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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基于现浇整体化层调坡的

拼接桥及桥梁改扩建方法，将双向坡桥通过拼宽

的方式改建为单向坡桥，拆除原桥的桥面沥青铺

装层及护栏，对原桥调平层进行凿毛后进行植

筋，在待拼接的拼宽桥所在位置搭建桥墩，在桥

墩上方采用后张法预应力砼空心板梁构建板梁，

通过现浇湿接头连接原桥和拼宽桥，在原桥和拼

宽桥上设置钢筋网，整体浇筑整体化层，通过控

制整体化层厚度渐变的方式达到改扩建拼宽后

对横坡的调整。本发明的方法不涉及原桥结构的

变动，仅需拆除原桥桥面铺装，改造工艺相对节

约、保通性能好，且避免了对桥梁的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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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现浇整体化层调坡的桥梁改扩建方法，所述桥梁为既有空心板桥梁，其特

征在于，采用拼接的方法进行桥梁改扩建，将双向坡原桥改扩建为单向坡，原桥和拼宽桥拼

接成新桥，原桥和拼宽桥拼接后上部结构连接、下部结构不连接，具体拼接过程包括如下步

骤：

步骤1）拆除原桥的桥面沥青铺装层及护栏，对原桥调平层进行凿毛后植筋；

步骤2）在原桥的外侧搭建拼宽桥桥墩，在桥墩上方采用后张法预应力砼空心板梁构建

板梁；

步骤3）在原桥和拼宽桥拼接处，连接所述植筋和所述板梁的预留钢筋，并现浇湿接头；

步骤4）在原桥和拼宽桥面上设置钢筋网，钢筋网和所述植筋连接；

步骤5）在钢筋网上浇筑混凝土形成整体化层；采用渐变的整体化层的方法对桥面进行

调坡，形成单向坡，所述整体化层厚度为10~28cm，整体化层最大厚度≤28cm；

步骤6）整体化层养护完成后进行沥青铺装，桥面施工完成后，重新构筑护栏。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5）的整体化层选用C50混凝土。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6）中还包括在整体化层和沥青铺

装层间铺设防水层。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6）中沥青铺装层厚度为1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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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现浇整体化层调坡的拼接桥及桥梁改扩建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道路交通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基于现浇整体化层调坡的桥梁改扩

建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交通量增长迅速，为完善国家高速公路网、改

善交通条件、加快地方社会经济快速发展，许多地区大量存在二级路或“二改一”扩建为高

速公路的需求，因此需要对高速公路桥梁进行改扩建。因二级路或者“二改一”一级公路单

幅横坡为双向坡，考虑改扩建后行车过程中的舒适性及安全性，既有桥梁需进行双向坡调

单向坡处理，而现有较为常见的“全桥拆除新建”、“拆除既有桥梁铰缝重新吊装拼接”等方

案从经济角度、施工过程中的质量控制角度而言，并不能较好的解决此问题。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上述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提供一种基于现浇整体化层

调坡的桥梁改扩建方法。

[0004] 为实现上述技术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5] 一种基于现浇整体化层调坡的桥梁改扩建方法，所述桥梁为既有空心板桥梁，其

特征在于，采用拼接的方法进行桥梁改扩建，将双向坡原桥改扩建为单向坡，原桥和拼宽桥

拼接成新桥，原桥和拼宽桥拼接后上部结构连接、下部结构不连接，具体拼接过程包括如下

步骤：

[0006] 步骤1)拆除原桥的桥面沥青铺装层及护栏，对原桥调平层进行凿毛后植筋；

[0007] 步骤2)在原桥的外侧搭建拼宽桥桥墩，在桥墩上方采用后张法预应力砼空心板梁

构建板梁；

[0008] 步骤3)在原桥和拼宽桥拼接处，连接所述植筋和所述板梁的预留钢筋，并现浇湿

接头；

[0009] 步骤4)在原桥和拼宽桥面上设置钢筋网，钢筋网和所述植筋连接；

[0010] 步骤5)在钢筋网上浇筑混凝土形成整体化层；

[0011] 步骤6)整体化层养护完成后进行沥青铺装，桥面施工完成后，重新构筑护栏。

[0012] 作为优选，前述的桥梁改扩建方法，所述步骤5)中进一步包括采用渐变的整体化

层的方法对桥面进行调坡，形成单向坡，所述整体化层厚度为10～28cm，整体化层最大厚度

≤28cm。

[0013] 前述的桥梁改扩建方法，所述步骤5)的整体化层选用C50混凝土浇筑。

[0014] 前述的桥梁改扩建方法，所述步骤6)的沥青铺装层厚度为10cm。

[0015] 前述的桥梁改扩建方法，所述步骤6)中还包括在整体化层和沥青铺装层间铺设防

水层。

[0016] 本发明的另一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拼接桥。

说　明　书 1/4 页

3

CN 106894347 B

3



[0017] 所述拼接桥包括原桥和拼宽桥，所述原桥在内侧，所述拼宽桥在外侧；所述原桥的

调平层上设有植筋，所述拼宽桥采用后张法预应力砼空心板梁构建板梁，板梁上带有预留

钢筋；原桥和拼宽桥拼接处，所述植筋和所述预留钢筋连接，形成现浇湿接头；在原桥调平

层和拼宽桥板梁上设置钢筋网，钢筋网和所述植筋连接；所述钢筋网上现浇混凝土形成现

浇的整体化层，整体化层上设有防水层和沥青铺装层，所述拼接桥为单向坡。

[0018] 前述的拼接桥，所述整体化层厚度为10～28cm，沥青铺装层厚度为10cm。

[0019] 前述的拼接桥，所述现浇的整体化层选用C50混凝土。

[0020] 本发明所述的桥梁改建方法在凿除原有桥面铺装后，在叠合梁理论的基础上对原

有桥面加入适当的植筋，原桥和与拼宽桥通过现浇湿接头连接，在原桥和拼宽桥上铺设的

一体化钢筋网上浇筑整体化层，并控制整体化层厚度，通过厚度渐变的方式达到改扩建拼

宽后对横坡的调整。与现有全桥拆除新建、拆除既有桥梁铰缝重新吊装拼接等方法相比，本

发明的方法具有如下优点：

[0021] (1)从工程造价方面而言，本发明的方法相对节约，减少不必要的浪费；

[0022] (2)从交通组织方面而言，本发明的方法能在不动既有桥梁上部结构前提下，仅需

对桥面铺装进行改造，就能实现桥梁的改扩建，能有效的减少对交通的影响，保通性能相对

较好；

[0023] (3)从结构受力性能方面而言，本发明的方法相对于拆除既有桥梁铰缝重新吊装

拼接方法来说，无需担心拆除过程以及吊装过程中对既有桥梁梁板的损坏，造成结构受力

性能降低的不良影响。

附图说明

[0024] 图1是本发明桥梁改扩建方法桥梁结构示意图；

[0025] 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1桥梁改扩建右幅横断面结构示意图；

[0026] 图3是本发明实施例1桥梁改扩建右幅横断面结构示意图；

[0027] 图4是本发明实施例1桥梁改扩建后新桥正截面抗弯强度验算图；

[0028] 图5是本发明实施例1桥梁改扩建后新桥正截面抗弯强度验算图；

[0029] 其中，1为原桥，2为拼宽桥，3为整体化层，4为防水层，5为沥青铺装层，6为原护栏；

图中涉及数值单位为cm。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下面将结合附图说明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的桥梁改扩建方法作进一步描

述。

[0031] 实施例1

[0032] 如图1～图3所示，本实施例改扩建的桥梁原桥桥宽12m，单幅横坡为双向坡，坡率

为1.5％，将12m原桥拓宽至20.75m，双向坡改为单向坡，桥面横向布置均为：0.5m(内侧护

栏)+19.75m(行车道)+0.5m(外侧护栏)，桥孔横向布置16片空心板梁，即在原有桥梁外侧拼

宽7片空心板梁，拼宽部分梁高为0.8m。具体采用如下步骤对桥梁进行改扩建：

[0033] 步骤1)拆除原桥的桥面沥青铺装层及护栏，对原桥调平层进行凿毛后植筋；

[0034] 步骤2)在原桥的外侧搭建拼宽桥桥墩，在桥墩上方采用后张法预应力砼空心板梁

说　明　书 2/4 页

4

CN 106894347 B

4



构建板梁；

[0035] 步骤3)在原桥和拼宽桥拼接处，连接所述植筋和所述板梁的预留钢筋，并现浇湿

接头；

[0036] 步骤4)在原桥和拼宽桥面上设置钢筋网，钢筋网和所述植筋连接；

[0037] 步骤5)对拼接后的桥梁整体浇筑整体化层及沥青铺装层，具体为，对拼接后的桥

梁重新浇筑10～28cm厚C50混凝土整体化层，采用渐变增厚整体化层的方法进行调坡，整个

桥面形成单向坡；

[0038] 步骤6)整体化层养护完成后进行沥青铺装，防水层及10cm厚沥青铺装层，桥面施

工完成后，重新构筑护栏。

[0039] 对新桥进行结构检算，验算荷载：公路-Ⅰ级，参数取值如下：

[0040] 钢绞线参数取值如下：

[0041] 参考竣工图纸，主筋采用Φ15.24钢绞线，其标准强度 预应力张拉控

制应力 后张法施工。

[0042] 混凝土参数取值如表1所示：

[0043] 表1混凝土参数取值

[0044]

[0045] 二期恒载，内护栏5.8kN/m，外防撞墙5.8kN/m，单个铰缝混凝土重2.063kN/m，桥面

铺装为10cm～28cm现浇混凝土+防水层+10cm沥青混合料。

[0046] 计算结果如下：

[0047] 正截面抗弯强度验算：如图4-图5所示，图4为边梁最大弯矩对应抗力及最大弯矩，

图5为边梁最小弯矩对应抗力及最小弯矩，正截面最大弯矩对应抗力为1924kN，最大弯矩为

1925kN，位于临界点，基本满足要求。

[0048] 斜截面抗剪强度验算：如表2所示：

[0049] 表2斜截面抗剪强度验算结果

[0050]

X   V箍筋 V弯起 V预应力 总抗力 设计剪力 VR/Vd 满足 尺寸

0.5 最大剪力 490.5 0 332.2 822.6 551 1.493 是 是

0.5 最小剪力 485.1 0 0 485.1 259.3 1.871 是 是

2.5 最大剪力 360.8 0 71.7 432.5 371.9 1.163 是 是

2.5 最小剪力 360.8 0 71.7 432.5 111.7 3.872 是 是

4.5 最大剪力 360.8 0 0 360.8 251.6 1.434 是 是

4.5 最小剪力 360.8 0 0 360.8 12.1 29.741 是 是

[0051] 边梁承载能力极限状态斜截面抗剪强度满足要求，且抗剪截面尺寸也满足要求。

[0052] 采用本发明的方法构建的拼接桥，拼接桥为单向坡，拼接桥包括原桥和拼宽桥，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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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调平层上设有种植钢筋，拼宽桥采用后张法预应力砼空心板梁构建板梁，板梁上带有预

留钢筋；原桥和拼宽桥拼接处，植筋和预留钢筋连接，并形成现浇湿接头；在原桥调平层和

拼宽桥板梁上设置钢筋网，钢筋网和种植钢筋连接；钢筋网上现浇混凝土形成现浇的整体

化层，整体化层上设有防水层和沥青铺装层，其中所述整体化层厚度为10～28cm，沥青铺装

层厚度为10cm，所述原桥和拼宽桥拼接通过植筋现浇湿接头形式连接，现浇的整体化层选

用C50混凝土。

[0053] 本发明的桥梁改扩建方法在凿除原有桥面铺装沥青后，在叠合梁理论的基础上对

原有桥面整体化层加入适当的植筋，重新浇筑并控制整体化层厚度，通过厚度渐变的方式

达到改扩建拼宽后对横坡的调整。在工程造价、交通组织、结构受力性能等方面均有由于现

有技术的效果，在桥梁改建、扩建中有很大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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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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