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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一种带有自锚悬索体系的超大

跨径飞燕式钢管混凝土拱桥，采用四根单叶双曲

面状变截面钢管拱形拱肢构成提篮拱状四肢空

间桁架拱肋，减少拱顶处截面尺寸，增加拱脚处

截面尺寸，减轻了跨中节段的吊装施工重量，增

加了超大跨径飞燕式钢管混凝土拱桥的稳定性。

借鉴体外预应力加固理念，以飞燕式钢管混凝土

拱桥为主体，自锚悬索桥为辅助，两套吊索体系

协同工作，优势互补，悬索桥桥塔上的斜向背索

锚固于飞燕式钢管混凝土拱桥的尾部横梁之中，

自锚悬索体系对桩基础的拉力与飞燕式钢管混

凝土钢管混凝土拱桥对桩基础的推力两者平衡。

新型组合桥梁具有施工方便、跨越能力大、经济

性好、刚度大、承载力高、外观漂亮和耐久性好等

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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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带有自锚悬索体系的超大跨径飞燕式钢管混凝土拱桥，包括桩基础(1)、飞燕式

钢管混凝土拱桥体系(2)和自锚悬索桥体系(3)三部分，其特征在于：飞燕式钢管混凝土拱

桥体系(2)和自锚悬索桥体系(3)放置在左右两个桩基础(1)之上，自锚悬索桥体系(3)位于

飞燕式钢管混凝土拱桥体系(2)的上方，飞燕式钢管混凝土拱桥体系(2)和自锚悬索桥体系

(3)悬吊相同的桥面系，自锚悬索桥体系(3)的斜向背索锚固于飞燕式钢管混凝土拱桥体系

(2)的尾部横梁之中，飞燕式钢管混凝土拱桥体系(2)对桩基础(1)的推力和自锚悬索桥体

系(3)对桩基础(1)的拉力两者相互抵消，飞燕式钢管混凝土拱桥体系(2)的端部设置门形

支撑柱(4)。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带有自锚悬索体系的超大跨径飞燕式钢管混凝土拱桥，

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飞燕式钢管混凝土拱桥体系(2)由提篮状四肢空间桁架拱肋(21)、半跨

副拱肋(22)、K形风撑(23)、预应力水平系杆(24)、中承式桥面系(25)、拱桥吊杆(26)和立柱

(27)组成，提篮状四肢空间桁架拱肋(21)的内部包括四根呈提篮拱形状的单叶双曲面状变

截面钢管拱肢(211)，从拱脚到桥面系的节段，提篮状四肢空间桁架拱肋(21)的外部四周包

覆钢腹板(212)，从桥面系到拱顶的节段，提篮状四肢空间桁架拱肋(21)的四周设置钢管腹

杆(213)，提篮状四肢空间桁架拱肋(21)搁置在左右两个桩基础(1)之间，左右两个桩基础

(1)的外侧分别设置一个半跨副拱肋(22)，在两榀提篮状四肢空间桁架拱肋(21)之间设置

若干K形风撑(23)，预应力水平系杆(24)锚固于左右两个半跨副拱肋(22)的端部横梁之中，

在提篮状四肢空间桁架拱肋(21)跨中区段设置拱桥吊杆(26)，拱桥吊杆(26)吊紧拱桥跨中

区域的中承式桥面系(25)，在提篮状四肢空间桁架拱肋(21)两端支座区域和半跨副拱肋

(22)之上设置立柱(27)，立柱(27)支撑拱桥支座区域的中承式桥面系(25)的节段。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带有自锚悬索体系的超大跨径飞燕式钢管混凝土拱桥，

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自锚悬索桥体系(3)由悬索桥桥塔(31)、钢丝缆索(32)、竖向钢丝吊索

(33)和钢丝斜拉背索(34)组成，悬索桥桥塔(31)设置在左右两个桩基础(1)之上，钢丝缆索

(32)悬挂于两个悬索桥桥塔(31)之间，竖向钢丝吊索(33)的两端分别连接钢丝缆索(32)和

中承式桥面系(25)，钢丝斜拉背索(34)一端锚固于悬索桥桥塔(31)，钢丝斜拉背索(34)另

外一端飞燕式钢管混凝土拱桥体系(2)尾部横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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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带有自锚悬索体系的超大跨径飞燕式钢管混凝土拱桥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桥梁工程领域，涉及一种钢管混凝土拱桥的建造技术，尤其涉及一种

带有自锚悬索体系的超大跨径飞燕式钢管混凝土拱桥。

背景技术

[0002] 飞燕式钢管混凝土拱桥的造型美观，深受人们的喜爱，飞燕式拱桥是两边带悬臂

半跨的中承式钢管混凝土系杆拱桥，通过锚固于两边跨端部的拉索来平衡主跨大部分推

力，也称自平衡式或自锚式拱桥。

[0003] 随着飞燕式钢管混凝土拱桥跨度的增加，拱桥自重不断增加，导致结构内力大幅

度增加，导致节段吊装施工困难，导致拱桥结构稳定性显著下降，建造更大跨径的飞燕式钢

管混凝土拱桥将具有较大的风险。

[0004] 自锚悬索桥的上部结构包括：主梁、主缆、吊杆、主塔四部分，传力路径为：桥面重

量、车辆重量等竖向荷载通过吊杆传至主缆承受，主缆承受拉力，而主缆锚固在梁端，将水

平力传递给主梁，主梁受压。

[0005] 自锚悬索桥不需要修建大体积的锚碇，可以利用主缆水平分力为加劲梁提供压应

力，因而加劲梁可采用普通钢筋混凝土结构，节省预应力费用，自锚悬索桥造型美观，深受

人们的喜爱。

[0006] 钢管混凝土拱桥对拱桥基础产生巨大的推力，自锚悬索桥对锚碇基础产生巨大的

拉力，可以思考两种桥型混合，飞燕式钢管混凝土拱桥的推力和自锚悬索桥的拉力互相平

衡，改善桥梁基础工作性能。

[0007] 借鉴体外预应力加固理念，以飞燕式钢管混凝土拱桥为主体，自锚悬索桥为辅，在

基础位置增设悬索桥桥塔，安装自锚悬索体系，协助承担桥面荷载，巧妙运用飞燕式钢管混

凝土拱桥和自锚悬索桥各自优点，使得自锚悬索体系对基础的拉力与飞燕式钢管混凝土钢

管混凝土拱桥对基础的推力两者平衡，两者协同工作，优势互补，形成一种施工方便、跨越

能力大、经济性好、刚度大、承载力高、外观漂亮、抗震性能强和耐久性好的超大跨径自平衡

组合桥梁。

发明内容

[0008] 技术问题：借鉴体外预应力加固理念，以飞燕式钢管混凝土拱桥为主体，以自锚悬

索桥为辅助，自锚悬索体系斜向背索锚固于飞燕拱桥的尾部横梁之中，自锚悬索体系对基

础的拉力与飞燕式钢管混凝土钢管混凝土拱桥对基础的推力两者平衡，形成一种超大跨径

自平衡组合桥梁。

[0009] 技术方案：本发明的一种带有自锚悬索体系的超大跨径飞燕式钢管混凝土拱桥，

包括桩基础、飞燕式钢管混凝土拱桥体系和自锚悬索桥体系三部分，其特征在于：飞燕式钢

管混凝土拱桥体系和自锚悬索桥体系放置在左右两个桩基础之上，自锚悬索桥体系位于飞

燕式钢管混凝土拱桥体系的上方，飞燕式钢管混凝土拱桥体系和自锚悬索桥体系悬吊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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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桥面系，自锚悬索桥体系的斜向背索锚固于飞燕式钢管混凝土拱桥体系的尾部横梁之

中，飞燕式钢管混凝土拱桥体系对桩基础的推力和自锚悬索桥体系对桩基础的拉力两者相

互抵消，飞燕式钢管混凝土拱桥体系的端部设置门形支撑柱。

[0010] 优选地，所述的飞燕式钢管混凝土拱桥体系由提篮状四肢空间桁架拱肋、半跨副

拱肋、K形风撑、预应力水平系杆、中承式桥面系、拱桥吊杆和立柱组成，提篮状四肢空间桁

架拱肋的内部包括四根呈提篮拱形状的单叶双曲面状变截面钢管拱肢，从拱脚到桥面系的

节段，提篮状四肢空间桁架拱肋的外部四周包覆钢腹板，从桥面系到拱顶的节段，提篮状四

肢空间桁架拱肋的四周设置钢管腹杆，提篮状四肢空间桁架拱肋搁置在左右两个桩基础之

间，左右两个桩基础的外侧分别设置一个半跨副拱肋，在两榀提篮状四肢空间桁架拱肋之

间设置若干K形风撑，预应力水平系杆锚固于左右两个半跨副拱肋的端部横梁之中，在提篮

状四肢空间桁架拱肋跨中区段设置拱桥吊杆，拱桥吊杆吊紧拱桥跨中区域的中承式桥面

系，在提篮状四肢空间桁架拱肋两端支座区域和半跨副拱肋之上设置立柱，立柱支撑拱桥

支座区域的中承式桥面系的节段。

[0011] 优选地，所述的自锚悬索桥体系由悬索桥桥塔、钢丝缆索、竖向钢丝吊索和钢丝斜

拉背索组成，悬索桥桥塔设置在左右两个桩基础之上，钢丝缆索悬挂于两个悬索桥桥塔之

间，竖向钢丝吊索的两端分别连接钢丝缆索和中承式桥面系，钢丝斜拉背索一端锚固于悬

索桥桥塔，钢丝斜拉背索另外一端飞燕式钢管混凝土拱桥体系尾部横梁之中。

[0012] 所述的种带有自锚空间悬索的超大跨径飞燕式钢管混凝土拱桥的施工方法，该方

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3] 第一步：根据地质地形、地貌条件及通航要求，进行大桥的桥址选择，开挖基坑，施

工桩基础和悬索桥桥塔，浇筑门形支撑柱；

[0014] 第二步：在预制工厂，利用卷筒机器将扇形钢板卷成为锥形钢管节段，采用火工煨

弯工艺弯成锥形钢管弯曲节段，多个锥形钢管弯曲节段拼装成为单叶双曲面状变截面钢管

拱肢，将四根单叶双曲面状变截面钢管拱肢呈提篮拱布置，在四根拱肢之间焊接钢管腹杆，

并在拱脚到桥面系的节段外部四周焊接钢腹板，形成提篮状四肢空间桁架拱肋；

[0015] 第三步：利用脚手架胎模，浇筑钢筋混凝土矩形截面的半跨副拱肋，利用悬索桥桥

塔，缆索吊装提篮状四肢空间桁架拱肋节段，安装K形风撑，吊装合拢后，灌注管内混凝土；

[0016] 第四步：安装预应力水平系杆，预应力水平系杆锚固于左右两个半跨副拱肋的端

部横梁之中；

[0017] 第五步：安装拱桥吊杆，施工立柱，吊装中承式桥面系，形成飞燕式钢管混凝土拱

桥体系；

[0018] 第六步：安装钢丝缆索于两个悬索桥桥塔之间，安装钢丝斜拉背索，钢丝斜拉背索

一端锚固于悬索桥桥塔，钢丝斜拉背索另外一端锚固于飞燕式钢管混凝土拱桥体系尾部横

梁之中，安装竖向钢丝吊索，竖向钢丝吊索两端分别连接钢丝缆索和中承式桥面系，形成钢

丝自锚悬索桥体系；

[0019] 第七步：调节拱桥吊杆和竖向钢丝吊索的拉力，调整飞燕式钢管混凝土拱桥体系

和自锚悬索桥体系的内力；

[0020] 第八步：安装栏杆，制作桥面观光平台，摊铺沥青混凝土路面，通车运营。

[0021] 飞燕式钢管混凝土拱桥是依靠预应力缆索水平系杆的张拉力平衡主拱推力，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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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系杆钢绞线的预应力损失，水平系杆的张拉力下降导致拱桥桥墩有一定的不平衡水平

推力，引起地基土的变形，桥墩水平变位在主拱内产生的附加弯矩。

[0022] 成桥后，由于预应力缆索水平系杆的张拉力维持不变，在二期恒载和活荷载作用

下，飞燕式钢管混凝土拱桥桥墩产生的不平衡水平推力，引起地基土的变形，桥墩水平变位

在拱桥桩基础内产生的附加弯矩，导致拱桥桩基础承载力下降。

[0023] 随着飞燕式钢管混凝土拱桥跨度的增加，拱桥自重不断增加，导致结构内力大幅

度增加，导致节段吊装施工困难，导致拱桥结构稳定性显著下降。

[0024] 以上原因，导致飞燕式钢管混凝土拱桥跨度停止在500米左右，建造更大跨径的飞

燕式钢管混凝土拱桥将具有较大的风险，钢管混凝土拱桥的进一步发展出现瓶颈现象。

[0025] 自锚悬索桥的主缆直接锚固在加劲梁上，主梁承受了巨大的轴向力，导致桥面系

加劲梁截面尺寸增加，增加造价；自锚悬索桥是一般采用“先梁后缆”的支架施工，影响通

航，施工周期长，并且缆索支承系统的体系转换的施工工艺复杂。

[0026] 以上原因，导致自锚悬索桥跨度停止在500米左右，建造更大跨径的自锚悬索桥性

价比较低，自锚悬索桥的进一步发展出现瓶颈现象。

[0027] 在超大跨径飞燕式钢管混凝土拱桥基础上，以飞燕式钢管混凝土拱桥为主体，增

设悬索桥桥塔，自锚空间缆索协助承担桥面荷载，自锚空间悬索的拉力与飞燕式钢管混凝

土钢管混凝土拱桥的推力两者平衡，二者混合桥型，协同工作，优势互补。

[0028] 飞燕式钢管混凝土拱桥和自锚悬索桥协同工作，共同承担荷载，提高了组合桥梁

的结构承载力，由于自锚缆索体系分担了桥面系重量和车辆活荷载，因而，减轻了飞燕式钢

管混凝土拱桥的内力，提高了飞燕式钢管混凝土拱桥的结构稳定性，同时也降低飞燕式钢

管混凝土拱水平系杆的内力，七分飞燕式钢管混凝土拱桥，三分自锚悬索桥。

[0029] 以飞燕式钢管混凝土拱桥为主要受力结构体系，自锚悬索结构体系辅助飞燕式钢

管混凝土拱桥受力，施工阶段的一期恒载由飞燕式钢管混凝土拱桥承担，二期恒载和活荷

载由飞燕式钢管混凝土拱桥和自锚悬索体系共同承担，飞燕式钢管混凝土拱桥二期恒载和

活荷载，借鉴体外预应力加固理念，增加自锚悬索结构体系，加固了飞燕式钢管混凝土拱

桥，自锚悬索结构体系参与工作承担部分荷载，减轻了飞燕式钢管混凝土拱桥承担的荷载，

两种结构体系构成了自平衡结构体系，新型混合结构具有跨越能力大、刚度大和承载力高

等优点。

[0030] 有益效果：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以下优点：

[0031] 随着飞燕式钢管混凝土拱桥跨度的增加，拱桥自重不断增加，导致结构内力大幅

度增加，导致节段吊装施工困难，导致拱桥结构稳定性显著下降，建造更大跨径的飞燕式钢

管混凝土拱桥将具有较大的风险。

[0032] 单一的桥梁形式具有各自的优缺点，往往不能获得最佳的综合性能指标，因此，对

于超大跨径桥梁，有必要考虑同时采用多种桥梁形式混合使用，形成组合桥梁，优势互补，

协同工作，可充分发挥各种桥型的优点。

[0033] 超大跨径钢管混凝土拱桥对拱桥基础产生巨大的推力，超大跨径自锚悬索桥对锚

碇基础产生巨大的拉力，考虑两种桥型混合，使得桥梁基础的水平力到达自平衡，改善桥梁

基础受力性能，形成一种新型的超大跨径组合桥梁结构。

[0034] 借鉴体外预应力加固理念，以飞燕式钢管混凝土拱桥为主体，以自锚悬索桥为辅

说　明　书 3/7 页

5

CN 211815489 U

5



助，自锚悬索体系设置在飞燕式钢管混凝土拱桥上方，自锚悬索桥桥塔上的斜向背索锚固

于飞燕拱桥的尾部横梁之中，自锚悬索体系对桩基础的拉力与飞燕式钢管混凝土钢管混凝

土拱桥对桩基础的推力两者平衡，本发明巧妙运用飞燕式钢管混凝土拱桥和自锚悬索桥的

各自优点，协同工作，优势互补。

[0035] 改革传统的等截面拱形钢管拱肢为单叶双曲面状变截面钢管拱形拱肢，四肢空间

桁架拱肋是由四根单叶双曲面状变截面钢管拱肢和腹杆构成，四肢空间桁架主拱肋呈提篮

拱状，减少拱顶处截面尺寸，增加了拱脚处截面尺寸，造型美观，拱桥结构的质量中心和刚

度中心有效降低，减轻了跨中节段的吊装施工重量，有效地降低施工吊装风险难度，大幅度

增加了飞燕式钢管混凝土拱桥的结构承载力和稳定性。

[0036] 运用飞燕式钢管混凝土拱桥和自锚悬索桥的各自优点，形成新型混合桥，大桥造

型立面丰富，悬索桥桥塔和飞燕式钢管混凝土拱桥相得益彰，自锚悬索体系和飞燕式钢管

混凝土拱桥相互辉映，同舟共济。

[0037] 飞燕式钢管混凝土拱桥和自锚悬索桥拱形钢桥塔共享同一个基础，几乎没有增加

基础投资造价；自锚悬索桥的悬索桥桥塔既是飞燕式钢管混凝土拱桥的无支架缆索吊装临

时塔柱结构，又是自锚悬索桥结构的永久塔柱，一举两得，没有增加桥塔建造投资；因此，以

飞燕式钢管混凝土拱桥为主，以自锚悬索桥为辅助，仅仅是增加了少量的悬索桥缆索而已，

增加投资不大，超大跨径新型二合一混合桥梁具有良好的经济性能。

[0038] 悬索桥桥塔可以作为飞燕式钢管混凝土拱桥悬索吊装的施工桥塔，利用悬索桥桥

塔缆索吊装飞燕式钢管混凝土拱桥钢管桁架节段，可确保飞燕式钢管混凝土拱桥悬索吊装

合拢，安装飞燕式钢管混凝土拱的水平系杆，灌注钢管管内混凝土，吊装桥面系加劲梁，飞

燕式钢管混凝土拱桥施工方便。

[0039] 由于飞燕式钢管混凝土拱桥可以平衡自锚悬索桥结构对基础的拉力，因此，自锚

悬索桥结构体系可实现的“先索后梁”施工方案，避免了自锚悬索桥的临时桥墩，避免了缆

索支承系统体系转换复杂的施工工艺，节约费用，大幅度缩短了自锚悬索桥的施工工期。

[0040] 飞燕式钢管混凝土拱和自锚悬索体系共同悬吊桥面系加劲梁，两套结构体系协同

工作，调整拱桥吊杆和自锚悬索桥吊杆的内力比值，使得自锚空间悬索的拉力与飞燕式钢

管混凝土钢管混凝土拱桥的推力两者平衡，有效控制大桥结构内力，可确保桥面系加劲梁

吊装施工阶段的结构安全性。

[0041] 成桥后，由于飞燕式钢管混凝土拱水平系杆是恒定不变的，因此，二期恒载和车辆

活荷载作用于桥面系加劲梁，通过拱桥吊杆传力给飞燕式钢管混凝土拱桥，桩基础受到推

力；自锚悬索桥吊杆传力给悬索桥的钢丝缆索，自锚缆索锚固端位于飞燕式钢管混凝土拱

桥的外挑半跨端部梁处，通过飞燕拱半跨结构，传力给桩基础，桩基础受到拉力；两者的推

力和拉力抵消，二期恒载和车辆活荷载作用下桥梁基础没有不平衡的水平力，桩基础没有

变位，确保桩基础结构安全。

[0042] 飞燕式钢管混凝土拱桥吊杆脆断问题是一个结构安全性隐患，一般仅仅5～10年

就需要更换拱桥吊索，缆索更换施工困难

[0043] 飞燕式钢管混凝土拱桥拱桥属于偏心受压，它不存在疲劳问题，最大优点是造价

低、耐久性强。以飞燕式钢管混凝土拱桥为主体结构，自锚悬索桥是辅助结构，采用两套吊

索体系，可以方便实施自锚悬索桥更换缆索施工，可以方便飞燕式钢管混凝土拱桥吊索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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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施工，超大跨径组合桥梁更换缆索维修方便。

[0044] 飞燕式钢管混凝土拱桥短吊杆脆断问题是一个结构安全性隐患，一般仅仅5～10 

年就需要更换拱桥吊索，系杆拱桥缆索更换施工有一定的技术难度。本发明采用两套缆索

体系，可以有效避免超大跨径桥梁的短吊杆脆断引起的桥梁倒塌事故，也方便更换短吊杆

缆索维修施工实施。

[0045] 传统自锚悬索桥的缆索是不可以更换的，风吹雨淋悬索桥缆索腐蚀有损伤，悬索

桥长期使用后，悬索桥结构有一定的安全性隐患，本发明采用飞燕式钢管混凝土拱桥和自

锚悬索桥两套结构体系承重，因此，超大跨进大桥可以方便的更换自锚悬索桥缆索，确保结

构安全性。

[0046] 针对超大跨径飞燕式钢管混凝土拱桥，设置悬索桥桥塔，借鉴体外预应力加固理

念，采用自锚悬索体系作为体外预应力加固缆索，综合运用飞燕式钢管混凝土拱桥和自锚

悬索桥的技术优势，协同工作，优势互补，形成二桥合一的新型混合桥，新型混合桥梁具有

施工方便、跨越能力大、经济性好、刚度大、承载力高、外观漂亮和耐久性好等优点，可建造

700～1000米的特大跨径的飞燕式钢管混凝土拱桥。

附图说明

[0047] 图1是一种带有自锚悬索体系的超大跨径飞燕式钢管混凝土拱桥三维示意图；

[0048] 图2是图1中的四肢空间桁架拱肋三维示意图；

[0049] 图3是图2中的单叶双曲面状变截面钢管拱肢的三维示意图。

[0050] 图4是图1的正立面图；

[0051] 图中有：桩基础1；飞燕式钢管混凝土拱桥体系2；提篮状四肢空间桁架拱肋21；单

叶双曲面状变截面钢管拱肢211；钢腹板212；钢管腹杆213；半跨副拱肋22；K  形风撑23；预

应力水平系杆24；中承式桥面系25；拱桥吊杆26；立柱27；自锚悬索桥体系3；悬索桥桥塔31；

钢丝缆索32；竖向钢丝吊索33；钢丝斜拉背索34，门形支撑柱4。

具体实施方式

[0052] 下面结合说明书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具体说明。

[0053] 实施例1：

[0054] 本发明的一种带有自锚悬索体系的超大跨径飞燕式钢管混凝土拱桥，包括桩基础

1、飞燕式钢管混凝土拱桥体系2和自锚悬索桥体系3三部分，飞燕式钢管混凝土拱桥体系2

和自锚悬索桥体系3放置在左右两个桩基础1之上，自锚悬索桥体系3位于飞燕式钢管混凝

土拱桥体系2的上方，飞燕式钢管混凝土拱桥体系2和自锚悬索桥体系3悬吊相同的桥面系，

自锚悬索桥体系3的斜向背索锚固于飞燕式钢管混凝土拱桥体系2的尾部横梁之中，飞燕式

钢管混凝土拱桥体系2对桩基础1的推力和自锚悬索桥体系3对桩基础1的拉力两者相互抵

消，飞燕式钢管混凝土拱桥体系2的端部设置门形支撑柱4。

[0055] 所述的飞燕式钢管混凝土拱桥体系2由提篮状四肢空间桁架拱肋21、半跨副拱肋 

22、K形风撑23、预应力水平系杆24、中承式桥面系25、拱桥吊杆26和立柱27组成，提篮状四

肢空间桁架拱肋21的内部包括四根呈提篮拱形状的单叶双曲面状变截面钢管拱肢211，从

拱脚到桥面系的节段，提篮状四肢空间桁架拱肋21的外部四周包覆钢腹板212，从桥面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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拱顶的节段，提篮状四肢空间桁架拱肋21的四周设置钢管腹杆213，提篮状四肢空间桁架拱

肋21搁置在左右两个桩基础1之间，左右两个桩基础1的外侧分别设置一个半跨副拱肋22，

在两榀提篮状四肢空间桁架拱肋21之间设置若干K形风撑23，预应力水平系杆24锚固于左

右两个半跨副拱肋22的端部横梁之中，在提篮状四肢空间桁架拱肋21跨中区段设置拱桥吊

杆26，拱桥吊杆26吊紧拱桥跨中区域的中承式桥面系25，在提篮状四肢空间桁架拱肋21两

端支座区域和半跨副拱肋22之上设置立柱27，立柱27支撑拱桥支座区域的中承式桥面系25

的节段。

[0056] 所述的自锚悬索桥体系3由悬索桥桥塔31、钢丝缆索32、竖向钢丝吊索33和钢丝斜

拉背索34组成，悬索桥桥塔31设置在左右两个桩基础1之上，钢丝缆索32悬挂于两个悬索桥

桥塔31之间，竖向钢丝吊索33的两端分别连接钢丝缆索32和中承式桥面系25，钢丝斜拉背

索34一端锚固于悬索桥桥塔31，钢丝斜拉背索34另外一端飞燕式钢管混凝土拱桥体系2尾

部横梁之中。

[0057] 实施例2：

[0058] 本发明的一种带有自锚悬索体系的超大跨径飞燕式钢管混凝土拱桥的施工方法，

包括以下步骤：

[0059] 第一步：根据地质地形、地貌条件及通航要求，进行大桥的桥址选择，开挖基坑，施

工桩基础1和悬索桥桥塔31，浇筑门形支撑柱4；

[0060] 第二步：在预制工厂，利用卷筒机器将扇形钢板卷成为锥形钢管节段，采用火工煨

弯工艺弯成锥形钢管弯曲节段，多个锥形钢管弯曲节段拼装成为单叶双曲面状变截面钢管

拱肢211，将四根单叶双曲面状变截面钢管拱肢211呈提篮拱布置，在四根拱肢之间焊接钢

管腹杆213，并在拱脚到桥面系的节段外部四周焊接钢腹板212，形成提篮状四肢空间桁架

拱肋21；

[0061] 第三步：利用脚手架胎模，浇筑钢筋混凝土矩形截面的半跨副拱肋22，利用悬索桥

桥塔31，缆索吊装提篮状四肢空间桁架拱肋21节段，安装K形风撑23，吊装合拢后，灌注管内

混凝土；

[0062] 第四步：安装预应力水平系杆24，预应力水平系杆24锚固于左右两个半跨副拱肋 

22的端部横梁之中；

[0063] 第五步：安装拱桥吊杆26，施工立柱27，吊装中承式桥面系25，形成飞燕式钢管混

凝土拱桥体系2；

[0064] 第六步：安装钢丝缆索32于两个悬索桥桥塔31之间，安装钢丝斜拉背索34，钢丝斜

拉背索34一端锚固于悬索桥桥塔31，钢丝斜拉背索34另外一端锚固于飞燕式钢管混凝土拱

桥体系2尾部横梁之中，安装竖向钢丝吊索33，竖向钢丝吊索33两端分别连接钢丝缆索32和

中承式桥面系25，形成钢丝自锚悬索桥体系3；

[0065] 第七步：调节拱桥吊杆26和竖向钢丝吊索33的拉力，调整飞燕式钢管混凝土拱桥

体系2和自锚悬索桥体系3的内力；

[0066] 第八步：安装栏杆，制作桥面观光平台，摊铺沥青混凝土路面，通车运营。

[0067] 实施例3：

[0068] 某超大跨径长江大桥，采用带有自锚悬索体系的超大跨径飞燕式钢管混凝土拱桥

设计方案，桥垮布置为(200米+800米+200米)，设计荷载为公路一级，桥面宽度为36米(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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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道2米+行车道32米+右人行道2米)，吊杆间距为25米，矢跨比为1/6，拱桥矢高为133米，拱

轴系数为1.75，自锚悬索体系的门式桥塔高度为183  米，其中基础到桥面长度为53米，桥面

到塔顶高度为130米。

[0069] 超大跨径拱桥的左右两侧各设置一个四肢空间桁架拱肋，四肢空间桁架拱肋是由

两榀斜向拱桁架相互倾斜靠拢成提篮拱形状，四肢空间桁架拱肋拱顶处的截面高度为12

米，拱脚处截面高度为25米，左右两榀平面的拱桁架片相互倾斜靠拢成提篮拱形状构成四

肢空间桁架拱肋，两榀平面的拱桁架片拱脚处间距为20米，两榀平面拱桁架片靠拢的横向

倾角为2.8°，拱顶处两个上弦杆靠拢后距离为4米。

[0070] 在拱顶处，四根单叶双曲面状拱形钢管拱肢上下弦杆直径均为1400mm，在拱脚处，

四根单叶双曲面状拱形钢管拱肢上下弦杆直径均为2000mm，其余节段上下弦杆的大小头直

径由单叶双曲面方程确定，四根单叶双曲面状拱形钢管的壁厚从拱顶处  28mm线型变化到

拱脚处36mm。

[0071] 在从拱脚到桥面段，采用四周钢板外包四肢空间桁架拱肋，钢板厚度从桥面处钢

板厚16mm线型变化到拱脚处钢板厚20mm；从拱顶处钢管斜腹杆直径700mm壁厚  12mm线型变

化到到桥面处钢管斜腹杆直径1000mm壁厚16mm。

[0072] 采用无支架缆索吊装方案，从拱脚基础开始，分段吊装拼接四肢空间桁架拱肋节

段，直到拱桥合拢，安装K形支撑。采用真空辅助连续灌注管内混凝土技术，单叶双曲面状拱

形钢管拱肢顶升灌注C80高性能混凝土。

[0073] 半跨副拱肋采用变截面的钢筋混凝土实心拱，从拱脚基础处的20×25米线型化到

到桥面处的12×15米。飞燕拱桥吊索间距为25米，吊杆采用241φ7mm高强钢丝。飞燕拱桥每

一个拱肋设6束成品系杆索，成品系杆索设置在人行道板下面，单束系杆由547φ7mm高强钢

丝外套PE构成。

[0074] 自锚悬索体系塔柱为组合结构空心塔柱，外部为12×12正方形钢管，内部为直径8

米的圆钢管，中间灌注C70高性能混凝土。

[0075] 自锚悬索体系的缆索采用直径0.6米的高强钢丝，自锚悬索体系吊索间距为25 

米，自锚悬索体系吊索采用241φ7mm高强钢丝。

[0076] 安装吊索和立柱，吊装施工桥面系梁格体系，调节拱桥吊杆和竖向钢丝吊索的拉

力，调整飞燕式钢管混凝土拱桥体系和自锚悬索桥体系的内力。铺装环氧沥青路面，安装栏

杆，形成800米级单叶双曲面变截面钢管混凝土的超大跨径拱桥，通车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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