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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协同抗剪高耐久型钢桥面

铺装结构及其施工方法，钢桥面铺装结构包括钢

桥面板、混凝土层、梯度匹配界面应力吸收层和

高粘高弹SMA面层，所述混凝土层铺设在钢桥面

板之上，并通过协同抗剪体系与钢桥面板连接，

所述混凝土层包括混凝土和嵌入混凝土层内部

的方格钢筋网；所述梯度匹配界面应力吸收层设

置在混凝土层和高粘高弹SMA面层之间，使两者

之间产生有效粘结。本发明提供的组合式铺装结

构及其施工方法，采用性能优异的轻质高耐久低

收缩超高性能混凝土材料，能够有效控制裂缝的

产生，结构收缩小、韧性高、温度稳定性好、耐久

性好，并能够有效提升钢桥面板的疲劳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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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协同抗剪高耐久型钢桥面铺装结构，其特征在于：包括钢桥面板、混凝土层、梯

度匹配界面应力吸收层和高粘高弹SMA面层，所述混凝土层铺设在钢桥面板之上，并通过协

同抗剪体系与钢桥面板连接，所述混凝土层包括混凝土和嵌入混凝土层内部的方格钢筋

网；所述梯度匹配界面应力吸收层设置在混凝土层和高粘高弹SMA面层之间，使两者之间产

生有效粘结。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协同抗剪高耐久型钢桥面铺装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混凝

土层的厚度为40～60mm，所述混凝土层中使用的轻质高耐久低收缩超高性能混凝土材料包

括如下组分：水泥：水泥符合GB175的规定，选用P·O  52.5水泥或P·II  52.5水泥，用量为

750～850kg/m3；陶砂：陶砂符合GB/T  17431.1的要求，采用900级整形后近似球型陶砂，筒

压强度大于6.0MPa，细度模数2.3～3.5，其用量为650～750kg/m3；粉煤灰微珠：粉煤灰微珠

符合GB/T  1596的规定，需水量比小于92％，其用量为150～200kg/m3；硅灰：硅灰应符合GB/

T  27690的规定，7d活性指数不小于105％，其用量为150～200kg/m3；膨胀剂：膨胀剂宜采用

符合GB/T  23439-2017要求的II型膨胀剂，其用量为议60～80kg/m3；微细镀铜钢纤维和PVA

纤维混掺：体积率为2.5％～3.0％；减水剂：其用量为25～40kg/m3；水胶比为：0.16～0.18。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协同抗剪高耐久型钢桥面铺装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混凝

土层的28天轴心抗压强度R≥100MPa，极限拉应变δ≥2％，360天收缩s<300με，容重ρ<

2100kg/m3，韧性指数I20>20，现浇或者预制，常温免蒸汽养护。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协同抗剪高耐久型钢桥面铺装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梯度

匹配界面应力吸收层沥青洒布量为1.4±0.2kg/m2，所述梯度匹配界面应力吸收层采用纤

维改性乳化沥青，60℃动力粘度v≥60000Pa·s；所述梯度匹配界面应力吸收层表面热撒玄

武岩碎石，碎石粒径为4.75～9.5mm，覆盖率为65～75％。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协同抗剪高耐久型钢桥面铺装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高粘

高弹SMA面层的厚度为30～50mm，采用高粘高弹SMA-10制成。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协同抗剪高耐久型钢桥面铺装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协同

抗剪体系高度为35～55mm，协同抗剪体系包括一端焊接在钢桥面板上表面，另一端浇筑在

混凝土层内部的剪力钉和剪力板，剪力板包括平行设置的沿纵桥向呈条带状分布的两块，

剪力板厚度为10mm或12mm，剪力板上方开设若干圆孔，孔径为20～40mm，供钢筋网的钢筋穿

过，相邻剪力板之间的间距为500mm，剪力钉设置在两块剪力板之间，相邻剪力钉之间的间

距为300～400mm，呈梅花状分布。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协同抗剪高耐久型钢桥面铺装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钢筋

网是由纵横向呈“井”字形排列的若干钢筋经由焊接或绑扎形成，所述钢筋的直径为10mm或

12mm，所述相邻钢筋之间的间距为100～200mm。

8.如权利要求1-7任一项所述的一种协同抗剪高耐久型钢桥面铺装结构的施工方法，

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在钢桥面板上焊接协同抗剪体系；

S2：在协同抗剪体系上绑扎或焊接钢筋网；

S3：在钢桥面板上浇筑轻质高耐久低收缩超高性能混凝土，使其覆盖协同抗剪体系和

钢筋网，从而形成轻质高耐久低收缩超高性能混凝土层；

S4：在混凝土层的顶面铺设梯度匹配界面应力吸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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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5：在梯度匹配界面应力吸收层上铺设高粘高弹SMA面层。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协同抗剪高耐久型钢桥面铺装结构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步骤S1之前还包括对钢桥面板1表面喷砂除锈。

10.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协同抗剪高耐久型钢桥面铺装结构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步骤S1和步骤S2之间还包括：对钢桥面板1和协同抗剪体系5的焊接部位进行防腐

涂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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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协同抗剪高耐久型钢桥面铺装结构及其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桥梁工程技术领域，涉及一种协同抗剪高耐久型钢桥面铺装结构及其

施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正交异性钢桥面板自上世纪问世以来，以其重量轻、运输架设方便、施工速度快等

特点，而被广泛用于大中跨径桥梁。但是，在桥梁的运营期间，钢桥面铺装普遍出现了开裂、

拥包、车辙、层间滑移等病害。主要原因是：(1)正交异性钢板的纵横加劲肋等构造特点使得

其刚度变化较大，这导致铺装层受力复杂，局部受力过大；(2)常用的沥青质铺装材料刚度

较低，温度稳定性差，高温下易变形。

[0003] 一般情况下，工程技术人员可以通过优化正交异性钢板构造细节、提高铺装层材

料性能、治理超载等手段来减少病害的发生。但正交异性钢桥面板是典型的钢结构，沥青混

凝土面层为无机非金属材料，如两者之间的过渡层材料特性不满足梯度匹配原理，很难从

根本上治理病害。

[0004] 如果在钢-沥青混凝土材料之间铺设模强比适当、膨胀系数合理的轻质高耐久低

收缩超高性能混凝土层，并在轻质高耐久低收缩超高性能混凝土层内部设置协同抗剪体系

和钢筋网等构件，可以达到刚度平稳过渡、铺装结构各层协同变形的效果，从而有效提高铺

装结构的稳定性、舒适性和耐久性。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本发明拟提供一种低收缩、高韧性、温度稳定性好、耐

久性好、经济性好的协同抗剪高耐久型钢桥面铺装结构及施工方法，有效解决目前钢桥面

铺装病害多，使用寿命短的难题。

[0006] 本发明为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题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7] 一种协同抗剪高耐久型钢桥面铺装结构，其特征在于：包括钢桥面板1、混凝土层

2、梯度匹配界面应力吸收层3和高粘高弹SMA(沥青玛蹄脂碎石混合料)面层4，所述混凝土

层2铺设在钢桥面板1之上，并通过协同抗剪体系5与钢桥面板1连接，所述混凝土层2包括混

凝土和嵌入混凝土层内部的方格钢筋网；所述梯度匹配界面应力吸收层3设置在混凝土层2

和高粘高弹SMA面层4之间，用于使两者之间产生有效粘结，并具有防水和阻止混凝土层2裂

缝扩展及向上反射等功能。

[0008] 所述混凝土层2的厚度为40～60mm，所述混凝土层2中使用的轻质高耐久低收缩超

高性能混凝土材料包括如下组分：水泥：水泥应符合GB  175的规定，宜选用P·O  52.5水泥

或P·II  52.5水泥，其用量建议750～850kg/m3；陶砂：陶砂应符合《轻骨料及其试验方法》

(GB/T  17431.1)的要求，宜采用900级整形后近似球型陶砂，筒压强度大于6.0MPa，细度模

数2.3～3.5，其用量建议650～750kg/m3；粉煤灰微珠：粉煤灰微珠应符合GB/T  1596的规

定，需水量比小于92％，其用量建议150～200kg/m3；硅灰：硅灰应符合GB/T  27690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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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d活性指数不小于105％，其用量建议150～200kg/m3；膨胀剂：膨胀剂宜采用符合《混凝土

膨胀剂》(GB/T  23439-2017)要求的II型膨胀剂，其用量建议60～80kg/m3；微细镀铜钢纤维

和PVA纤维混掺：体积率2.5％～3.0％；减水剂：其用量建议25～40kg/m3；水胶比：0.16～

0.18。

[0009] 所述混凝土层2的28天轴心抗压强度R≥100MPa，极限拉应变δ≥2％，360天收缩s<

300με，容重ρ<2100kg/m3，韧性指数I20>20(应力水平0.7)，可现浇或者预制，常温免蒸汽养

护。

[0010] 所述梯度匹配界面应力吸收层3沥青洒布量为1.4±0.2kg/m2，所述梯度匹配界面

应力吸收层3采用纤维改性乳化沥青，60℃动力粘度v≥60000Pa·s；所述梯度匹配界面应

力吸收层3表面热撒玄武岩碎石，所述碎石粒径为4.75～9.5mm，覆盖率为65～75％。

[0011] 所述高粘高弹SMA面层4的厚度为30～50mm，采用高粘高弹SMA-10制成。

[0012] 所述协同抗剪体系5高度为35～55mm，协同抗剪体系5包括一端焊接在钢桥面板1

上表面，另一端浇筑在混凝土层2内部的剪力钉和剪力板，剪力板包括平行设置的沿纵桥向

呈条带状分布的两块，剪力板厚度为10mm或12mm，剪力板上方开设若干圆孔，孔径为20～

40mm，供钢筋网的钢筋穿过，相邻剪力板之间的间距为500mm，剪力钉设置在两块剪力板之

间，相邻剪力钉之间的间距为300～400mm，呈梅花状分布。

[0013] 所述钢筋网6是由纵横向呈“井”字形排列的若干钢筋经由焊接或绑扎形成，所述

钢筋的直径为10mm或12mm，所述相邻钢筋之间的间距为100～200mm。

[0014] 本发明另一方面提供一种协同抗剪高耐久型钢桥面铺装的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

[0015] S1：在钢桥面板1上焊接协同抗剪体系5；

[0016] S2：在协同抗剪体系5上绑扎或焊接钢筋网6；

[0017] S3：在钢桥面板1上浇筑轻质高耐久低收缩超高性能混凝土，使其覆盖协同抗剪体

系和钢筋网，从而形成轻质高耐久低收缩超高性能混凝土层2；

[0018] S4：在混凝土层2的顶面铺设梯度匹配界面应力吸收层3；

[0019] S5：在梯度匹配界面应力吸收层3上铺设高粘高弹SMA面层4。

[0020] 所述步骤S1之前还包括：对钢桥面板1表面喷砂除锈。

[0021] 所述步骤S1和步骤S2之间还包括：对钢桥面板1和协同抗剪体系5的焊接部位进行

防腐涂装。

[0022] 本发明具有如下优点：

[0023] 1.本发明提供的组合式铺装结构及其施工方法，采用性能优异的轻质高耐久低收

缩超高性能混凝土材料，能够有效控制裂缝的产生，能够有效改善钢桥面板因与沥青混凝

土层直接接触而承受的极端温度作用，能够有效的实现铺装结构各层的刚度过渡，能够和

正交异性钢板组成“钢-超高性能混凝土”组合结构共同承担车辆荷载，采用纤维改性乳化

沥青制成的的梯度匹配界面应力吸收层，粘结性能好，并具有防水和阻止轻质高耐久低收

缩超高性能混凝土层裂缝扩展及向上反射等功能，因此该协同抗剪高耐久型钢桥面铺装结

构收缩小、韧性高、温度稳定性好、耐久性好，并能够有效提升钢桥面板的疲劳性能；

[0024] 2.本发明提供的组合式铺装结构及施工方法，LUHPC基层可现场浇筑亦可工厂预

制、免蒸养，施工方便、性价比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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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5] 图1为本发明钢桥面铺装结构整体示意图；

[0026] 图2为本发明协同抗剪体系和钢筋网布置立体示意图；

[0027] 图3为本发明协同抗剪体系和钢筋网布置平面示意图；

[0028] 图4为本发明协同抗剪体系和钢筋网布置剪力板示意图；

[0029] 图5为本发明钢桥面铺装结构的施工方法流程图。

[0030] 附图标记：1-钢桥面板；2-混凝土层；3-梯度匹配界面应力吸收层；4-高粘高弹SMA

面层；5-协同抗剪体系；6-钢筋网。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下面通过实施例，并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具体的说明，如图1-

5所示：

[0032] 一种协同抗剪高耐久型钢桥面铺装结构，包括钢桥面板1、混凝土层2、梯度匹配界

面应力吸收层3和高粘高弹SMA面层4，混凝土层2铺设在钢桥面板1之上，并通过协同抗剪体

系5与钢桥面板1连接，混凝土层2包括混凝土和嵌入混凝土层内部的方格钢筋网；梯度匹配

界面应力吸收层3设置在混凝土层2和高粘高弹SMA面层4之间，用于使两者之间产生有效粘

结，并具有防水和阻止混凝土层2裂缝扩展及向上反射等功能。

[0033] 混凝土层2的厚度为40～60mm，混凝土层2中使用的轻质高耐久低收缩超高性能混

凝土材料包括如下组分：水泥：水泥应符合GB  175的规定，宜选用P·O  52.5水泥或P·II 

52 .5水泥，其用量建议750～850kg/m3；陶砂：陶砂应符合《轻骨料及其试验方法》(GB/T 

17431.1)的要求，宜采用900级整形后近似球型陶砂，筒压强度大于6.0MPa，细度模数2.3～

3.5，其用量建议650～750kg/m3；粉煤灰微珠：粉煤灰微珠应符合GB/T  1596的规定，需水量

比小于92％，其用量建议150～200kg/m3；硅灰：硅灰应符合GB/T  27690的规定，7d活性指数

不小于105％，其用量建议150～200kg/m3；膨胀剂：膨胀剂宜采用符合《混凝土膨胀剂》(GB/

T  23439-2017)要求的II型膨胀剂，其用量建议60～80kg/m3；微细镀铜钢纤维和PVA纤维混

掺：体积率2.5％～3.0％；减水剂：其用量建议25～40kg/m3；水胶比：0.16～0.18。

[0034] 混凝土层2的28天轴心抗压强度R≥100MPa，极限拉应变δ≥2％，360天收缩s<300μ

ε，容重ρ<2100kg/m3，韧性指数I20>20(应力水平0.7)，可现浇或者预制，常温免蒸汽养护。

[0035] 梯度匹配界面应力吸收层3沥青洒布量为1.4±0.2kg/m2，梯度匹配界面应力吸收

层3采用纤维改性乳化沥青，60℃动力粘度v≥60000Pa·s；梯度匹配界面应力吸收层3表面

热撒玄武岩碎石，所述碎石粒径为4.75～9.5mm，覆盖率为65～75％。

[0036] 高粘高弹SMA面层4的厚度为30～50mm，采用高粘高弹SMA-10制成。

[0037] 协同抗剪体系5高度为35～55mm，协同抗剪体系5包括一端焊接在钢桥面板1上表

面，另一端浇筑在混凝土层2内部的剪力钉和剪力板，剪力板包括平行设置的沿纵桥向呈条

带状分布的两块，剪力板厚度为10mm或12mm，剪力板上方开设若干圆孔，孔径为20～40mm，

供钢筋网的钢筋穿过，相邻剪力板之间的间距为500mm，剪力钉设置在两块剪力板之间，相

邻剪力钉之间的间距为300～400mm，呈梅花状分布，。

[0038] 钢筋网6是由纵横向呈“井”字形排列的若干钢筋经由焊接或绑扎形成，所述钢筋

的直径为10mm或12mm，所述相邻钢筋之间的间距为100～2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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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9] 一种协同抗剪高耐久型钢桥面铺装的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0] S1：对钢桥面板1表面喷砂除锈，在钢桥面板1上焊接协同抗剪体系5；对钢桥面板1

和协同抗剪体系5的焊接部位进行防腐涂装；协同抗剪体系与钢桥面板1的焊接应进行焊接

工艺评定，其结果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0041] S2：在协同抗剪体系5上绑扎或焊接钢筋网6；

[0042] S3：在钢桥面板1上浇筑轻质高耐久低收缩超高性能混凝土，使其覆盖协同抗剪体

系和钢筋网，从而形成轻质高耐久低收缩超高性能混凝土层2；

[0043] S4：在混凝土层2的顶面铺设梯度匹配界面应力吸收层3；

[0044] S5：在梯度匹配界面应力吸收层3上铺设高粘高弹SMA面层4。

[0045] 本发明提供的协同抗剪高耐久型钢桥面铺装结构及施工方法，采用性能优异的轻

质高耐久低收缩超高性能混凝土材料，能够有效控制裂缝的产生，能够有效改善钢桥面板

因与沥青混凝土层直接接触而承受的极端温度作用，能够有效的实现铺装结构各层的刚度

过渡，能够和正交异性钢板组成“钢-超高性能混凝土”组合结构共同承担车辆荷载，采用纤

维改性乳化沥青制成的的梯度匹配界面应力吸收层，粘结性能好，并具有防水和阻止轻质

高耐久低收缩超高性能混凝土层裂缝扩展及向上反射等功能，因此该协同抗剪高耐久型钢

桥面铺装结构收缩小、韧性高、温度稳定性好、耐久性好，并能够有效提升钢桥面板的疲劳

性能；本发明提供的组合式铺装结构及施工方法，LUHPC基层可现场浇筑亦可工厂预制、免

蒸养，施工方便、性价比高。

[0046] 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限于上述的实施例，显然，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对本发

明进行各种改动和变形而不脱离本发明的范围和精神。倘若这些改动和变形属于本发明权

利要求及其等同技术的范围内，则本发明的意图也包含这些改动和变形在内。

说　明　书 4/4 页

7

CN 111877157 A

7



图1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1/3 页

8

CN 111877157 A

8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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