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821550010.2

(22)申请日 2018.09.21

(73)专利权人 广西大学

地址 530004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大学

路100号

(72)发明人 谢肖礼　欧阳平　邓俨峰　覃霞　

黄扬　

(74)专利代理机构 南宁深之意专利代理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45123

代理人 徐国华

(51)Int.Cl.

E01D 11/02(2006.01)

E01D 19/00(2006.01)

(ESM)同样的发明创造已同日申请发明专利

 

(54)实用新型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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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空间桁架悬索桥，主

要由主缆、桥塔、主梁和吊杆组成；其中：主缆和

主梁间增加若干个倒V结构，倒V型结构主要由两

根刚性斜杆组成，刚性斜杆与主梁的夹角Ɵ为

30°～60°，使倒V结构分别与主缆段、主梁段构成

若干个连续的三角形结构；亦可看作是以主缆为

上弦杆、主梁为下弦杆、倒V结构为腹杆并带柔性

吊杆的桁式结构。此外，在两侧刚性斜杆与主缆

的连接点之间还分别设有主缆横联。本实用新型

可避免涡激振动带来破坏的风险，并且新增用钢

量不多，能大幅度减少塔顶不平衡力并提高整体

刚度，可有效解决悬索桥“跷跷板”效应及柔性问

题，其它力学性能也有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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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空间桁架悬索桥，主要由主缆（1）、桥塔（2）、主梁（3）和吊杆（6）组成；其特征在

于：在主缆（1）和主梁（3）间增加若干个倒V结构，倒V型结构主要由两根刚性斜杆（4）组成，

刚性斜杆（4）与主梁（3）的夹角Ɵ为30°～60°，使倒V结构分别与主缆段、主梁段构成若干个

连续的三角形结构；亦可看作是以主缆为上弦杆、主梁为下弦杆、倒V结构为腹杆并带柔性

吊杆的桁式结构；

此外，在两侧刚性斜杆（4）与主缆（1）的连接点之间还分别设有主缆横联（5）。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空间桁架悬索桥，其特征在于：当空间桁架悬索桥的边跨在

100m～500m时，在主缆（1）与主梁（3）的两侧分别设置的倒V型结构均为3～5个；当空间桁架

悬索桥的主跨在500m～1000m时，在主缆（1）与主梁（3）的两侧分别设置的倒V型结构均为5

～9个；当空间桁架悬索桥的主跨在1000m～1500m时，在主缆（1）与主梁（3）的两侧分别设置

的倒V型结构均为9～15个；当空间桁架悬索桥的主跨在1500m～2000m时，在主缆（1）与主梁

（3）的两侧分别设置的倒V型结构均为15～19个；当空间桁架悬索桥的主跨在2000m以上时，

在主缆（1）与主梁（3）的两侧分别设置的倒V型结构均为19个以上。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空间桁架悬索桥，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倒V型结构从跨中向两

边连续对称布置，具体为两两相邻的倒V型结构件的底部相连接且全桥贯通。

4.根据权利要求1-3任一所述的空间桁架悬索桥，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三角形结构应用

于多塔悬索桥。

5.根据权利要求1-3任一所述的空间桁架悬索桥，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三角形结构应用

于地锚式悬索桥或自锚式悬索桥。

6.根据权利要求1-3任一所述的空间桁架悬索桥，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三角形结构应用

于单层桥面悬索桥或多层桥面悬索桥。

7.根据权利要求1-3任一所述的空间桁架悬索桥，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主缆横联（5）形

状为一字型、横置K型或者米字型。

8.根据权利要求1-3任一所述的空间桁架悬索桥，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倒V型结构件的

腰部设置横联；所述的横联的形状为一字型、横置K型或者米字型。

9.根据权利要求1-3任一所述的空间桁架悬索桥，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主梁（3）采用桁

架梁或流线型扁平钢箱；所述的桥塔（2）为钢结构、混凝土结构或者钢混组合结构；所述的

主缆（1）和吊杆（6）均采用钢绞线；所述的刚性斜杆（4）、主缆横联（5）为钢结构。

10.根据权利要求1-3任一所述的空间桁架悬索桥，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吊杆（6）竖直布

置或者在顺桥向呈三角形布置；所述的吊杆（6）为柔性吊杆或刚性吊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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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桁架悬索桥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悬索结构，具体涉及了一种空间桁架悬索桥。

背景技术

[0002] 悬索桥是目前跨度超过1000m时最优可选桥型之一，并且认为在600m以上的跨度

同其它桥型相比也具有很强竞争力。随着世界经济建设的发展，交通运输在国民经济中的

地位和作用日益重要。洲际之间、海峡两岸和陆岛之间迫切需要修建大跨度、特大跨度或超

长跨度桥梁。可以说，悬索桥在未来的大跨度桥梁建设中具有极大的优越性，从学术研究来

说，大跨度悬索桥的研究是当前桥梁学科中最重要与最活跃的领域之一。

[0003] 悬索桥是以悬索为主要承重结构的桥梁类型，主要由主缆、桥塔、主梁和吊杆组

成。构造简单，受力明确。荷载作用在主梁上，通过吊杆传递到主缆，再经由桥塔和锚碇最终

传递到基础。

[0004] 悬索桥是一种很古老的桥型，早在远古时期，人类就已经学会用藤、竹等材料做简

易的吊桥,这种利用拉索支撑建造的人行小桥,也就是现在常说的悬索桥雏形。近现代悬索

桥起源于西方国家，1883年建成的跨越纽约东河的Brooklyn  Bridge,被大家公认为世界上

第一座现代悬索桥，该桥全长1825m，主跨448m，建成之后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纽约

George  Washington  Bridge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大跨悬索桥，分跨186m+

1067m+198m。如今国外已建成的许多超大跨径的悬索桥中比较著名的有：1937年美国修建

的金门大桥主跨1280m；1964年美国修建的维拉扎诺桥，主跨1298m；1998年丹麦修建的大贝

尔特桥，主跨1624m；1998年日本修建的明石海峡大桥，跨径达1991m，是目前世界跨径最大

的悬索桥。

[0005] 中国悬索桥已有2000余年的历史,远在公元前250年的四川省就有李冰所建的人

行“笮桥”,在汉宣帝甘露四年已建成长百米的铁索桥,唐、宋年间更有著名的都江堰安澜

桥。但是我国现代悬索桥的建造起步较迟，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虽然修建几十座悬索桥,

但跨度小、宽度窄、荷载标准低。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现代悬索桥有了很快的发展,建成了

许多大跨度各有特色的悬索桥。汕头海湾桥是我国第一座现代化的悬索桥，是一座三跨双

铰预应力混凝土箱梁悬索桥，跨度为154m+452m+154m；香港青马大桥是世界上最大跨径的

公铁两用桥,双层桥面中上层是6车道公路，下层是双轨轻轨铁路与避风用的双向各单车汽

车道，主跨为1377m；建成于2009年的国内最大跨、世界第二大跨悬索桥——西堠门大桥，跨

度已达1650m；除此之外，我国还建有主跨为1490m的润扬长江大桥以及主跨1385m的江阴长

江大桥。这些悬索桥的建成，表明我国建造悬索桥的技术已位于世界前列。

[0006] 悬索桥结构具有受力性能好、能最大限度发挥材料强度、跨越能力大、轻巧美观、

抗震能力强、结构形式多样及对地形适应能力好等特点，悬索桥因其极强的跨越能力,在跨

越大江大河、高山峡谷、海湾港口等交通障碍物时，往往作为首选桥型。现代悬索桥跨度的

不断增大与材料科学的进步密不可分。随着工业技术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性能优异的新型

材料,如纤维增强聚合物复合材料，这类材料强度高、重量轻，如其中的碳纤维增强树脂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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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达到3000Mpa，而重量仅为钢材的1/5。这类高强材料如果用到大跨度悬索桥上，由于其自

身重量小，重力刚度小，只有通过增加主梁和桥面系的重量，才能使得悬索桥达到一定的刚

度，高强材料很难发挥作用，因此需要研究新型的结构体系，充分发挥材料的抗拉性能，而

不仅仅是靠重力刚度。由此可知，寻找途径突破悬索桥的现有结构体系，再把高强材料应用

在悬索桥上，将有望进一步增大悬索桥跨度并使其获得更好的力学性能。

实用新型内容

[0007]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减小悬索桥塔顶不平衡力并解决悬索桥刚度太差的问题，

提出了一种空间桁架悬索桥。解决方案基于三角形结构稳定性及桁式结构变形小的原理。

本实用新型新增用钢量不多，能大幅度减少塔顶不平衡力并提高整体刚度，可有效解决悬

索桥“跷跷板”效应及柔性问题，其它力学性能也有所改善。

[0008]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了以下技术方案：

[0009] 一种空间桁架悬索桥，主要由主缆、桥塔、主梁和吊杆组成；其中：在主缆和主梁间

增加若干个倒V结构，倒V型结构主要由两根刚性斜杆组成，刚性斜杆与主梁的夹角θ为30°

～60°，使倒V结构分别与主缆段、主梁段构成若干个连续的三角形结构；在空间桁架悬索桥

两侧的刚性斜杆与主缆的连接点之间还分别设有主缆横联。

[0010] 本实用新型亦可看作是由主缆为上弦杆、主梁为下弦杆、倒V结构为腹杆并带柔性

吊杆的桁式结构。主缆横联的设置既能提高结构的侧向刚度，又能大幅度提高其抗扭刚度，

可使结构避免因扁平钢箱抗扭刚度不足而造成涡激振动带来破坏的风险。

[0011] 本实用新型的空间桁架悬索桥完全保留了原悬索桥承载力高的优点，在新增材料

很少的情况下，可大幅度减少塔顶不平衡力并提高整体刚度，亦能有效解决悬索桥“跷跷

板”效应及柔性问题，其它力学性能也有所改善。在本实用新型中，作用于桥面系上的荷载

遵循以下传力路径：主梁→吊杆/刚性斜杆/主缆横联→主缆→桥塔/锚碇→基础。

[0012]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说明，当空间桁架悬索桥的边跨在100m～500m时，在主缆与主

梁的两侧分别设置的倒V型结构均为3～5个；当空间桁架悬索桥的主跨在500m～1000m时，

在主缆与主梁的两侧分别设置的倒V型结构均为5～9个；当空间桁架悬索桥的主跨在1000m

～1500m时，在主缆与主梁的两侧分别设置的倒V型结构均为9～15个；当空间桁架悬索桥的

主跨在1500m～2000m时，在主缆与主梁的两侧分别设置的倒V型结构均为15～19个；当空间

桁架悬索桥的主跨在2000m以上时，在主缆与主梁的两侧分别设置的倒V型结构均为19个以

上。

[0013]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说明，所述的倒V型结构从跨中向两边连续对称布置，具体为两

两相邻的倒V型结构件的底部相连接且全桥贯通。

[0014]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说明，所述的三角形结构应用于多塔悬索桥。或者应用于地锚

式悬索桥或自锚式悬索桥。或者应用于单层桥面悬索桥或多层桥面悬索桥。即是说在多塔

悬索桥、地锚式悬索桥、自锚式悬索桥、单层桥面悬索桥或多层桥面悬索桥中，均可以进行

相应的空间桁架结构设置。

[0015]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说明，所述的主缆横联形状为一字型、横置K型或者米字型。

[0016]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说明，所述的倒V型结构件的腰部设置横联；所述的横联的形状

为一字型、横置K型或者米字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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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说明，所述的主梁采用桁架梁或流线型扁平钢箱；所述的桥塔

为钢结构、混凝土结构或者钢混组合结构；所述的主缆和吊杆均采用钢绞线；所述的刚性斜

杆、主缆横联为钢结构。

[0018]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说明，所述的吊杆竖直布置或者在顺桥向呈三角形布置；所述

的吊杆为柔性吊杆或刚性吊杆。

[0019] 本实用新型的优点：

[0020] 1.减小塔顶不平衡力及最大偏位。新增倒V结构对主缆和主梁有良好约束作用，使

空间桁架悬索桥的塔顶不平衡力和偏位大幅减小。

[0021] 2.提高结构刚度。在原悬索桥的主梁与每根主缆间增设若干个倒V型结构，使其与

梁段和主缆索段构成若干个三角形结构，从而对主梁和主缆进行有效约束，提高结构的整

体刚度。

[0022] 3.动力性能好。空间桁架悬索桥可有效提高面内基频。

[0023] 4.吊杆疲劳性能改善。空间桁架悬索桥新增刚性斜杆，其主要用于承担移动荷载

和其他荷载，可减小吊杆在活载作用下的疲劳特性。

[0024] 5.消除“跷跷板”效应。空间桁架悬索桥受力合理，可消除在半跨荷载作用下的“跷

跷板”效应。

[0025] 6.施工方便，施工工艺成熟。

[0026] 7.本实用新型可用于提高已建悬索桥的力学性能，也可用于新建悬索桥。

[0027] 8.提高侧向刚度及抗扭刚度。本实用新型横桥向刚性斜杆间有足够高度设横联，

以此可提高悬索桥的侧向刚度，又能大幅度地提高悬索桥的抗扭刚度，从而可避免因扁平

钢箱梁抗扭不足而造成涡激振动带来结构性破坏的风险。

附图说明

[0028] 图1是空间桁架悬索桥的立面图。

[0029] 图2是空间桁架悬索桥的平面图。

[0030] 图3是三角形结构不连续布置示意图。

[0031] 图4是悬索桥受半跨荷载作用示意图。

[0032] 图5是悬索桥受半跨荷载作用下的“跷跷板”效应示意图。

[0033] 图6-8是本实用新型消除悬索桥受半跨荷载作用下的“跷跷板”效应分析示意图。

[0034] 附图标记：1-主缆；2-桥塔；3-主梁；4-刚性斜杆；5-主缆横联；6-吊杆。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结合图3-图8对本实用新型的力学及其结构原理进行说明：

[0036] 1.引进三角形理念对主缆及主梁进行有效约束

[0037] 三角形稳定性是基于三角形受节点力作用，使其处于轴向变形状态。然而，与其他

结构不同的是，桥梁主要受移动荷载作用，这样就会使倒V结构与主梁所形成的三角形受非

节点力作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三角形的稳定性，为此，需对主梁设置足够密的柔性或

刚性吊杆，增加对主梁的弹性约束，提高其线刚度以减少弯曲变形，使三角形均能保证有良

好的稳定性。基于以上分析，在原悬索桥的主梁与每根主缆间增设若干个倒V型结构，使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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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梁段和主缆索段构成若干个三角形结构，从而对主梁和主缆进行有效约束，提高结构的

整体刚度。

[0038] 2.倒V结构与主梁的夹角要适中

[0039] 为了保持三角形的良好受力特性及方便其与梁的连接，其与主梁夹角不宜过大或

过小，一般设定为30°至60°的范围较为合理。

[0040] 3.三角形腰边的线刚度及结构的侧向刚度

[0041] 为了提高三角形腰边的线刚度，可考虑在各倒V型结构中部设置横联，从而保证构

件的局部稳定性，此外，横联还可约束结构的横向变形，使结构的侧向刚度得到提高。

[0042] 4.连续布置三角形以提高体系的抗变形能力

[0043] 空间桁架悬索桥所增设的连续三角形可使结构的抗变形能力大幅提高，这是因为

此时三角形边所受的力以轴力为主，主要产生轴向变形；而当三角形的布置不连续时，就会

出现梁段在剪力作用下发生较大的弯曲变形。现截取其部分结构对该原理作如下分析：如

图3所示，使△ABC与傍边三角形不连续布置，从而分离出梁段CC'，由节点C平衡可知，在CC'

段产生了剪力，于是在CC'梁段就会产生剪切和弯曲变形，因此，所布置的三角形必须保证

连续以减少结构的变形。

[0044] 5.适时加入倒V型结构以充分利用原悬索桥结构优越性

[0045] 为了充分利用悬索桥主缆承载力高的优点，不宜过早地让倒V结构参与平衡结构

恒载(一期和二期)，因此，需要按普通悬索桥成桥后再安装倒V型结构及其横联，新增倒V型

结构主要用于承担活载和其它荷载，从而达到减少结构在移动荷载作用下变形的目的。此

外，成桥后再施工倒V结构也便于施工。

[0046] 6.本实用新型消除悬索桥在受半跨荷载作用时的“跷跷板”效应分析

[0047] 传统悬索桥在受半跨荷载作用时(如图4所示)其“跷跷板”变形(如图5所示)十分

明显，受半跨荷载作用的一侧主梁发生向下变形，而另一侧主梁却发生向上变形，这对行车

极为不利。

[0048] 本实用新型在主缆和主梁间设置倒V型结构，其在消除悬索桥受半跨荷载作用时

的“跷跷板”效应分析如下：

[0049] 如图7所示，取节点D作平衡分析，由竖向合力平衡得：

[0050] N3COSα1+N4COSα2＝Q1+Q2+P-T   (1)

[0051] 由(1)式可得：

[0052]

[0053] 由(2)式可知：

[0054] 当Q1+Q2+P＞T+N4COSα2时，N3＞0存在。

[0055] 同理取A点作平衡可知，N1＞0存在；取B点作平衡可知，N2＞0存在。

[0056] 设B点的挠度为δB，刚性斜杆的抗压刚度为EA，容易求出

[0057] A点的竖向位移:

[0058] B点的竖向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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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9] 现对以上两个式子进行讨论：

[0060] ①当 时，且 此时ΔA、Δc均大于0，说明两者位移

均向下，因此没有翘翘板效应。

[0061] ②当 时，且 此时ΔA大于0，Δc小于

0，因此翘翘板效应存在。

[0062] ③当 时，此时，ΔA大于0，Δc小于0，说明A点位移向

下，B点不动，此时为发生翘翘板效应的临界状态。

[0063] 综上可知，本实用新型所采用的方法可以解决消除悬索桥受半跨荷载作用时的

“跷跷板”效应。

[0064]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的结构设计进一步详细说明。

[0065] 实施例：

[0066] 如图1、2所示，一种空间桁架悬索桥，主要由主缆1、桥塔2、主梁3和吊杆6组成；将

桥塔2增高，并且在主缆1和主梁3间增加若干个倒V结构，倒V型结构主要由两根刚性斜杆4

组成，刚性斜杆4与主梁3的夹角θ为30°～60°，使倒V结构分别与主缆段、主梁段构成若干个

连续的三角形结构；在空间桁架悬索桥两侧的刚性斜杆4与主缆1的连接点之间还分别设有

主缆横联5。

[0067] 本实施例的空间桁架悬索桥的跨度布置均与江阴长江大桥(总投资36.25亿元)相

同。其主跨1386m，缆索的垂跨比为1/10.5，在主缆和主梁间的两侧均分别增设12个倒V型结

构。与江阴长江大桥相比：本方案增加了12个V型结构件，因此材料用量增加5％，此费用为

0.15亿元；但是主缆应力较江阴长江大桥低，因此主缆面积减小1/8，此费用省去0.2亿元；

空间桁架悬索桥刚度大，因此主梁所用材料减小5％，此费用省去0.2亿元；空间桁架悬索桥

桥塔增高，此费用为0.04亿。因此，与江阴长江大桥相比，空间桁架悬索桥一共省了0.21亿。

空间桁架悬索桥的力学性能得到提高，具体如下：主缆最大应力降低1％，塔顶不平衡力减

小62％，塔顶偏位减小42％，刚度提高50％，动力特性提高45％，吊杆疲劳性能降低20％。

[0068] 实施例技术参数对比表

[0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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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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