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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采用UHPC薄层植筋加固槽
型梁桥面板的方法，
具体为利用UHPC的超高强性
能，
通过植入钢筋浇筑UHPC后使得所浇筑的混凝
土与原有结构成为一体共同受力。
UHPC具有超低
的渗透性，
强耐腐蚀性，
以及与界面有强粘结性，
浇筑后与植入钢筋可以形成良好的整体，
并能保
护钢筋不受锈蚀，
槽型梁桥面板加固后具有自重
轻、抗弯拉强度高 ，
可大幅提高加固结构的极限
承载力，
加固后无外露的钢筋或者钢板，
后期养
护简单，
养护成本低，
不需特殊养护手段，
早期形
成强度快，
对交通影响小，
可不封闭交通进行施
工，
社会经济效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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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采用UHPC薄层植筋加固槽型梁桥面板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
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1)将桥面板需要加固部位的受损水泥混凝土切割凿除 ，
并对桥面板两侧槽型梁的端
横梁进行清理；
(2)将钢筋沿槽型梁桥面板的横向植入两侧接头处，
钢筋植入两侧接头处的锚固深度
为15-20cm；
(3)支模并将UHPC浇筑至加固部位，
养护后拆模，
UHPC浇筑时，
桥面板两端的浇筑厚度为10-20cm，
长度为10-15cm，
中间段的浇筑厚为两
端的一半，
厚度范围为5cm-10cm，
桥面板两端与中间段为斜坡过渡段，
长度为10-15cm，
UHPC
浇筑后与原结构成为一个整体。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采用UHPC薄层植筋加固槽型梁桥面板的方法，
其特征在
于，
所述的桥面板为槽型梁甲式桥面板，
凿除的水泥混凝土厚度根据受损部位确定，
未受损
可以只进行清理，
不凿除。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采用UHPC薄层植筋加固槽型梁桥面板的方法，
其特征在
于，
步骤(2)所述的钢筋采用的型号为HRB335、
HRB400或HRB500，
直径在1 .2-2 .2cm，
钢筋的
纵向间距在6-10cm。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采用UHPC薄层植筋加固槽型梁桥面板的方法，
其特征在
于，
所述的UHPC采用抗压强度为180Mpa以上、
抗拉强度为7Mpa以上、
无需蒸汽养护的UHPC。
5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采用UHPC薄层植筋加固槽型梁桥面板的方法，
其特征在
于，
UHPC浇筑后常温养护，
养护时间为1-3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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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采用UHPC薄层植筋加固槽型梁桥面板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槽型梁桥面板加固技术领域，
尤其是涉及一种采用UHPC薄层植筋加固
槽型梁桥面板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槽型梁桥具有建筑高度低、
噪音小、
外形简洁的优点，
在应用于城市桥梁时有着良
好的综合经济效应，
因而被广泛应用于城市高架桥，
尤其是在限制建筑高度与控制环境噪
音的地区。然而由于交通量的增长、
荷载等级的提高以及时间的推移，
耐久性成为困扰槽型
梁桥的一个重要问题。当前，
槽型梁桥普遍发生的病害主要反映在上部结构的开裂和下挠。
受到资金限制不可能对所有受到损害的桥梁进行拆除重建，
维修加固是延续桥梁使用寿命
的最佳选择。
目前，
常见的桥梁加固方法有增大截面法、粘贴钢板加固法、粘贴碳纤维加固
法以及体外预应力加固法。
[0003] 然而，
上述加固方法均存在很多缺陷和不适应性。增大截面法具有增加自重、
减小
使用空间、
施工周期长等缺点；
粘贴钢板法具有钢板成型难、
易锈蚀、
养护成本高、
使用环境
受限等缺点；
粘贴碳纤维加固法具有费用高、
粘贴质量不易保证、
不适用于大范围加固等缺
点；
体外预应力加固法具有施工复杂、养护成本高、体外钢筋锈蚀易降低结构安全性等缺
点。
[0004] UHPC，
即超高性能混凝土，
堪称耐久性最好的工程材料，
适当配筋的UHPC力学性能
接近钢结构，
同时UHPC具有优良的耐磨、
抗爆性能，
因此UHPC特别适合用于大跨径桥梁、
抗
爆结构和薄壁结构以及用在高磨蚀、
高腐蚀环境，
是一种高强韧性、低孔隙率的超高强水泥
基材料，
具有强度形成快、抗渗性能好、粘接强度高、
收缩性小、密实性强、
耐久性和化学药
品阻抗性好等优点。
[0005] 中国专利CN 104652294 A公开了一种超高性能混凝土(UHPC)粘贴钢板加固箱梁
新技术，
材料包括超高性能混凝土(UHPC)、钢筋网、
栓钉、钢板，
将原混凝土箱梁保护层凿除
使其钢筋露出，
焊接钢筋网并浇筑超高性能混凝土；
钢板内侧面焊接栓钉以保证钢板和超
高性能混凝土的共同受力；
振捣使之密实，
待初凝后不拆除钢板进行高温蒸汽养护，
消除龄
期差引起的收缩开裂，
使新老结构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共同工作。但该专利所采用的工艺较
为复杂，
需要封闭交通，
下部粘贴的钢板在使用后期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进行防腐蚀养护。
除
此以外，
该技术所使用的UHPC加固后需要高温蒸汽养护，
养护时间较长，
成本高。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上述问题而提供一种采用UHPC薄层植筋加固槽型梁
桥面板的方法。
[0007] 本发明的目的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
[0008] 一种采用UHPC薄层植筋加固槽型梁桥面板的方法，
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09]
(1)将桥面板需要加固部位的受损水泥混凝土切割凿除，
并对桥面板两侧槽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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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端横梁进行清理；
[0010]
(2)将钢筋沿槽型梁桥面板的横向植入两侧接头处；
[0011]
(3)支模并将UHPC浇筑至加固部位，
养护后拆模。
[0012] 所述的桥面板为槽型梁甲式桥面板，
凿除的水泥混凝土厚度根据受损部位确定，
未受损可以只进行清理，
不凿除。
[0013] 步骤(2)钢筋植入两侧接头处的锚固深度为15-20cm，
对于UHPC来讲，
一般锚固深
度大于钢筋植筋的四倍以上即可保证锚固，
钢筋拉拔是钢筋屈服破坏而非拔出破坏，
因此
考虑到安全与经济性，
将锚固深度定为15-20cm。
[0014] 步骤(2)所述的钢筋采用的型号为HRB335，
HRB400或HRB500，
直径在1 .2-2 .2cm，
钢
筋的纵向间距在6-10cm，
UHPC作为超高强水泥混凝土，
植入的钢筋宜采用带肋钢筋，
且钢筋
的强度宜选用高强度型号，
植入钢筋的间距不宜过大或者过小，
总体上使配筋率较常规混
凝土配筋率高，
这样能够充分发挥UHPC的性能。
[0015] 所述的UHPC采用抗压强度为180Mpa以上、
抗拉强度为7Mpa以上、无需蒸汽养护的
UHPC。
[0016] UHPC浇筑时，
由于UHPC的强度较高，
浇筑的厚度不宜过厚，
因此在本技术中选定的
厚度为：
桥面板两端的浇筑厚度为10-20cm，
长度为10-15cm，
中间段的浇筑厚度两端的一
般，
厚度范围为5cm-10cm，
桥面板两端与中间段为斜坡过渡段，
长度为10-15cm，
UHPC浇筑后
与原结构成为一个整体。
[0017] UHPC浇筑后常温养护，
养护时间为1-3天，
加固时可开放交通，
不影响使用。
[0018] 与现有技术相比，
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
[0019] UHPC植筋加固槽型梁针对槽型梁桥面板中出现的跨中下挠过度、
桥面板梁结合处
的纵向开裂、支点顶板和跨中底板横向抗弯裂缝等病害，
采用植入连接钢筋将UHPC与原有
结构形成整体共同抵抗原有应力，
提高原有槽型梁结构的极限承载力到原来的2-3倍。
[0020] 与传统增大截面方法相比 ，
该技术能够减轻加固所产生的自重，
所产生的自重约
为传统的方法的三分之一；
其次可以增加结构的空间利用率，
所占 用的空间仅为传统增大
截面法的三分之一。
[0021] 与传统的粘贴钢板的方法，
本方法施工步骤简单，
施工周期短，
节省了后期对钢板
的防腐锈蚀的投入成本。
[0022] 本方法可以在开放交通的情况下进行施工，
减小了施工对社会造成的影响，
加固
后无需特殊的养护条件，
常温下即可成型，
且养护的时间不大于3天。
附图说明
[0023] 图1为槽型梁甲式桥面板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2为槽型梁甲式桥面板的局部结构示意图；
[0025] 图3为槽型梁甲式桥面板加固后的断面结构示意图；
[0026] 图中：
1-槽型梁甲式桥面板；
2-槽型梁端横梁；
3-UHPC；
4-钢筋。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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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例1
[0029] 一种采用UHPC薄层植筋加固槽型梁桥面板的方法，
参照附图1-3，
将槽型梁的甲式
桥面板1的受损部位混凝土进行清理凿除，
未受损部位只进行清理处理，
之后对甲式桥面板
1两侧的端横梁2靠近桥面板一侧进行清理处理以方便植入钢筋4，
将植入钢筋4折叠为图中
形式并沿甲式桥面板1的横向将植入钢筋4植入到槽型梁的端横梁2内，
锚固深度大于15cm。
接着支模，
将超高性能混凝土UHPC3采用压力灌入，
利用超高性能混凝土的自密实性能进行
自密实，
并利用超高性能混凝土UHPC3与钢筋以及水泥混凝土的超强粘结性使得超高性能
混凝土UHPC3与植入钢筋4、槽型梁的端横梁2以及甲式桥面板1成为一体。浇筑后对超高性
能混凝土UHPC3进行养护，
待超高性能混凝土UHPC3达到预期强度后进行拆模，
此时加固完
成，
加固结构与原结构形成整体共同受力，
图3为加固后加固部分的断面图。
[0030] 对该实施例加固前后进行精细化分析，
采用5cm超高性能混凝土UHPC薄层加固后，
甲式桥面板在活载作用下应力降低了约84％，
槽型梁腹板上部应力降低53 .1％，
中部降低
99％，
底板应力降低21 .7％，
超高性能混凝土材料受到的最大正应力为4 .443MPa，
不超过其
自身抗拉强度7-10MPa，
因此该种新型加固技术安全可靠。
[0031] 实施例2
[0032] 一种采用UHPC薄层植筋加固槽型梁桥面板的方法，
具体步骤为：
将桥面板需要加
固部位的受损水泥混凝土切割凿除，
凿除的水泥混凝土厚度根据受损部位确定，
未受损可
以只进行清理，
不凿除，
并对桥面板两侧槽型梁的端横梁进行清理；
将钢筋沿槽型梁桥面板
的横向植入两侧接头处，
钢筋型号为HRB335，
直径为1 .2cm，
钢筋的纵向间距6cm，
钢筋植入
两侧接头处的锚固深度为15cm；
支模将UHPC浇筑至加固部位，
UHPC采用抗压强度为180Mpa
以上、
抗拉强度为7Mpa以上、
无需蒸汽养护的UHPC，
UHPC浇筑时，
桥面板两端的浇筑厚度为
10cm，
长度为10cm，
中间段的浇筑厚度为5cm，
桥面板两端与中间段为斜坡过渡段，
长度为
10cm，
UHPC浇筑后与原结构成为一个整体，
常温养护，
养护时间为1天。
[0033] 实施例3
[0034] 一种采用UHPC薄层植筋加固槽型梁桥面板的方法，
具体步骤为：
将桥面板需要加
固部位的受损水泥混凝土切割凿除，
凿除的水泥混凝土厚度根据受损部位确定，
未受损可
以只进行清理，
不凿除，
并对桥面板两侧槽型梁的端横梁进行清理；
将钢筋沿槽型梁桥面板
的横向植入两侧接头处，
钢筋型号为HRB400，
直径为2cm，
钢筋的纵向间距10cm，
钢筋植入两
侧接头处的锚固深度为20cm；
支模将UHPC浇筑至加固部位，
UHPC采用抗压强度为180Mpa以
上、抗拉强度为7Mpa以上、无需蒸汽养护的UHPC，
UHPC浇筑时 ，
桥面板两端的浇筑厚度为
20cm，
长度为15cm，
中间段的浇筑厚度为10cm，
桥面板两端与中间段为斜坡过渡段，
长度为
15cm，
UHPC浇筑后与原结构成为一个整体，
常温养护，
养护时间为3天。
[0035] 实施例4
[0036] 一种采用UHPC薄层植筋加固槽型梁桥面板的方法，
具体步骤为：
将桥面板需要加
固部位的受损水泥混凝土切割凿除，
凿除的水泥混凝土厚度根据受损部位确定，
未受损可
以只进行清理，
不凿除，
并对桥面板两侧槽型梁的端横梁进行清理；
将钢筋沿槽型梁桥面板
的横向植入两侧接头处，
钢筋型号为HRB335，
直径为1 .6cm，
钢筋的纵向间距9cm，
钢筋植入
两侧接头处的锚固深度为18cm；
支模将UHPC浇筑至加固部位，
UHPC采用抗压强度为180Mpa
以上、
抗拉强度为7Mpa以上、
无需蒸汽养护的UHPC，
UHPC浇筑时，
桥面板两端的浇筑厚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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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cm，
长度为12cm，
中间段的浇筑厚度为8cm，
桥面板两端与中间段为斜坡过渡段，
长度为
12cm，
UHPC浇筑后与原结构成为一个整体，
常温养护，
养护时间为2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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