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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改进的轻型模块化钢-混

组合小箱梁简支桥。本发明进一步提出采用超高

性能加劲肋混凝土桥面板代替高性能混凝土实

心桥面板，并与U型钢梁组合成轻型化的梁，目的

在于提供工厂化预制、模块化施工外，最大限度

地提高超高性能混凝土的利用效率、降低混凝土

桥面板的预制重量，充分发挥超高性能加劲肋混

凝土板的抗拉压性能，使其成为运输安装便捷、

受力行为更为合理的桥梁。本发明除具备一般装

配化桥梁的优势外，还具有结构受力更为合理、

耐久性好，在降低上部结构重量的同时，进一步

减轻下部结构墩台的重量及基础承载力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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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改进的轻型模块化钢-混组合小箱梁简支桥，其特征在于包括纵钢主梁(1)、超

高性能加劲肋混凝土桥面板(2)、横向加劲肋(3)、纵向加劲肋(4)、超高性能混凝土接缝

(5)、钢横隔板锚固板(6)、钢横隔板(7)、U型钢筋(8)、托板(9)、高强螺栓(10)、群栓钉(11)、

横向预应力束筋及管道(12)、普通钢筋(13)、剪力键(14)；该小箱梁简支桥采用的超高性能

混凝土加劲肋桥面板(2)，通过在每块超高性能加劲肋混凝土桥面板(2)沿纵向布设多道纵

向加劲肋(4)、沿横向布设多道横向加劲肋(3)形成格子梁结构，减轻了板重、充分发挥了超

高性能混凝土的抗拉、抗压性能；

所述的超高性能加劲肋混凝土桥面板(2)由工厂预制，且每隔一定间距的横向加劲肋

(3)位置处需预留横向预应力筋管道(12)，便于后续横向预应力筋张拉，加强桥面横向联

系；且超高性能加劲肋混凝土桥面板(2)每隔一定间距需在纵向加劲肋(4)处预留群栓钉

(11)的预留孔便于后续灌浆施工，且该预留孔错开横向加劲肋(3)进行布置；

为进一步增加横向整体性和刚度，每隔一定距离布置钢横隔板(7)用以连接各个纵钢

主梁(1)；

通过搭接预留U型钢筋(8)及于接缝处浇筑快硬早强的超高性能混凝土进行桥面板之

间的横向有效连接；通过位于端部加宽横向加劲肋(3)的剪力键(14)的拼接实现桥面板的

纵向有效连接；

每隔一定距离布设横向预应力束筋及管道(12)，以增强桥梁横向联系及桥面板抗裂

性；

所述的纵钢主梁(1)由钢底板和两块斜钢腹板组成，纵钢主梁的截面呈上宽下窄的梯

形，下部宽为bb,上部宽为bt，其上下宽度比范围在1.0-1.4；纵钢主梁之间通过横隔板锚固

板7、钢横隔板6连接，具体采用高强螺栓(10)进行有效连接；

所述的超高性能加劲肋混凝土桥面板(2)长为Lm,宽为b，高度为hc，且各块超高性能加

劲肋混凝土桥面板(2)之间衔接部位均应设置带有剪力键(14)的加宽的横向加劲肋，加强

纵向桥面连接，超高性能加劲肋混凝土桥面板(2)内配置有普通钢筋(13)；

所述的横向加劲肋(3)间距为Lh，宽度为bh，且端部加宽的横向加劲肋宽度为bj，高度与

桥面板保持一致，即hc，从而进一步加强纵向桥面板连接；

所述的纵向加劲肋(4)按构造要求沿每块超高性能加劲肋混凝土桥面板(2)纵向需布

置3～4道，其宽度为bh，高度与桥面板保持一致，即hc；其中与托板位置相对应的两道纵向加

劲肋间距为bt，即纵钢主梁的上部宽度；托板位置对应的纵向加劲肋与翼板位置对应的纵

向加劲肋的间距为bc，即翼板长度，且侧边纵向加劲肋宽度为0.5bh；

所述的钢横隔板(7)分为箱内钢横隔板和箱外钢横隔板；沿桥跨方向每隔4-6m进行布

设，以确保梁架设和运营时的稳定及协同工作；且钢横隔板的高度小于纵钢主梁的高度；钢

横隔板(7)与纵钢主梁(1)通过固定于主梁的锚固板(6)连接，锚固板(6)截面呈L型；钢横隔

板与锚固板采用高强螺栓(10)连接；

所述的U型钢筋(8)是实现各超高性能混凝土加劲肋桥面板(2)之间接缝的连接而预留

的钢筋，并在桥面板U型钢筋(8)对接连接中应放置纵向受力的防腐环氧钢筋并绑扎固定，

再在超高性能混凝土加劲肋桥面板(2)之间的浇筑超高性能混凝土企口湿接缝5，U型钢筋

的布置采用加密布置的方式；

所述的托板(9)设置在纵钢主梁(1)与超高性能混凝土加劲肋桥面板(2)连接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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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群栓钉10每隔间距为Ls焊接在托板上，托板的设置有助于预留孔中超高性能混凝土接

缝(5)的浇筑。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改进的轻型模块化钢-混组合小箱梁简支桥的施工方法，其

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1) .预制纵钢主梁：在预制纵钢主梁(1)时，完成托板(9)、群栓钉(11)、箱内钢横

隔板(7)、箱内钢横隔板锚固板(6)与纵钢主梁(1)的连接；

步骤(2) .超高性能加劲肋混凝土桥面板预制：超高性能加劲肋混凝土桥面板(2)内所

需的普通钢筋(13)，根据桥梁的受力要求按照规范要求进行配筋；同时在超高性能加劲肋

混凝土桥面板预制时，预留用于接缝的带U型钢筋(8)、横向预应力束筋管道(12)(位于横向

加劲肋位置)以及群栓钉(11)的预留孔；

步骤(3) .钢-混组合梁运输吊装；将已预制完成的纵钢主梁(1)、超高性能加劲肋混凝

土桥面板(2)运输至桥址后，先将预制好的纵钢主梁架设在支承上，再在纵钢主梁上放置超

高性能混凝土加劲肋桥面板(2)进行精确对位，特别是接缝和剪力键位置；

步骤(4) .横向连接；此阶段需对各块超高性能加劲肋混凝土桥面板(2)之间的接缝的

预留U型钢筋(8)进行连接，且在其连接位置处穿入放置纵向受力的防腐环氧钢筋并绑扎固

定，再在各块桥面板之间浇筑超高性能混凝土接缝(5)；同时对超高性能加劲肋混凝土桥面

板(2)中群栓钉(11)的预留孔进行超高性能混凝土4进行浇筑；此外，还应将小箱梁间的外

钢横隔板6进行连接拼装，加强横向联系；

步骤(5) .横向预应力束筋张拉；待接缝处混凝土达到设计强度的80％后对横向预应力

束筋12进行张拉；

步骤(6) .桥面铺装及附属设施的施工；在完成步骤1-5后，对桥面进行铺装和附属设施

的施工；桥面铺装采用沥青混凝土铺装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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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改进的轻型模块化钢-混组合小箱梁简支桥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土木工程领域，具体内容涉及一种改进的轻型模块化钢-混组合小箱

梁简支桥及其施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多梁式钢-混凝土组合小箱梁桥是组合结构桥的一种类型，它是在钢结构、混凝土

结构和薄壁箱梁结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梁格体系组合梁桥形式，在城市快速路网

建设中有非常广泛的应用前景。目前在我国，多室钢-混小箱梁钢筋混凝土面板大多采用的

是普通强度的混凝土，施工方法更多的也是采用现场浇筑。为此，本发明人曾在2015年就

《一种模块化钢-混快速施工小箱梁桥及其施工方法》申请国家发明专利，2017年5.17中国

知识产权局授予了该项发明专利(专利号201510365055.7)。在该项专利中，将高强混凝土

材料引入到预制钢筋混凝土桥面板中，对结构质量的减轻、施工效率的提高以及结构长期

使用性能的提升都具有重要意义；其次，引入工厂化的模块化施工技术，将每个梁单元模块

在预制工厂预制及养护存放，待用时运送到桥梁现场，进行拼装连接或接缝的填充。此方法

无需在施工现场搭设支架，可以最大限度降低桥梁施工对周围环境及交通的影响，并实现

简支桥梁的快速施工和架设。

[0003] 本发明在《一种模块化钢-混快速施工小箱梁桥及其施工方法》国家发明专利的基

础上，进一步提出采用超高性能加劲肋混凝土桥面板代替高性能混凝土实心桥面板，并与U

型钢梁组合成轻型化的梁，目的在于提供工厂化预制、模块化施工外，最大限度地提高超高

性能混凝土的利用效率、降低混凝土桥面板的预制重量，充分发挥超高性能加劲肋混凝土

板的抗拉压性能，使其成为运输安装便捷、受力行为更为合理的桥梁。本发明除具备一般装

配化桥梁的优势外，还具有结构受力更为合理、耐久性好，在降低上部结构重量的同时，进

一步减轻下部结构墩台的重量及基础承载力的要求。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提出了一种改进的轻型模块化钢-混组合小箱梁简支桥及。本发明采用超

高性能加劲肋混凝土桥面板代替高性能混凝土实心桥面板，进一步发挥超高性能混凝土加

劲肋板抗压、拉性能，并与U型钢梁组合形成轻型钢-混组合梁，本发明提供以下技术方案：

[0005] 一种改进的轻型模块化钢-混组合小箱梁简支桥，包括纵钢主梁1、超高性能加劲

肋混凝土桥面板2、横向加劲肋3、纵向加劲肋4、超高性能混凝土接缝5、钢横隔板锚固板6、

钢横隔板7、U型钢筋8、托板9、高强螺栓10、群栓钉11、横向预应力束筋及管道12、普通钢筋

13、剪力键14。

[0006] 本发明与发明专利201510365055.7(一种简支模块化的钢-混组合小箱梁桥)设计

不同的是：本专利采用的超高性能混凝土加劲肋桥面板2，通过在每块桥面板沿纵向布设若

干道纵向加劲肋4、沿横向布设若干道横向加劲肋3形成格子梁结构；同时，采用超高性能混

凝土代替之前的高性能混凝土，相较于之前的实心高性能混凝土板，该结构进一步减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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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重，充分发挥了超高性能混凝土的抗拉、抗压性能，结构形式更合理。以实例1中的组合桥

为例，若采用传统实心截面混凝土桥面板则需123.75m3，而采用超高性能混凝土加劲肋桥

面板2所需混凝土仅需88.74m3，减少了35.01m3(28.3％)，相应质量减轻70.02吨,大大减轻

了桥面板质量，优化了结构设计。

[0007] 超高性能混凝土加劲肋桥面板2由工厂进行分块预制，且于每隔一定间距的横向

加劲肋3位置处需预留横向预应力筋管道12，便于后续横向预应力筋张拉，加强桥面横向联

系；且超高性能混凝土加劲肋桥面板2每隔一定间距需对与托板9位置相对应的纵向加劲肋

预留群栓钉11的剪力槽以便于后续灌浆施工，需注意的是，该预留的剪力槽应错开横向加

劲肋3进行布置。

[0008] 此外，由于本发明采用超高性能加劲肋混凝土桥面板2，其厚度进一步降低，故相

应的布筋形式、板与板之间的连接构件也较于之前不同，本发明采用搭接预留U型钢筋8及

于接缝处浇筑快硬早强的超高性能混凝土进行桥面板之间的横向有效连接，并用横向预应

力束筋进一步加强横向联系；通过位于端部加宽横向加劲肋3的剪力键14的拼接实现桥面

板的纵向有效连接。

[0009] 所述的纵钢主梁1由钢底板和两块斜钢腹板组成，纵钢主梁的截面呈上宽下窄的

梯形，下部宽为bb,上部宽为bt，其上下宽度比范围在1.0-1.4；纵钢主梁之间通过横隔板锚

固板7、钢横隔板6连接，具体采用高强螺栓10进行有效连接；

[0010] 所述的超高性能加劲肋混凝土桥面板2采用超高性能混凝土(抗压强度在120-

150MPa，抗拉强度在8-10Mpa)进行预制，每块桥面板长为Lm,宽为b，高度为hc(总高)，且沿桥

面板布设若干条纵向加劲肋4、横向加劲肋3组成，且各块超高性能加劲肋混凝土桥面板2之

间衔接部位均应设置带有剪力键14的加宽的横向加劲肋，加强纵向桥面连接；

[0011] 所述的横向加劲肋3间距为Lh，宽度为bh(等于或略小于托板宽度)，且端部加宽的

横向加劲肋宽度为bj，高度与桥面板保持一致，即hc，从而进一步加强纵向桥面板连接；

[0012] 所述的纵向加劲肋4按构造要求沿每块超高性能加劲肋混凝土桥面板2纵向至少

需布置3～4道，其宽度为bh，高度与桥面板保持一致，即hc。其中与托板位置相对应的两道纵

向加劲肋(即中间位置)间距为bt(即纵钢主梁的上部宽度)，托板位置对应的纵向加劲肋

(即中间位置)与翼板位置对应的纵向加劲肋(即侧边位置)的间距为bc(即翼板长度)，且侧

边纵向加劲肋宽度为0.5bh；

[0013] 所述的钢横隔板7分为箱内钢横隔板和箱外钢横隔板；沿桥跨方向每隔4-6m进行

布设，以确保梁架设和运营时的稳定及协同工作；且钢横隔板的高度略小于纵钢主梁的高

度；钢横隔板7与纵钢主梁1通过固定于主梁的锚固板6连接，锚固板锚固板6截面呈L型；钢

横隔板6与锚固板7采用高强螺栓10连接；

[0014] 所述的预埋U型钢筋8是实现各超高性能混凝土加劲肋桥面板2之间接缝的连接而

预留的钢筋，并在桥面板U型钢筋8对接连接中应放置纵向受力的防腐环氧钢筋并绑扎固

定，再在超高性能混凝土加劲肋桥面板2之间的浇筑超高性能混凝土企口湿接缝5，U型钢筋

的布置采用加密布置的方式；

[0015] 所述的托板9设置在纵钢主梁1与超高性能混凝土加劲肋桥面板2连接的位置，并

将群栓钉10每隔一定间距(间距为Ls)焊接在托板上，托板的设置有助于预留孔中超高性能

混凝土接缝5的浇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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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所述的横向预应力束筋及管道12需根据上述超高性能接缝5浇筑完成并达到一定

强度后进行张拉；

[0017] 所述的剪力键14布置于纵向超高性能混凝土加劲肋桥面板2端部的加宽横向加劲

肋3处，用于纵向桥面板的拼接。

[0018] 一种改进的轻型模块化钢-混组合小箱梁简支桥的施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19] 步骤(1) .纵钢主梁的预制；在预制纵钢主梁1时，完成托板9、群栓钉、箱内钢横隔

板7、箱内钢横隔板锚固板6与纵钢主梁1的连接；

[0020] 步骤(2) .超高性能加劲肋混凝土桥面板预制；超高性能加劲肋混凝土桥面板2内

所需的普通钢筋13，根据桥梁的受力要求按照规范要求进行配筋；同时，在超高性能加劲肋

混凝土桥面板时，预留用于接缝的带U型钢筋8、横向预应力束筋管道12(位于横向加劲肋位

置)以及群栓钉11的预留孔；

[0021] 步骤(3) .钢-混组合梁运输吊装；将已预制完成的纵钢主梁1、超高性能加劲肋混

凝土桥面板2运输至桥址后，先将预制好的纵钢主梁架设在支承上，再在纵钢主梁上放置超

高性能混凝土加劲肋桥面板2进行精确对位(特别是接缝和剪力键位置)；

[0022] 步骤(4) .横向连接；此阶段需对各块超高性能加劲肋混凝土桥面板2之间的接缝

的预留U型钢筋8进行连接，且在其连接位置处穿入放置纵向受力的防腐环氧钢筋并绑扎固

定，再在各块桥面板之间浇筑超高性能混凝土接缝5；同时对超高性能加劲肋混凝土桥面板

2中群栓钉11的预留孔进行超高性能混凝土4进行浇筑；此外，还应将小箱梁间的外钢横隔

板6进行连接拼装，加强横向联系；

[0023] 步骤(5) .横向预应力束筋张拉；待接缝处混凝土达到设计强度的80％后对横向预

应力束筋12进行张拉；

[0024] 步骤(6) .桥面铺装及附属设施的施工；在完成步骤1-5后，对桥面进行铺装和附属

设施的施工；桥面铺装采用沥青混凝土铺装层。

[002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优点除之前专利所述的预制率高、构件质量有保证、加快

桥梁施工、充分发挥结构材料的强度、整体性好外，还有以下几点显著的优势：

[0026] 1、采用带横向加劲肋3、纵向加劲肋4的超高性能加劲肋混凝土板2，较于实心桥面

板，其重量进一步减轻，且连接位置处进行加宽处理；同时，可充分发挥超高性能加劲肋混

凝土板的抗拉压性能，使其成为运输安装便捷、受力行为更为合理的桥梁。

[0027] 2.通过在各个超高性能加劲肋混凝土板2横向连接位置处密布预留U型钢筋并进

行超高性能混凝土浇筑，能实现桥面板的横向有效连接，形成协同受力体系。

[0028] 3.通过在各个超高性能加劲肋混凝土板2纵向连接位置处布置加宽横向加劲肋3

及剪力键14，一方面实现了桥面板的纵向有效连接，另一方面进一步加快了现场桥梁施工。

[0029] 4.在超高性能混凝土加劲肋板2的横向加劲肋3位置处布设横向预应力束筋12，一

方面加强了桥面横向联系，同时也提高了桥梁的整体性、耐久性。

[0030] 5.纵钢主梁1、钢横隔板锚固板6、钢横隔板7之间采用高强螺栓10连接，便于现场

拼接和后期维护。

[0031] 6.本发明剪力连接采用群栓钉11，且相隔一定间距预留的剪力槽，该预留的剪力

槽应错开横向加劲肋3进行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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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32] 图1为本发明的桥梁平面图(左上为混凝土板布置图，右上为加劲肋布置图，左下

为钢主梁布置图，右下为普通钢筋配筋图)；

[0033] 图2为1/2跨单幅桥梁平面图；

[0034] 图3为A-A剖面图；

[0035] 图4为B-B剖面图；

[0036] 图5为C-C剖面图；

[0037] 图6为D-D剖面图；

[0038] 图7为E-E剖面图；

[0039] 图8为F-F剖面图；

[0040] 图9为G-G剖面图；

[0041] 图10为钢横隔板大样图。

[0042] 图中，1-纵钢主梁，2-超高性能混凝土加劲肋桥面板，3-横向加劲肋，4-纵向加劲

肋，5-超高性能混凝土接缝，6-钢横隔板锚固板，7-钢横隔板，8-预留U型钢筋，9-托板，10-

高强螺栓，11-群栓钉，12-横向预应力束筋及管道，13-普通钢筋，14-剪力键。

具体实施方式

[0043] 实施例1

[0044] 如图1、2、3所示，本桥总长为30m，计算跨径为29.5m，采用5片模块化主梁，相邻两

纵钢主梁1的间距为3.3m，整桥宽16.5m，满足二级公路双向4车道布置

[0045] 如图1、2、3所示,每片纵钢主梁1下部宽bb为1.2m，上部宽bt为1.6m，上下部宽度比

为1.33。钢主梁梁高hs为1.8m，腹板厚16mm，底板厚度为20mm，托板9的厚度为20mm,宽度为

25cm。钢横隔板7每隔4-6m进行布设，钢横隔板7厚度20mm，高度1.6m。纵钢主梁1间的超高性

能混凝土接缝5，采用宽度为20cm的企口式接缝。

[0046] 如图2，3、4、5、6所示，超高性能混凝土加劲肋桥面板2厚度hc为25cm(上层厚10cm，

下层厚15cm)，每片桥面板宽度b为3.3m，翼板长bc为0.85m，整桥的桥面宽度为16.5m；横向

加劲肋3宽度为20cm(端部宽度为45cm)，厚度为25cm，间距为1m。纵向加劲肋4宽度为20cm，

厚度为25cm，间距为0.85m-1 .6m。如图3、4、7、8所示，高强螺栓10采用GBT  5782-2000中的

M48六角螺栓。

[0047] 如图1，2、3、7所示，普通钢筋13采用HRB400级钢筋，钢筋应符合《钢筋混凝土用热

轧光圆钢筋(GB13013-1991)和《钢筋混凝土用热轧带肋钢筋》(GB1449-1998)的规定，外露

钢筋采用环氧树脂涂层钢筋。纵向钢筋采用直径12钢筋，于超高性能混凝土加劲肋桥面板

上层进行单层布置，于横向加劲肋、纵向加劲肋位置进行多层布置，箍筋采用直径8的钢筋

进行布置。

[0048] 本发明，可以在不封闭交通的前提下进行桥梁的快速施工。通过采用高性能材料

以及预应力技术，减轻自重并提高桥梁的整体性和耐久性，能有效的延长桥梁的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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