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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梁体外预应力拉索变基面设计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桥梁体外预应力拉索的设计，具

体设计操作如下：建立拉索设计总体坐标系；由

起点开始，依次在拉索导线上连续三个控制点

(起点、终点或转点)确定的空间三维基面内，进

行转点处拉索转向器的几何设计；核查设计，修

正数据，测量记录，完成一个转点处的设计；对下

一个转点处的设计引起的连带影响，进行重复设

计，直至完成所有转点处的设计。本发明提出了

一种桥梁体外预应力拉索的空间三维几何设计

方法，解决了桥梁体外预应力拉索的空间转向设

计问题，对桥梁BIM技术的应用和发展具有积极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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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桥梁体外预应力拉索变基面设计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体外预应力拉索为

空间三维结构，由一条连续的空间三维导线上的控制点进行定位，所述控制点包括起点、终

点及各转点；所述的基面为连续三个所述的控制点确定的空间三维平面；所述的设计是指

在各基面上进行的转向器的几何定位设计和几何尺寸设计；所述的设计方法包括以下几个

步骤：

(1)在AutoCAD  2012设计软件上进行桥梁主梁的设计；

(2)在桥梁主梁上建立拉索设计总体坐标系，初步定位拉索导线控制点位置，所述控制

点包括起点、终点及各转点；

(3)由起点开始，依次在连续三个控制点确定的基面内，进行各转点处预设最小半径的

拉索转向器圆弧段的设计；

(4)在同一基面内核查转向器圆弧段位置，确保其处于梁体内部且端部距离梁体表面

在规定值范围内，否则修正梁体尺寸、转向器半径、拉索导线控制点位置；

(5)在同一基面内进行转向器圆弧段端部直线段的设计，要求其出露梁体表面且端部

距梁体表面在规定值范围内；

(6)测量并记录转向器定位坐标和尺寸数据，完成一个转点处的设计；

(7)对下一个转点处的设计引起的连带影响，进行重复设计，直至完成所有转点处的设

计。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桥梁体外预应力拉索变基面设计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步骤(1)中，桥梁主梁的设计为空间三维几何设计。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桥梁体外预应力拉索变基面设计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步骤(2)中，拉索设计总体坐标系X-O-Y(Z)的原点在拉索起点梁端截面形心线梁底处，X轴

指向拉索终点，Y轴指向拉索侧，Z轴沿形心线指向梁顶，拉索导线的起点、终点位于跨端横

隔板上，转点位于跨内转向隔板上。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桥梁体外预应力拉索变基面设计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步骤(3)、(4)、(5)中，拉索转向器应为平面结构；转向器预设最小半径根据拉索的型式而

定。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桥梁体外预应力拉索变基面设计方法，其特征在于，对于

常见的钢绞线拉索取2.9m；转向器圆弧段端部、直线段端部距梁体表面在规定值取50～

100mm。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桥梁体外预应力拉索变基面设计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步骤(6)中，转向器定位坐标统一为总体坐标系X-O-Y(Z)内转向器形心线上两端点三维坐

标和圆弧顶点三维坐标；转向器尺寸数据统一为转向器形心线上圆弧段半径和圆心角、直

线段长度。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桥梁体外预应力拉索变基面设计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步骤(7)中，下一个转点处的设计引起的连带影响不再向更上的转点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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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梁体外预应力拉索变基面设计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土木工程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桥梁体外预应力拉索变基面设计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过去的十年，国外BIM技术和标准的发展迅速。目前，我国的建筑BIM技术取得一定

进展，但桥梁BIM技术则刚进入启动阶段。

[0003] 相对于建筑BIM技术对环境融合、专业协同的重视，桥梁BIM技术对结构安全、构造

协同则更为重视，高度的空间结构、联合作用、空间分析、空间展示特征使得勉强开发出的

桥梁BIM系统多反映出形式主义特征和两张皮现象。

[0004] 同时，采用结构化的观点、工业化的模式，在规模化、系列化的水平上，实绿色公路

的建设，正成为我国公路建设发展的方向。一批诸如节段预制拼装箱梁、全体外预应力拉索

等工业化技术应运而生。精巧的结构、精细的要求更反衬出我国在发展桥梁BIM技术，推行

三维精确设计，打造数据信息模型，实现工厂智能制造上存在的很多不足。问题不及时加以

解决，势必成为制约我国公路工业化建造技术发展的瓶颈。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上述问题而提供一种桥梁体外预应力拉索变基面设

计方法。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可以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

[0007] 一种桥梁体外预应力拉索变基面设计方法，所述的体外预应力拉索为空间三维结

构，由一条连续的空间三维导线上的控制点进行定位，所述控制点包括起点、终点及各转

点；所述的基面为连续三个所述的控制点确定的空间三维平面；所述的设计是指在各基面

上进行的转向器的几何定位设计和几何尺寸设计；所述的设计方法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0008] (1)在AutoCAD  2012设计软件上进行桥梁主梁的设计；

[0009] (2)在桥梁主梁上建立拉索设计总体坐标系，初步定位拉索导线控制点位置，所述

控制点包括起点、终点及各转点；

[0010] (3)由起点开始，依次在连续三个控制点确定的基面内，进行各转点处预设最小半

径的拉索转向器圆弧段的设计；

[0011] (4)在同一基面内核查转向器圆弧段位置，确保其处于梁体内部且端部距离梁体

表面在规定值范围内，否则修正梁体尺寸、转向器半径、拉索导线控制点位置；

[0012] (5)在同一基面内进行转向器圆弧段端部直线段的设计，要求其出露梁体表面且

端部距梁体表面在规定值范围内；

[0013] (6)测量并记录转向器定位坐标和尺寸数据，完成一个转点处的设计；

[0014] (7)对下一个转点处的设计引起的连带影响，进行重复设计，直至完成所有转点处

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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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所述步骤(1)中，桥梁主梁的设计为空间三维几何设计。

[0016] 所述步骤(2)中，拉索设计总体坐标系X-O-Y(Z)的原点在拉索起点梁端截面形心

线梁底处，X轴指向拉索终点，Y轴指向拉索侧，Z轴沿形心线指向梁顶，拉索导线的起点、终

点位于跨端横隔板上，转点位于跨内转向隔板等上。

[0017] 所述步骤(3)、(4)、(5)中，拉索转向器应为平面结构；转向器预设最小半径根据拉

索的型式而定。对于常见的钢绞线拉索可取2.9m；转向器圆弧段端部、直线段端部距梁体表

面在规定值可取50～100mm。

[0018] 所述步骤(6)中，转向器定位坐标统一为总体坐标系X-O-Y(Z)内转向器形心线上

两端点三维坐标和圆弧顶点三维坐标；转向器尺寸数据统一为转向器形心线上圆弧段半径

和圆心角、直线段长度。

[0019] 所述步骤(7)中，下一个转点处的设计引起的连带影响不再向更上的转折点传递。

[0020] 本发明提出了一种桥梁体外预应力拉索的空间三维几何设计方法，统一了设计思

路，规范了设计步骤。

[0021] 本发明解决了桥梁体外预应力拉索的空间转向设计问题，对桥梁BIM技术的应用

和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3×30m全体外预应力节段拼装箱梁示意图；

[0023] 图2为图1中本发明的体外预应力拉索设计总体坐标系示意图；

[0024] 图3为图2的拉索导线上的三个控制点确定的一个基面示意图；

[0025] 图4为图3的基面上的拉索转向器几何定位和几何尺寸示意图；

[0026] 图中，1-全体外预应力节段拼装箱梁；2-体外预应力拉索；3-拉索设计总体坐标

系；4-拉索导线；5-基面；6-转向器；7-转向隔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一种桥梁体外预应力拉索变基面设计方法，所述的体外预应力拉索为空间三维结

构，由一条连续的空间三维导线上的控制点进行定位，所述控制点包括起点、终点及各转

点；所述的基面为连续三个所述的控制点确定的空间三维平面；所述的设计是指在各基面

上进行的转向器的几何定位设计和几何尺寸设计；所述的设计方法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0028] (1)在AutoCAD  2012设计软件上进行桥梁主梁的设计；

[0029] (2)在桥梁主梁上建立拉索设计总体坐标系，初步定位拉索导线控制点位置，所述

控制点包括起点、终点及各转点；

[0030] (3)由起点开始，依次在连续三个控制点确定的基面内，进行各转点处预设最小半

径的拉索转向器圆弧段的设计；

[0031] (4)在同一基面内核查转向器圆弧段位置，确保其处于梁体内部且端部距离梁体

表面在规定值范围内，否则修正梁体尺寸、转向器半径、拉索导线控制点位置；

[0032] (5)在同一基面内进行转向器圆弧段端部直线段的设计，要求其出露梁体表面且

端部距梁体表面在规定值范围内；

[0033] (6)测量并记录转向器定位坐标和尺寸数据，完成一个转点处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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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7)对下一个转点处的设计引起的连带影响，进行重复设计，直至完成所有转点处

的设计。

[0035] 所述步骤(1)中，桥梁主梁的设计为空间三维几何设计。

[0036] 所述步骤(2)中，拉索设计总体坐标系X-O-Y(Z)的原点在拉索起点梁端截面形心

线梁底处，X轴指向拉索终点，Y轴指向拉索侧，Z轴沿形心线指向梁顶，拉索导线的起点、终

点位于跨端横隔板上，转点位于跨内转向隔板等上。

[0037] 所述步骤(3)、(4)、(5)中，拉索转向器应为平面结构；转向器预设最小半径根据拉

索的型式而定。对于常见的钢绞线拉索可取2.9m；转向器圆弧段端部、直线段端部距梁体表

面在规定值可取50～100mm。

[0038] 所述步骤(6)中，转向器定位坐标统一为总体坐标系X-O-Y(Z)内转向器形心线上

两端点三维坐标和圆弧顶点三维坐标；转向器尺寸数据统一为转向器形心线上圆弧段半径

和圆心角、直线段长度。

[0039] 所述步骤(7)中，下一个转点处的设计引起的连带影响不再向更上的转折点传递。

[0040]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

[0041] 实施例1

[0042] 参见图1，四车道3×30m全体外预应力节段拼装箱梁1，每跨设置8根体外预应力拉

索2。体外预应力拉索2为空间三维钢绞线拉索，以跨内转向隔板7等处的转向器6为关键转

向构造。转向器6的几何定位设计和几何尺寸设计采用变基面设计方法。设计按既定的步骤

进行。

[0043] 参见图2，首先，在AutoCAD  2012-Simplified  Chinese设计软件上进行桥梁箱梁1

的空间三维几何设计。而后，在箱梁1上建立拉索设计总体坐标系3，坐标系原点在拉索2起

点梁端截面形心线梁底处，X轴指向拉索终点，Y轴指向拉索侧，Z轴沿形心线指向梁顶。

[0044] 参见图3，以最靠近截面中线的拉索2为例，在总体坐标系3中，体外预应力拉索2由

一条连续的空间三维拉索导线4上的起点D1、终点及各转点D2、D3、D4等控制点进行定位。其

中，拉索导线4的起点D1、终点位于跨端横隔板上，转点D2、D3、D4等位于跨内转向隔板7等上。

[0045] 参见图3，以最靠近截面中线的拉索2为例，在根据结构计算结果和设计规范要求，

初步定位拉索导线4上的起点D1、终点及各转点D2、D3、D4等控制点位置后，即可由起点D1开

始，依次在连续三个控制点确定的基面5内，进行各转点处转向器6的设计。设计按拉索转向

器6为平面结构，最小半径2.9m，圆弧段端部、直线段端部距梁体表面50～100mm的要求，反

复调整进行。如在D2、D3、D4点确定的基面5内，进行转点D3处转向器6的设计。

[0046] 参见图4，最靠近截面中线的拉索2为例，进行一个转点处的几何设计后，测量并记

录转向器定位坐标和尺寸数据，形成该点处的完整设计。对下一个转点处的设计引起的连

带影响，进行重复设计，直至完成所有转点处的设计。

[0047] 本实施例中，转点D3处转向器定位坐标和尺寸数据测量并记录示例如下：

[0048] (X3L，Y3L，Z3L)＝(11.289023，1.161944，0.416804)

[0049] (X3R，Y3R，Z3R)＝(11.289023，1.161944，0.416804)

[0050] (X3C，Y3C，Z3C)＝(11.900456，1.179178，0.357715)

[0051] (R3，θ3，L3L，L3R)＝(5000，6.4977°，331.106，316.179)

[0052] 其中，坐标以m记；长度以mm记；角度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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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3] 参见图1，全体外预应力节段拼装箱梁1中其他拉索可按相同的方法进行设计。采

用本发明提出的空间三维几何设计方法，统一了设计思路，规范了设计步骤，促进了BIM技

术的应用。

[0054] 上述的对实施例的描述是为便于该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能理解和使用发明。

熟悉本领域技术的人员显然可以容易地对这些实施例做出各种修改，并把在此说明的一般

原理应用到其他实施例中而不必经过创造性的劳动。因此，本发明不限于上述实施例，本领

域技术人员根据本发明的揭示，不脱离本发明范畴所做出的改进和修改都应该在本发明的

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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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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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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