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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钢‑混凝土混合连续箱梁

桥面板接头构造，箱梁包括翼缘板、腹板和底板，

包括位于箱梁正、负弯矩区交界处沿垂直于箱梁

延伸方向立向设置于翼缘板上的承压板、靠近

正、负弯矩区交界处位于箱梁正弯矩区内与翼缘

板相齐平的盖板、位于箱梁正弯矩区的翼缘板上

方的混凝土桥面板以及位于箱梁负弯矩区的翼

缘板上方的负弯矩区钢桥面板。本发明的负弯矩

区采用钢结构桥面板替换传统的混凝土结构桥

面板，在不需要采取施加预应力、支点顶升等相

关措施的基础上，解决了负弯矩桥面板在运营荷

载作用下的开裂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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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钢‑混凝土混合连续箱梁桥面板接头构造，箱梁包括翼缘板(1)和腹板(2)，其特

征在于：包括位于箱梁正、负弯矩区交界处沿垂直于箱梁延伸方向立向设置于翼缘板上的

承压板(3)、靠近正、负弯矩区交界处位于箱梁正弯矩区内与翼缘板相齐平的盖板(4)、位于

箱梁正弯矩区的翼缘板上方的混凝土桥面板(5)以及位于箱梁负弯矩区的翼缘板上方的负

弯矩区钢桥面板(6)；所述负弯矩区钢桥面板(6)包括位于承压板(3)和箱梁负弯矩区的翼

缘板上方且一侧延伸至箱梁正弯矩区上方的上钢板(7)，该上钢板(7)在负弯矩区内与翼缘

板(1)之间设置有与腹板(2)相对齐的加强腹板(8)，位于负弯矩区的上钢板(7)下表面设有

若干个加强肋件(9)。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钢‑混凝土混合连续箱梁桥面板接头构造，其特征在于：所述

加强肋件(9)包括设置在上钢板下表面的U型肋条(10)，该U型肋条(10)的两侧板与上钢板

(7)下表面相连接，U型肋条(10)的一端面与承压板(3)相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钢‑混凝土混合连续箱梁桥面板接头构造，其特征在于：所述U

型肋条(10)上沿U型肋条延伸方向立向设置有一三角板(11)，该三角板(11)的一直边与U型

肋条(10)相连接，另一直边与承压板(3)相连接，一斜边上设有肋板(12)。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钢‑混凝土混合连续箱梁桥面板接头构造，其特征在于：位于

箱梁正弯矩区内的翼缘板(1)和盖板(4)的上表面、朝向正弯矩区的承压板(3)侧表面以及

位于箱梁正弯矩区内的上钢板(7)的下表面上均设有用于连接混凝土桥面板的栓钉(13)。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钢‑混凝土混合连续箱梁桥面板接头构造，其特征在于：所述

盖板(4)的一侧延伸至箱梁负弯矩区内。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钢‑混凝土混合连续箱梁桥面板接头构造，其特征在于：所述

箱梁的腹板(2)下方设有一底板(14)，该底板(14)上间隔均布有用于加强的加劲肋板(15)，

两腹板(2)之间设有与承压板(3)相对齐的隔板(16)。

7.根据权利要求1至6任一所述的钢‑混凝土混合连续箱梁桥面板接头构造的施工方

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A、对箱梁进行分节段预制拼装，在箱梁的正、负弯矩区交界处焊接有盖板和承压板；

B、在正弯矩区的翼缘板和盖板上焊接若干个栓钉，在朝向正弯矩区的承压板表面焊接

若干个栓钉，在正弯矩区内的上钢板的下表面上焊接有若干个栓钉；

C、制备若干个U型肋条，形成加强肋件；

D、在负弯矩区的上钢板下表面上焊接有加强腹板和加强肋件，形成负弯矩区钢桥面

板；

E、吊装负弯矩区钢桥面板至箱梁上方相对应位置，将负弯矩区钢桥面板与箱梁焊接固

定；

F、将焊接有负弯矩区钢桥面板的箱梁分节段运输至桥位现场，在临时支墩上进行吊装

拼装；

G、绑扎正弯矩区的混凝土桥面板钢筋网，浇注正弯矩区的混凝土桥面板，养护达到龄

期与强度要求后，拆除临时支墩。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钢‑混凝土混合连续箱梁桥面板接头构造的施工方法，其特征

在于：步骤(C)中在U型肋条上焊接有一三角板，该三角板上斜边上在焊接有一肋板，形成加

强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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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混凝土混合连续箱梁桥面板接头构造及其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桥梁结构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适用于普通公路桥梁和城市立交桥

梁中多跨钢‑混凝土混合连续箱梁桥面板接头构造及其施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随着公路、市政建设的飞速发展，钢‑混凝土组合结构连续箱梁作为—种

施工便捷的主梁结构形式，得到了日益广泛的应用。常规的钢‑混凝土组合结构连续箱梁是

将钢梁与混凝土板通过抗剪连接件组合成整体并共同受力的—种结构，钢梁作为下层结构

参与受拉作用，混凝土桥面板作为上层结构参与受压作用，充分利用了下层钢梁轻质高强

且便于架设、上层混凝土抗压强度较高的材料优点，提高了桥梁的跨越能力。

[0003] 由于钢‑混凝土组合结构连续箱梁的受力特点，中墩附近一定区域内的负弯矩通

常较大，导致该负弯矩区上缘混凝土桥面板承受很大的拉应力，从而该区域内混凝土桥面

板易开裂，降低结构耐久性。为此，需要采用相关的措施来降低这个拉应力，比如在负弯矩

区混凝土桥面板中布置预应力束、采用支点强迫位移法等系列方法，来解决受拉区的混凝

土桥面板易开裂的技术难题。经研究调查总结，即使采取了多种技术措施来避免负弯矩区

混凝土桥面板的开裂难题，但是成本较高、施工难度大。

[0004] 现有钢‑混凝土组合结构连续箱梁存在不足，其根本原因在于，中支点负弯矩区采

用混凝土桥面板，如果在施工过程中(及成桥时)没有较大的压应力储备，则运营荷载作用

下会出现较大的拉应力，从而会导致开裂。

[0005] 因此，亟需解决上述问题。

发明内容

[0006] 发明目的：本发明的第一目的是提供一种可避免负弯矩区内桥面板因承受很大的

拉应力而导致的开裂现象的钢‑混凝土混合连续箱梁桥面板接头构造。

[0007] 本发明的第二目的是提供该钢‑混凝土混合连续箱梁桥面板接头构造的施工方

法。

[0008] 技术方案：为实现以上目的，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钢‑混凝土混合连续箱梁桥面板，

箱梁包括翼缘板和腹板，包括位于箱梁正、负弯矩区交界处沿垂直于箱梁延伸方向立向设

置于翼缘板上的承压板、靠近正、负弯矩区交界处位于箱梁正弯矩区内与翼缘板相齐平的

盖板、位于箱梁正弯矩区的翼缘板上方的混凝土桥面板以及位于箱梁负弯矩区的翼缘板上

方的负弯矩区钢桥面板。

[0009] 其中，所述负弯矩区钢桥面板包括位于承压板和箱梁负弯矩区的翼缘板上方且一

侧延伸至箱梁正弯矩区上方的上钢板，该上钢板在负弯矩区内与翼缘板之间设置有与腹板

相对齐的加强腹板，位于负弯矩区的上钢板下表面设有若干个加强肋件。

[0010] 优选的，所述加强肋件包括设置在上钢板下表面的U型肋条，该U型肋条的两侧板

与上钢板下表面相连接，U型肋条的一端面与承压板相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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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再者，所述U型肋条上沿U型肋条延伸方向立向设置有一三角板，该三角板的一直

边与U型肋条相连接，另一直边与承压板相连接，一斜边上设有肋板。

[0012] 进一步，位于箱梁正弯矩区内的翼缘板和盖板的上表面、朝向正弯矩区的承压板

侧表面以及位于箱梁正弯矩区内的上钢板的下表面上均设有用于连接混凝土桥面板的栓

钉。

[0013] 优选的，所述盖板的一侧延伸至箱梁负弯矩区内。

[0014] 再者，所述箱梁的腹板下方设有一底板，该底板上间隔均布有用于加强的加劲肋

板，两腹板之间设有与承压板相对齐的隔板。

[0015] 本发明一种钢‑混凝土混合连续箱梁桥面板接头构造的施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16] A、对箱梁进行分节段预制拼装，在箱梁的正、负弯矩区交界处焊接有盖板和承压

板；

[0017] B、在正弯矩区的翼缘板和盖板上焊接若干个栓钉，在朝向正弯矩区的承压板表面

焊接若干个栓钉，在正弯矩区内的上钢板的下表面上焊接有若干个栓钉；

[0018] C、制备若干个U型肋条，形成加强肋件；

[0019] D、在负弯矩区的上钢板下表面上焊接有加强腹板和加强肋件，形成负弯矩区钢桥

面板；

[0020] E、吊装负弯矩区钢桥面板至箱梁上方相对应位置，将负弯矩区钢桥面板与箱梁焊

接固定；

[0021] F、将焊接有负弯矩区钢桥面板的箱梁分节段运输至桥位现场，在临时支墩上进行

吊装拼装；

[0022] G、绑扎正弯矩区的混凝土桥面板钢筋网，浇注正弯矩区的混凝土桥面板，养护达

到龄期与强度要求后，拆除临时支墩。

[0023] 其中，步骤(C)中在U型肋条上焊接有一三角板，该三角板上斜边上在焊接有一肋

板，形成加强肋件。

[0024] 有益效果：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显著优点：

[0025] (1)本发明的负弯矩区采用钢结构桥面板替换传统的混凝土结构桥面板，在不需

要采取施加预应力、支点顶升等相关措施的基础上，解决了负弯矩桥面板在运营荷载作用

下的开裂问题；

[0026] (2)本发明在整个钢箱梁架设完成后，混凝土桥面板可连续浇筑，不用设置后浇

带，加快了施工速度；还有负弯矩区钢桥面板可与钢梁一起预制拼装，相较于传统结构整个

桥面板都采用现浇的方法，简化了施工工艺，缩短了工期。

附图说明

[0027]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1中去掉上钢板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1中负弯矩钢桥面板的结构示意图；

[0030]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1的侧视图；

[0031] 图5为图4中A‑A向的剖视图；

[0032] 图6为图4中B‑B向的剖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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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图7为图4中C‑C向的剖视图；

[0034] 图8为图4中D‑D向的剖视图；

[0035] 图9为本发明实施例2中去掉上钢板的结构示意图；

[0036] 图10为本发明实施例2中负弯矩钢桥面板的结构示意图；

[0037] 图11为本发明实施例2的侧视图；

[0038] 图12为图11中A‑A向的剖视图；

[0039] 图13为图11中B‑B向的剖视图；

[0040] 图14为图11中C‑C向的剖视图；

[0041] 图15为图11中D‑D向的剖视图；

[0042] 图16为图11中E‑E向的剖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43]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说明。

[0044] 实施例1

[0045] 如图1所示，本发明适用于一种箱梁，该箱梁的下部为开口箱梁，该箱梁包括翼缘

板1、腹板2和底板14，底板14上间隔均布有用于加强的加劲肋板15，两腹板2之间设有隔板

16。隔板16将箱梁分割为两个区域，即正弯矩区和负弯矩区。由于钢‑混凝土组合结构连续

箱梁的受力特点，连续箱梁跨中为箱梁的正弯矩区，中支点附近区域为负弯矩区。

[0046] 如图2和图3所示，本发明的钢‑混凝土混合连续箱梁桥面板接头构造包括承压板

3、盖板4、混凝土桥面板5和负弯矩区钢桥面板6。盖板4沿箱梁延伸方向设置在箱梁正弯矩

区内靠近正、负弯矩区交界处，盖板4与翼缘板相齐平。承压板3沿垂直于箱梁延伸方向立向

设置在箱梁正、负弯矩区交界处，承压板3与隔板16相对齐。混凝土桥面板5位于箱梁正弯矩

区的翼缘板上方，由混凝土现场浇筑而成。

[0047] 如图4、图5、图6、图7、图8和图9所示，负弯矩区钢桥面板6位于箱梁负弯矩区的翼

缘板上方，该负弯矩区钢桥面板6包括上钢板7、加强腹板8和加强肋件9。上钢板7位于承压

板3和箱梁负弯矩区的翼缘板上方，该上钢板7的一侧延伸至正弯矩区钢梁上方。上钢板7在

负弯矩区内与翼缘板1之间设置有与腹板2相对齐的加强腹板8。位于负弯矩区内的上钢板7

下表面靠近承压板处设有若干个加强肋件9。该加强肋件9包括U型肋条10。U型肋条10设置

在上钢板7下表面上，该U型肋条10的两侧板与上钢板7下表面相连接，U型肋条10的一端面

与承压板3相连接。

[0048] 本发明位于箱梁正弯矩区内的翼缘板1和盖板4的上表面、朝向正弯矩区的承压板

3侧表面以及位于箱梁正弯矩区内的上钢板7的下表面上均设有用于连接混凝土桥面板的

栓钉13。

[0049] 本发明一种钢‑混凝土混合连续箱梁桥面板接头构造的施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50] A、对箱梁进行分节段预制拼装，在箱梁的正、负弯矩区交界处焊接有盖板和承压

板；

[0051] B、在正弯矩区的翼缘板和盖板上焊接若干个栓钉，在朝向正弯矩区的承压板表面

焊接若干个栓钉，在正弯矩区内的上钢板的下表面上焊接有若干个栓钉；

[0052] C、制备若干个U型肋条，形成加强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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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3] D、在负弯矩区的上钢板下表面上焊接有加强腹板和加强肋件，形成负弯矩区钢桥

面板；

[0054] E、吊装负弯矩区钢桥面板至箱梁上方相对应位置，将负弯矩区钢桥面板与箱梁焊

接固定；

[0055] F、将焊接有负弯矩区钢桥面板的箱梁分节段运输至桥位现场，在临时支墩上进行

吊装拼装；

[0056] G、绑扎正弯矩区的混凝土桥面板钢筋网，浇注正弯矩区的混凝土桥面板，养护达

到龄期与强度要求后，拆除临时支墩。

[0057] 实施例2

[0058] 如图1所示，本发明适用于一种箱梁，该箱梁的下部结构为开口箱梁，该箱梁包括

翼缘板1、腹板2和底板14，底板14上间隔均布有用于加强的加劲肋板15，两腹板2之间设有

隔板16。隔板16将箱梁分割为两个区域，即正弯矩区和负弯矩区。由于钢‑混凝土组合结构

连续箱梁的受力特点，连续箱梁跨中为箱梁的正弯矩区，中支点附近区域为负弯矩区。

[0059] 如图9和图10所示，本发明的钢‑混凝土混合连续箱梁桥面板包括承压板3、盖板4、

混凝土桥面板5和负弯矩区钢桥面板6。盖板4沿箱梁延伸方向设置在箱梁正弯矩区内靠近

正、负弯矩区交界处，盖板4与翼缘板相齐平，该盖板4的一侧延伸至箱梁负弯矩区内。承压

板3沿垂直于箱梁延伸方向立向设置在箱梁正、负弯矩区交界处，承压板3与隔板16相对齐。

混凝土桥面板5位于箱梁正弯矩区的翼缘板上方，由混凝土现场浇筑而成。

[0060] 如图11、图12、图13、图14、图15和图16所示，负弯矩区钢桥面板6位于箱梁负弯矩

区的翼缘板上方，该负弯矩区钢桥面板6包括上钢板7、加强腹板8和加强肋件9。上钢板7位

于承压板3和箱梁负弯矩区的翼缘板上方，该上钢板7的一侧延伸至正弯矩区钢梁上方。上

钢板7与翼缘板1之间设置有与腹板2相对齐的加强腹板8。位于负弯矩区内的上钢板7下表

面靠近承压板处设有若干个用于刚度过渡的加强肋件9。该加强肋件9包括U型肋条10、三角

板11和肋板12。U型肋条10设置在上钢板7下表面上，该U型肋条10的两侧板与上钢板7下表

面相连接，U型肋条10的一端面与承压板3相连接；三角板11沿U型肋条延伸方向立向设置在

U型肋条10上，该三角板11的一直边与U型肋条10相连接，另一直边与承压板3相连接，一斜

边上设有肋板12。

[0061] 本发明位于箱梁正弯矩区内的翼缘板1和盖板4的上表面、朝向正弯矩区的承压板

3侧表面以及位于箱梁正弯矩区内的上钢板7的下表面上均设有用于连接混凝土桥面板的

栓钉13。

[0062] 本发明一种钢‑混凝土混合连续箱梁桥面板的施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63] A、对箱梁进行分节段预制拼装，在箱梁的正、负弯矩区交界处焊接有盖板和承压

板；

[0064] B、在正弯矩区的翼缘板和盖板上焊接若干个栓钉，在朝向正弯矩区的承压板表面

焊接若干个栓钉，在正弯矩区内的上钢板的下表面上焊接有若干个栓钉；

[0065] C、在U型肋条上焊接有一三角板，该三角板上斜边上在焊接有一肋板，形成加强肋

件；

[0066] D、在负弯矩区的上钢板下表面上焊接有加强腹板和加强肋件，形成负弯矩区钢桥

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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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7] E、吊装负弯矩区钢桥面板至箱梁上方相对应位置，将负弯矩区钢桥面板与箱梁焊

接固定；

[0068] F、将焊接有负弯矩区钢桥面板的箱梁分节段运输至桥位现场，在临时支墩上进行

吊装拼装；

[0069] G、绑扎正弯矩区的混凝土桥面板钢筋网，浇注正弯矩区的混凝土桥面板，养护达

到龄期与强度要求后，拆除临时支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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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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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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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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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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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图13

图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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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图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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