋节段安

装主拱吊索，悬吊椭圆形桥面，倾斜塔形拱肋节段位于异形空间曲线形飞燕式斜拉拱肋的

两端区域，倾斜塔形拱肋节段安装尾部斜拉缆索，斜拉两端的直线形桥面。

[0043] 钢管混凝土飞燕式斜拉拱肋设置尾部斜拉缆索和主拱吊索，悬吊椭圆形桥面，中

间拱推力和尾部翘起斜拉拱形桥塔的反向推力互相平衡，形成自平衡结构体系，消除了支

座不平衡内力。

[0044] 异形空间曲线形飞燕式斜拉拱肋安装拱脚系杆缆索，安装拱肋之间的缆索，形成

结构整体，浮运拖拉过江，拱肋中间安装主拱吊索，拱肋尾部安装斜拉缆索，异形空间曲线

形飞燕式斜拉拱肋悬吊椭圆形曲线桥面，系杆缆索、拱肋间缆索、主拱吊索和尾部斜拉索形

成空间缆索结构体系，多组空间缆索协同工作，优势互补，大幅度提高了钢管混凝土斜拉拱

人行景观廊桥的受力性能。

[0045] 为了方便市民休闲娱乐，人行景观廊桥的桥面设置花坛座椅等建筑小品，种植花

草，鸟语花香，形成生态景观桥梁，游客悠闲地漫步游玩，欣赏景观河流景色。

[0046] 异形空间曲线形飞燕式斜拉拱肋支撑马鞍曲面形玻璃顶棚，异形空间曲线形飞燕

式斜拉拱肋悬吊椭圆形曲线桥面板，椭圆形桥面板设置圆形花坛和圆弧形座椅，引入多种

结构曲线设计元素，相得益彰，造型漂亮，具有三维空间曲线雕塑美感，马鞍壳形顶棚的钢

管混凝土斜拉拱人行景观廊桥是建筑学和结构学完美的结合。

[0047] 本发明利用马鞍抛物曲面，构成异形空间曲线形飞燕式斜拉拱肋和马鞍形玻璃顶

棚，异形空间曲线形飞燕式斜拉拱肋设置拱脚拉索和拱肋间拉索，形成飞燕式斜拉拱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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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结构体系，浮运拖拉过江，安装主拱吊索和尾部斜拉索，悬吊椭圆形桥面板，形成马鞍

壳形顶棚的钢管混凝土斜拉拱人行景观廊桥。

[0048] 马鞍壳形顶棚的钢管混凝土斜拉拱人行景观廊桥具有造型独特，美丽漂亮、跨越

能力大、结构稳定性好、施工方便和耐久性好等优点，适合50～100米的大跨径的人行景观

廊桥，供市民休闲娱乐，其应用前景良好。

附图说明

[0049] 图1是一种马鞍壳形顶棚的钢管混凝土斜拉拱人行景观廊桥的三维示意图；

[0050] 图2是图1的异形空间曲线形飞燕式斜拉拱肋的三维示意图；

[0051] 图3是图1的马鞍形玻璃顶棚的三维示意图；

[0052] 图4是图1浮运拖拉过河的结构单元的三维示意图；

[0053] 图5是空间缆索体系的三维示意图。

[0054] 图中有：拱桥基础1；异形空间曲线形飞燕式斜拉拱肋2；拱形拱肋节段21；倾斜塔

形拱肋节段22；横向钢管支撑梁3；马鞍形玻璃顶棚4；马鞍形钢管顶棚架41；马鞍形空间缆

索网42；马鞍形玻璃顶盖43；拱形支撑柱5；椭圆形桥面6；空间缆索体系7；拱脚拉索71；拱肋

间拉索72；主拱吊索73；尾部斜拉索74。

具体实施方式

[0055] 下面结合说明书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具体说明。

[0056] 实施例1：

[0057] 本发明的一种马鞍壳形顶棚的钢管混凝土斜拉拱人行景观廊桥，包括拱桥基础1、

异形空间曲线形飞燕式斜拉拱肋2、横向钢管支撑梁3、马鞍形玻璃顶棚4、拱形支撑柱5、椭

圆形桥面6和空间缆索体系7，其特征在于：异形空间曲线形飞燕式斜拉拱肋2搁置在拱桥基

础1之上，左右两根等标高的横向钢管支撑梁3连接异形空间曲线形飞燕式斜拉拱肋2的两

侧，马鞍形玻璃顶棚4搁置在异形空间曲线形飞燕式斜拉拱肋2的顶部，拱形支撑柱5的下端

固定在异形空间曲线形飞燕式斜拉拱肋2之上，拱形支撑柱5的上端支撑马鞍形玻璃顶棚4，

空间缆索体系7由拱脚拉索71、拱肋间拉索72、主拱吊索73和尾部斜拉索74构成，拱脚拉索

71连接异形空间曲线形飞燕式斜拉拱肋2的相邻拱脚，拱肋间拉索72两端分别锚固于异形

空间曲线形飞燕式斜拉拱肋2的跨中和尾部位置，异形空间曲线形飞燕式斜拉拱肋2、拱脚

拉索71和拱肋间拉索72三者形成自平衡结构体系，浮运拖拉过河，主拱吊索73悬挂于异形

空间曲线形飞燕式斜拉拱肋2的中间区段，尾部斜拉索74锚固于异形空间曲线形飞燕式斜

拉拱肋2的尾部区段，主拱吊索73和尾部斜拉索74吊紧椭圆形桥面6，横向钢管支撑梁3在拱

桥基础1附近处支撑椭圆形桥面6。

[0058] 所述的异形空间曲线形飞燕式斜拉拱肋2的平面投影为椭圆图形，其立面投影为

飞燕式斜拉拱肋构形，异形空间曲线形飞燕式斜拉拱肋2由首尾相连的拱形拱肋节段21和

倾斜塔形拱肋节段22组成，拱形拱肋节段21位于异形空间曲线形飞燕式斜拉拱肋2的中间

区域，倾斜塔形拱肋节段22位于异形空间曲线形飞燕式斜拉拱肋2的两端区域。

[0059] 所述的马鞍形玻璃顶棚4由马鞍形钢管顶棚架41、马鞍形空间缆索网42和马鞍形

玻璃顶盖43组成，马鞍形钢管顶棚架41搁置在异形空间曲线形飞燕式斜拉拱肋2之上，马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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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空间缆索网42锚固于马鞍形钢管顶棚架41四周，马鞍形玻璃顶盖43覆盖在马鞍形空间缆

索网42之上。

[0060] 实施例2：

[0061] 本发明的一种马鞍壳形顶棚的钢管混凝土斜拉拱人行景观廊桥的施工方法，包括

以下步骤：

[0062] 第一步：确定生态河流的人行景观廊桥的位置，打入桩基，施工拱桥基础1；

[0063] 第二步：在预制工厂，下料钢管，采用火工煨弯工艺，制作拱形拱肋节段21和倾斜

塔形拱肋节段22，运输到施工现场，在河岸上，焊接拼装成型，形成异形空间曲线形飞燕式

斜拉拱肋2；

[0064] 第三步：工厂预制马鞍形钢管顶棚架41，施工现场焊接拼装成型，马鞍形空间缆索

网42锚固于马鞍形钢管顶棚架41四周，马鞍形玻璃顶盖43覆盖在马鞍形空间缆索网42之

上，形成马鞍形玻璃顶棚4；

[0065] 第四步：在异形空间曲线形飞燕式斜拉拱肋2之上，按照先后次序安装横向钢管支

撑梁3、拱形支撑柱5和马鞍形玻璃顶棚4，安装拱脚拉索71，安装拱肋间拉索72，形成自平衡

结构体系；

[0066] 第五步：采用浮运方案，拖拉过河，顶升平移，将异形空间曲线形飞燕式斜拉拱肋2

平稳落位于拱桥基础1之上；

[0067] 第六步：在异形空间曲线形飞燕式斜拉拱肋2之上，安装主拱吊索73，安装尾部斜

拉索74，完成空间缆索体系7，悬吊椭圆形桥面6，形成马鞍壳形顶棚的钢管混凝土斜拉拱人

行景观廊桥；

[0068] 第七步：施工桥面铺装层，安装花坛和座椅等休闲建筑小品，安装栏杆和路灯，运

用使用。

[0069] 实施例3：

[0070] 某68米宽的景观河流，河流两岸为生态景观带，为了进一步方便市民休闲娱乐，需

要修建一座大跨径的景观风雨廊桥，为了实现可观、可居、可游的设计目标，采用马鞍壳形

顶棚的钢管混凝土斜拉拱人行景观廊桥的结构形式，

[0071] 钢管混凝土飞燕式斜拉拱的马鞍形顶棚人行景观廊桥横跨河道公园景观河流，桥

梁总长为70米，跨径为12米+36米+12米。

[0072] 马鞍形顶棚风雨廊桥的平面正投影为椭圆图形，其椭圆长轴长度51米，宽度为20

米，马鞍形钢管顶棚架采用0.8米直径钢管，钢管壁厚12mm，马鞍形空间缆索网固定在马鞍

形钢管顶棚架之上，采用镀锌高强钢丝缆索直径0.08米，纵向设置9道钢丝，横向设置5道钢

丝，马鞍形玻璃顶盖覆盖在马鞍形空间缆索网之上，马鞍形玻璃顶盖采用淡蓝色钢化玻璃。

[0073] 飞燕式斜拉拱肋采用异形空间曲线钢管构架外形，其平面正投影为椭圆图形，拱

肋侧立面投影为余弦函数，采用0.8米直径钢管，钢管壁厚16mm，内灌C50混凝土.

[0074] 在异形空间曲线钢管构架的拱脚处，左右两侧均设置二根横向钢管作为桥面板的

支撑横梁，横梁钢管直径0.8米，钢管壁厚16mm，内灌C40混凝土。

[0075] 为了减少马鞍形钢管顶棚架的跨径，改善马鞍形玻璃顶棚的受力性能，在拱桥支

座处设置拱形支撑柱，拱形支撑柱搁置在异形空间曲线钢管构架之上，拱形支撑柱上部顶

紧马鞍状椭圆环形钢管，拱形支撑柱采用0.4米直径钢管，钢管壁厚8mm，内灌C40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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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6] 马鞍玻璃顶棚的钢管混凝土飞燕式斜拉拱的拱脚支座之间设置系杆拉索，共计4

根，肋脚拉索采用1670MPa的镀锌高强钢丝，拱脚拉索直径为0.3米，设置系杆拉索形成飞燕

式拱桥结构，减少支座不平衡内力，提高钢管混凝土斜拉拱桥的承载力。

[0077] 马鞍玻璃顶棚的钢管混凝土飞燕式斜拉拱桥的中央拱肋和尾部翘起的斜拉桥塔

之间设置拱肋间拉索，左右各3根，共计12根，拱肋拉索采用1670MPa的镀锌高强钢丝，高强

拉索直径为0.16米，设置拱肋间拉索形成斜拉拱桥结构体系，减少支座不平衡内力，提高飞

燕式斜拉拱结构的刚度。

[0078] 异形钢管飞燕式斜拉拱肋安装拱脚系杆拉索，安装拱肋之间的缆索，加强结构整

体性，浮运拖拉过江，然后，安装主拱吊索和尾部斜拉索，异形钢管飞燕式斜拉拱肋悬吊椭

圆形桥面板，形成马鞍顶棚的钢管混凝土飞燕式斜拉拱人行景观廊桥。

[0079] 马鞍玻璃顶棚的飞燕式斜拉拱桥中间设置主拱吊索悬吊椭圆形桥面板，尾部设置

斜拉缆索悬吊直线段桥面板，吊索和斜拉均采用1670MPa的镀锌高强钢丝，吊索和斜拉缆索

直径均为0.16米，吊索间距为6米，斜拉索间距为5米。

[0080] 桥面板由中间椭圆形桥面板和两端直线形桥面板组成，桥面板采用钢筋混凝土梁

格式加劲梁结构体系，加劲梁高度为1.0米。

[0081] 桥面板两侧安装金属栏杆，桥面板中央布置椭圆形花坛，桥面板两侧设置花坛座

椅，生态环保，鸟语花香，方便市民休闲游玩，远看是马鞍抛物曲面玻璃顶棚的休闲亭子，近

看是曲线造型的景观廊桥，具有三维曲线雕塑般的美丽。

[0082]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应

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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