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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悬索桥锚碇结构及其实施方法

(57)摘要

一种悬索桥锚碇结构，包括锚碇主体、主缆

锚固体系、预应力锚索，所述锚碇主体包括锚碇

锚块、锚碇基础、锚碇围护结构、锚索锚室，所述

锚碇锚块的一端固定连接所述锚碇基础，另一端

固定连接所述锚碇围护结构；所述锚碇锚块、锚

碇基础、锚碇围护结构共同围成中间为所述锚索

锚室空间的封闭结构；所述主缆锚固体系位于所

述锚索锚室内，并锚固于所述锚碇锚块的内侧，

所述锚碇锚块的外侧反向锚固有所述预应力锚

索。本发明提供了一种与主缆锚固段方向相同的

预应力锚索构造，通过预应力锚索直接抵抗主缆

锚固体系的拉力，改变了重力式锚索通过基底摩

擦力来抵抗主缆拉力水平分力、通过重力来抵抗

主缆拉力竖向分力的受力机理，提高了锚碇工作

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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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悬索桥锚碇结构，包括锚碇主体、主缆锚固体系，其特征在于，还包括预应力锚

索，所述锚碇主体包括锚碇锚块(10)、锚碇基础(11)、锚碇围护结构(12)、锚索锚室(13)，所

述锚碇锚块(10)的一端固定连接所述锚碇基础(11)，另一端固定连接所述锚碇围护结构

(12)；所述锚碇锚块(10)、锚碇基础(11)、锚碇围护结构(12)共同围成中间为所述锚索锚室

(13)空间的封闭结构；

所述主缆锚固体系位于所述锚索锚室(13)内，并锚固于所述锚碇锚块(10)的内侧，所

述锚碇锚块(10)的外侧反向锚固有所述预应力锚索，所述预应力锚索与所述主缆锚固体系

的锚固段的方向相同；

所述预应力锚索包括锚索张拉端(20)、锚索自由段(25)、锚索锚固段(26)，所述锚索张

拉端(20)锚固于所述锚碇锚块(10)上，所述锚索自由段(25)位于软土地基中，所述锚索锚

固段(26)位于基岩中；所述预应力锚索包括第一批张拉锚索(21)、第二批张拉锚索(22)、第

三批张拉锚索(23)、第四批张拉锚索(24)，所述预应力锚索在张拉时分批次对称进行张拉。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悬索桥锚碇结构，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地基处理体系，所述地

基处理体系包括复合地基处理(40)、锚碇基础地基换填(41)、锚碇锚块地基换填(42)、土石

回填(43)。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悬索桥锚碇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复合地基处理(40)包括深

层搅拌桩、高压旋喷桩、挤密桩、置换桩、长短桩、桩网复合、灌浆、夯实、挤密和/或置换。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悬索桥锚碇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主缆锚固体系包括主缆

(30)、散索点(31)、连接器(32)、锚固拉杆(33)、锚固型钢(34)，所述散索点(31)位于所述锚

索锚室(13)内，所述主缆(30)在所述散索点(31)的位置分散并通过所述连接器(32)与所述

锚固拉杆(33)连接，所述锚固拉杆(33)通过所述锚固型钢(34)锚固于所述锚碇锚块(10)

内。

5.一种悬索桥锚碇结构的实施方法，包括根据权利要求1～4任一所述的悬索桥锚碇结

构，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对地基进行预处理，所述预处理包括锚碇基础处的地基换

填、锚碇锚块处的地基换填、锚碇围护结构处的土石回填、锚碇底部进行复合地基处理

(40)；对预应力锚索的张拉分多个批次对称进行，所述预应力锚索张拉时的步骤为：对称张

拉第一批张拉锚索(21)，施工主缆、吊索及钢主梁；对称张拉第二批张拉锚索(22)，施工一

半桥面二期恒载；对称张拉第三批张拉锚索(23)，完成全部桥面二期恒载；对称张拉第四批

张拉锚索(24)。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悬索桥锚碇结构的实施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复合地基处理

(40)的方法包括：深层搅拌桩、高压旋喷桩、挤密桩、置换桩、长短桩、桩网复合、灌浆、夯实、

挤密、置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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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悬索桥锚碇结构及其实施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桥梁工程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悬索桥锚碇结构及其实施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锚碇是地锚式悬索桥锚固主缆的最为重要的结构之一，其功能是将主缆拉力传给

锚碇锚块，再通过锚碇锚块将力传递给锚碇基础，最后传到地基中，从而起到平衡主缆拉

力、为主缆提供锚固力的作用。常见的锚碇形式有重力锚、隧道锚和岩锚。从适应性来说，考

虑不同的基础形式，重力式锚碇几乎适用于所有场合，完全的重力式锚碇通过锚体与地基

之间的摩擦力来平衡主缆水平分力，效率较低且对地基承载力要求较高。隧道锚适用于地

质条件良好，地形条件有利于在山体开挖隧洞的场合，它是将混凝土锚板或锚块设置于隧

洞底部、锚块嵌固在隧洞中与岩体形成整体来抵抗主缆拉力的。岩锚适用于地质条件极好，

且地形条件有利于总体布置的条件，其适用面较窄，具体运用需结合地形地质条件并考虑

施工条件综合确定。

[0003] 悬索桥尤其是小型人行悬索桥以其跨度大、基础数量少、造型美观、施工简便以及

经济性好等特点，被广泛地应用于山区峡谷及景区观光类项目。该类地区由于地基覆盖层

较深，地基条件较差，不便于采用隧道锚和岩锚。而重力式锚碇往往体量较大，需要进行大

开挖且地基承载力和地基沉降要求较高，一般采用岩石作为持力层，地基条件较差时需要

进行深基坑开挖和制作沉井、地下连续墙或大直径桩基础等复杂的基础形式，有施工难度

大、经济性差的缺点，不利于小型悬索桥在复杂地形地质条件下的应用和推广。因此，有必

要研究一种适用于覆盖层软土地基、施工简便且经济性好的锚碇形式，来解决软土地基的

悬索桥锚碇的构造和施工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旨在提供一种悬索桥锚碇结构及其实施方法，

该悬索桥锚碇结构及其实施方法可实现在软土地基及场地狭小地段不进行大开挖就可设

置缆索锚碇，从而使桥位处采用悬索桥桥型方案变得经济可行，扩大了悬索桥的应用范围。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6] 一种悬索桥锚碇结构，包括锚碇主体、主缆锚固体系，其结构特点是，还包括预应

力锚索，所述锚碇主体包括锚碇锚块、锚碇基础、锚碇围护结构、锚索锚室，所述锚碇锚块的

一端固定连接所述锚碇基础，另一端固定连接所述锚碇围护结构；所述锚碇锚块、锚碇基

础、锚碇围护结构共同围成中间为所述锚索锚室空间的封闭结构；所述主缆锚固体系位于

所述锚索锚室内，并锚固于所述锚碇锚块的内侧，所述锚碇锚块的外侧反向锚固有所述预

应力锚索。

[0007]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与主缆锚固段方向相同的预应力锚索构造，通过预应力锚索直

接抵抗主缆锚固体系的拉力，改变了重力式锚索通过基底摩擦力来抵抗主缆拉力水平分

力、通过重力来抵抗主缆拉力竖向分力的受力机理，提高了锚碇工作效率。应用高强抗拉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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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提高了材料利用效率，大大降低了工程材料的用量，节约了工程造价。通过锚碇锚块的转

换作用将主缆锚固体系的拉力传递给预应力锚索，锚碇锚块的体积满足局部受力要求即

可，锚碇锚室只需满足预应力锚索的张拉空间即可，整个锚碇主体的尺寸很小。

[0008] 进一步的，还包括地基处理体系，所述地基处理体系包括复合地基处理、锚碇基础

地基换填、锚碇锚块地基换填、土石回填。

[0009] 所述复合地基处理包括深层搅拌桩、高压旋喷桩、挤密桩、置换桩、长短桩、桩网复

合、灌浆、夯实、挤密和/或置换。

[0010] 通过对地基进行预处理的方法，改善地基承载力。将锚碇主体直接置于经过处理

后的地基上，避免了深基础开挖和复杂基础的制作，降低了基础施工难度，避免了大开挖施

工，提高了悬索桥在不良地质段的适用性和经济性。

[0011] 进一步的，所述预应力锚索包括锚索张拉端、锚索自由段、锚索锚固段，所述锚索

张拉端锚固于所述锚碇锚块上，所述锚索自由段位于软土地基中，所述锚索锚固段位于基

岩中。所述预应力锚索沿主缆同方向倾斜延伸至基岩并锚固，要求有足够的锚固长度以抵

抗张拉力，待锚索锚固段注浆且强度达到张拉要求后进行预应力锚索的张拉。

[0012] 所述预应力锚索包括第一批张拉锚索、第二批张拉锚索、第三批张拉锚索、第四批

张拉锚索，所述预应力锚索在张拉时分批次对称进行张拉。按理论恒载计算确定，施工过程

中应监测锚碇背面的土压力，必要时可依据实测土压力值适当调整张拉工序和张拉力，以

保证土压应力在地基允许范围内。

[0013] 进一步的，所述主缆锚固体系包括主缆、散索点、连接器、锚固拉杆、锚固型钢，所

述散索点位于所述锚索锚室内，所述主缆在所述散索点的位置分散并通过所述连接器与所

述锚固拉杆连接，所述锚固拉杆通过所述锚固型钢锚固于所述锚碇锚块内。

[0014] 基于同一种发明构思，本发明还提出了一种悬索桥锚碇结构的实施方法，对地基

进行预处理，所述预处理包括锚碇基础处的地基换填、锚碇锚块处的地基换填、锚碇围护结

构处的土石回填、锚碇底部进行复合地基处理。

[0015] 进一步的，所述复合地基处理的方法包括：深层搅拌桩、高压旋喷桩、挤密桩、置换

桩、长短桩、桩网复合、灌浆、夯实、挤密、置换。

[0016] 通过对锚碇主体周围的地基进行预处理的方法，经过处理后，提高了与锚碇基础

接触地基的承载力和刚度，保证锚索张拉时地基的强度和稳定性。

[0017] 进一步的，还包括如下步骤：对预应力锚索的张拉分多个批次对称进行张拉，张拉

时的步骤为：对称张拉第一批张拉锚索，施工主缆、吊索及钢主梁；对称张拉第二批张拉锚

索，施工一半桥面二期恒载；对称张拉第三批张拉锚索，完成全部桥面二期恒载；对称张拉

第四批张拉锚索。

[0018] 根据施工阶段主缆的实际拉力大小，通过反向分批次张拉预应力锚索的实施方

式，控制锚碇基底应力，控制的目标以施工期张拉锚索后，锚碇基础和背墙后的土体或复合

地基不被破坏并保留可靠的安全系数为准；成桥后，预应力锚索的预应力总留有一定的锚

固安全系数，并在主缆的内力包络范围内，锚碇基础不会遭到破坏。

[001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20] 1)本发明是利用预应力锚索抵抗主缆的拉力，并利用复合地基处理和地基换填抵

抗锚索不平衡张拉力。区别于岩锚体系，本发明可应用锚碇置于软土地基上的情况，克服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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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地基不适宜设置锚碇的缺点，发挥钢绞线锚索的材料强度，同时克服大体积重力锚体量

大，开挖方量大、地基承载力不易满足和造价高昂的缺点，大大改善了软土地基上锚碇的工

程应用条件，可实现在软土地基、场地狭小地段上不进行大开挖便可设置缆索锚碇，从而使

桥位处采用悬索桥桥型方案变得经济可行，扩大了悬索桥的应用范围。

[0021] 2)本发明提供了一种与主缆锚固段方向相同的预应力锚索构造，通过预应力锚索

直接抵抗主缆拉力，改变了重力式锚索通过基底摩擦力来抵抗主缆拉力水平分力、通过重

力来抵抗主缆拉力竖向分力的受力机理，提高了锚碇工作效率。应用高强抗拉材料提高了

材料利用效率，大大降低了工程材料的用量，节约了工程造价。

[0022] 3)本发明通过锚碇锚块的转换作用将主缆锚固体系的拉力传递给预应力锚索，锚

碇锚块的体积满足局部受力要求即可，锚碇锚室只需满足预应力锚索的张拉空间即可，整

个锚碇主体的尺寸很小。

[0023] 4)本发明通过对地基进行预处理的方法，改善地基承载力。将锚碇主体直接置于

经过处理后的地基上，避免了深基础开挖和复杂基础的制作，降低了基础施工难度，避免了

大开挖施工，提高了悬索桥在不良地质段的适用性和经济性。

[0024] 5)本发明提供了锚碇主体周围地基处理的方法，经过处理后，提高了与锚碇基础

接触地基的承载力和刚度，保证锚索张拉时地基的强度和稳定性。

[0025] 6)本发明根据主缆在不同施工和成桥工况下的拉力确定总锚索数量和张拉力，确

保成桥运营后地基不至破坏，主缆拉力作用下锚索预拉力仍有余度。

[0026] 7)本发明根据处理后的地基承载能力确定施工阶段的主缆拉力大小可确定锚索

张拉的批次和张拉力，保证实施过程中锚索张拉时地基不被破坏。

附图说明

[0027] 图1是本发明的悬索桥锚碇结构的立面示意图；

[0028] 图2是本发明的悬索桥锚碇结构的分批张拉平面示意图。

[0029] 在图中

[0030] 10‑锚碇锚块；11‑锚碇基础；12‑锚碇围护结构；13‑锚索锚室；

[0031] 20‑锚索张拉端；21‑第一批张拉锚索；22‑第二批张拉锚索；23‑第三批张拉锚索；

24‑第四批张拉锚索；25‑锚索自由段；26‑锚索锚固段；

[0032] 30‑主缆；31‑散索点；32‑连接器；33‑锚固拉杆；34‑锚固型钢；

[0033] 40‑复合地基处理；41‑锚碇基础地基换填；42‑锚块地基换填；43‑土石回填；

[0034] 50‑岩土分界面；51‑软土地基；52‑基岩；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以下将参考附图并结合实施例来详细说明本发明。需要说明的是，在不冲突的情

况下，本发明中的实施例及实施例中的特征可以相互组合。为叙述方便，下文中如出现

“上”、“下”、“左”、“右”字样，仅表示与附图本身的上、下、左、右方向一致，并不对结构起限

定作用。

[0036] 一种悬索桥锚碇结构，如图1所示，包括锚碇主体、主缆锚固体系，其结构特点是，

还包括预应力锚索，所述锚碇主体包括锚碇锚块10、锚碇基础11、锚碇围护结构12、锚索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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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13，所述锚碇锚块10的一端固定连接所述锚碇基础11，另一端固定连接所述锚碇围护结

构12；所述锚碇锚块10、锚碇基础11、锚碇围护结构12共同围成中间为所述锚索锚室13空间

的封闭结构；所述主缆锚固体系位于所述锚索锚室13内，并锚固于所述锚碇锚块10的内侧，

所述锚碇锚块10的外侧反向锚固有所述预应力锚索。

[0037] 所述预应力锚索包括锚索张拉端20、锚索自由段25、锚索锚固段26，所述锚索张拉

端20锚固于所述锚碇锚块10上，所述锚索自由段25位于软土地基51中，所述锚索锚固段26

位于基岩52中。所述预应力锚索沿主缆同方向倾斜延伸至基岩52并锚固，要求有足够的锚

固长度以抵抗张拉力，待锚索锚固段26注浆且强度达到张拉要求后进行预应力锚索的张

拉。

[0038] 还包括地基处理体系，所述地基处理体系包括复合地基处理40、锚碇基础地基换

填41、锚碇锚块地基换填42、土石回填43。所述复合地基处理40包括深层搅拌桩、高压旋喷

桩、挤密桩、置换桩、长短桩、桩网复合、灌浆、夯实、挤密和/或置换。通过对地基进行预处理

的方法，改善地基承载力。将锚碇主体直接置于经过处理后的地基上，避免了深基础开挖和

复杂基础的制作，降低了基础施工难度，避免了大开挖施工，提高了悬索桥在不良地质段的

适用性和经济性。

[0039] 进一步的，所述主缆锚固体系包括主缆30、散索点31、连接器32、锚固拉杆33、锚固

型钢34，所述散索点31位于所述锚索锚室13内，所述主缆30在所述散索点31的位置分散并

通过所述连接器32与所述锚固拉杆33连接，所述锚固拉杆33通过所述锚固型钢34锚固于所

述锚碇锚块10内。

[0040] 该悬索桥锚碇结构的实施方法在于：对地基进行预处理，所述预处理包括锚碇基

础处的地基换填、锚碇锚块处的地基换填、锚碇围护结构处的土石回填、锚碇底部进行复合

地基处理。

[0041] 进一步的，所述复合地基处理的方法包括：深层搅拌桩、高压旋喷桩、挤密桩、置换

桩、长短桩、桩网复合、灌浆、夯实、挤密、置换。通过对锚碇主体周围的地基进行预处理的方

法，经过处理后，提高了与锚碇基础接触地基的承载力和刚度，保证锚索张拉时地基的强度

和稳定性。

[0042] 对预应力锚索的张拉分多个批次对称进行张拉，张拉时的步骤为：对称张拉第一

批张拉锚索21，施工主缆、吊索及钢主梁；对称张拉第二批张拉锚索22，施工一半桥面二期

恒载；对称张拉第三批张拉锚索23，完成全部桥面二期恒载；对称张拉第四批张拉锚索24。

根据施工阶段主缆的实际拉力大小，通过反向分批次张拉预应力锚索的实施方式，控制锚

碇基底应力，控制的目标以施工期张拉锚索后，锚碇基础和背墙后的土体或复合地基不被

破坏并保留可靠的安全系数为准；成桥后，预应力锚索的预应力总留有一定的锚固安全系

数，并在主缆的内力包络范围内，锚碇基础不会遭到破坏。

[0043] 本发明是利用预应力锚索抵抗主缆的拉力，并利用复合地基处理和地基换填抵抗

锚索不平衡张拉力。区别于岩锚体系，本发明可应用锚碇置于软土地基上的情况，克服软弱

地基不适宜设置锚碇的缺点，发挥钢绞线锚索的材料强度，同时克服大体积重力锚体量大，

开挖方量大、地基承载力不易满足和造价高昂的缺点，大大改善了软土地基上锚碇的工程

应用条件，可实现在软土地基、场地狭小地段上不进行大开挖便可设置缆索锚碇，从而使桥

位处采用悬索桥桥型方案变得经济可行，扩大了悬索桥的应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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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4] 上述实施例阐明的内容应当理解为这些实施例仅用于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而不

用于限制本发明的范围，在阅读了本发明之后，本领域技术人员对本发明的各种等价形式

的修改均落入本申请所附权利要求所限定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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