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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提高Y型桥墩抗震能力的方法，属于城

市高架桥桥墩工程技术领域。该提高Y型桥墩抗

震能力的方法包括：在Y型桥墩的两肢臂中间设

置横梁，将两肢臂连接，同时，Y型桥墩的横梁处

布置预应力钢筋，在Y型桥墩的两肢臂处和U形槽

处均设置加密箍筋；所述的Y型桥墩的两肢臂处

的加密箍筋采用的标号同Y型桥墩非加密区箍筋

标号，所述的Y型桥墩的U形槽处的加密箍筋采用

的标号宜高于Y型桥墩非加密区箍筋标号。本方

法采用横梁布置预应力钢筋，受力明确，定位方

便；形成的近似于三角形结构，稳定性高；塑性铰

墎身箍筋加密，有效的解决了两肢臂及U形槽附

近抗震薄弱区域的加固问题，工程量少，维护方

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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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提高Y型桥墩抗震能力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1、横梁加固

在Y型桥墩的两肢臂中间设置横梁，将两肢臂连接，同时，Y型桥墩的横梁处布置预应力

钢筋，具体为，在横梁的上端布置一排预应力钢筋，在横梁的下端布置一排预应力钢筋；

步骤2、塑性铰墎身箍筋加密

在Y型桥墩的两肢臂处和U形槽处均设置加密箍筋；

其中，Y型桥墩的两肢臂处箍筋的加密范围为不小于3H，其中，H为桥墩截面高度，从墩

肢顶面开始为箍筋加密范围起点；

Y型桥墩的U形槽处箍筋的加密箍筋范围为不小于3H，其中，H为桥墩截面高度，从墩肢

底面开始为箍筋加密范围起点；

所述的Y型桥墩的两肢臂处的加密箍筋采用的标号同Y型桥墩非加密区箍筋标号，所述

的Y型桥墩的U形槽处的加密箍筋采用的标号高于Y型桥墩非加密区箍筋标号。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提高Y型桥墩抗震能力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预应力

钢筋采用交错单端张拉方式。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提高Y型桥墩抗震能力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步骤1

中，所述的横梁，其横梁截面刚度等于两肢臂刚度。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提高Y型桥墩抗震能力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步骤2

中，所述的设置加密箍筋处，其加密箍筋的间距为普通箍筋间距的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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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提高Y型桥墩抗震能力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城市高架桥桥墩工程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提高Y型桥墩抗震能力

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Y型桥墩以美观大方的特点受到城市立交桥、高架桥设计者的青睐。但Y型桥墩的

墩身因其结构的重要性和结构形式的特殊性，导致这些结构在地震灾害发生时尚存在许多

薄弱环节。目前，国内外对于Y型桥墩的抗震设计没有相关的规范可循，对于其抗震性能的

研究较少。交通部自2008年10月1日执行的《公路桥梁抗震设计细则》在抗震设计的理念和

思路要领、地震作用取值、抗震设计的要领等方面均有很大程度的不同和改善，对于墩柱抗

震增加了6.2节桥梁延性抗震设计和6.8节能力保护构件计算的有关规定，增加了8节延性

构件细节设计的有关规定，但针对钢筋混凝土Y型桥墩并未提出相关设计理论和具体构造

措施。

[0003] 城市高架桥Y型桥墩作为异形桥墩的一种，其抗震能力的研究不同于一般的矩形

桥墩，而更多的与自身的尺寸比例有关，即肢臂尺寸所占比例除了满足桥下足够的净空外，

还考虑较小的占地面积承托较宽的桥面，保证桥墩在上述条件稳定的基础上还应具有一定

的抗震能力，故此，Y型桥墩在设计起来极为复杂。以往的Y型桥墩普遍存在抗震性能不强的

现象，随着国家对城市高架桥抗震性能的重视，保障突遇地震时“交通生命线”能为抗震救

灾发挥有效的作用，迫切需要一种可以提高Y型桥墩抗震能力的加固方法。

[0004] 导致桥墩结构倒塌破坏和结构使用功能降低的主要原因是地震动产生的损坏。地

震下桥墩的倒塌破坏不单取决于桥墩最大能承受的变形，还取决于与桥墩受低周疲劳效应

所产生的损伤累积。结构最大的变形和累积的损伤参数通常可用来描述结构的塑性性能，

因此，在Y型桥墩的本构模型里加入损伤参量，开展强震作用下钢筋混凝土Y型桥墩弹塑性

地震反应研究，并进行钢筋混凝土Y型桥墩破坏全过程模拟，系统分析强震作用下的结构整

体性能退化规律和损伤破坏特性，对损伤破坏机理进行深入研究，如塑性铰的变化规律和

耗能能力的分析，即可找出Y型桥墩的抗震薄弱点，并对Y型桥墩的安全性做出科学和实用

性的评估，然后进行抗震性的加固，可有效提高钢筋混凝土Y型桥墩的抗震能力。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上述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提高Y型桥墩抗震能力的方法，该

方法有效提高了Y型桥墩的抗震能力。

[0006] 本发明的一种提高Y型桥墩抗震能力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7] 步骤1、横梁加固

[0008] 在Y型桥墩的两肢臂中间设置横梁，将两肢臂连接，同时，Y型桥墩的横梁处布置预

应力钢筋，具体为，在横梁的上端布置一排预应力钢筋，在横梁的下端布置一排预应力钢

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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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步骤2、塑性铰墎身箍筋加密

[0010] 在Y型桥墩的两肢臂处和U形槽处均设置加密箍筋；

[0011] 其中，Y型桥墩的两肢臂处箍筋的加密范围为不小于3H，其中，H为桥墩截面高度，

从墩肢顶面开始为箍筋加密范围起点；

[0012] Y型桥墩的U形槽处箍筋的加密箍筋范围为不小于3H，其中，H为桥墩截面高度，从

墩肢底面开始为箍筋加密范围起点；

[0013] 所述的Y型桥墩的两肢臂处的加密箍筋采用的标号同Y型桥墩非加密区箍筋标号，

所述的Y型桥墩的U形槽处的加密箍筋采用的标号宜高于Y型桥墩非加密区箍筋标号。

[0014] 所述的步骤1中，所述的预应力钢筋的张拉方式为一端张拉，为张拉端，另一端固

定，为固定端；预应力钢筋的排列采用按交错单端张拉方式。

[0015] 所述的步骤1中，所述的张拉端采用张拉端锚具，固定端采用固定端锚具。

[0016] 所述的步骤1中，所述的横梁，其横梁截面刚度等于两肢臂刚度。

[0017] 所述的步骤2中，所述的设置加密箍筋处，其加密箍筋的间距为普通箍筋间距的1/

2～1/3。

[0018]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一种提高Y型桥墩抗震能力的方法，其特点和有益效果

是：

[0019] (1)本发明通过在Y型桥墩横梁处设置预应力钢筋，横梁截面刚度达到与两肢臂接

近，在地震的反复推拉过程中可近似于三角形结构，稳定性高，可有效提高Y型桥墩上部区

域的力学性能。

[0020] (2)横梁布置预应力钢筋的方法，受力明确，定位方便，适用于Y型桥墩施工。

[0021] (3)塑性铰墎身箍筋加密，有效的解决了两肢臂及U形槽附近抗震薄弱区域的加固

问题，因加固而增加的工程量也不大，维护也很方便。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本发明Y型桥墩横梁处预应力钢筋布置图；

[0023] 图2为Y型桥墩两肢臂处和U形槽处设置加密箍筋区域图；

[0024] 图3混凝土Y型桥墩有限元模型图；

[0025] 图4为5组加载制度图，其中，PC为试件组；

[0026] 图5为5组试件墩底荷载与墩顶水平位移的滞回曲线，其中，PC为试件组。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的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详细说明，所述是对本发明的解

释而不是限定。

[0028] 实施例

[0029] 本实施例中的城市高架Y型桥墩，底截面尺寸为160cm×500cm，两肢臂截面尺寸为

160cm×190cm，城市高架Y型桥墩的墩身材料为C40混凝土，城市高架Y型桥墩的墩身采用

HRB335钢筋。

[0030] (一)一种提高Y型桥墩抗震能力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1] 步骤1、横梁加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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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在Y型桥墩的两肢臂中间设置横梁，将两肢臂连接，同时，Y型桥墩的横梁处布置预

应力钢筋，Y型桥墩横梁处预应力钢筋布置见图1，具体为，在横梁的上端布置一排N1～N13

预应力钢筋，在横梁的下端布置一排N14～N26预应力钢筋；

[0033] 预应力钢筋组成预应力钢束，用预应力钢束产生的外力来平衡Y型桥墩顶配重对

两肢臂作用而产生于横梁内的内力。

[0034] 所述的预应力钢筋为Φ32冷拉精轧螺纹粗钢筋。所述的预应力钢筋张拉吨位为

632KN；

[0035] 所述的预应力钢筋的张拉方式为一端张拉，为张拉端，另一端固定，为固定端；预

应力钢筋的排列采用按交错单端张拉方式，相邻钢筋不得同方向同时张拉。

[0036] 张拉端采用张拉端锚具，固定端采用固定端锚具；

[0037] 所述的固定端锚具和张拉端锚具均采用VSL15—9型锚具；

[0038] 步骤2、塑性铰墎身箍筋加密

[0039] 在Y型桥墩的两肢臂处和U形槽处均设置加密箍筋，其Y型桥墩两肢臂处和U形槽处

设置加密箍筋区域图见图2，其中，两肢臂的加密箍筋范围为480cm，U形槽处加密箍筋范围

为480cm。两肢臂的加密箍筋采用Φ12钢筋，U形槽处的加密箍筋采用Φ16钢筋。

[0040] (二)提高Y型桥墩抗震能力方法的效果验证方法如下：

[0041] 根据相似理论建立Y型桥墩有限元模型，进行通过本实施例方法改进的Y型桥墩抗

震性能的模型模拟研究。以现有的Y型桥墩设计尺寸作为参数，以某市二环路改造工程Y型

桥墩为背景。选用ABAQUS有限元仿真软件进行理性弹塑性模型的模拟，假定混凝土和钢筋

之间是理想粘结。弹塑性阶段之后，结构体系的阻尼耗能和塑性变形是消耗地震的总输入

能量两大主要部分，根据能量平衡的原则，如果地震动作用于结构的能量能通过结构的塑

性变形、阻尼和滞回的方式消耗掉，那么此结构可很好的抵御地震动荷载，不会倒塌破坏。

而Y型桥墩的承载力在地震下会随着薄弱区域塑性铰的发展而逐步造成墩身的性能退化，

耗能能力降低，其承载能力及延性的损失增大，导致其最终损伤破坏。

[0042] 上述有限元模型的设计

[0043] 1、计算参数的选取

[0044] 桥墩混凝土：混凝土C40，泊松比：0.1667，弹性模量：3.25×104MPa，容重：26kN/m3。

[0045] 墩身钢筋采用HRB335钢筋，两肢臂的主钢筋为Φ32钢筋和Φ28钢筋的组合，箍筋

采用Φ12钢筋；横梁的主钢筋是JL32筋和Φ12钢筋的组合，箍筋采用Φ16；U形槽以下区域

的主钢筋用两排Φ20钢筋顺桥向排列，箍筋采用Φ16钢筋。

[0046] 横梁的预应力精轧螺纹钢筋张拉吨位：632kN，泊松比：0.3，弹性模量：1 .95×

105MPa，容重：82kN/m3，标准强度：930MPa。

[0047] 引进塑性变形下损伤因子的概念来确定基于规范提供的混凝土本构关系的塑性

本构关系参数，基于此确定C40混凝土的计算参数：

[0048] C40混凝土的计算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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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9]

[0050] 2、墩身模型的建立

[0051] 混凝土构件取20节点六面体单元C3D20R，钢筋取用两节点三维桁架单元T3D2，使

用ABAQUS/Standard进行求解模型如图3。其中，图3中，(a)为桥墩试件模型，(b)为桥梁钢筋

模型。箍筋的间距为200mm，箍筋加密区的间距为100mm，箍筋的布置方式如图；主钢筋绑扎

在箍筋上，间距为110mm；U形槽以下区域，在靠近U形槽的区域和墩底各布置4排长为2200mm

的连接钢筋Φ16，每排4根间距为280mm的Φ16钢筋，每排间距为150mm；横梁的箍筋间距为

150mm。

[0052] 3、预应力横梁的施加

[0053] ABAQUS中预应力桁架单元最常用的实现方法是降温法，即建立温度与膨胀的关系

式，根据结构降温收缩的原理使钢筋对混凝土产生张拉的效果。预应力钢筋张拉力为

632kN，弹性模量为1.95×105MPa，钢筋的直径为32mm,横梁上下两端均是受拉区，预应力钢

筋的总数为26根。其中，温度与膨胀的关系式为：

[0054] 温度＝-力/(温度膨胀系数×弹性模量×钢绞线面积)。

[0055] (三)提高Y型桥墩抗震能力方法的效果验证方法中模型模拟测试内容及模拟结

果，如下：

[0056] (1)控制荷载的选取

[0057] 为了更贴合墩身的实际运动，依次在Y型桥墩的顺桥向和横桥向两个方向进行推

覆，进而分析其地震下的损伤机理。位移加载的幅值与屈服位移的选定有关，屈服位移以内

的混凝土构件可看作是弹性材料，而不做损伤研究。基于确定屈服位移和极限位移的方法，

为了尽可能的模拟桥墩在强震下的破坏规律，最终采用的试验方法如下表：

[0058] 试验组的加载方案

[0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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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0] 为了更好的研究塑性铰的变化规律，增一组PC-5试件的加载制度，PC-5组是对比

试验组，目的是探究急速的大变形下对Y型桥墩损伤的影响。通过位移加载幅值、加载顺序

对Y型桥墩破坏产生的影响，根据不同加载下Y型桥墩的耗能变化特点，研究预应力混凝土Y

型桥墩的破坏机理，5组加载制度如图4。

[0061] (2)推覆作用下桥墩模型

[0062] 数值模拟得到的5组试件墩底荷载与墩顶水平位移的滞回曲线如图5，PC-1试件的

滞回曲线呈明显的“梭形”，滞回环面积较小；PC-2试件有一定的捏缩现象，滞回环较饱满；

PC-3试件滞回包络面积较大，捏缩现象较为严重；PC-4试件滞回包络面积最小，水平反力下

降的速度也慢；PC-5试件呈现较为饱满的“梭形”。模型的塑性铰发展会产生如下结果：地震

下桥墩U形槽区域由于应力集中引起率先损伤，并导致墩柱内力的重分布，两肢臂承受过多

的内力，底端塑性铰会因为持续的反复力作用而向上移动，直至形成贯通性损伤。

[0063] 经过上述Y型桥墩经过有限元模型模拟分析后，可看出两肢臂的抗剪能力并不强，

两肢臂在经过箍筋加密后可有效的抵抗地震的作用；U形槽区域是应力集中点，U形槽往下

直到墩底是易发生贯通性损失的区域，在U形槽设置加密的箍筋，可避免因该区域的过早破

坏而引起的结构失稳的情况；横梁采用了JT32的预应力钢筋，截面刚度与两肢臂接近，使其

在反复推拉过程中可近似于三角形结构，稳定性提高。故此，通过两个步骤的加固可有效改

善了混凝土Y型桥墩的抗震性能，达到预期效果。

[0064] 尽管上面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实例模拟，可以理解的是，上述实例模拟是

示例性的，不能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在本发明的范围内可以对

上述实例进行变化、修改、替换和变型，这些修改对本领域的专业技术人员来说将是显而易

见的，本文中所定义的一般原理可以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或范围的情况下，在其它实施

例中实现。因此，本发明将不会被限制于本文所示的实施例，而是要符合与本文所公开的原

理和新颖特点相一致的最宽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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