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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提升桥面悬臂板的加固结构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提升桥面悬臂板的加

固结构，桥面悬臂板包括有用于固定新建护栏的

桥面悬臂板的端部以及桥面悬臂板的根部，其特

征在于：加固结构包括自桥面悬臂板的端部延伸

至桥面悬臂板的根部的组合钢构件，组合钢构件

包括与桥面悬臂板及新建护栏连接的至少两个

横向组合钢构件和将各个横向组合钢构件连接

的纵向开孔钢板，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

的优点在于该基于提升桥梁护栏防撞等级的桥

面悬臂板的加固结构，在提高护栏防撞能力的同

时，组合钢构件还使得对桥面悬臂板进行加固以

提高桥面悬臂板的抗弯承载能力；从施工性能来

看，只需部分或短暂封闭交通，降低了对交通的

影响，减少了施工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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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提升桥面悬臂板的加固结构，所述桥面悬臂板包括有用于固定新建护栏(120)

的桥面悬臂板(1)的端部(1a)以及桥面悬臂板(1)的根部(1b)，其特征在于：所述加固结构

包括自桥面悬臂板(1)的端部(1a)延伸至桥面悬臂板(1)的根部(1b)的组合钢构件，所述组

合钢构件包括用于与桥面悬臂板(1)及新建护栏(120)连接的至少两个横向组合钢构件和

将各个横向组合钢构件连接的纵向开孔钢板(20)，其中，各个横向组合钢构件沿所述桥面

悬臂板(1)的纵桥向间隔布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提升桥面悬臂板的加固结构，其特征在于：每个所述横向组合

钢构件包括沿所述桥面悬臂板(1)的端部(1a)至根部(1b)所在的横桥向设置的底钢板(9)、

竖向地连接在底钢板(9)中央位置的横向开孔钢构件。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提升桥面悬臂板的加固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底钢板(9)继

续向所述桥面悬臂板(1)的根部(1b)所在的横桥向延伸，所述底钢板(9)的延伸截断点位置

需满足如下要求：即距离所述桥面悬臂板(1)的根部(1b)不小于 其中，式

中fsp为底钢板的抗拉强度设计值，Asp为底钢板的截面面积，τp为钢板与混凝土之间的黏结

强度设计值，bp为1m板宽范围内粘贴所述底钢板(9)的总宽度。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提升桥面悬臂板的加固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底钢板(9)具

有对应于所述桥面悬臂板(1)的端部(1a)的起始部(92)，所述纵向开孔钢板(20)与所述起

始部(92)之间留有用于与所述新建护栏(120)之竖向主筋焊接的焊接部(93)。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提升桥面悬臂板的加固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底钢板(9)的

起始部(92)与所述桥面悬臂板(1)的端部(1a)之间的距离d为5mm。

6.根据权利要求2～5任意一项所述的提升桥面悬臂板的加固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

横向开孔钢构件可以选自如下任意一种：横向开孔钢板(30)、横向开孔槽钢(40)、横向开孔

工字钢及横向开孔角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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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提升桥面悬臂板的加固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桥面悬臂板的加固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基于提升桥梁护栏防

撞等级的桥面悬臂板的加固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车辆数量、载重及速度的增长，人民群众对于桥梁护栏

的防撞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我国的桥梁总数庞大，护栏形式与防撞能力各异，部

分护栏已无法满足现状防护需求，影响公路运营安全，急需改造提升。其中，部分桥梁现状

护栏防撞等级低及桥面悬臂板承载力不足，而该类桥梁又因跨越公路，铁路或城市饮用水

水源一级保护区等原因，桥梁安全防护能力须大幅度提升，在护栏改造提升的同时需对桥

面悬臂板进行加固处理，以提升桥面悬臂板承载能力。而常规桥面悬臂板承载能力提升方

法，如悬臂板凿除新建，往往施工时间长、难度大且造价较高，或是增加悬臂板高度，可参考

一专利号为201721675829.7(授权公告号为CN207597282U)的中国实用新型《一种桥梁大悬

臂翼缘板加固钢支承结构》公开了一种桥梁大悬臂翼缘板加固钢支承结构，支承于桥梁悬

臂下缘与腹板外侧，包括基座板、肋板和翼板，基座板具有与悬臂下缘和腹板外侧相贴合的

异型形状，肋板一侧具有与基座板相贴合的异型边缘形状，异型边缘肋板一侧与基座板焊

接相连，肋板另一侧为直线形，直线形边缘肋板一侧与翼板焊接相连，基座板通过锚栓与灌

钢胶固定于桥梁悬臂下缘与腹板外侧，肋板上设置若干装饰孔。该桥梁大悬臂翼缘板加固

钢支承结构能够在桥梁拼宽改造过程中减少对于原桥梁结构形式以及受力状况的影响，虽

然其能减少既有桥梁桥面行车的影响，同时明显提高悬臂结构的刚度和应力储备，但施工

过程与操作全程位于悬臂下缘，施工的难度大且质量难以保证，并且安全隐患较大，因此，

在护栏改造过程中采取科学合理的桥面悬臂板承载能力提升方法，对及时恢复桥梁正常运

营，降低对人民群众出行的影响，是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针对上述现有技术现状而提供一种施工方便、

安全可靠且施工安全隐患小的提升桥面悬臂板的加固结构。

[0004]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为：该提升桥面悬臂板的加

固结构，所述桥面悬臂板包括有用于固定新建护栏的桥面悬臂板的端部以及桥面悬臂板的

根部，其特征在于：所述加固结构包括自桥面悬臂板的端部延伸至桥面悬臂板的根部的组

合钢构件，所述组合钢构件包括用于与桥面悬臂板及新建护栏连接的至少两个横向组合钢

构件和将各个横向组合钢构件连接的纵向开孔钢板，其中，各个横向组合钢构件沿所述桥

面悬臂板的纵桥向间隔布置。

[0005] 进一步地，每个所述横向组合钢构件包括沿所述桥面悬臂板的端部至根部所在的

横桥向设置的底钢板、竖向地连接在底钢板中央位置的横向开孔钢构件。

[0006] 为了加强桥面悬臂板的承载力，优选地，所述底钢板继续向所述桥面悬臂板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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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所在的横桥向延伸，所述底钢板的延伸截断点位置需满足如下要求：即距离所述桥面悬

臂板的根部不小于 其中，式中fsp为底钢板的抗拉强度设计值，Asp为底钢

板的截面面积，τp为底钢板与混凝土之间的黏结强度设计值，bp为1m板宽范围内粘贴所述底

钢板的总宽度。

[0007] 为了实现底钢板具有加强桥面悬臂板的承载力的同时还具有能固定新建护栏的

作用，优选地，所述底钢板具有对应于所述桥面悬臂板的端部的起始部，所述纵向开孔钢板

与所述起始部之间留有用于与所述新建护栏之竖向主筋焊接的焊接部。

[0008] 进一步地，所述底钢板的起始部与所述桥面悬臂板的端部之间的距离d为5mm。

[0009] 其中，横向开孔钢构件的选择可以结合桥面混凝土现浇层厚度进行考虑，优选地，

所述横向开孔钢构件可以选自如下任意一种：横向开孔钢板、横向开孔槽钢、横向开孔工字

钢及横向开孔角钢。

[0010]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优点在于该基于提升桥梁护栏防撞等级的桥面悬

臂板的加固结构，从结构受力上看，更换新建护栏后，在提高护栏防撞能力的同时，组合钢

构件能对桥面悬臂板进行加固以提高桥面悬臂板的抗弯承载能力；而从施工性能来看，只

需部分或短暂封闭交通，短时间完成加固过程，降低了对交通的影响，另外，施工过程全在

桥面悬臂板上进行，具有施工方便且施工安全隐患小的特点。

附图说明

[0011] 图1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1中各横向组合钢构件固定在桥面悬臂板的顶部的结构

示意图；

[0012] 图2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1中底钢板与横向开孔钢板连接的结构示意图；

[0013] 图3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1中纵向开孔钢板的结构示意图；

[0014] 图4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1中组合钢构件固定在桥面悬臂板的顶部的俯视图；

[0015] 图5为图4中A-A向的剖面图(连接有新建护栏)；

[0016] 图6为图4中B-B向的剖面图(连接有新建护栏)；

[0017] 图7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2中底钢板与横向开孔槽钢连接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以下结合附图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描述。

[0019] 实施例1

[0020] 如图1～6所示，为本实用新型的最佳实施例。本实施例中基于提升桥梁护栏防撞

等级的桥面悬臂板1的加固结构，其中，桥面悬臂板1包括有用于固定新建护栏120的桥面悬

臂板1的端部1a以及桥面悬臂板1的根部1b，加固结构包括自桥面悬臂板1的端部1a延伸至

桥面悬臂板1的根部1b的组合钢构件，该组合钢构件包括用于与桥面悬臂板1及新建护栏

120连接的至少两个横向组合钢构件和将各个横向组合钢构件连接的纵向开孔钢板20，其

中，各个横向组合钢构件沿桥面悬臂板1的纵桥向间隔布置。该基于提升桥梁护栏防撞等级

的桥面悬臂板的加固结构，从结构受力上看，更换新建护栏120后，在提高护栏防撞能力的

同时，组合钢构件能对桥面悬臂板1进行加固以提高桥面悬臂板1的抗弯承载能力。其中，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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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横向组合钢构件包括沿桥面悬臂板1的端部1a至根部1b所在的横桥向设置的底钢板9、竖

向地连接在底钢板9中央位置的横向开孔钢构件，本实施例的横向开孔钢构件为横向开孔

钢板30。

[0021] 而为了对桥面悬臂板1进行加固，底钢板9继续向桥面悬臂板1的根部1b所在的横

桥向延伸，底钢板9的延伸截断点位置需满足如下要求：即距离桥面悬臂板1的根部1b不小

于 其中，式中fsp为底钢板的抗拉强度设计值，Asp为底钢板的截面面积，τp

为钢板与混凝土之间的黏结强度设计值，bp为1m板宽范围内粘贴底钢板9的总宽度。底钢板

9还具有对应于桥面悬臂板1的端部1a的起始部，纵向开孔钢板20与起始部92之间留有用于

与新建护栏120之竖向主筋焊接的焊接部93。另外，底钢板9的起始部92与桥面悬臂板1的端

部1a之间的距离d为5mm。

[0022] 而利用上述加固结构的加固方法，包括有如下步骤：

[0023] a、根据新建护栏120的防撞等级的提升而验算桥面悬臂板1的承载力，进而选择性

地对桥面悬臂板1进行加固处理；

[0024] b、确定桥面悬臂板1的承载力提升量值，进而确定组合钢构件中底钢板9、横向开

孔钢板30以及纵向开孔钢板20的规格型号及布置间距；

[0025] c、铣刨和凿除桥面悬臂板1的加固范围内的原沥青铺装层4及原混凝土铺装层5，

保留原混凝土铺装层的横向钢筋；

[0026] d、确定化学锚栓12植入位置并钻孔，使用化学锚栓12及粘钢结构将步骤b中己确

定规格型号及布置间距的的底钢板9及横向开孔钢构件固定于桥面悬臂板1的顶面；步骤d

中的化学锚栓12采用M12化学锚栓，该化学锚栓12的植入深度≥100mm，且每块底钢板9设置

两组，每组两个均通过化学锚栓固定，其中，每组化学锚栓具有两个，并分别锚栓于底钢板

的焊接部93附近以及锚栓于底钢板9的延伸位置附近，其中步骤d的底钢板9的厚度为6mm～

10mm，宽度为160mm～220mm，横向开孔钢构件的厚度为6mm～10mm，竖向高度为70mm～72mm。

[0027] e、将步骤b中己确定规格型号的纵向开孔钢板20与步骤d中的底钢板9及横向开孔

钢构件焊接成整体的组合钢构件；而步骤e的纵向开孔钢板20的厚度为6mm～10mm，竖向高

度与横向开孔钢构件等高即为70mm～72mm。

[0028] f、铺设桥面悬臂板1混凝土铺装层的钢筋网，钢筋网的铺设则建立在步骤e中组合

钢构件的基础上借助至少两个用于穿过横向开孔钢构件预留孔洞的纵向钢筋70以及至少

两个用于穿过纵向开孔钢板20预留孔洞的横向钢筋80实现；

[0029] g、在步骤f的基础上再浇筑新桥面混凝土现浇层13，与桥面悬臂板1形成型钢-混

凝土组合截面；

[0030] h、将新建护栏120之竖向主筋与步骤e中组合钢构件的焊接部93焊接；

[0031] i、待步骤g中的新桥面混凝土现浇层13养护至设计强度后，绑扎新建护栏120的其

余钢筋，并浇筑新建护栏120的混凝土；

[0032] j、新摊铺桥面悬臂板1加固范围的沥青混凝土铺装层14；

[0033] k、恢复正常通行。

[0034] 综上，基于提升桥梁护栏防撞等级的桥面悬臂板的加固结构的加固方法的具体的

施工方法得先确定桥面悬臂板1的承载力提升量值，进而确定组合钢构件的规格型号、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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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距以及钢筋、化学锚栓12的要求，桥面悬臂板1承载力计算：首先按照《公路交通安全设施

设计细则》(JTG/T  D81)及《提升公路桥梁安全防护能力专项行动技术指南》(2019年3月)有

关规定，确定老桥新建护栏120防撞等级，并验算护栏防撞等级提升后桥面悬臂板承载力是

否满足规范要求。

[0035] 其中组合钢构件的规格型号为：

[0036] 组合钢构件的底钢板9宜采用Q355钢；并可采用耐候钢、碳素钢和低合金高强度

钢；底钢板的厚度以6mm～10mm为宜，宽度以160mm～220mm为宜，底钢板9的粘贴用胶应为A

级粘钢结构胶；而纵向开孔钢板20的厚度以6mm～10mm为宜，宽度同横向开孔钢板30的宽

度，纵向分段长度一般取5～9m；选择好底钢板9、横向开孔钢板30和纵向开孔钢板20，并且

底钢板9应向桥面悬臂板1的根部内侧延伸，其截断点位置距离桥面悬臂板根部不小于

式中fsp为底钢板的抗拉强度设计值，Asp为底钢板的截面面积，τp为钢

板与混凝土之间的黏结强度设计值(可参照JTG/T  J22-2008表6.2.5取用)，bp为1m板宽范

围内粘贴底钢板的总宽度；

[0037] 再确定横向组合钢构件的布置间距：横向组合钢构件沿桥面悬臂板1的纵向布置

间距以500mm～1000mm为宜；

[0038] 然后确定钢筋网的铺设所用的钢筋的要求：采用带肋钢筋，钢筋等级不低于

HRB400，直径为12mm；钢筋之间采用焊接，焊缝长度满足规范要求；新增的纵向钢筋70穿过

横向开孔钢板30的预留孔洞；新增的横向钢筋80穿过纵向开孔钢板20的预留孔洞；

[0039] 再确定化学锚栓的要求：采用M12化学锚栓12，A级植筋胶；化学锚栓植入深度≥

100mm；且每块底钢板9设置两组，每组两个均通过化学锚栓12固定，其中，每组化学锚栓2具

有两个，并分别锚栓于底钢板9的焊接部93附近以及锚栓于底钢板9的延伸位置附近；植入

化学锚栓12时注意避让原梁板200内钢筋，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调整位置。

[0040] 最后确定新桥面混凝土现浇层的要求：一般情况：采用普通C40及以上混凝土；如

有工期受限等快速施工需求情况：可采用新型混凝土材料，如快硬型超高韧性混凝土等。

[0041] 如图1所示，以三个组合钢构件为例，如第一横向组合钢构件100、第二横向组合钢

构件101和第三横向组合钢构件102，分别以沿桥面悬臂板1的纵向布置间距以800mm为例展

开描述，第一横向组合钢构件100、第二横向组合钢构件101和第三横向组合钢构件102都有

各自的底钢板9和横向开孔钢板30，通过植入化学锚栓12及粘贴用胶将第一横向组合钢构

件101、第二横向组合钢构件102和第三横向组合钢构件103的底钢板9和横向开孔钢板30固

定在桥面悬臂板1的顶部，再通过纵向开孔钢板20将第一横向组合钢构件101、第二横向组

合钢构件102和第三横向组合钢构件103共同连接，接下来借助多个用于穿过横向开孔钢板

30预留孔洞的纵向钢筋70以及多个用于穿过纵向开孔钢板20预留孔洞的横向钢筋80实现

钢筋网的铺设，再将新建护栏120焊接在各底钢板9的焊接部93上，其中，可参考图5和6，新

建护栏120包括有对应各底钢板9的起始部92的第一护栏竖向主筋1201、对应纵向开孔钢板

20的第二护栏竖向主筋1202以及对应底钢板9的第三护栏竖向主筋1203，焊接时，第一护栏

竖向主筋1201直接焊接在底钢板9的焊接部93或新设桥面的横向钢筋80上，而新设桥面的

横向钢筋80则与原混凝土铺装层的横向钢筋焊接固定，第二护栏竖向主筋1202直接焊接在

纵向开孔钢板20，而第三护栏竖向主筋1203则直接焊接在底钢板9上，最后再浇筑桥面混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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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现浇层13，形成型钢-混凝土组合截面，与桥面悬臂板1共同受力，提高了桥面悬臂板1的

抗弯刚度，达到提高桥面悬臂板1承载能力的目的。

[0042] 实施例2

[0043] 与实施例1的结构基本相同，唯一的区别在于：横向开孔钢构件为横向开孔槽钢

40，槽钢选用6.3型、6.5型、8型及10型为宜，如图7所示。

[0044] 实施例3

[0045] 与实施例1的结构基本相同，唯一的区别在于：横向开孔钢构件为横向开孔工字

钢。

[0046] 实施例4

[0047] 与实施例1的结构基本相同，唯一的区别在于：横向开孔钢构件为横向开孔角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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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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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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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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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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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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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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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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