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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预制拼接UHPC管‑混凝土超高桥墩，包括若

干节UHPC管预制节段以及浇筑在该UHPC空心管

预制节段内的普通混凝土，所述UHPC管预制节段

为采用UHPC浇筑成型的UHPC空心管本体，所述空

心管本体的上部管壁内预留有植筋孔，其下部管

壁内预埋有高强钢筋，所述高强钢筋外伸长度与

植筋孔深度相匹配；空心管本体的内侧壁间隔设

有齿块，相邻齿块之间铺设有高强钢筋网。该超

高桥墩中的UHPC管使普通混凝土（NSC）处于三向

受压的状态，大幅提高了普通混凝土（NSC）的抗

压强度，该超高桥墩的耐久性良好，受力性能优

良，本发明还公开了预制拼接UHPC管‑混凝土超

高桥墩的施工方法，施工工序简单，周期短，且设

备投资成本低，施工效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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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预制拼接UHPC管-混凝土超高桥墩，包括若干节UHPC管预制节段以及浇筑在该

UHPC空心管预制节段内的普通混凝土，所述UHPC管预制节段为采用UHPC浇筑成型的UHPC空

心管本体，其特征在于，所述空心管本体的上部管壁内预留有植筋孔，其下部管壁内预埋有

高强钢筋，所述高强钢筋外伸长度与植筋孔深度相匹配；空心管本体内侧壁的上下端部沿

圆周方向间隔设有齿块，相邻齿块之间铺设有高强钢筋网，所述高强钢筋网的横向钢筋植

入空心管本体管壁内，使相邻的UHPC管预制节段结合紧密；所述齿块内预留有放置高强螺

栓的螺栓孔，所述高强螺栓穿设在相邻UHPC空心管预制节段的齿块的螺栓孔内，用于相邻

UHPC空心管预制节段的齿块间的连接；空心管本体的上下端面在齿块所处的位置设有预埋

钢板，所述预埋钢板设有坡口，相邻预埋钢板的坡口焊接连接。

2.如权利要求1所述预制拼接UHPC管-混凝土超高桥墩，其特征在于，所述空心管本体

的内侧壁设有凹槽。

3.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预制拼接UHPC管-混凝土超高桥墩，其特征在于，空心管本体上

下端面上的预埋钢板分别设有用于相邻空心管拼接的剪力键槽及对应匹配的剪力键。

4.一种如权利要求1~3任一项所述预制拼接UHPC管-混凝土超高桥墩的施工方法，其特

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UHPC管预制节段的预制；

2）UHPC管预制节段的吊装拼接：从下往上将步骤1）中预制好的多个UHPC管预制节段依

次拼装，在下方的UHPC管预制节段管壁上的植筋孔内注入适量无收缩速凝UHPC灌浆料，将

上方的UHPC管预制节段管壁上的高强钢筋的外伸部分插入下方的UHPC管预制节段的植筋

孔内，再将上、下UHPC管预制节段上的预留钢板的剪力键与剪力键槽配合限位，并将上、下

UHPC管预制节段上的预埋钢板的坡口焊接；

然后，将高强螺栓穿过上、下UHPC管预制节段接缝处的齿块内的螺栓孔并拧紧，再在

上、下UHPC管预制节段接缝处的相邻齿块之间的管壁内侧布设一层高强钢筋网，并将高强

钢筋网的横向钢筋植入空心管内壁，使上下节段结合紧密，同时提高空心管的抗弯抗剪能

力；

3）UHPC管内浇筑普通混凝土；

4）养护。

5.一种如权利要求4所述预制拼接UHPC管-混凝土超高桥墩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1）中，UHPC管预制节段的预制时，UHPC管预制节段的一端预留植筋孔，其另一端预埋高

强钢筋，且高强钢筋的外伸部分长度与植筋孔的深度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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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制拼接UHPC管-混凝土超高桥墩及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桥梁工程领域，尤其是涉及预制拼接UHPC管-混凝土超高桥墩及施工

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国内外超高桥墩普遍存在施工周期过长、施工便捷性较差、搭架与爬模等费

用投入过大，以及墩身受力性能不佳等问题。且超高桥墩施工过程中，随着桥墩墩身高度的

增加，施工周期也相应变长，从而导致的施工成本与安全风险因素也会增大，尤其是市政桥

梁，施工周期过长，对城市交通影响极大，造成居民出行不便，甚至会引发交通事故。

[0003] 现行超高桥墩采用爬模、滑模等施工方法模板投入量很大，受起吊能力的限制，超

高桥墩必须配备大吨位的吊车或者塔吊，如CN107675610A公开了一种预制拼装桥墩节段连

接的构造和作法，属于桥梁工程领域。该连接构造为基于超高性能混凝土(UHPC)、内套连接

钢管和高强螺栓连接的预制拼装钢管混凝土桥墩。该连接构造中的预制钢管混凝土节段需

要大吨位吊车吊装，若为了加快工期采用平行作业，将增加更多机械设备的投入，由此带来

的高昂费用使得超高桥墩的经济效益大幅下降。

[0004] 此外，钢筋混凝土超高桥墩易处于大偏心的弯压受力状态，桥墩偏心受压时，墩身

容易产生裂缝，内部受力钢筋暴露于外部环境中更易于锈蚀，使得桥墩的承载能力和耐久

性明显下降。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施工简单，结构受力

性能优良、耐久性好的预制拼接UHPC（超高性能混凝土，Ultra-High  Performance 

Concrete，UHPC）管-混凝土超高桥墩及其施工方法。

[0006]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预制拼接UHPC管-混凝土超高桥墩，包括若干节UHPC管预制节段以及浇筑在该UHPC空

心管预制节段内的普通混凝土，所述UHPC管预制节段为采用UHPC浇筑成型的UHPC空心管本

体，所述空心管本体的上部管壁内预留有植筋孔，其下部管壁内预埋有高强钢筋，所述高强

钢筋外伸长度与植筋孔深度相匹配；空心管本体的内侧壁间隔设有齿块，相邻齿块之间铺

设有高强钢筋网。

[0007] 在某一示范实施例中，所述高强钢筋网的横向钢筋植入空心管本体管壁内。

[0008] 由于超高性能混凝土（UHPC）管对内部普通混凝土（NSC）的约束作用，使普通混凝

土（NSC）处于三向受压的状态，大幅提高了普通混凝土（NSC）的抗压强度，同时超高性能混

凝土（UHPC）超高的抗拉能力提高了桥墩的抗裂性能。在水平动荷载或地震作用下，超高性

能混凝土（UHPC）管内部普通混凝土（NSC）的破坏由脆性破坏变成塑性破坏，构件延性性能

得到极大改善，耗能能力明显提高，具有极好的抗震性能。

[0009] 位于UHPC管预制节段接缝处的齿块有利于高强螺栓的安装定位，并通过高强钢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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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的横向钢筋植入空心管本体管壁内，使上下节段结合紧密，提高了UHPC空心管本体接缝

处的抗弯抗剪能力，并提高整个预制拼接超高性能混凝土（UHPC）管的抗拉强度。

[0010] 在某一示范实施例中，所述空心管本体的内侧壁设有凹槽，凹槽增大了预制拼接

超高性能混凝土（UHPC）管内的普通混凝土（NSC）与UHPC管壁之间的咬合力，使两者结合紧

密，共同工作，而且可以避免因普通混凝土（NSC）收缩而造成的结合面处的混凝土脱空等破

坏现象，提高了UHPC管-混凝土超高桥墩结构的整体性并加强空心管本体接缝处的抗弯抗

剪能力。

[0011] 在某一示范实施例中，所述齿块内预留有放置高强螺栓的螺栓孔，所述高强螺栓

穿设在相邻UHPC空心管预制节段的齿块的螺栓孔内，用于相邻齿块的连接。

[0012] 在某一示范实施例中，齿块所处的空心管本体管壁顶部设有预埋钢板，所述预埋

钢板设有坡口，空心管本体上下端面上的预埋钢板分别设有用于相邻空心管拼接的剪力键

槽及对应匹配的剪力键。下方UHPC管预制节段顶部预埋钢板上的剪力键与上方UHPC管预制

节段底部预埋钢板上的剪力键槽配合限位，并将上、下UHPC管预制节段的预埋钢板的坡口

焊接。

[0013] 预制拼接UHPC管-混凝土超高桥墩的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UHPC管预制节段的预制：UHPC管预制节段的一端预留植筋孔，其另一端预埋高强钢

筋，且高强钢筋的外伸部分长度与植筋孔的深度相匹配；

2）UHPC管预制节段的吊装拼接：从下往上将步骤1）中预制好的多个超高性能混凝土

UHPC管预制节段依次拼装，在下方的UHPC管预制节段管壁上的植筋孔内注入适量无收缩速

凝超高性能混凝土（UHPC）灌浆料，将上方的UHPC管预制节段管壁上的高强钢筋的外伸部分

插入下方的UHPC管预制节段的植筋孔内，再将上、下UHPC管预制节段上的预留钢板的剪力

键与剪力键槽配合限位，并将上、下UHPC管预制节段上的预埋钢板的坡口焊接；

然后，将高强螺栓穿过上、下UHPC管预制节段接缝处的齿块内的螺栓孔并拧紧，再在

上、下UHPC管预制节段接缝处的相邻齿块之间的管壁内侧布设一层高强钢筋网，并将高强

钢筋网的横向钢筋植入空心管内壁，使上下节段结合紧密，同时提高空心管的抗弯抗剪能

力；

3）UHPC管内浇筑普通混凝土；

4）养护。

[0014] 本发明预制拼接UHPC管-混凝土超高桥墩的有益效果：

1）与现有的普通钢-混混凝土桥墩相比，预制拼接UHPC管（超高性能混凝土管）-混凝土

超高桥墩外部UHPC管基本上没有碱骨料反应和冻融循环破坏，其防水性能，抗渗性，抗化学

腐蚀能力强，对桥墩本身起到了较好的保护作用，使超高桥墩内的高强钢筋免遭腐蚀；与现

有的底部采用UHPC套筒和普通预制节段的组合桥墩相比，其整理受力分布更均匀，避免了

超高桥墩中部接缝处耗能钢筋出现应力集中的现象，具有超强的耐久性，其耐久时间长达

200年以上。

[0015] 2）由于UHPC管（超高性能混凝土管）对内部普通混凝土（NSC）的约束作用，使普通

混凝土（NSC）处于三向受压的状态，大幅提高了普通混凝土（NSC）的抗压强度，同时，UHPC管

（超高性能混凝土管）超高的抗拉能力提高了桥墩的抗裂性能。在水平动荷载或地震作用

下，超高性能混凝土（UHPC）管内部普通混凝土（NSC）的破坏由脆性破坏变成塑性破坏，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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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性性能得到极大改善，耗能能力明显提高，具有极好的抗震性能。

[0016] 3）UHPC管（超高性能混凝土管）预制节段在工厂预制而成，在施工现场只需将空心

管本体拼接并在空心管内浇筑普通混凝土（NSC），无需支模与拆模，施工便捷，只需短时间

封闭交通，故对桥面交通基本没有影响；且由于UHPC管预制节段的自重轻，在施工时不需要

大型的吊装设备，施工速度加快，施工费用大幅减少。

[0017] 4）UHPC管预制节段的预制在工厂进行，基本不会对施工现场周围的环境造成污

染；且与其他混凝土材料相比，超高桥墩利用超高性能混凝土（UHPC）制作UHPC管预制节段

构件节能超过50％，CO2排放量也减少了一半左右，环境污染明显降低。

[0018] 5）预制拼接超高性能混凝土（UHPC）管混凝土超高桥墩因其具有优良的力学性能

和超强的耐久性，全寿命周期成本低于钢管混凝土与钢筋混凝土超高桥墩，后期桥墩维修

所需费用最少。

[0019] 本发明预制拼接UHPC管-混凝土超高桥墩的施工方法的有益效果：施工工序简单，

周期短，且设备投资成本低，施工效率高。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本发明预制拼接UHPC管-混凝土超高桥墩的主视图；

图2—为图1中UHPC管预制节段的剖面三维立体图；

图3—为本发明预制拼接UHPC管-混凝土超高桥墩拼接处截面放大图（A-B）；

图4—为本发明预制拼接UHPC管-混凝土超高桥墩的接缝平面图；

图5—为本发明预制拼接UHPC管-混凝土超高桥墩管壁接缝处齿块局部纵截面放大图；

图6—为本发明预制拼接UHPC管-混凝土超高桥墩管内壁接缝高强钢筋网局部纵截面

放大图；

图7—为本发明预制拼接UHPC管-混凝土超高桥墩管内壁接缝高强钢筋网局部横截面

放大图；

图中：1—UHPC管预制节段，  2—普通混凝土，3—高强钢筋，  4—齿块，5—螺栓孔，6—

植筋孔，  7—预埋钢板，8—剪力键，9—凹槽，10—高强螺栓，11—无收缩速凝超高性能混凝

土（UHPC）灌浆料，12—高强钢筋网，13—坡口，14—坡口焊缝。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以下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22] 参照图1~7，本发明的预制拼接UHPC管-混凝土超高桥墩，包括若干节UHPC管预制

节段1以及浇筑在该UHPC空心管预制节段内的普通混凝土2，所述UHPC管预制节段1为采用

UHPC浇筑成型的UHPC空心管本体，所述空心管本体的上部管壁内预留有植筋孔6，其下部管

壁内预埋有高强钢筋3，所述高强钢筋3外伸长度与植筋孔6深度相匹配；空心管本体的内侧

壁间隔设有齿块4，相邻齿块4之间铺设有高强钢筋网12。

[0023] 所述高强钢筋网12的横向钢筋植入空心管本体管壁内，高强钢筋网12确保相邻的

UHPC管预制节段1结合紧密，共同工作。

[0024] 由于超高性能混凝土（UHPC）管对内部普通混凝土2（NSC）的约束作用，使普通混凝

土2（NSC）处于三向受压的状态，大幅提高了普通混凝土2（NSC）的抗压强度，同时超高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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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UHPC）超高的抗拉能力提高了桥墩的抗裂性能。在水平动荷载或地震作用下，超高

性能混凝土（UHPC）管内部普通混凝土2（NSC）的破坏由脆性破坏变成塑性破坏，构件延性性

能得到极大改善，耗能能力明显提高，具有极好的抗震性能。

[0025] 位于UHPC管预制节段1接缝处的齿块4有利于高强螺栓10的安装定位，并通过高强

钢筋网12的横向钢筋植入空心管本体管壁内，使上下节段结合紧密，提高了UHPC空心管本

体接缝处的抗弯抗剪能力，并提高整个预制拼接超高性能混凝土（UHPC）管的抗拉强度。

[0026] 所述空心管本体的内侧壁设有凹槽9，凹槽9增大了预制拼接超高性能混凝土

（UHPC）管内的普通混凝土2（NSC）与UHPC管壁之间的咬合力，使两者结合紧密，共同工作，而

且可以避免因普通混凝土2（NSC）收缩而造成的结合面处的混凝土脱空等破坏现象，提高了

UHPC管-混凝土超高桥墩结构的整体性并加强空心管本体接缝处的抗弯抗剪能力。

[0027] 所述齿块4内预留有放置高强螺栓10的螺栓孔5，所述高强螺栓10穿设在相邻UHPC

空心管预制节段的齿块4的螺栓孔5内，用于相邻齿块4的连接，增强UHPC空心管预制节段接

缝处的抗弯抗剪能力，并提高整个预制拼接（超高性能混凝土）UHPC管的抗拉强度。

[0028] 齿块4所处的空心管本体管壁顶部设有预埋钢板7，所述预埋钢板7设有坡口13，空

心管本体上下端面上的预埋钢板7分别设有用于相邻空心管拼接的剪力键8槽及对应匹配

的剪力键8。下方UHPC管预制节段1顶部预埋钢板7上的剪力键8与上方UHPC管预制节段1底

部预埋钢板7上的剪力键8槽配合限位，并将上、下UHPC管预制节段1的预埋钢板7的坡口13

焊接。

[0029] 预制拼接UHPC管-混凝土超高桥墩的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UHPC管预制节段1的预制：预制时，UHPC管预制节段1的一端预留植筋孔6，其另一端

预埋高强钢筋3，且高强钢筋3的外伸部分长度与植筋孔6的深度相匹配；

2）UHPC管预制节段1的吊装拼接：从下往上将步骤1）中预制好的多个超高性能混凝土

UHPC管预制节段1依次拼装，在下方的UHPC管预制节段1管壁上的植筋孔6内注入适量无收

缩速凝超高性能混凝土（UHPC）灌浆料11，将上方的UHPC管预制节段1管壁上的高强钢筋3的

外伸部分插入下方的UHPC管预制节段1的植筋孔6内，再将上、下UHPC管预制节段1上的预留

钢板的剪力键8与剪力键8槽配合限位，并将上、下UHPC管预制节段1上的预埋钢板7的坡口

13焊接；

然后，将高强螺栓10穿过上、下UHPC管预制节段1接缝处的齿块4内的螺栓孔5并拧紧，

再在上、下UHPC管预制节段1接缝处的相邻齿块4之间的管壁内侧布设一层高强钢筋网12，

并将高强钢筋网12的横向钢筋植入空心管内壁，使上下节段结合紧密，同时提高空心管的

抗弯抗剪能力；

3）UHPC管内浇筑普通混凝土2：  待UHPC管预制节段1拼接完成后，对UHPC管空心管内壁

进行严格的清理，最后在管内浇筑普通混凝土2（NSC）；

4）养护：浇筑成型后，对普通混凝土2（NSC）进行养护，养护期间，普通混凝土2（NSC）与

UHPC管以及周围大气的温差小于等于20℃，所用养护水的温度与普通混凝土2（NSC）表面温

度之差小于等于15℃，避免普通混凝土2（NSC）产生塑性收缩裂缝。待普通混凝土2（NSC）达

到预期强度后，预制的UHPC管预制节段1拼接形成的UHPC管与普通混凝土2（NSC）形成UHPC

管-混凝土结构，预制拼接UHPC管（超高性能混凝土管）-混凝土超高桥墩建造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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