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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大跨径空间索网体系悬索桥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大跨径空间索网体系悬

索桥，属于土木工程领域。该大跨径空间索网体

系悬索桥主要包括拱形桥塔、主缆、吊杆、平行索

缆、空间索网、背索、拱形环梁、加劲钢梁、锚碇、

承台和桩基础等结构。本发明应用贝塞尔曲线对

传统的门式桥塔进行优化，使其线形更加流畅，

更易满足布置空间索缆的锚固需求；将空间索网

布置成双曲抛物面形式，有效的提高了缆索体系

的空间刚度与颤振临界风速；同时应用单叶双曲

面优良的力学性能来改善传统的桩基础桩身外

形，在保证其抗弯抗剪承载力的条件下，明显的

提升了抗倾覆性能。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大跨径空

间索网体系悬索桥可极大的改善悬索桥抗风稳

定性问题，可为建造大跨径空间索网体系悬索桥

作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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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大跨径空间索网体系悬索桥，其特征在于：包括拱形桥塔（1）、主缆（2）、吊杆

（3）、平行索缆（4）、空间索网（5）、背索（6）、拱形环梁（7）、加劲钢梁（8）、锚碇、承台（9）和桩

基础（10）；所述拱形桥塔（1）由塔顶曲线段（11）、左右两段塔柱（12）与中横梁（13）组成，所

述塔顶曲线段（11）为贝塞尔曲线，其两端分别连接左右塔柱（12），所述中横梁（13）位于塔

柱（12）中下部，以连接左右塔柱（12），同时用于放置加劲钢梁（8），所述拱形桥塔（1）固接在

承台（9）之上；所述主缆（2）与所述平行索缆（4）两端均锚固于两个拱形桥塔（1）之间，所述

吊杆（3）一端通过索夹锚固于主缆（2），另一端悬吊加劲钢梁（8）；所述拱形环梁（7）沿主缆

（2）纵向布置，且主缆（2）穿过拱形环梁（7）顶部曲线段的预留孔洞，所述拱形环梁（7）横断

面由桥梁两端支点向跨中逐次收进；所述空间索网（5）是由多根直纹钢丝缆索空间交叉构

成的双曲抛物面索网，各直纹钢丝缆索交叉节点固定连接，空间索网（5）穿过所述拱形环梁

（7）并与之固定连接；所述背索（6）共四根分为两组，一端锚固在拱形桥塔（1）上，另一端锚

固于锚碇之中；所述加劲钢梁（8）安装在拱形桥塔（1）与拱形环梁（7）之上，加劲钢梁（8）底

部与拱形环梁（7）底部线形相吻合。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大跨径空间索网体系悬索桥，其特征在于：所述桩基础

（10）为两相同圆台上底面相对所形成的几何体，其侧表面为单叶双曲面，所述桩基础（10）

包括直纹钢筋（14）与多根直径不同的环形箍筋（15），所述直纹钢筋（14）按照单叶双曲面管

状构型空间交叉布置，所述环形箍筋（15）沿高度方向上紧箍在直纹钢筋（14）四周，并绑扎

固定，所述桩基础（10）中点位置的环形箍筋（15）直径最小，两端点位置处的环形箍筋（15）

直径最大。

3.建造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大跨径空间索网体系悬索桥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

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在目的地附近根据地形地质条件的要求，进行大跨度悬索桥桥址的选择；

步骤二：放样定位，开挖基坑，直纹钢筋（14）下料，将直纹钢筋（14）按照单叶双曲面管

状构型空间交叉布置，与环形箍筋（15）形成钢筋骨架，浇筑桩身混凝土，形成桩基础（10），

在桩基础上施工承台（9），在承台（9）上方拼装塔顶曲线段（11）、塔柱（12）与中横梁（13），形

成拱形桥塔（1）结构；

步骤三：安装悬索桥背索（6），牵引钢丝缆索过河，形成主缆（2）与平行索缆（4），并安装

竖向吊杆（3），同时多股钢丝缆索空间交叉形成双曲抛物面空间索网（5），双曲抛物面空间

索网（5）锚固于拱形桥塔（1）的塔顶曲线段（11）上；

步骤四：安装拱形环梁（7），采用夹具将双曲抛物面空间索网（5）与拱形环梁（7）牢固连

接，并将加劲钢梁（8）安装固定在拱形环梁（7），安装桥梁附属设施，形成桥面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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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大跨径空间索网体系悬索桥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土木工程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大跨径空间索网体系悬索桥。

背景技术

[0002] 悬索桥，又名吊桥，是以主缆索受拉为主要承重构件的桥梁结构，因其具有跨越能

力大、受力合理、最能发挥材料强度等特点，同时还以其整体造型流畅美观和施工安全快捷

等优势而倍受青睐。现代悬索桥发源于美国，1883年在纽约建成的主跨为486m的布鲁克林

(Brooklyn)桥，被认为是现代悬索桥的起点。我国现代悬索桥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目前

厦门海沧大桥、江阴长江大桥、润扬长江大桥的先后建成，标志着我国的悬索桥在设计、施

工和科研等方面迈上了新台阶，有的已经进入了国际先进行列。

[0003] 悬索桥未来发展的一个显著的趋势就是跨径的不断增大。随着悬索桥跨度增大，

传统的平行缆索体系悬索桥扭转频率与弯曲频率相互接近，颤振临界风速降低。一般有三

类方法改善结构抗风性能：改善断面气动性能、布置阻尼器控制结构振动特性和采用空间

缆索结构体系。前两种方法在改善抗风稳定性方面效果有限，采用新的空间缆索体系只需

增加一些施工工序，通过改变缆索体系，将悬索桥的扭转振动与侧向水平振动在一定程度

上耦合起来，提高缆索体系的动力稳定性来改善全桥的抗风稳定性，就可提高悬索桥结构

的抗扭刚度和抗侧刚度，获得很好的抗风性能。

[0004] 现有的空间缆索体系有：交叉吊索体系、空间缆索体系、空间索网体系。交叉吊索

体系常见的布置方式有水平交叉索、竖向交叉吊索以及竖向与水平索的联合交叉索体系。

水平交叉索是通过抑制主缆的反对称运动，来提高结构的抗扭刚度；竖向交叉索则是使加

劲梁的扭转振动与同侧向水平振动耦合起来，从而提高结构的抗扭刚度。空间缆索体系是

通过主缆和吊杆形成一个三维的索系，在对承受竖向荷载影响不大的情况下，能够大大提

高悬索桥的横向和扭转刚度。一般有单主缆体系、内倾式缆索体系，外倾式缆索体系等。空

间索网体系的设计概念来源于张拉集成体系，它的刚度是拉索和压杆单元之间应力自平衡

的结果。张力集成体系具有预应力提供刚度、形成应力回路、自平衡、自锁和自支承、自适应

等特点。鉴于空间索网体系优良的力学性能，与简单的施工工艺，本发明基于空间索网体系

提供一种大跨径的空间索网体系悬索桥。

发明内容

[0005]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大跨径空间索网体系悬索桥，应用贝塞尔曲

线对传统的门式桥塔进行优化，使其线形更加流畅，更易满足布置空间索缆的锚固需求；将

空间索网布置成双曲抛物面形式，有效的提高了缆索体系的空间刚度与颤振临界风速；同

时应用单叶双曲面优良的力学性能来改善传统的桩基础桩身外形，在保证其抗弯抗剪承载

力的条件下，明显的提升了抗倾覆性能。

[0006]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7] 一种大跨径空间索网体系悬索桥，包括拱形桥塔、主缆、吊杆、平行索缆、空间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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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背索、拱形环梁、加劲钢梁、锚碇、承台和桩基础；上述拱形桥塔由塔顶曲线段、左右两段

塔柱与中横梁组成，上述塔顶曲线段为贝塞尔曲线，其两端分别连接左右塔柱，上述中横梁

位于塔柱中下部，以连接左右塔柱，以增加整体性，并同时起支撑加劲钢梁的作用，拱形桥

塔固接在桩基础之上；上述主缆与平行索缆两端均锚固于两个拱形桥塔之间，吊杆一端通

过索夹锚固于主缆，另一端悬吊加劲钢梁；上述拱形环梁沿主缆纵向布置，且主缆穿过拱形

环梁顶部曲线段的预留孔洞，上述拱形环梁横断面由桥梁两端支点向跨中逐次收进，造型

美观；上述空间索网是由多根直纹钢丝缆索空间交叉构成的双曲抛物面索网，各直纹钢丝

缆索交叉节点固定连接，空间索网穿过所述拱形环梁并与之固定连接，可大幅提高空间缆

索体系的空间刚度；上述背索共四根分为两组，一端锚固在拱形桥塔上，另一端锚固于锚碇

之中，其可利用桥塔结构做传力构件，将主缆、空间索网转换为背索拉力，同时对桥塔结构

扭转内力和变形、弯曲内力和变形产生的有效控制；述加劲钢梁安装在拱形桥塔与拱形环

梁之上，加劲梁底部与拱形环梁底部曲线相吻合，加劲钢梁采用薄翼流线型断面，提高抗风

稳定性。

[0008] 进一步的，上述桩基础为两相同圆台上底面相对所形成的几何体，其侧表面为单

叶双曲面。桩基础包括直纹钢筋与直径不同的环形箍筋，上述直纹钢筋按照单叶双曲面管

状构型空间交叉布置，上述环形箍筋沿高度方向上紧箍在直纹钢筋四周，并绑扎固定，上述

桩基础中点位置的环形箍筋直径最小，两端点位置处的环形箍筋直径最大，上述桩基腰部

细小，底部厚实，保证桩基抗弯抗剪承载力，有利于提高抗倾覆稳定性。

[0009] 本发明所述的一种大跨径空间索网体系悬索桥的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0] 步骤一：在目的地附近根据地形地质条件的要求，进行大跨度悬索桥桥址的选择；

[0011] 步骤二：放样定位，开挖基坑，直纹钢筋下料，将直纹钢筋按照单叶双曲面管状构

型空间交叉布置，与环形箍筋形成钢筋骨架，浇筑桩身混凝土，形成桩基础，在桩基础上施

工承台，在承台上方拼装塔顶曲线段、塔柱与中横梁，形成拱形桥塔结构；

[0012] 步骤三：安装悬索桥背索，牵引钢丝缆索过河，形成主缆与平行索缆，并安装竖向

吊杆，同时多股钢丝缆索空间交叉形成单叶双曲面空间索网，单叶双曲面空间索网锚固于

拱形桥塔的塔顶曲线段上；

[0013] 步骤四：安装拱形环梁，采用夹具将双曲抛物面空间索网与拱形环梁牢固连接，并

将加劲钢梁安装固定在拱形环梁，安装桥梁附属设施，形成桥面系。

[001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15] 本发明采用贝塞尔曲线对传统的门式桥塔进行线形优化，使桥塔外形的曲线光

滑，不但利于索缆锚固连接，而且具有良好的视觉效果；将传统的平行缆索分散，降低单股

缆索的重量，同时将多股空间缆索空间交叉布置成双曲抛物面空间索网，可有效的提高缆

索体系的空间刚度，可大幅度提高悬索桥的抗扭频率和扭弯频率比与颤振临界风速，保证

超大跨径悬索桥的抗风稳定性；同时应用单叶双曲面来改进传统的桩基础外形，在保证其

抗弯抗剪承载力的条件下，具有优良的力学性能，可明显提高其抗倾覆稳定性。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的局部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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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所采用的5阶贝塞尔曲线示意图；

[0019]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桩基础结构示意图；

[0020] 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桩基础结构钢筋骨架示意图。

[0021] 附图标记列表：

[0022] 1.拱形桥塔，2.主缆，3.吊杆，4.平行索缆，5.空间索网，6.背索，7.拱形环梁，8.加

劲钢梁，9.承台，10.桩基础，11.塔顶曲线段，12.塔柱，13.中横梁，14.直纹钢筋，15.环形箍

筋。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进一步阐明本发明，应理解下述具体实施方式仅

用于说明本发明而不用于限制本发明的范围。需要说明的是，下面描述中使用的词语“前”、

“后”、“左”、“右”、“上”和“下”指的是附图中的方向，词语“内”和“外”分别指的是朝向或远

离特定部件几何中心的方向。

[0024] 如图1、2所示，本发明所述的一种大跨径空间索网体系悬索桥，包括拱形桥塔1、主

缆2、吊杆3、平行索缆4、空间索网5、背索6、拱形环梁7、加劲钢梁8、锚碇、承台9和桩基础10；

上述拱形桥塔1由塔顶曲线段11、左右两段塔柱12与中横梁13组成，其中塔顶曲线段11为贝

塞尔曲线，两端分别连接左右塔柱12，中横梁13位于塔柱12中下部，以连接左右塔柱12，以

增加整体性，并同时起支撑加劲钢梁8的作用，拱形桥塔1固接在桥梁桩基础10之上；上述主

缆2与平行索缆4两端均锚固于两个拱形桥塔1之间，上述吊杆3一端通过索夹锚固于主缆2，

另一端悬吊加劲钢梁8；上述拱形环梁7沿主缆2纵向布置，且主缆2穿过拱形环梁7顶部曲线

段的预留孔洞，拱形环梁7横断面由桥梁两端支点向跨中逐次收进，造型美观；上述空间索

网5是由多根直纹钢丝缆索空间交叉构成的双曲抛物面索网，各直纹钢丝缆索交叉节点固

定连接，空间索网5穿过所述拱形环梁7并与之固定连接，这样的布索方式可有效的提高缆

索体系的空间刚度，同时可大幅度提高悬索桥的抗扭频率和扭弯频率比以及颤振临界风

速，保证了超大跨径悬索桥的抗风稳定性；上述背索6共四根分为两组，一端锚固在拱形桥

塔1上，另一端锚固于锚碇之中，其可利用桥塔结构做传力构件，将主缆2、空间索网5转换为

背索6拉力，同时对桥塔结构扭转内力和变形、弯曲内力和变形产生的有效控制；加劲钢梁8

安装在拱形桥塔1与拱形环梁7之上，加劲梁底部与拱形环梁7底部曲线相吻合，加劲钢梁8

采用薄翼流线型断面，以提高抗风稳定性。

[0025] 贝塞尔曲线是应用于二维图形应用程序的数学曲线，它可以通过起点和终点，以

及若干个控制点，来模拟一条平滑的曲线。其一般方程如下：

[0026]

[0027]

[0028] 下面结合图3来说明本发明基于高次贝塞尔曲线确定拱形桥塔1线形的方法，在本

实施例中采用的是5次贝塞尔曲线，首先依据双曲抛物面空间索网5来确定塔顶曲线段11的

跨度，并以此来确定贝塞尔曲线的起点P0和终点P5，接着参照空间索网5的矢高寻找合适的

控制点P1、P2、P3、P4，完成塔顶曲线段11的绘制，再以所绘制的贝塞尔曲线的起点P0和终点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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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适当长度的切线使之成为桥塔轴线，接着绘制中横梁13轴线来确定拱形桥塔1线形。贝塞

尔曲线是一种非常自由的曲线，通过改变其控制点的位置和权重就能改变线条的形状，5次

贝塞尔曲线能保证曲线的曲率达到一个较高水平的连续，所形成的桥塔线形优美，利于索

缆锚固连接，这相比于传统的直线和圆弧相组合的来表达曲线的方式，是一个巨大的提升。

[0029] 如图4所示的桩基础10为两相同圆台上底面相对所形成的几何体，其侧表面为单

叶双曲面。单叶双曲面是典型的直纹曲面，其曲面可以由两族直线构成。其在建筑上有着重

要应用，常常用它来构成建筑物的骨架，具有优良的力学性能。单叶双曲面控制方程为：

[0030]

[0031] 桩基础10包括两簇直纹钢筋14与多根直径不同的环形箍筋15，上述直纹钢筋14按

照单叶双曲面构型空间交叉布置，遵循分散均匀、对称等原则，充分利用“单叶双曲面上每

一条直母线在腰部圆所在平面上的正投影与腰部圆相切”的特性进行直纹钢筋14的施工布

置定位，并选择合理的单叶双曲面空间缆索扭转角度。上述环形箍筋15沿高度方向上紧箍

在直纹钢筋14四周，并绑扎固定，形成了如图5所示的桩基钢筋骨架，桩基础10中点位置的

环形箍筋15直径最小，两端点位置处的环形箍筋15直径最大，桩基础腰部细小，底部厚实，

保证了桩基抗弯抗剪承载力，有利于提高其抗倾覆稳定性。

[0032] 本发明的一种大跨径空间索网体系悬索桥的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3] 步骤一：在目的地附近根据地形地质条件的要求，进行大跨度悬索桥桥址的选择；

[0034] 步骤二：放样定位，开挖基坑，直纹钢筋14下料，将直纹钢筋14按照单叶双曲面管

状构型空间交叉布置，与环形箍筋15形成钢筋骨架，浇筑桩身混凝土，形成桩基础10，在桩

基础上施工承台9，在承台9上方拼装塔顶曲线段11、塔柱12与中横梁13，形成拱形桥塔1结

构；

[0035] 步骤三：安装悬索桥背索6，牵引钢丝缆索过河，形成主缆2与平行索缆4，并安装竖

向吊杆3，同时多股钢丝缆索空间交叉形成单叶双曲面空间索网5，单叶双曲面空间索网5锚

固于拱形桥塔1的塔顶曲线段11上；

[0036] 步骤四：安装拱形环梁7，采用夹具将双曲抛物面空间索网5与拱形环梁7牢固连

接，并将加劲钢梁8安装固定在拱形环梁7，安装桥梁附属设施，形成桥面系。

[0037] 本发明方案所公开的技术手段不仅限于上述实施方式所公开的技术手段，还包括

由以上技术特征任意组合所组成的技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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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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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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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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