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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墩底设置柔性层的预制拼

装桥墩—承台节点连接方式及其作法，节点连接

方式包括预制桥墩底部的柔性层，预制桥墩底部

伸出的纵向钢筋，承台内预埋金属波纹管，承台

顶面预留凹槽，金属波纹管灌注的自密实高强微

膨胀灌浆料。叠层钢板橡胶层安装在桥墩底部与

桥墩一起浇筑预制成型，所述承台中预埋金属波

纹管内灌注自密实高强微膨胀灌浆料，并使其溢

出灌满凹槽，然后将所述预制桥墩底部伸出的纵

向钢筋插入预埋金属波纹管内，直到预制桥墩底

部插入凹槽内压实即可。本发明构造方式简单，

桥墩预制成型，加快工程现场施工速度，提高工

程质量。预制桥墩底部设置的叠层钢板橡胶层可

显著提高桥墩的延性，降低墩柱塑性铰区损伤程

度。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3页  附图3页

CN 106869017 B

2019.04.05

CN
 1
06
86
90
17
 B



1.一种墩底设置柔性层的预制拼装桥墩—承台节点连接方式，其特征在于：包括预制

墩身(1)、柔性层(2)、墩底预留纵向钢筋(3)、预埋金属波纹管(5)、承台(6)、承台顶部预留

凹槽(4)和自密实高强微膨胀灌浆料；柔性层(2)与预制墩身(1)一起预制并连接成型，成型

过程中使墩底预留纵向钢筋(3)穿过柔性层(2)中预留的穿筋孔，并伸出一段长度，伸出一

段长度用于锚固；墩底预留纵向钢筋(3)底部的伸出一段长度插入承台(6)中预埋金属波纹

管(5)中，承台顶部预留凹槽(4)设置在承台(6)的表面，通过在金属波纹管(5)中灌注高强

微膨胀灌浆料将预制墩身(1)与承台(6)连接；金属波纹管(5)内灌满自密实高强微膨胀灌

浆料，并溢出布满承台顶面预留凹槽(4)内；

柔性层(2)包括预埋矩形钢管(8)、带肋钢筋螺杆(9)和叠层钢板橡胶层(10)，预埋矩形

钢管(8)设置在叠层钢板橡胶层(10)中间，带肋钢筋螺杆(9)设置在叠层钢板橡胶层(10)的

周向；

所述叠层钢板橡胶层(10)由上连接钢板(13)、薄层钢板(15)、薄层橡胶(16)、橡胶保护

层(12)、下连接钢板(14)组成，叠层钢板橡胶层(10)在支座加工厂经硫化工艺制成；

薄层钢板(15)和薄层橡胶(16)相互交替布置组成叠层钢板橡胶层(10)的主体结构，上

连接钢板(13)和下连接钢板(14)分别设置在叠层钢板橡胶层(10)的主体结构的上部和下

部；

上连接钢板(13)和下连接钢板(14)之间以及叠层钢板橡胶层(10)的主体结构外侧之

间的部分设有橡胶保护层(12)；橡胶保护层(12)用于保护薄层钢板(15)与薄层橡胶(16)之

间的连接；

预留穿筋孔(11)和螺纹孔(17)均沿叠层钢板橡胶层(10)的圆周方向布置，预留穿筋孔

(11)设置在螺纹孔(17)的外侧；叠层钢板橡胶层(10)的中心设有预留钢管孔(18)，预留钢

管孔(18)为矩形孔；螺纹孔(17)用来锚固带肋钢筋螺杆(9)；

带肋钢筋螺杆(9)一端带有螺纹，拧紧于螺纹孔(17)内；所述螺纹孔(17)内壁预留和带

肋钢筋螺杆(9)相匹配的螺纹；所述预埋矩形钢管(8)尺寸小于中心预留矩形孔(18)的尺

寸；薄层钢板(15)和薄层橡胶(16)厚度根据所需抗压刚度确定，并确定预留穿筋孔(11)和

中心预留矩形孔(18)的孔径大小；

将预埋矩形钢管(8)插入叠层钢板橡胶层(10)的中心预留矩形孔(18)中，使得预埋矩

形钢管(8)处在中间位置，其间隙上下两端用植筋胶封住；所述带肋钢筋螺杆(9)与预制墩

身(1)一起浇筑时用于锚固桥墩底部以增加叠层钢板橡胶层(10)与墩底部混凝土之间的锚

固强度；

预制桥墩底部的柔性层(2)，在预制墩身(1)浇筑时，将预埋矩形钢管(8)底部端口堵

住，上部端口敞开，使得其中填充混凝土形成钢管混凝土，提高其抗剪强度。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墩底设置柔性层的预制拼装桥墩—承台节点连接方式，

其特征在于：承台顶面预留凹槽(4)的半径大于预制墩身(1)的半径，承台顶面预留凹槽(4)

的深度为5mm，用于校正墩身竖向垂直度和水平位置；

预制拼装时，首先在预埋的金属波纹管(5)内灌满自密实高强微膨胀灌浆料，并溢出布

满承台顶面预留凹槽(4)内，将墩底预留纵向钢筋(3)对中并插入金属波纹管(5)内，待墩底

预留纵向钢筋(3)完全插入承台中预埋金属波纹管(5)内。

3.利用权利要求1所述连接方式进行的一种墩底设置柔性层的预制拼装桥墩—承台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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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连接作法，其特征在于：

首先制作柔性层(2)，将带肋钢筋螺杆(9)拧紧于预留螺孔(17)内，同时将矩形钢管(8)

插入叠层钢板橡胶(10)中的预留钢管孔(18)内，使矩形钢管(8)位于叠层钢板橡胶(10)中

间，并在矩形钢管(8)和预留钢管孔(18)之间两端间隙处涂抹植筋胶，防止叠层钢板橡胶

(2)与预制桥墩墩身(1)浇筑在一起时水泥浆流入矩形钢管(8)和预留钢管孔之间的间隙；

接下来，绑扎预制桥墩墩身(1)的纵筋和箍筋，同时将墩底预留纵向钢筋(3)穿过叠层

钢板橡胶(10)中的预留穿筋孔(11)中并伸出一定长度；同时，在墩底预留纵向钢筋(3)与预

留穿筋孔(11)之间的两端间隙处涂抹植筋胶，防止预制桥墩墩身(1)浇筑混凝土时候水泥

浆流入墩底预留纵向钢筋(3)和预留穿筋孔(11)之间的间隙；另外，墩底预留纵向钢筋(3)

处于叠层钢板橡胶(10)之间的无粘结段可以减小塑性铰区钢筋的集中塑性变形，同时叠层

钢板橡胶(10)内的预留穿筋孔(11)约束纵向钢筋屈曲；最后，以墩底柔性层(2)作为底模，

与固定于叠层钢板橡胶(10)的上连接板(13)的带肋钢筋螺杆(9)以及桥墩(1)的纵筋和箍

筋一起浇筑预制成型，带肋钢筋螺杆(9)加强桥墩(1)和叠层钢板橡胶(10)的连接；

接下来，绑扎承台(6)的钢筋，在承台内与预制桥墩(2)和叠层钢板橡胶(10)中心位置

的矩形钢管(8)对应位置和深度，固定预埋比矩形钢管(8)外径大5mm的预留孔洞，并在预留

孔底部用不透水胶带封住；在与墩底预留纵向钢筋(3)相对应位置设置预埋金属波纹管(5)

并进行位置固定，预埋金属波纹管(5)下端口用不透水胶带封住，在预埋金属波纹管(5)上

端放置一个直径稍大于预制桥墩(1)直径的圆形木板，厚度5mm，模板上端与承台(6)上表面

齐平；浇筑承台(6)混凝土，待混凝土初凝后，将圆形木板去掉，形成承台顶部预留凹槽(4)；

接下来，在预埋金属波纹管(5)内灌满事先拌制好的自密实高强微膨胀灌浆料，并溢出

承台顶部预留凹槽(4)，随后将预制桥墩底部伸出的纵向钢筋(3)插入承台中的预埋金属波

纹管(5)内，待预制桥墩底部叠层钢板橡胶(3)的下连接钢板(14)底部完全插入预留凹槽

(4)并将灌浆料挤压出预留凹槽(4)，临时支撑桥墩(2)保持设计垂度，待灌浆料初凝后即完

成预制拼装桥墩-承台节点的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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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墩底设置柔性层的预制拼装桥墩—承台节点连接方式及

其作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桥梁快速建造技术领域，主要用于桥梁快速建造过程中预制拼装桥墩

与承台节点的可靠连接和性能提升。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建筑工业化进程的发展，预制拼装技术在桥梁建设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桥梁

快速建造技术是将桥梁结构主要构件在预制场进行预制加工，由大型运输机械将预制构件

运输至桥梁建设场地，采用吊装设备将预制构件吊装入位，仅在现场进行少量工序就可快

速完成桥梁结构的建造。预制拼装桥梁建设将极大程度缩短在桥梁建设场地的工程量，减

少材料损耗和建筑垃圾，降低环境污染和噪声污染，减少城市桥梁建设场地周边交通拥堵，

极大提高建造效率和工程质量。从我国桥梁工程预制装配技术工程应用情况看，桥梁上部

结构预制拼装技术工程实践较多，预制T梁、预制箱梁及铁路桥梁中整垮箱梁预制等工程应

用已较为普遍。而桥梁下部结构的预制拼装技术则处于初期研发和少量工程示范阶段。另

外，桥墩是桥梁结构抗震的关键构件，决定了桥梁结构的整体抗震性能。预制装配桥墩的节

点连接方式及其抗震性能是决定预制装配桥梁下部结构的关键因素。预制拼装桥墩的节点

连接构造及抗震能力提升是完善预制拼装桥梁结构的重要内容。

[0003] 目前，基于延性抗震设计理念的桥梁结构设计允许在强震发生时桥墩塑性铰区混

凝土通常被压碎严重发生塑性破坏，往往震后难以修复。为改善预制拼装体系的抗震性能，

国内外学者提出多种新型结构体系，如将桥墩底部与承台分离，桥墩内采用预应力筋提供

抗侧能力及自恢复能力，或者在桥墩上特定部位附加耗能装置以耗散地震能量，从而避免

桥墩构件发生严重损伤。因此，有必要提出合理构造或措施降低桥墩塑性铰区混凝土损伤

破坏。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公开一种墩底设置柔性层的预制拼装桥墩—承台节点连接方式及其作法，

在满足预制拼装快速建造桥墩的同时，可有效减小地震荷载作用下预制拼装桥墩底部塑性

铰区的损伤破坏，并提供键槽的延性性能，提高预制桥梁结构体系的整体抗震性能。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6] 一种墩底设置柔性层的预制拼装桥墩—承台节点连接方式，其特征在于：包括预

制墩身1、柔性层2、墩底预留纵向钢筋3、预埋金属波纹管5、承台6、承台顶部预留凹槽4和自

密实高强微膨胀灌浆料；柔性层2与预制墩身1一起预制并连接成型，成型过程中使墩底预

留纵向钢筋3穿过柔性层2中预留的穿筋孔，并伸出一段长度，伸出一段长度用于锚固；墩底

预留纵向钢筋3底部的伸出一段长度插入承台6中预埋金属波纹管5中，承台顶部预留凹槽4

设置在承台6的表面，通过在金属波纹管5中灌注高强微膨胀灌浆料将预制墩身1与承台6连

接；金属波纹管5内灌满自密实高强微膨胀灌浆料，并溢出布满承台顶面预留凹槽4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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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柔性层2包括预埋矩形钢管8、带肋钢筋螺杆9和叠层钢板橡胶层10，预埋矩形钢管

8设置在叠层钢板橡胶层10中间，带肋钢筋螺杆9设置在叠层钢板橡胶层10的周向；所述叠

层钢板橡胶层10由上连接钢板13、薄层钢板15、薄层橡胶16、橡胶保护层12、下连接钢板14

组成，叠层钢板橡胶层10在支座加工厂经硫化工艺制成。

[0008] 薄层钢板15和薄层橡胶16相互交替布置组成叠层钢板橡胶层10的主体结构，上连

接钢板13和下连接钢板14分别设置在叠层钢板橡胶层10的主体结构的上部和下部；

[0009] 上连接钢板13和下连接钢板14之间以及叠层钢板橡胶层10的主体结构外侧之间

的部分设有橡胶保护层12；橡胶保护层12用于保护薄层钢板15与薄层橡胶16之间的连接。

[0010] 预留穿筋孔11和螺纹孔17均沿叠层钢板橡胶层10的圆周方向布置，预留穿筋孔11

设置在螺纹孔17的外侧；叠层钢板橡胶层10的中心设有预留钢管孔18，预留钢管孔18为矩

形孔；螺纹孔17用来锚固带肋钢筋螺杆9；

[0011] 带肋钢筋螺杆9一端带有螺纹，拧紧于螺纹孔17内；所述螺纹孔17内壁预留和带肋

钢筋螺杆9相匹配的螺纹；所述预埋矩形钢管8外径小于中心预留矩形孔18的边长；薄层钢

板15和薄层橡胶16厚度根据所需抗压刚度确定，并确定预留穿筋孔11和中心预留矩形孔18

的孔径大小。

[0012] 将预埋矩形钢管8插入叠层钢板橡胶层10的中心预留矩形孔18中，使得预埋矩形

钢管8处在中间位置，其间隙上下两端用植筋胶封住；所述带肋钢筋螺杆9与预制墩身1一起

浇筑时用于锚固桥墩底部以增加叠层钢板橡胶层10与墩底部混凝土之间的锚固强度。

[0013] 预制桥墩底部的柔性层2，在预制墩身1浇筑时，将预埋矩形钢管8底部端口堵住，

上部端口敞开，使得其中填充混凝土形成钢管混凝土，提高其抗剪强度。

[0014] 承台顶面预留凹槽4的半径大于预制墩身1的半径，承台顶面预留凹槽4的深度为

5mm，用于校正墩身竖向垂直度和水平位置。

[0015] 预制拼装时，首先在预埋的金属波纹管5内灌满自密实高强微膨胀灌浆料，并溢出

布满承台顶面预留凹槽4内，将墩底预留纵向钢筋3对中并插入金属波纹管5内，待墩底预留

纵向钢筋3完全插入承台中预埋金属波纹管5内。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发明墩底设置柔性层的预制拼装桥墩—承台节点连接构造正视图

[0017] 图2为本发明墩底设置柔性层的预制拼装桥墩—承台节点连接构造俯视图

[0018] 图3为本发明构造中墩顶柔性层构造正视图

[0019] 图4为本发明构造中叠层钢板橡胶构造俯视图

[0020] 图5为A-A剖面图

[0021] 图6为B-B剖面图

[0022] 图中：1—预制桥墩墩身；2—柔性层；3—墩底预留纵向钢筋；4—承台顶部预留凹

槽；5—预埋金属波纹管；6—承台；7—桩基础；8—矩形钢管；9—带肋钢筋螺杆；10—叠层钢

板橡胶；11—预留穿筋孔；12—橡胶保护层；13—上连接钢板；14—下连接钢板；15—薄层钢

板；16—薄层橡胶；17—预留螺孔；18—预留钢管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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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3] 如图1至图6，本发明提出一种墩底设置柔性层的预制拼装桥墩—承台节点连接方

式及其作法，包括预制桥墩底部的柔性层2、桥墩底部预留伸出的纵向钢筋3、承台内预埋金

属波纹管5、金属波纹管里需要灌注的自密实高强微膨胀灌浆料等主要构造及其预制拼装

施工作法。

[0024] 具体为，首先制作柔性层2，将带肋钢筋螺杆9拧紧于预留螺孔17内，同时将矩形钢

管8插入叠层钢板橡胶10中的预留钢管孔18内，使矩形钢管8位于叠层钢板橡胶10中间，并

在矩形钢管8和预留钢管孔18之间两端间隙处涂抹植筋胶，防止叠层钢板橡胶2与桥墩1浇

筑在一起时泥浆等流入矩形钢管8和预留钢管孔之间的间隙。

[0025] 接下来，绑扎预制桥墩墩身1的纵筋和箍筋，同时将墩底预留纵向钢筋3穿过叠层

钢板橡胶10中的预留穿筋孔11中并伸出一定长度。同时，在墩底预留纵向钢筋3与预留穿筋

孔11之间的两端间隙处涂抹植筋胶，防止预制桥墩墩身1浇筑混凝土时候水泥浆流入墩底

预留纵向钢筋3和预留穿筋孔11之间的间隙。另外，墩底预留纵向钢筋3处于叠层钢板橡胶

10之间的无粘结段可以减小塑性铰区钢筋的集中塑性变形，同时叠层钢板橡胶10内的预留

穿筋孔11可以约束纵向钢筋屈曲。最后，以墩底柔性层2作为底模，与固定于叠层钢板橡胶

10的上连接板13的带肋钢筋螺杆9以及桥墩1的纵筋和箍筋一起浇筑预制成型，带肋钢筋螺

杆9可以加强桥墩1和叠层钢板橡胶10的连接。

[0026] 接下来，绑扎承台6的钢筋，在承台内与预制桥墩2和叠层钢板橡胶10中心位置的

矩形钢管8对应位置和深度，固定预埋比矩形钢管8外径大5mm的预留孔洞，并在预留孔底部

用不透水胶带封住。在与墩底预留纵向钢筋3相对应位置设置预埋金属波纹管5并进行位置

固定，预埋金属波纹管5下端口用不透水胶带封住，在预埋金属波纹管5上端放置一个直径

稍大于预制桥墩墩身1直径的圆形木板，厚度5mm，模板上端与承台6上表面齐平。浇筑承台6

混凝土，待混凝土初凝后，将圆形木板去掉，形成承台顶部预留凹槽4。

[0027] 接下来，在预埋金属波纹管5内灌满事先拌制好的自密实高强微膨胀灌浆料，并溢

出承台顶部预留凹槽4，随后将预制桥墩底部伸出的纵向钢筋3插入承台中的预埋金属波纹

管5内，待预制桥墩底部叠层钢板橡胶3的下连接钢板14底部完全插入预留凹槽4并将灌浆

料挤压出预留凹槽4，临时支撑桥墩2保持设计垂度，待灌浆料初凝后即完成预制拼装桥墩-

承台节点的施工。

[0028] 本发明采用灌浆波纹管连接预制桥墩纵向钢筋，桥墩底部设置柔性层，承台内预

埋金属波纹管内采用高强微膨胀灌浆料，保证与预制桥墩上插入的纵向钢筋具有较高的粘

结强度。墩底柔性层可以在桥墩受到水平力作用如地震作用时，发生一定的转动变形，避免

墩底混凝土出现塑性铰发生严重损伤破坏。纵向钢筋穿过柔性层的无粘结段具有良好的耗

能能力，同时叠层钢板橡胶内的预留穿筋孔可以约束纵向钢筋的屈曲变形。另外试验研究

表明，由于墩底柔性层具有较小的抗扭刚度，在墩顶水平力作用下桥墩易发生扭转，本发明

提出在桥墩墩底轴心位置设置矩形钢管，可以约束墩底柔性层的扭转。本发明既采用新型

构造，提出的施工作法可以加快施工速度，桥墩在预制场加工有助于提高工程质量，同时提

出的预制桥墩-承台节点构造可以显著提高桥墩的延性，减小了桥墩底部混凝土塑性损伤，

具有显著的创新性和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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