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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马鞍抛物面空间混合缆索

体系的悬索桥及方法，包括：桥塔，其包括门式框

架柱、抛物线形塔帽和塔帽支撑斜柱；平行钢丝

缆索，其悬挂在桥塔之间，所述平行钢丝缆索端

部通过锚碇固定；马鞍抛物面索网，其为马鞍抛

物面空间网下垂构成的空间索网，马鞍抛物面索

网覆盖在平行钢丝缆索上，马鞍抛物面索网上还

放置有多道钢结构曲梁，并通过夹具将所述平行

钢丝缆索、马鞍抛物面索网与所述钢结构曲梁固

定；空间斜拉索网，其设置在平行钢丝缆索两侧，

上端锚固在塔帽支撑斜柱中，下端与加劲钢梁相

连。本发明的悬索桥具有跨越能力强、结构空间

刚度大、抗风稳定性好和施工方便等优点，从根

本上解决特大跨径悬索桥抗风稳定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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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马鞍抛物面空间混合缆索体系的悬索桥，其特征在于，包括：

桥塔(4)，其包括门式框架柱(41)、抛物线形塔帽(42)和塔帽支撑斜柱(43)；

平行钢丝缆索(1)，其悬挂在桥塔(4)之间，所述平行钢丝缆索(1)端部通过锚碇(9)固

定；

马鞍抛物面索网(2)，其为马鞍抛物面空间网下垂构成的空间索网，所述马鞍抛物面索

网(2)覆盖在平行钢丝缆索(1)上，所述马鞍抛物面索网(2)上还放置有多道钢结构曲梁

(5)，并通过夹具将所述平行钢丝缆索、马鞍抛物面索网(2)与所述钢结构曲梁(5)固定，所

述马鞍抛物面索网(2)锚固于抛物线形塔帽之中；

空间斜拉索网(3)，其设置在所述平行钢丝缆索(1)两侧，上端锚固在所述塔帽支撑斜

柱(43)中，下端与加劲钢梁(7)相连。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马鞍抛物面空间混合缆索体系的悬索桥，其特征在于，所述马

鞍抛物面索网(2)由数根碳纤维缆索空间交叉构成。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马鞍抛物面空间混合缆索体系的悬索桥，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吊杆(6)，其包括两组竖向吊杆(61)和两组斜向吊杆(62)，所述竖向吊杆(61)上段与所述平

行钢丝缆索(1)相连且下端与所述加劲钢梁(7)相连，所述斜向吊杆(62)上段与所述钢结构

曲梁(5)相连且下端与所述加劲钢梁(7)相连。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马鞍抛物面空间混合缆索体系的悬索桥，其特征在于，还设置

有柔性中央扣(8)。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马鞍抛物面空间混合缆索体系的悬索桥，其特征在于，钢结构

曲梁(5)为抛物线形。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马鞍抛物面空间混合缆索体系的悬索桥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

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开挖基坑，施工桥梁基础，修建桥塔(4)和锚碇(9)；

步骤二：架设牵引缆索，修建临时施工猫道，牵引左右两股平行钢丝缆索(1)悬挂于二

个桥塔(4)之间，并锚固于锚碇基础中，安装竖向吊杆(61)，架设加劲钢梁(7)，形成平行缆

索悬索桥；

步骤三：依据马鞍抛物面方程，进行位置测量并放样，将多股碳纤维缆索空间交叉布

置，形成碳纤维马鞍抛物面索网(2)，下垂的碳纤维马鞍抛物面索网作为悬索桥结构的空间

缆索，然后将马鞍抛物面索网(2)覆盖在两股平行钢丝缆索(1)之上，并锚固于抛物线形塔

帽(42)之中；

步骤四：安装抛物线形的钢结构曲梁(5)，用夹具将平行钢丝缆索(1)、马鞍抛物面索网

(2)与钢结构曲梁(5)牢固连接，将斜向吊杆(62)的上端与钢结构曲梁(5)的端部牢固连接，

斜向吊杆(62)的下端与加劲钢梁(7)固定连接，形成空间缆索结构体系；

步骤五：安装空间斜拉索网(3)，空间斜拉索网(3)的上端锚固于塔帽支撑斜柱(43)之

中，空间斜拉索网(3)的下端与加劲钢梁(7)相连；

步骤六：在悬索桥的跨中区段，安装数道柔性中央扣(8)，然后安装栏杆和桥面铺装，即

形成马鞍抛物面空间混合缆索体系的悬索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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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鞍抛物面空间混合缆索体系的悬索桥及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本发明属于土木工程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马鞍抛物面空间混合缆索体

系的悬索桥及施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传统的平行缆索体系悬索桥，随着跨度的增大，竖向挠振频率与扭振频率都下降，

逐渐趋向于接近，结果在低风速下将发生颤振。因此，如何在提高悬索桥跨越能力的同时，

保证超大跨径悬索桥具有足够的横向刚度和抗风稳定性，是超大跨径悬索桥面临的两大难

题。

[0003] 改善大跨径悬索桥结构抗风性能有三种方法：改善断面气动性能、控制结构振动

特性和改变结构体系，目前大多采用前两种方法，这两种方法改进超大跨悬索桥抗风稳定

性效果有限。

发明内容

[0004] 发明目的：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马鞍抛物面空间混合缆索体系的悬索桥及施

工方法，解决现有悬索桥结构空间刚度小、跨越能力差、抗风稳定性差的技术问题。

[0005] 技术方案：本发明所述的马鞍抛物面空间混合缆索体系的悬索桥，包括：

[0006] 桥塔，其包括门式框架柱、抛物线形塔帽和塔帽支撑斜柱；

[0007] 平行钢丝缆索，其悬挂在桥塔之间，所述平行钢丝端部通过锚碇固定；

[0008] 马鞍抛物面索网，其为马鞍抛物面空间网下垂构成的空间索网，所述马鞍抛物面

索网覆盖在平行钢丝缆索上，所述马鞍抛物面索网上还放置有多道钢结构曲梁，并通过夹

具将所述平行钢丝缆索、马鞍抛物面索网与所述钢结构曲梁固定；

[0009] 空间斜拉索网，其设置在所述平行钢丝缆索两侧，上端锚固与所述塔帽支撑斜柱

中，下端与加劲钢梁相连；

[0010] 吊杆，其包括两组竖向吊杆和两组斜向吊杆，所述竖向吊杆上段与所述平行钢丝

缆索相连且下端与所述加劲钢梁相连，所述斜向吊杆上段与所述钢结构曲梁相连且下端与

所述加劲钢梁相连。

[0011] 其中，为了加强悬索桥的水平刚度，马鞍抛物面索网由数根碳纤维缆索空间交叉

构成，加强空间缆索与加劲梁的藕合性作用和协同工作能力，悬索桥还设置有柔性中央扣，

钢结构曲梁为抛物线形。

[0012] 本发明所述马鞍抛物面空间混合缆索体系的悬索桥的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3] 步骤一：开挖基坑，施工桥梁基础，修建桥塔和锚碇；

[0014] 步骤二：架设牵引缆索，修建临时施工猫道，牵引左右两股平行钢丝缆索悬挂于二

个桥塔之间，并锚固于锚碇基础中，安装竖向吊杆，架设加劲钢梁，形成平行缆索悬索桥；

[0015] 步骤三：依据马鞍抛物面方程，进行位置测量并放样，将多股碳纤维缆索空间交叉

布置，形成碳纤维马鞍抛物面索网，下垂的碳纤维马鞍抛物面索网作为悬索桥结构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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缆索，然后将马鞍抛物面索网覆盖在两股平行钢丝缆索之上，并锚固于抛物线形塔帽之中；

[0016] 步骤四：安装抛物线形的钢结构曲梁，用夹具将平行钢丝缆索、马鞍抛物面索网与

钢结构曲梁牢固连接，将斜向吊杆的上端与钢结构曲梁的端部牢固连接，斜向吊杆的下端

与加劲钢梁固定连接，形成空间缆索结构体系；

[0017] 步骤五：安装空间斜拉索网，空间斜拉索网的上端锚固于塔帽支撑斜柱之中，空间

斜拉索网的下端与加劲钢梁相连；

[0018] 步骤六：在悬索桥的跨中区段，安装数道柔性中央扣，然后安装栏杆和桥面铺装，

即形成马鞍抛物面空间混合缆索体系的悬索桥。

[0019] 有益效果：本发明的碳纤维马鞍抛物面空间缆索网作为辅缆加强了超大跨径悬索

桥的抗扭刚度，碳纤维空间斜拉索作为辅缆加强超大跨径悬索桥的水平刚度，钢丝和碳纤

维两种缆索材料分为三组缆索混合使用，优势互补，协同工作。利用马鞍抛物面的直纹特

性，将粗重的集中缆索，改为分散的空间钢丝缆索，多股碳纤维缆索空间交叉布置，固定空

间缆索交叉节点，形成马鞍抛物面形式的空间缆索索网结构体系。

[0020] 本发明设置少量的马鞍抛物面碳纤维空间缆索，大幅度提高超大跨径悬索桥的抗

扭频率和扭弯频率比，大幅度提高了扭转发散静风临界风速，大幅度提高了颤振临界风速，

保证超大跨径悬索桥的抗风稳定性，空间斜拉索网紧紧地互相对拉着拽住加劲梁桥面系，

利用空间斜拉索的水平分力，有效提高了超大跨径空间缆索悬索桥的抗侧刚度，有效减少

了水平向风荷载作用下的位移，从而改善行车舒适性。

[0021] 本发明设置多道向下凹的抛物线形钢结构曲梁，横向连接马鞍抛物面空间索网和

两股平行钢丝缆索主缆，加强马鞍抛物面空间缆索体系悬索桥的整体性，确保空间缆索体

系各股缆索协同工作，提高空间缆索体系的空间刚度。

[0022] 本发明在大跨径悬索桥的中间区域，设置数道门式钢结构柔性索中央扣，加强空

间缆索与加劲梁的藕合性作用和协同工作能力，可以减少超大跨径悬索桥的纵向漂移，可

提高悬索桥的反对称抗扭刚度，进一步提高超大跨径悬索桥的整体性。马鞍抛物面空间混

合缆索悬索桥还改革了桥塔结构形式，可同时锚固平行钢丝缆索、马鞍抛物面碳纤维空间

缆索和空间斜拉索网，施工方便。

[0023] 本发明具有跨越能力强、结构空间刚度大、抗风稳定性好和施工方便等优点，大幅

度提高横向刚度和扭转刚度，从根本上解决特大跨径悬索桥抗风稳定性问题，以便建造

3000～5000米的特大跨径悬索桥。

附图说明

[0024] 图1是本发明的全桥三维示意图；

[0025] 图2是本发明的桥塔三维示意图；

[0026] 图3是本发明的锚碇基础示意图；

[0027] 图4是本发明的桥塔示意图；

[0028] 图5是本发明的1/4点剖面示意图；

[0029] 图6是本发明马鞍抛物面索网的构型示意图。

说　明　书 2/4 页

4

CN 107386091 B

4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31] 如图1-6所示，一种马鞍抛物面空间混合缆索体系的悬索桥，包括：桥塔4，其包括

门式框架柱41、抛物线形塔帽42和塔帽支撑斜柱43；平行钢丝缆索1，其悬挂在桥塔4之间，

平行钢丝缆索1端部通过锚碇9固定；马鞍抛物面索网2，其为马鞍抛物面空间网下垂构成的

空间索网，马鞍抛物面索网2覆盖在平行钢丝缆索1上，马鞍抛物面索网2上还放置有多道钢

结构曲梁5，并通过夹具将平行钢丝缆索1、马鞍抛物面索网2与钢结构曲梁5固定，马鞍抛物

面索网2由数根碳纤维缆索空间交叉构成；空间斜拉索网3，其设置在平行钢丝缆索1两侧，

上端锚固与塔帽支撑斜柱43中，下端与加劲钢梁7相连；吊杆6，其包括两组竖向吊杆61和两

组斜向吊杆62，竖向吊杆61上段与平行钢丝缆索相连且下端与加劲钢梁7相连，斜向吊杆62

上段与钢结构曲梁5相连且下端与加劲钢梁7相连。其中，悬索桥的跨中区段，设置有数道柔

性中央扣8。

[0032] 马鞍抛物面空间混合缆索体系的悬索桥的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3] 步骤一：开挖基坑，施工桥梁基础，修建桥塔4和锚碇9；

[0034] 步骤二：架设牵引缆索，修建临时施工猫道，牵引左右两股平行钢丝缆索1悬挂于

二个桥塔4之间，并锚固于锚碇9基础中，安装竖向吊杆61，架设加劲钢梁7，形成平行缆索悬

索桥；

[0035] 步骤三：依据马鞍抛物面方程，进行位置测量并放样，将多股碳纤维缆索空间交叉

布置，形成碳纤维马鞍抛物面索网2，下垂的碳纤维马鞍抛物面索网作为悬索桥结构的空间

缆索，然后将马鞍抛物面索网2覆盖在两股平行钢丝缆索1之上，并锚固于抛物线形塔帽42

之中；

[0036] 步骤四：安装抛物线形的钢结构曲梁5，用夹具将平行钢丝缆索1、马鞍抛物面索网

2与钢结构曲梁5牢固连接，将斜向吊杆62的上端与钢结构曲梁5的端部牢固连接，斜向吊杆

62的下端与加劲钢梁7固定连接，形成空间缆索结构体系；

[0037] 步骤五：安装空间斜拉索网3，空间斜拉索网的上端锚固于塔帽支撑斜柱43之中，

空间斜拉索网3的下端与加劲钢梁7相连；

[0038] 步骤六：在悬索桥的跨中区段，安装数道柔性中央扣8，然后安装栏杆和桥面铺装，

即形成马鞍抛物面空间混合缆索体系的悬索桥。

[0039] 某海峡大桥是一座公铁两用特大跨径悬索桥，主跨径为4000m，桥面全宽60m，悬索

桥的分跨径为1350m+4000m+1350m，桥面两侧是公路部分单向3车道，桥面中间部分为双轨

铁路，为了满足抗风稳定性要求，采用马鞍抛物面空间混合缆索体系的特大跨径悬索桥的

桥型。桥塔由门式框架柱、抛物线形塔帽和塔帽支撑斜柱构成，桥塔高为480米，桥塔柱为型

钢混凝土组合结构，塔柱为20×15米矩形截面，塔柱中设置五道刚性横梁，桥塔结构顶部的

抛物线形塔帽采用钢管混凝土制作，抛物线形塔帽跨长为180米，矢高为60米，桥塔柱基础

为二个矩形的地下连续墙结构,。锚碇采用大体积钢筋混凝土结构，棱柱体形锚碇嵌入岩

体。悬索桥缆索由三组缆索组成：左右两股平行钢丝缆索、碳纤维马鞍抛物面空间缆索网和

碳纤维空间斜拉索网。平行钢丝缆索采用预制平行索股法(PPWS法)工艺，采用2000MPa的

高强钢丝，全桥共布置四根钢丝，单侧2根中心距离为2m，每根主缆直径为1.5m，竖

向钢丝吊杆间距为40米，共计2×99根吊杆。马鞍抛物面索网采用3500MPa的高强碳纤维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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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全桥共18根碳纤维马鞍抛物面空间缆索，每根主缆直径为0.3m。带有下拉杆的钢结构曲

梁设置在马鞍抛物面索网和两股平行钢丝缆索之上，钢结构曲梁共计99个，钢结构曲梁两

端设置斜向碳纤维吊杆与加劲梁相连，斜向碳纤维吊杆间距为40米，共计2×99根吊杆。全

桥布置20对空间斜拉索，每根碳纤维空间斜拉索主缆直径为0.6m，间距为80米，碳纤维空间

斜拉索网连接桥塔和加劲梁，以便提高抗侧刚度。加劲梁采用钢桁架式加劲梁，钢桁架高为

20米。悬索桥的中间区域设置三道柔性中央扣，以便进一步加强空间主缆体系与加劲钢梁

的协同工作能力。

[0040] 该悬索桥的施工过程是：根据地质地形、地貌条件及通航要求，悬索桥的桥址选

择，开挖基坑，施工桥梁基础，修建桥塔门式框架柱、抛物线形塔帽和塔帽支撑斜柱形成特

大跨径悬索桥的桥塔，同时修建锚碇；架设牵引缆索，修建临时施工猫道，牵引左右两股平

行钢丝缆索悬挂于二个桥塔之间，并锚固于锚碇基础中，安装竖向吊杆，架设加劲钢梁，形

成平行缆索悬索桥；依据马鞍抛物面方程，进行精确的测量和放样，多股碳纤维缆索空间交

叉布置，形成碳纤维马鞍抛物面索网，下垂的碳纤维马鞍抛物面索作为悬索桥结构的空间

缆索，马鞍抛物面索网覆盖在两股平行钢丝缆索之上，马鞍抛物面索网锚固于抛物线形塔

帽之中；安装抛物线形的钢结构曲梁，采用夹具将平行钢丝缆索和马鞍抛物面索网与钢结

构曲梁牢固连接，斜向吊杆的上端与钢结构曲梁的端部牢固连接，斜向吊杆的下端与加劲

钢梁固定连接，形成空间缆索结构体系；安装空间斜拉索网，空间斜拉索网的上端锚固于塔

帽支撑斜柱之中，空间斜拉索网的下端与加劲钢梁相连，加强空间悬索桥的侧向刚度；在超

大跨径悬索桥的跨中区段，安装三道柔性中央扣，加强空间缆索网和加劲钢梁的协同工作

能力，提高抗风稳定性，最后安装栏杆和桥面铺装，形成马鞍抛物面空间混合缆索体系的特

大跨径悬索桥，建造4000米的特大跨径海峡悬索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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