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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鹭塔斜拉桥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兼具建筑美学造型和结构安

全受力合理的白鹭塔斜拉桥，包括主梁、斜拉索

和桥塔，所述桥塔为双曲线白鹭塔，所述白鹭塔

由两个对称设置的反向弯曲的曲线形的塔柱构

成，塔柱的曲率半径为100～1000m，两个塔柱构

成双白鹭曲线形塔柱，两个塔柱的上部相互靠紧

连接，两个塔柱的下部通过下横梁相连接，并且

均承托在索塔基础上，由此使得白鹭塔在横向上

构成一个三角形的刚性受力体系，以提高主梁的

抗扭刚度和白鹭塔的横向抗风能力，达到斜拉桥

力学结构与建筑美学的统一。该斜拉桥采用双白

鹭曲线形塔柱，造型新颖，景观效果突出，并且施

工较方便，造价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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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兼具建筑美学造型和结构安全受力合理的白鹭塔斜拉桥，所述斜拉桥包括主梁、斜

拉索和桥塔，主梁采用钢箱梁或组合梁或混凝土梁，斜拉索采用平行钢丝或钢绞线斜拉索，

其特征在于：所述桥塔为双曲线白鹭塔，所述白鹭塔由两个对称设置的反向弯曲的曲线形

的塔柱构成，两个塔柱构成双白鹭曲线形塔柱，两个塔柱的上部相互靠紧连接，两个塔柱的

下部通过下横梁相连接，并且均承托在索塔基础上，由此使得白鹭塔在横向上构成一个三

角形的刚性架体，以提高主梁的抗扭刚度和白鹭塔的横向抗风能力，达到斜拉桥力学结构

与建筑美学的统一。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兼具建筑美学造型和结构安全受力合理的白鹭塔斜拉桥，其

特征在于：所述塔柱的曲率半径为100～1000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兼具建筑美学造型和结构安全受力合理的白鹭塔斜拉桥，其

特征在于：所述白鹭塔的斜拉索采用空间双索面布置。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兼具建筑美学造型和结构安全受力合理的白鹭塔斜拉桥，其

特征在于：所述塔柱的截面为多边形。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兼具建筑美学造型和结构安全受力合理的白鹭塔斜拉桥，其

特征在于：所述白鹭塔的高跨比为1：2.5～1：5。

6.根据权利要求1至5任一项所述的兼具建筑美学造型和结构安全受力合理的白鹭塔

斜拉桥，其特征在于：所述主梁上的索距为5～20m。

7.根据权利要求1至5任一项所述的兼具建筑美学造型和结构安全受力合理的白鹭塔

斜拉桥，其特征在于：所述白鹭塔上的索距为1.5～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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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具建筑美学造型和结构安全受力合理的白鹭塔斜拉桥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桥梁结构，具体是指兼具建筑美学造型和结构安全受力合理的白鹭塔

斜拉桥，该斜拉桥具有优美景观效果和良好的力学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斜拉桥作为结构的同时也是一处地标式的景观，随着桥梁技术的日趋成熟，人们

对桥梁的造型和景观效果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斜拉桥给人们带来美的视觉享受的同时

也给结构带来了更多的挑战。

[0003] 目前，造型新颖别致的斜拉桥造型层出不穷，从人行天桥到跨江河的几百米斜拉

桥都有所应用，然而其中有一部分斜拉桥虽然新颖，但并不美观，甚至结构很不合理，失去

了创新的意义。而且还带来了工程造价的急剧上升，以及结构的安全隐患。

[0004] 所以在追求漂亮的桥型时，也要兼顾受力合理并且应尽量减小工程造价，以达到

受力合理、造价合适、造型优美的目的。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兼具建筑美学造型和结构安全受力合理的白鹭塔斜拉桥，该

斜拉桥采用双白鹭曲线形塔柱，白鹭塔造型新颖，景观效果突出，并且白鹭塔横向成为一个

稳定的三角形刚性架体，能够有效地平衡建筑造型和结构安全两者的关系。

[0006] 本发明上述目的通过如下技术方案来实现：兼具建筑美学造型和结构安全受力合

理的白鹭塔斜拉桥，所述斜拉桥包括主梁、斜拉索和桥塔，主梁采用钢箱梁或组合梁或混凝

土梁，斜拉索采用平行钢丝或钢绞线斜拉索，其特征在于：所述桥塔为双曲线白鹭塔，所述

白鹭塔由两个对称设置的反向弯曲的曲线形的塔柱构成，两个塔柱构成双白鹭曲线形塔

柱，两个塔柱的上部相互靠紧连接，两个塔柱的下部通过下横梁相连接，并且均承托在索塔

基础上，由此使得白鹭塔在横向上构成一个三角形的刚性架体，以提高主梁的抗扭刚度和

白鹭塔的横向抗风能力，达到斜拉桥力学结构与建筑美学的统一。

[0007] 本发明的斜拉桥白鹭塔造型新颖，景观效果突出，犹如一对白鹭上青天，形象逼

真；同时两个曲线形白鹭塔紧靠在一起，使桥塔横向成为一个稳定的三角形刚架，大大提高

了主梁的抗扭刚度和主塔的横向抗风能力，桥塔结构受力合理。

[0008] 本发明中，所述白鹭曲线形塔柱的曲率半径为100～1000m，优选为241m，所述两个

塔柱相互连接的部分为单箱三室的钢筋混凝土整体结构，共同受力。

[0009]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白鹭塔与主梁采用半漂浮体系，可省去零号索的

设置并改善桥塔在地震时的受力，主梁的自重及其上的汽车荷载通过斜拉索均匀地传递到

白鹭曲线形塔柱上。

[0010] 本发明中，所述白鹭塔的斜拉索采用空间双索面布置，塔柱的截面为多边形。

[0011] 本发明中，所述白鹭塔的高跨比为1：2.5～1：5，高跨比优选为1:3.65，构成桥跨与

白鹭塔之间的一种黄金比例，整体非常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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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本发明中，所述塔柱为单箱单室的钢筋混凝土结构。本发明中，主梁采用钢箱梁或

组合梁或混凝土梁；斜拉索采用平行钢丝或钢绞线斜拉索。

[0013]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所述斜拉索采用扇形空间双索面布置，主梁上的索

距为5～20m，优选为10.5m，白鹭塔上的索距为1.5～5m，优选为2.3m。

[0014] 本发明中，所述白鹭塔塔柱采用等截面单一大圆弧曲线，施工较方便，造价适宜，

大圆弧曲线的曲率半径为241m，配合边中跨的扇形空间双索面布索，犹如一对正要振翅高

飞的白鹭，景观效果突出，形象逼真。

[001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如下显著效果：

[0016] (1)相比常规的斜拉桥，本发明斜拉桥的塔柱为双白鹭曲线形塔柱，在采用优美的

大半径曲线塔柱进行力线传递的同时，使桥塔横向成为一个稳定的三角形刚架，大大提高

了主梁的抗扭刚度和主塔的横向抗风能力；对比例、体量、动感、构形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

景观设计，达到了斜拉桥力学结构与建筑美学的和谐统一。

[0017] (2)本发明的双白鹭曲线形塔柱可采用等截面单一大圆弧曲线，因此施工较方便，

造价适宜。

[0018] (3)本发明的斜拉桥白鹭塔造型新颖，景观效果突出，双白鹭曲线形塔柱组成一对

白鹭的形象：塔顶构形为白鹭的头部，塔柱构形为白鹭的躯干，配合边中跨空间索面构形的

翅膀，犹如一对正要振翅高飞的白鹭，景观效果突出，形象逼真。

[0019] (4)本发明具有双曲线的优雅造型和优美的景观效果又有比传统塔柱更好的受力

优点，具有良好的景观效果和经济性。

附图说明

[0020]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1] 图1是本发明斜拉桥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2] 图2是本发明斜拉桥的主梁的横断面图；

[0023] 图3是本发明斜拉桥中白鹭塔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4是本发明斜拉桥中白鹭塔塔柱的截面示意图；

[0025] 图5是本发明斜拉桥中中白鹭塔塔柱连接部位的截面示意图。

[0026] 附图标记说明

[0027] 1、主梁；         2、斜拉索；       3、塔柱；

[0028] 4、下横梁；       5、索塔基础。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如图1至图5所示的兼具建筑美学造型和结构安全受力合理的白鹭塔斜拉桥，包括

主梁1、斜拉索2和桥塔。主梁1采用钢箱梁，也可以采用组合梁或混凝土梁，斜拉索2采用钢

绞线斜拉索，也可以采用平行钢丝。该桥塔为双曲线白鹭塔，白鹭塔由两个白鹭曲线形塔柱

3构成，两个塔柱构成双白鹭曲线形塔柱，白鹭曲线形塔柱3为五边形截面的单箱单室的钢

筋混凝土结构，两个塔柱3的上部相互靠紧连接，相互靠拢连接的部分为单箱三室的钢筋混

凝土整体结构，共同受力；斜拉索2采用扇形空间双索面布置，沿主梁1的纵向斜向设置，斜

拉索2的一端通过锚拉板或钢锚箱与主梁锚固连接，另一端通过钢锚箱或钢锚梁或预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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齿块与桥塔锚固连接。

[0030] 白鹭曲线形塔柱3采用等截面单一大圆弧曲线，圆弧曲线的曲率半径为241m，采用

等截面单一大圆弧曲线施工较方便，造价适宜，该曲率半径也可以在100～1000m范围内取

值。

[0031] 如图3所示，两个塔柱3的下部通过下横梁4相连接，并且均承托在索塔基础5上，由

此使得白鹭塔在横向上构成一个三角形的刚性架体，大大提高了主梁1的抗扭刚度和白鹭

塔的横向抗风能力，达到斜拉桥力学结构与建筑美学的统一。

[0032] 主梁1的标准横断面如图2所示，主梁1为组合钢箱梁，横截面为箱形截面，包含风

嘴，标准梁总宽度41.4m，顶板宽38.9m，底板宽26.7m，风嘴宽1.25m；拉索2采用钢锚箱锚固

在边腹板上。

[0033] 白鹭塔和主梁1采用半漂浮体系，可省去零号索的设置并改善桥塔在地震时的受

力，主梁的自重及其上的汽车荷载通过斜拉索均匀地传递到白鹭曲线形塔柱上。白鹭塔的

高跨比为1：3.65，高跨比是指桥面以上塔高与跨径之比，高跨比为1：3.65构成桥跨与白鹭

塔之间的一种黄金比例，整体非常协调。白鹭塔的高跨比也可以在1：2.5～1：5范围内取值。

[0034] 斜拉索2采用扇形空间双索面布置，主梁1上标准索距为10.5m，白鹭曲线形塔柱3

上索距为2.3m。主梁1上的索距也可以在5～20m范围内取值，白鹭塔上的索距也可以在1.5

～5m范围内取值。

[0035] 白鹭塔断面详见图4、图5，白鹭曲线形塔柱3横截面为矩形截面单箱单室结构，横

桥向宽5.5m，顺桥向长7.5m至10.153m。

[0036] 如图3所示，塔顶构形为白鹭的头部，塔柱构形为白鹭的躯干，配合边中跨空间索

面构形的翅膀，犹如一对正要振翅高飞的白鹭，景观效果突出，形象逼真。

[0037] 运用该方案时的具体尺寸及板厚可以依据项目的建设条件、技术标准的变化而调

整，该申请仅示意出一种优选的设计。

[0038] 本发明的上述实施例并不是对本发明保护范围的限定，本发明的实施方式不限于

此，凡此种种根据本发明的上述内容，按照本领域的普通技术知识和惯用手段，在不脱离本

发明上述基本技术思想前提下，对本发明上述结构做出的其它多种形式的修改、替换或变

更，均应落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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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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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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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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