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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集合快速公交系统与城市

快速路的双层装配式高架桥及其施工方法，包括

上层梁体、下层梁体及墩柱，所述墩柱对称设置

在地面道路中央两侧，所述上层梁体作为城市快

速路设置在墩柱的顶部，所述下层梁体作为快速

公交的专用道路设置在墩柱的中部，所述墩柱为

“L”形钢筋混凝土墩柱，且由上节墩柱及下节墩

柱组装而成，所述墩柱的下部与埋设在地面以下

的承台和桩基相连接。本发明的双层高架桥将上

层梁体作为城市快速路，将下层梁体作为BRT专

用通道，两个系统独立运营，避免了与社会车辆

的相互干扰，实现了真正“快速”；且本发明的桥

梁结构更轻盈、整体效果更协调美观，建造成本

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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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集合快速公交系统与城市快速路的双层装配式高架桥，包括有上层梁体(1)、下

层梁体(2)及墩柱(3)，所述墩柱(3)对称设置在地面道路中央两侧，所述上层梁体(1)作为

城市快速路设置在墩柱(3)的顶部，所述下层梁体(2)作为快速公交的专用道路设置在墩柱

(3)的中部，其特征在于：所述墩柱(3)为“L”形钢筋混凝土墩柱，且所述墩柱(3)是由上节墩

柱(3a)及下节墩柱(3b)组装而成，所述下节墩柱(3b)为与下层梁体(2)顶部齐平以下的墩

柱部分，其余的墩柱部分为上节墩柱(3a)，所述上节墩柱(3a)的顶面上设有第一支座(4)，

所述上层梁体(1)设置在第一支座(4)上，所述下节墩柱(3b)的L形突出面上设有第二支座

(5)，所述下层梁体(2)设置在第二支座(5)上，所述下节墩柱(3b)的底部还设有埋设在地面

以下的承台(6)和桩基(7)，所述桩基(7)设置在承台(6)的底面，所述上节墩柱(3a)的下部

预留有第一螺纹主筋(8)，所述下节墩柱(3b)的上部预留有第一连接螺纹主筋(9)，且第一

连接螺纹主筋(9)的上端螺纹连接有第一连接套筒(10)，所述第一连接套筒(10)的另一端

与第一螺纹主筋(8)连接，所述上节墩柱(3a)和下节墩柱(3b)通过第一螺纹主筋(8)、第一

连接螺纹主筋(9)及第一连接套筒(10)之间的螺纹连接组装在一起。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集合快速公交系统与城市快速路的双层装配式高架桥，

其特征在于：所述下节墩柱(3b)的下部预留有第二螺纹主筋(11)，所述承台(6)的上部预留

有第二连接螺纹主筋(12)，且第二连接螺纹主筋(12)的上端螺纹连接有第二连接套筒

(13)，所述第二连接套筒(13)的另一端与第二螺纹主筋(11)连接，所述下节墩柱(3b)和承

台(6)通过第二螺纹主筋(11、第二连接螺纹主筋(12)及第二连接套筒(13)之间的螺纹连接

组装在一起。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集合快速公交系统与城市快速路的双层装配式高架桥，

其特征在于：所述上节墩柱(3a)的宽度W1≥1.5m，所述下节墩柱(3b)底部加宽段的宽度W2≥

2.3m，其余部分的下节墩柱(3b)的宽度与上节墩柱(3a)的宽度相同。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集合快速公交系统与城市快速路的双层装配式高架桥，

其特征在于：所述下层梁体(2)的桥下净空高度H1≥5m，所述下层梁体(2)桥上通行净空高

度H2为5m。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集合快速公交系统与城市快速路的双层装配式高架桥，

其特征在于：所述上层梁体(1)和下层梁体(2)均由若干个装配式钢混叠合小箱梁焊接拼装

而成。

6.根据权利要求1‑5任一项所述的一种集合快速公交系统与城市快速路的双层装配式

高架桥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上层梁体(1)、下层梁体(2)及墩柱(3)均采用装配式

施工工艺，其具体施工过程为：

S1，设置围挡，完成钻孔灌注桩基(7)和承台(6)的浇筑；

S2，将所述墩柱(3)分两节在工厂预制，预制完成后运输至安装现场先进行下节墩柱

(3b)与承台(6)的拼装，拼装后进行后灌浆养护；

S3，搭设临时支架，在下节墩柱(3b)的L形突出面上设置第二支座(5)，在第二支座(5)

上逐片吊装在工厂预制好的下层梁体(2)，并浇注桥面湿接缝及整体化层，然后进行桥面的

沥青铺装及附属设施安装；

S4，再进行上节墩柱(3a)与下节墩柱(3b)的拼装，拼装后进行后灌浆养护；

S5，再次搭设临时支架，在上节墩柱(3a)的顶面上预埋第一支座(4)，在第一支座(4)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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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片吊装在工厂预制好的上层梁体(1)，并浇注桥面湿接缝及整体化层，最后进行桥面的沥

青铺装及附属设施安装。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集合快速公交系统与城市快速路的双层装配式高架桥的

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2中下节墩柱(3b)与承台(6)通过预埋的第二螺纹主筋

(11)、第二连接螺纹主筋(12)及第二连接套筒(13)拼装在一起。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集合快速公交系统与城市快速路的双层装配式高架桥的

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4中上节墩柱(3a)与下节墩柱(3b)通过预埋的第一螺纹

主筋(8)、第一连接螺纹主筋(9)及第一连接套筒(10)拼装在一起。

9.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集合快速公交系统与城市快速路的双层装配式高架桥的

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上层梁体(1)和下层梁体(2)均为装配式钢混叠合小箱梁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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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层装配式高架桥及其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道路及桥梁工程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集合了快速公交系统与城市

快速路的双层装配式高架桥及其施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城镇化建设的加速和汽车保有量的增加，城市拥堵问题日益突出，已经严重

制约了城市的发展，影响人们的出行效率。近年来兴起的快速公交系统(以下简称BRT)作为

一种新型的公共交通方式对于解决居民出行、缓解城市拥堵具有显著的效果；此外，另一种

缓解交通压力的手段‑城市快速路，它作为城市交通的命脉，能够满足长距离、高效率交通

需求，促进城市在空间和时间上发展，因此，BRT系统和城市快速路经常是同时出现在道路

上以更好地缓解交通压力。

[0003] 然而，现有的BRT系统和城市快速路的设置方式一般是采用单层高架桥的方式，即

将高架桥的桥面作为城市快速道路，将BRT系统设置在高架桥桥面以下的地面专用公交车

道上，这种设置方式在实际运行中存在经常有社会车辆驶入公交专用道上和路口灯控平交

口的问题，造成快速公交与社会车辆相互交叉干扰，严重影响通行效率，使得快速公交没有

真正实现快速。

[0004] 中国专利申请201210050170.7，公开了一种集合快速公交系统的双层高架桥，它

包括上层梁体、上层引桥、下层梁体、下层引桥及高架墩柱，高架墩柱设置在地面道路的中

央分隔带处，上层梁体设置在高架桥墩柱顶部作为快速路，下层梁体设置在高架墩柱中部

作为快速公交路，以此将快速公交车与社会车辆分别通行于同一高架桥的不同层桥面上，

行驶中互不干扰，可真正实现快速畅行。虽然上述专利申请中的双层高架桥解决了快速公

交与社会车辆的相互干扰问题，但是其高架墩柱的结构形式厚重，占用了地面道路空间，使

得原本就空间不够用的地面道路变得更加狭窄；另外，该结构的双层高架桥在施工时周期

长，影响车辆的正常通行。因此，在城市开发强度大、用地紧张的形式下，如何利用好城市快

速路与快速公交系统这两条城市走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就在于提出一种集合快速公交系统与城市快速路的双层装配式高

架桥及其施工方法，该高架桥的上层为主线城市快速路，下层为快速公交专用走廊，高架桥

梁体采用钢混叠合小箱梁结构，墩柱采用钢筋混凝土墩柱，且梁体及墩柱均采用全装配式

施工工艺，能够很好地解决上述技术问题。

[0006] 为此，本发明所采用的具体技术方案是：

[0007] 一种集合快速公交系统与城市快速路的双层装配式高架桥，它包括有上层梁体、

下层梁体及墩柱，所述墩柱对称设置在地面道路中央两侧，所述上层梁体作为城市快速路

设置在墩柱的顶部，所述下层梁体作为快速公交的专用道路设置在墩柱的中部，与现有桥

梁墩柱不同的是，本发明所述墩柱为“L”形钢筋混凝土墩柱，且所述墩柱由上节墩柱及下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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墩柱组装而成，所述下节墩柱为与下层梁体顶部齐平以下的墩柱部分，其余的墩柱部分为

上节墩柱，所述上节墩柱的顶面上设有第一支座，所述上层梁体设置在第一支座上，所述下

节墩柱的L形突出面上设有牛腿，且在牛腿上设置第二支座，所述下层梁体设置在第二支座

上，所述下节墩柱的底部还设有埋设在地面以下的承台和桩基，所述桩基设置在承台的底

面。

[0008] 进一步地，所述上节墩柱的下部预留有第一螺纹主筋，所述下节墩柱的上部预留

有第一连接螺纹主筋，且第一连接螺纹主筋的上端螺纹连接有第一连接套筒，所述第一连

接套筒的另一端与第一螺纹主筋连接，所述上节墩柱和下节墩柱通过第一螺纹主筋、第一

连接螺纹主筋及第一连接套筒之间的螺纹连接组装在一起。

[0009] 进一步地，所述下节墩柱的下部预留有第二螺纹主筋，所述承台的上部预留有第

二连接螺纹主筋，且第二连接主筋的上端螺纹连接有第二连接套筒，所述第二连接套筒的

另一端与第二螺纹主筋连接，所述下节墩柱和承台通过第二螺纹主筋、第二连接螺纹主筋

及第二连接套筒之间的螺纹连接组装在一起。

[0010] 根据结构受力计算，通常所述上节墩柱的宽度最好是大于等于1.5m，所述下节墩

柱底部加宽段的宽度最好是大于等于2.3m，其余部分的下节墩柱的宽度与上节墩柱的宽度

相同，才能满足受力及下层梁体的布置。

[0011] 本发明的下层梁体以下至地面的空间可设计为绿化、自行车道及其他公共服务设

施用地。考虑到路口净空因素，所述下层梁体的桥下净空高度大于等于5m为适宜，所述下层

梁体桥上通行净空高度为5m，所述上层梁体的桥面至地面辅道净高约为15m，考虑高垮比及

经济性因素，本发明的桥梁基本跨径为35m。

[0012] 同时，本发明还提供一种集合快速公交系统与城市快速路的双层装配式高架桥的

施工方法，该施工方法主要是为减轻对现状交通的影响，保障社会车辆的正常通行，将墩

柱、上层梁体及下层梁体均采用装配式施工工艺，具体施工过程为：

[0013] S1，设置围挡，完成钻孔灌注桩基和承台的浇筑，注意在承台浇筑时需在承台的上

部预埋第二连接螺纹主筋和第二连接套筒；

[0014] S2，将所述墩柱分两节在工厂进行标准化预制，预制完成后运输至安装现场先进

行下节墩柱与承台的拼装，拼装后进行后灌浆养护；

[0015] 在工厂进行预制时需要在下节墩柱的下部预留第二螺纹主筋，在运输至安装现场

后将下节墩柱的第二螺纹主筋与承台的第二连接螺纹主筋精准对其，通过第二连接套筒螺

纹连接后进行灌浆养护；

[0016] S3，搭设临时支架，在下节墩柱的L形突出面上设置第二支座，在第二支座上逐片

吊装在工厂预制好的下层梁体，并浇注桥面湿接缝及整体化层，然后进行桥面的沥青铺装

及附属设施安装；

[0017] S4，再进行上节墩柱与下节墩柱的拼装，拼装后进行后灌浆养护；

[0018] 在工厂进行预制时需要在下节墩柱的上部预留第一连接螺纹主筋和第一连接套

筒，在上节墩柱的下部预留第一螺纹主筋，在运输至安装现场后将上节墩柱的第一螺纹主

筋与下节墩柱的第一连接螺纹主筋精准对其，通过第一连接套筒螺纹连接后进行灌浆养

护；

[0019] S5，再次搭设临时支架，在上节墩柱的顶面上预埋第一支座，在第一支座上逐片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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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在工厂预制好的上层梁体，并浇注桥面湿接缝及整体化层，最后进行桥面的沥青铺装及

附属设施安装。

[0020] 所述的上层梁体和下层梁体均为装配式钢混叠合小箱梁结构，在工厂进行标准节

的预制，再运输至安装现场进行吊装，就位后焊接拼装即可。

[0021]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集合快速公交系统与城市快速路的双层装配式高架桥，将上层

梁体设置为城市快速路，将下层梁体设置为快速公交专用道路，通过设置双层桥梁将城市

快速路与BRT系统在空间上叠合，且独立运营，能够同时避免上层社会车辆和中层BRT车辆

与其他交通的平面交叉，实现了城市快速路和BRT的“双快”体系，可真正形成连续快捷的大

运量公共交通体系，对于缩小地域时空间距、缓解交通拥挤、实现绿色出行具有积极的作

用，其具体的有益效果为：

[0022] 1、相比传统的“H”型墩柱横梁为弯剪构件而言，本发明的“L”型墩柱为偏心受压构

件，受力更合理，结构尺寸更轻盈，整体效果更协调美观；

[0023] 2、本发明桥梁的墩柱及上下两层梁体均采用装配式施工工艺，能够大幅缩减工

期，减少对现状交通的影响；

[0024] 3、本发明的双层桥梁能够充分利用桥下空间，做到空间集成，节约了大量城市用

地，提高了土地利用率；

[0025] 4、与传统的地铁等轨道交通相比，本发明的BRT系统具有投资节省、施工简单的优

点，与普通地面的BRT相比，本发明具有独立运行，不受横向交通干扰，快捷准时的优点；

[0026] 5、本发明的下层梁体以下至地面的空间可兼做绿地、自行车道或其他休闲空间，

使得道路功能配备更加丰富齐全，适用性和景观性得到较好的提升：

[0027] 6、本发明的双层高架桥，其上层梁体和下层梁体共用下部结构及基础，可同步建

设，能够大幅减少工程投资，降低成本。

附图说明

[0028] 图1为本发明双层装配式高架桥在标准路段的断面图。

[0029] 图2为本发明双层装配式高架桥的墩柱与承台之间的连接示意图。

[0030] 图3为本发明双层装配式高架桥在停靠公交站点路段的断面图。

[0031] 图4为本发明双层装配式高架桥的公交站台的平面布置图。

[0032] 图5为本发明双层装配式高架桥的施工流程图。

[0033] 图中所示：

[0034] 1‑上层梁体，2‑下层梁体，3‑墩柱，3a‑上节墩柱，3b‑下节墩柱，4‑第一支座，5‑第

二支座，6‑承台，7‑桩基，8‑第一螺纹主筋，9‑第一连接螺纹主筋，10‑第一连接套筒，11‑第

二螺纹主筋，12‑第二连接螺纹主筋，13‑第二连接套筒，14‑绿化带，15‑公交站台，16‑人行

天桥，17‑上下扶梯，18‑闸机，19‑屏蔽门，20‑隔离栏杆，21‑钢筋混凝土墩柱，22‑桥梁防撞

护栏，W1为上节墩柱的宽度，W2为下节墩柱底部加宽段的宽度，H1为下层梁体2的桥下净空高

度，H2为下层梁体2的桥上通行净空高度。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下面结合附图及具体实施

说　明　书 3/6 页

6

CN 111455799 B

6



例对本发明进一步详细说明。可以理解的是，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用以解释本发明，

并不用于限定本发明。

[0036] 如图1所示，本实施例为一种集合快速公交系统与城市快速路的双层装配式高架

桥，其高架桥结构组成包括有上层梁体1、下层梁体2及墩柱3，所述墩柱3对称设置在地面道

路中央两侧，所述上层梁体1作为城市快速路设置在墩柱3的顶部，所述下层梁体2作为快速

公交的专用道路设置在墩柱3的中部，所述墩柱3为“L”形钢筋混凝土墩柱，且所述墩柱3是

由上节墩柱3a及下节墩柱3b组装而成，所述下节墩柱3b为与下层梁体2顶部齐平以下的墩

柱部分，其余的墩柱部分为上节墩柱3a，所述上节墩柱3a的顶面上设有第一支座4，所述上

层梁体1设置在第一支座4上，所述下节墩柱3b的“L”形突出面上设有第二支座5，所述下层

梁体2设置在第二支座5上，所述下节墩柱3b的底部还设有预埋在地面以下的承台6和桩基

7，所述桩基7设置在承台6的底面两侧。

[0037] 所述上节墩柱3a的宽度W1＝1.5m，所述下节墩柱3b底部加宽段的宽度W2＝2.3m，其

余部分的下节墩柱3b的宽度与上节墩柱3a的宽度相同，也为1.5m。

[0038] 所述下层梁体2的桥下净空高度H1＝5m，所述下层梁体2桥上通行净空高度H2＝5m，

所述下层梁体2的桥下空间设计为绿化带14；所述上层梁体1至地面辅道净高为15m，考虑高

跨比及经济性因素，桥梁基本跨径为35m。

[0039] 所述的上层梁体1和下层梁体2均为装配式钢混叠合小箱梁结构，通过工厂预制后

在现场吊装就位焊接拼装在一起，以减少对现状交通的影响。

[0040] 进一步地，如图2所示，所述上节墩柱3a的下部预留有第一螺纹主筋8，所述下节墩

柱3b的上部预留有第一连接螺纹主筋9，且第一连接螺纹主筋9的上端螺纹连接有第一连接

套筒10，所述第一连接套筒10的另一端与第一螺纹主筋8连接，所述上节墩柱3a和下节墩柱

3b通过第一螺纹主筋8、第一连接螺纹主筋9及第一连接套筒10之间的螺纹连接组装在一

起；所述下节墩柱3b的下部预留有第二螺纹主筋11，所述承台6的上部预留有第二连接螺纹

主筋12，且第二连接螺纹主筋12的上端螺纹连接有第二连接套筒13，所述第二连接套筒13

的另一端与第二螺纹主筋11连接，所述下节墩柱3b和承台6通过第二螺纹主筋11、第二连接

螺纹主筋12及第二连接套筒13之间的螺纹连接组装在一起。

[0041] 上述实施例所述的双层装配式高架桥为减轻对现状交通的影响，保障社会车辆的

正常通行，所述上层梁体1、下层梁体2及墩柱3均采用装配式施工工艺，如图5所示，其具体

过程为：

[0042] S1，设置围挡，完成钻孔灌注桩基7和承台6的浇筑，在承台6浇筑时需在承台6的上

部预埋第二连接螺纹主筋12和第二连接套筒13；

[0043] S2，将所述墩柱3分两节在工厂预制，预制完成后运输至安装现场先进行下节墩柱

3b与承台6的拼装，拼装后进行后灌浆养护；

[0044] S3，搭设临时支架，在下节墩柱3b的L形突出面上设置第二支座5，在第二支座5上

逐片吊装在工厂预制好的下层梁体2，并浇注桥面湿接缝及整体化层，然后进行桥面的沥青

铺装及附属设施安装；

[0045] S4，再进行上节墩柱3a与下节墩柱3b的拼装，拼装后进行后灌浆养护；

[0046] S5，再次搭设临时支架，在上节墩柱3a的顶面上预埋第一支座4，在第一支座4上逐

片吊装在工厂预制好的上层梁体1，并浇注桥面湿接缝及整体化层，最后进行桥面的沥青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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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及附属设施安装。

[0047] 所述步骤S2中，在工厂进行预制时需要在下节墩柱3b的下部预留第二螺纹主筋

11，在运输至安装现场后将下节墩柱3b的第二螺纹主筋11与承台6的第二连接螺纹主筋12

精准对其，通过第二连接套筒13螺纹连接后进行灌浆养护；所述步骤S4中在工厂进行预制

时需要在下节墩柱3b的上部预留第一连接螺纹主筋9和第一连接套筒10，在上节墩柱3a的

下部预留第一螺纹主筋8，在运输至安装现场后将上节墩柱3a的第一螺纹主筋8与下节墩柱

3b的第一连接螺纹主筋9精准对其，通过第一连接套筒10螺纹连接后进行灌浆养护。

[0048] 上述实施例所述的双层高架桥在具体运行时，将上层梁体1作为城市快速路，将下

层梁体2作为快速公交专用道路，地面为慢行辅道系统。上层城市快速路布置为双向6车道，

中央设置隔离带，设计时速为60‑80km/h，全线无红绿灯控制，可实现区域间的快速交通转

换，同时根据需要可设置上下桥匝道与地面层取得联系；设置在墩柱3中部下层梁体2上的

快速公交专用道路布置为双向2车道，单车道宽度为3.5m，设计时速为40‑60km/h，为方便人

们乘车，根据规划及客流量需求，每间距800m左右设置一个公交站台15，根据本实施例桥梁

结构的断面形式，所述公交站台15采用侧式站台，再配以进站人行天桥16及上下扶梯17与

地面人行道衔接；桥梁以下的地面层为常规的市政道路，根据功能需求在地面层上设置机

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绿化带及地下管线等设施。

[0049] 图3、图4给出了本实施的双层高架桥在停靠公交站点路段时的断面图及平面布置

图，具体的如图3‑4所示，下层梁体2的桥面上设置为BRT通道，为了便于BRT系统的运行维护

与管理，所述下层梁体2的桥面路段实行封闭式管理，通过设置进出站闸机18、站台屏蔽门

19及隔离栏杆20等设施与外界分隔，其BRT车辆采用顺序停靠方式，公交站台的长度不小于

38m，一次可停靠2辆18m长的特大型铰接式公交车，而公交站台的宽度要取决于站点设置的

位置及客流量的大小，一般来说应不小于3m。为充分与地面慢行公交系统衔接，吸引与发散

客流量，方便换乘，BRT通道的公交站台15的设置需考虑与地面慢行公交站的衔接，一般来

说地面公交站与高架桥公交站之间的距离不宜大于300m，且通过人行天桥16进行换乘及过

街，所述的人行天桥16架设在钢筋混凝土墩柱21之上，并设置上下扶梯17；进一步地，为了

保障BRT的运行安全，在下层梁体2的桥面两侧设置有桥梁防撞护栏22。

[0050] 具体的，所述公交站台15的桥面与下层梁体2的桥面相接，且略高于所述下层梁体

2的桥面，一般高出5cm到20cm，约为公交车离地间距，使得乘客上车时高差距离较小，所述

站台屏蔽门19及隔离栏杆20的设置给乘客提供安全保障；在公交站台15中还设有休息座椅

供乘客休息等待，在公交站台15的候车区域地面上设置黄色警戒线以提醒乘客注意危险，

此外，在公交站台15中还设有电子显示屏和语音播报，上面显示出即将到站的车辆信息同

时配合语音播报，以提醒乘客注意所乘坐的车辆到站信息。

[0051] 具体的，所述闸机18设置在所述公交站台15与人行天桥16之间，地面上的乘客通

过上下扶梯17进入到人行天桥16上，再通过闸机18进入到公交站台15中候车，人行天桥16

将地面道路的公交系统和下层梁体2的BRT系统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0052] 此外，由于上层梁体1的宽度远远大于下层梁体2的宽度，则设置在下层梁体2的公

交站台15无需单独再设置遮阳棚、遮雨棚；同时，所述上层梁体1的底部还可设置照明路灯

及监控系统，所述监控系统的信号输出端与交通主管部门的控制系统相连接，用于交通主

管部门随时了解和掌握BRT系统的运行情况，所述公交站台15中也设置有监控系统，其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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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监控信号接入交通主管部门以便于掌控。

[0053] 上述实施例提供的一种集合快速公交系统与城市快速路的双层装配式高架，对于

交通流量大和公共交通出行需求高的城市主要道路轴网能够很好的解决社会车辆与公共

交通的兼容关系；对于城区保通压力大、施工周期紧张的道路快速化改造工程具有明显的

优势，且本实施例的双层高架桥由于上层梁体1和下层梁体2共用一个墩柱3及基础结构，可

同步建设，因此能够大幅减少工程投资。本实施例的双层高架桥与2座单层桥相比，其主要

技术的经济指标比较详见下表1所示：

[0054] 表1主要技术的经济指标对照表

[0055]

[0056] 由上表可见，本实施例的双层高架桥每平方米的造价远远低于建造2座单层桥的

造价，因此，本发明的双层高架桥不但能够解决快速公交与社会车辆相互干扰的问题，充分

发挥快速公交与城市快速路的优势，而且桥梁结构更轻盈，整体效果更协调美观，建造成本

更低。

[0057] 应当理解的是，说明书中未阐述的部分均为现有技术或公知常识。本实施例仅用

于说明该发明，而不用于限制本发明的范围，本领域技术人员对于本发明所做的等价置换

等修改均认为是落入该发明权利要求书所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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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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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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