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711488434.0

(22)申请日 2017.12.30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8103927 A

(43)申请公布日 2018.06.01

(73)专利权人 北京工业大学

地址 100124 北京市朝阳区平乐园100号

(72)发明人 韩强　王宝夫　杜修力　许坤　

贾俊峰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思海天达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11203

代理人 沈波

(51)Int.Cl.

E01D 19/02(2006.01)

审查员 潘浩

 

(54)发明名称

震后功能可恢复的全预制拼装双层框架桥

墩结构体系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震后功能可恢复的全预制拼

装双层框架桥墩结构体系，结构体系由预制承

台、预制下层墩柱、预制下层横梁、预制上层墩

柱、预制上层横梁、摩擦耗能阻尼器、无粘结预应

力筋、钢销栓组成。预制上层墩柱-预制上层横

梁、预制上层墩柱-预制下层横梁通过无粘结预

应力筋连接，辅以摩擦阻尼器，形成自复位摇摆

耗能体系。预制下层墩柱-预制下层横梁、预制下

层墩柱-预制承台分别通过灌浆套筒、承插式进

行连接，形成等同现浇体系。较小地震作用下，上

层通过自复位摇摆耗能，下层结构处于弹性阶

段。上层结构发生摇摆耗能的同时，下层结构产

生有限的塑性损伤耗散地震能量。震后上层结构

可自复位，下层结构可快速修复，结构体系可快

速恢复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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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震后功能可恢复的全预制拼装双层框架桥墩结构体系，其特征在于：包括框架

墩预制承台(1)、预制下层墩柱(2)、预制下层横梁(3)、预制上层墩柱(4)、预制上层横梁

(5)、外置摩擦耗能阻尼器(6)、无粘结预应力筋(7)、钢销栓(10)、钢罩(13)、钢套管(14)、钢

垫板(15)、以及灌浆套筒(17)，预制上层横梁(5)的下部设有并排的两个预制上层墩柱(4)，

每个预制上层墩柱(4)的下面为预制下层横梁(3)，预制下层横梁(3)的下面为并排的两个

预制下层墩柱(2)，预制下层墩柱(2)的下面为框架墩预制承台(1)；

预制上层横梁(5)与预制上层墩柱(4)通过贯穿预制上层横梁(5)与预制上层墩柱(4)

内部的四束平行的无粘结预应力筋(7)连接；所述预制上层横梁(5)的底部四束平行的无粘

结预应力筋(7)之间设有通过钢罩(13)预留圆柱形孔洞，圆柱形孔洞内放置钢管混凝土销

栓(10)；钢管混凝土销栓(10)的一端设置在钢罩(13)内，另一端位于预制上层墩柱(4)内

部；设置于预制上层墩柱(4)内部的钢管混凝土销栓(10)外表面设有栓钉(12)，底部设有圆

形法兰盘(11)；所述预制上层横梁(5)底部与预制上层墩柱(4)上端接触处设有厚度为2cm

的钢垫板(15)，预制上层墩柱(4)的上端设有厚度为2cm的钢套管(14)；预制上层横梁(5)底

部与预制上层墩柱(4)连接的内侧设有转动摩擦耗能阻尼器(6)；

预制上层墩柱(4)与预制下层横梁(3)通过贯穿预制上层墩柱(4)与预制下层横梁(3)

内部的四束平行的无粘结预应力筋(7)连接；预制下层横梁(3)的顶部同预制上层墩柱(4)

的下端的连接构造同上述的预制上层横梁(5)底部与预制上层墩柱(4)的连接构造；预制下

层横梁(3)顶部与预制上层墩柱(4)下端接触的外侧设有转动摩擦耗能阻尼器(6)；

预制下层墩柱(2)的受力钢筋(19)突出于上柱端，并插入设置在预制下层横梁(3)底部

的灌浆套筒(17)内，灌注高性能砂浆形成连接；预制下层横梁(3)的底部与预制下层墩柱

(2)的之间设置高性能砂浆垫层(18)；框架墩预制承台(1)上预留方形孔洞，预制下层墩柱

(2)的下部插入孔洞中，其空隙由高性能灌浆料填充，与框架墩预制承台(1)形成承插式(8)

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震后功能可恢复的全预制拼装双层框架桥墩结构体系，

其特征在于：所述转动摩擦耗能阻尼器(6)由铸钢制成，转动摩擦耗能阻尼器(6)通过高强

螺栓(16)分别连接到预制上层横梁(5)、预制下层横梁(3)和预制上层墩柱(4)上，通过相对

转动摩擦来耗散能量。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震后功能可恢复的全预制拼装双层框架桥墩结构体系，

其特征在于：转动摩擦耗能阻尼器(6)包括与预制上层墩柱(4)连接的两个连接墩柱T形构

件(22)，与预制上层横梁(5)、预制下层横梁(3)连接的两个连接横梁L形构件(20)、一个连

接横梁T形构件(21)、四个铅黄铜摩擦圆盘(23)和一个阻尼器高强螺杆(24)；两个连接横梁

L形构件(20)对称设置在一个连接横梁T形构件(21)两侧，连接横梁L形构件(20)与连接横

梁T形构件(21)通过高强螺栓(16)相连；连接横梁T形构件(21)锚固到预制下层横梁(3)上，

连接横梁L形构件(20)锚固到预制上层横梁(5)上；连接横梁L形构件(20)和连接横梁T形构

件(21)之间留有间隙，在该间隙内放置与预制上层墩柱(4)相连的连接墩柱T形构件(22)；

连接横梁L形构件(20)和连接墩柱T形构件(22)之间以及连接墩柱T形构件(22)和连接横梁

T形构件(21)之间设有铅黄铜摩擦圆盘(23)；通过阻尼器高强螺杆(24)将连接横梁L形构件

(20)、铅黄铜摩擦圆盘(23)、连接墩柱T形构件(22)和连接横梁T形构件(21)连接在一起并

夹紧；当外置摩擦耗能阻尼器发生转动时，连接墩柱T形构件(22)和铅黄铜摩擦圆盘(23)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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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面产生相对位移，形成摩擦面耗能。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震后功能可恢复的全预制拼装双层框架桥墩结构体系，

其特征在于：预制上层墩柱(4)的两端设置钢销栓(10)插入预制上层横梁(5)、预制下层横

梁(3)的钢罩(13)内形成剪力键，提供可靠的抗剪能力，同时便于装配施工时的安装和定

位。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震后功能可恢复的全预制拼装双层框架桥墩结构体系，

其特征在于：无粘结预应力筋(7)由碳纤维增强复合材料制成，依次穿过预制上层横梁(5)、

预制上层墩柱(4)、预制下层横梁(3)，并分别通过锚具(9)锚固于预制上层横梁(5)的上部

和预制下层横梁(3)的下部。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震后功能可恢复的全预制拼装双层框架桥墩结构体系，

其特征在于：无粘结预应力筋(7)具有自复位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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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后功能可恢复的全预制拼装双层框架桥墩结构体系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新型桥梁结构体系，尤其是涉及震后功能可恢复的全预制拼装双层框

架桥墩结构体系及作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发展，城市交通拥堵问题日益突出，既有城市交通基础设

施结构性能退化，承载能力降低，严重制约了城市的发展，亟需重建或新建城市道路、桥梁

等交通基础设。双层高架桥梁能够充分利用空间，在有限的道路面积上实现交通分流和扩

容，是一种高效的交通网络解决方案，在城市高架桥梁的建设中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0003] 当前，城市桥梁的建设仍以现场浇筑为主，施工工期长，场地占用大，造成桥梁建

设场地周边严重的交通拥堵，增加城市的阵痛感。同时现场浇筑会造成建设场地周边较严

重的污水、扬尘、噪音等环境污染，且容易产生安全生产事故。因此，城市桥梁的建设迫切需

要更高效、绿色、快捷的工业化建造方式，预制拼装技术成为了人们的选择。预制拼装技术

采用构件工厂化生产，现场吊装装配的方式，极大的缩短了现场施工工期，减少对环境的影

响，越来越受到桥梁工程师的重视。在我国既有的预制拼装技术主要用于桥梁上部结构，用

于桥梁墩柱等下部结构的预制拼装技术还寥寥无几，迫切需要发展下部结构的预制拼装技

术。

[0004] 双层高架桥梁的桥墩多采用框架墩，其在地震作用下的受力复杂，结构潜在的塑

性铰区域可能多达8个，在结构达到延性能力之前有可能先发生结构整体稳定问题，结构的

抗震性能不易满足要求。同时，基于延性抗震设计理论的高架桥墩柱，地震作用下往往产生

较严重损伤和较大的残余变形，造成震后修复困难，影响高架桥梁的通行能力，阻碍抗震救

灾的实施。因此，需要开发出震后功能可恢复的抗震结构体系，减少墩柱的损伤和残余变

形，使其具有可快速恢复的能力，保证高架桥梁震后的快速通行。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震后功能可恢复的全预制拼装双层框

架桥墩结构体系，该体系可以实现现场全预制拼装施工，在保证足够的强度和刚度的前提

下，减小结构所承受的地震力，并且具有地震损伤可控和震后功能可快速恢复的能力。

[0006] 一种震后功能可恢复的全预制拼装双层框架桥墩结构体系，包括框架墩预制承台

(1)、预制下层墩柱(2)、预制下层横梁(3)、预制上层墩柱(4)、预制上层横梁(5)、外置摩擦

耗能阻尼器(6)、无粘结预应力筋(7)、钢销栓(10)、钢罩(13)、钢套管(14)、钢垫板(15)、以

及灌浆套筒(17)，预制上层横梁(5)的下部设有并排的两个预制上层墩柱(4)，每个预制上

层墩柱(4)的下面为预制下层横梁(3)，预制下层横梁(3)的下面为并排的两个预制下层墩

柱(2)，预制下层墩柱(2)的下面为预制承台(1)。

[0007] 预制上层横梁(5)与预制上层墩柱(4)通过贯穿预制上层横梁(5)与预制上层墩柱

(4)内部的四束平行的无粘结的预应力筋(7)连接；所述预制上层横梁(5)的底部四束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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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无粘结预应力筋(7)之间设有通过钢罩(13)预留圆柱形孔洞，圆柱形孔洞内放置钢管混

凝土销栓(10)；钢管混凝土销栓(10)的一端设置在钢罩(13)内，另一端位于预制上层墩柱

(4)内部；设置于预制上层墩柱(4)内部的钢管混凝土销栓(10)外表面设有栓钉(12)，底部

设有圆形法兰盘(11)；所述预制上层横梁(5)底部与预制上层墩柱(4)上端接触处设有厚度

为2cm的钢垫板(15)，预制上层墩柱(4)的上端设有厚度为2cm的钢套管(12)；预制上层横梁

(14)底部与预制上层墩柱(4)连接的内侧设有转动摩擦耗能阻尼器(6)。

[0008] 预制上层墩柱(4)与预制下层横梁(3)通过贯穿预制上层墩柱(4)与预制下层横梁

(3)内部的四束平行的无粘结的预应力筋(7)连接；预制下层横梁(3)的顶部同预制上层墩

柱(4)的下端的连接构造同上述的预制上层横梁(5)底部与预制上层墩柱(4)的连接构造；

预制下层横梁(3)顶部与预制上层墩柱(4)下端接触的外侧设有转动摩擦耗能阻尼器(6)。

[0009] 预制下层墩柱(2)的受力钢筋(19)突出于上柱端，并插入设置在预制下层横梁(3)

底部的灌浆套筒(17)内，灌注高性能砂浆形成连接；预制下层横梁(3)的底部与预制下层墩

柱(2)的之间设置高性能砂浆垫层(18)；预制承台(1)上预留方形孔洞，预制下层墩柱(2)的

下部插入孔洞中，其空隙由高性能灌浆料填充，与承台形成承插式(8)连接。

[0010] 所述转动摩擦耗能阻尼器(6)由铸钢制成，转动摩擦耗能阻尼器(6)通过高强螺栓

(16)分别连接到预制上层横梁(5)、预制下层横梁(3)和预制上层墩柱(4)上，通过相对转动

摩擦来耗散能量。

[0011] 转动摩擦耗能阻尼器(6)包括与预制上层墩柱(4)连接的两个T形构件(22)，与预

制上层横梁(5)、预制下层横梁(3)连接的两个L形构件(20)、一个T形构件(21)、四个铅黄铜

摩擦圆盘(23)和一个阻尼器高强螺杆(24)。两个L形构件(20)对称设置在一个T形构件(21)

两侧，L形构件(20)与T形构件(21)通过高强螺栓(16)相连；T形构件(21)锚固到预制下层横

梁(3)上，L形构件(20)锚固到预制上层横梁(5)上；L形构件(20)和T形构件(21)之间留有间

隙，在该间隙内放置与预制上层墩柱(4)相连的T形构件(22)；L形构件(20)和T形构件(22)

之间以及T形构件(22)和T形构件(21)之间设有铅黄铜摩擦圆盘(23)；通过阻尼器高强螺杆

(24)将L形构件(20)、铅黄铜摩擦圆盘(23)、T形构件(22)和T形构件(21)连接在一起并夹

紧；当外置摩擦耗能阻尼器发生转动时，T形构件(22)和铅黄铜摩擦圆盘(23)的接触面产生

相对位移，形成摩擦面耗能。

[0012] 预制上层墩柱(4)的两端设置钢销栓(10)插入预制上层横梁(5)、预制下层横梁

(3)的钢罩(13)内形成剪力键，提供可靠的抗剪能力，同时便于装配施工时的安装和定位。

[0013] 无粘结预应力筋(7)由碳纤维增强复合材料制成，依次穿过预制上层横梁(5)、预

制上层墩柱(4)、预制下层横梁(3)，并分别通过锚具(9)锚固于预制上层横梁(5)的上部和

预制下层横梁(3)的下部。

[0014] 无粘结预应力筋(7)具有自复位功能。

[001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16] 本发明的全预制装配双层框架墩结构体系，可实现预制装配，震后功能可恢复，主

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0017] 1 .该预制拼装双层框架墩结构体系全部构件均采用工厂预制，现场只需进行拼

装，极大的缩短了现场施工工期，减小对建设场地周边交通和环境的影响，实现绿色、工业

化桥梁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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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2.预制上层墩柱-预制上层横梁、预制上层墩柱-预制下层横梁通过无粘结预应力

筋连接，在地震作用下，接触部分可以发生摇摆，能够减小地震作用下桥梁结构的受力，同

时利用摇摆耗散地震能量，减少墩柱的损伤，且震后具有自复位能力。

[0019] 3.在预制桥墩与预制横梁间设置摩擦耗能阻尼器来耗散地震能量，有效控制上层

桥墩塑性变形的发展，使耗能集中于摩擦阻尼器，能保护上层桥墩在地震作用下免受损伤，

且摩擦耗能阻尼器可进行更换。

[0020] 4.预制下层墩柱-预制下层横梁、预制下层墩柱-预制承台分别通过灌浆套筒、承

插式进行连接，其效果等同于现浇，在地震作用下通过有限的损伤耗散部分地震能量，震后

损伤小，可快速修复。

[0021] 5.该预制拼装双层高架桥框架墩上层为自复位摇摆结构，下层为等同现浇结构。

在较小地震作用下，上层自复位摇摆结构发生摇摆并由摩擦阻尼器耗散地震能量，下层结

构处于弹性阶段，无损伤产生。在设计地震动地震作用下，上层结构发生自复位摇摆耗能的

同时，下层结构产生有限的塑性损伤耗散地震能量。这样震后上层结构可自复位，下层结构

损伤小，可快速修复，恢复使用功能。

[0022] 6.本发明对常规的桥墩设计的改动较小，容易实现，适用范围广，可加速桥梁的建

设，通过自复位摇摆和有限延性分级耗能，减小了墩柱的损伤，震后可快速修复，恢复通行

功能，减小震后的修复成本和灾区重建时间。本发明具有良好的经济效果，值得推广和应

用。

附图说明

[0023] 图1为全预制拼装双层框架桥墩结构体系的外部示意图。

[0024] 图2为该结构体系的预制上层墩柱-预制横梁的节点连接构造图。

[0025] 图3为该结构体系的预制下层墩柱-预制横梁的节点连接构造图。

[0026] 图4为该体系转动摩擦耗能阻尼器的正视图。

[0027] 图5为该体系转动摩擦耗能阻尼器的A-A截面视图。

[0028] 图中：1—框架墩预制承台；2—预制下层墩柱；3—预制下层横梁；4—预制上层墩

柱；5—预制上层横梁；6—摩擦耗能阻尼器；7—无粘结预应力筋；8—承插式连接；9—预应

力锚具：10—钢销栓；11—钢法兰：12—剪力钉；13—钢罩：14—钢套管；15—钢垫板；16—高

强螺栓；17—灌浆套筒；18—砂浆垫层；19—墩柱受力钢筋；20—连接横梁L形构件；21—连

接横梁T形构件；22—连接墩柱T形构件；23—铅黄铜摩擦圆盘；24—阻尼器螺杆。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本发明在常规双层高架桥梁框架墩的基础上，将上层墩柱与上、下层横梁分离开

来，通过无粘结预应力筋连接，并辅以摩擦阻尼器来耗能，使上层形成自复位摇摆结构，来

减小地震作用下结构的反应。下层墩柱与下层横梁、承台通过灌浆套筒、承插式连接形成等

同现浇结构，并以有限延性来耗能。上、下层在不同水平地震动作用下分级混合耗能，减小

框架墩的损伤，使其可快速修复，恢复通行功能。该结构体系适用于高架桥梁的预制装配快

速施工。

[0030] 如图1-5所示，本发明为一种震后可恢复功能的全预制拼装双层框架桥墩结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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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主要由框架墩预制承台(1)、预制下层墩柱(2)、预制下层横梁(3)、预制上层墩柱(4)、预

制上层横梁(5)、外置摩擦耗能阻尼器(6)、无粘结预应力筋(7)、钢销栓(10)、钢罩(13)、钢

套管(14)、钢垫板(15)、以及灌浆套筒(17)组成，预制上层横梁(5)的下部有并排的两个预

制上层墩柱(4)，每个预制上层墩柱(4)的下面为预制下层横梁(3)，预制下层横梁(3)的下

面为并排的两个预制下层墩柱(2)，预制下层墩柱(2)的下面为预制承台(1)。

[0031] 预制上层横梁(5)与预制上层墩柱(4)通过贯穿预制上层横梁(5)与预制上层墩柱

(4)内部的四束平行的无粘结的预应力筋(7)连接；所述预制上层横梁(5)的底部四束平行

的无粘结预应力筋(7)之间设有通过钢罩(13)预留圆柱形孔洞，圆柱形孔洞内放置钢管混

凝土销栓(10)；钢管混凝土销栓(10)的一端设置在钢罩(13)内，另一端位于预制上层墩柱

(4)内部；设置于预制上层墩柱(4)内部的钢管混凝土销栓(10)外表面设有栓钉(12)，底部

设有圆形法兰盘(11)；所述预制上层横梁(5)底部与预制上层墩柱(4)上端接触处设有厚度

为2cm的钢垫板(15)，预制上层墩柱(4)的上端设有厚度为2cm的钢套管(12)；预制上层横梁

(14)底部与预制上层墩柱(4)连接的内侧设有转动摩擦耗能阻尼器(6)。

[0032] 预制上层墩柱(4)与预制下层横梁(3)通过贯穿预制上层墩柱(4)与预制下层横梁

(3)内部的四束平行的无粘结的预应力筋(7)连接；预制下层横梁(3)的顶部同预制上层墩

柱(4)的下端的连接构造同上述的预制上层横梁(5)底部与预制上层墩柱(4)的连接构造；

预制下层横梁(3)顶部与预制上层墩柱(4)下端接触的外侧设有转动摩擦耗能阻尼器(6)。

[0033] 预制下层墩柱(2)的受力钢筋(19)突出于上柱端，并插入设置在预制下层横梁(3)

底部的灌浆套筒(17)内，灌注高性能砂浆形成连接；预制下层横梁(3)的底部与预制下层墩

柱(2)的之间设置高性能砂浆垫层(18)；预制承台(1)上预留方形孔洞，预制下层墩柱(2)的

下部插入孔洞中，其空隙由高性能灌浆料填充，与承台形成承插式(8)连接。

[0034] 所述的外置转动摩擦耗能阻尼器(6)由铸钢制成，通过高强螺栓(16)分别连接到

预制上层横梁(5)、预制下层横梁(3)和预制上层墩柱(4)上，通过相对转动摩擦来耗散能

量。

[0035] 转动摩擦耗能阻尼器(6)包括与预制上层墩柱(4)连接的两个T形构件(22)、与预

制上层横梁(5)、预制下层横梁(3)连接的两个L形构件(20)和一个T形构件(21)、铅黄铜摩

擦圆盘(23)、阻尼器螺杆(24)组成，共形成四个摩擦面来耗能。

[0036] 预制上层墩柱(4)的两端设置钢销栓(10)插入预制上/下横梁(3)/(5)的钢罩(13)

内，形成剪力键，提供可靠的抗剪能力，同时便于装配施工时的安装和定位。

[0037] 无粘结预应力筋(7)由碳纤维增强复合材料制成，依次穿过预制上层横梁(5)、预

制上层墩柱(4)、预制下层横梁(3)，并分别通过锚具(9)锚固于预制上层横梁(5)的上部和

预制下层横梁(3)的下部。

[0038] 无粘结预应力筋(7)具有自复位功能。

[0039] 本发明突破传统双层高架桥框架墩柱的现浇施工方式，采用全预制装配化施工，

极大的缩短了现场施工工期，降低了对场地周边的交通和环境的影响，实现了框架墩柱的

绿色、工业化施工。本发明的设计思路明确，设计方法灵活，将上层结构的自复位摇摆响应

同下层结构的有限延性耗能结合起来，实现在不同地震水平作用下结构体系的分级混合耗

能机制，能较好的控制结构在地震作用下的损伤，使结构在震后可以快速恢复功能，减少震

后修复的费用和恢复交通所需时间，具有较好的社会经济效益，值得在实际工程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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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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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3/4 页

10

CN 108103927 B

10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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