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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视野

中国大跨度波形钢腹板组合桥梁发展与创新

陈宜言
（深圳市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深圳 518029）

0  引言

广泛应用的传统预应力混凝土箱梁具有抗弯

和抗扭刚度大，经济性、可施工性较好等特点，常

作为大跨径梁桥的首选结构形式。但是大跨度预应

力混凝土箱梁桥一般容易出现两种病害：一是梁根

部（梁端）腹板开裂；另外随着跨度的增大，跨中

挠度持续增长的问题日益显著。原因是混凝土箱梁

自重产生的荷载效应比较大，同时腹板与顶底板连

接成一个整体，顶底板的温差及腹板的干燥收缩、

徐变等引起的应力集中问题比较突出，造成腹板开

裂，严重影响结构的承载性能和耐久性；另外箱梁

内预应力的失效以及日渐增大的交通量加剧了病害

程度。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工程界针对传统混凝土箱

梁桥进行了一系列改进。

（1）预制混凝土腹板箱梁桥

以法国Vecchio桥（如图1所示）为代表，其预

制混凝土腹板互不相连，腹板与顶底板的连接是通

过在腹板中设置预应力筋来实现。预制混凝土腹板

可在工厂浇注，质量容易保证，不仅能够保持腹板

良好的抗剪性能、减轻结构自重，而且在施工时干

燥收缩变形基本上已稳定。但是，腹板与顶底板通

过预应力钢束连接，施工比较困难。

（2）平钢腹板组合箱梁桥

平钢腹板组合箱梁桥（如图2所示）即用钢腹

板代替混凝土腹板，采用了体外索施加纵向预应

力。钢腹板抗剪性能好、重量轻，容易与顶底板连

接。由于顶、底板混凝土的徐变收缩产生的变形受

到钢腹板的约束，钢腹板与混凝土顶底板之间发生

应力重分布，引起较大的纵向预应力损失。同时钢

腹板受压，需在钢腹板上设置加劲肋或增大板厚以

防失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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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法国Vecchio桥 

图3  法国Cognac桥 

图6  日本日见梦桥

表1  国外具有代表性波形钢腹板PC箱梁桥

图4  德国Altwipfergrun桥 

图5  日本矢作川桥 

图2  平钢腹板组合箱梁桥

（3）波形钢腹板组合梁桥

波形钢腹板组合梁桥是用波形钢板代替混凝土

腹板，与混凝土顶底板形成组合梁体系的结构。这种

构造减轻了结构自重，同时由于波形钢板的折皱效

应，箱梁施加预应力效率得到提高，对顶、底板的徐

变和收缩变形等约束作用较小。与平钢腹板梁桥相

比，波形腹板具有更高的面外刚度及抗剪切屈曲强

度。此外，波形钢腹板组合梁桥有较强景观美感。

1  国外波形钢腹板桥梁发展概况

1986年法国建成世界第一座波形钢腹板组合

桥-Cognac高架桥，随后先后建成三座同类桥梁：

Maupre桥、Asterix桥、Dole桥。日本继法国之后

于1993年修建了日本国内首座波形钢腹板桥，并

对该类桥梁进行详细研究和大量工程建设，目前在

建、已建该类型桥梁总数达200余座。此外，在美

国、英国、加拿大、韩国、德国等多个国家均有此

类桥梁的应用。波形钢腹板组合梁因良好的经济

性、抗震性、可施工性，逐渐在国际上得到了广泛

的应用。

编号 桥名 施工方法 构造形式 跨径布置(m) 备注

1 Cognac桥（法国）（图3） 满堂支架 3跨连续梁桥 31+43+31 第一座

2 Altwipfergrund桥（德国）（图4） RW施工 3跨连续梁桥 81.5+115+81.4 首座异步悬臂施工

3 矢作川桥（日本）（图5） 悬臂施工 4跨斜拉桥 173.4＋2×235＋173.4 最大跨斜拉桥

4 日见梦大桥（日本）（图6） 悬臂施工 3跨部分斜梁桥 91.8＋180＋91.8 最大跨部分斜拉桥

5 安威川桥 悬臂施工 8跨连续刚构桥 50.4+120+179+99.5+3×50+33.9 最大跨连续刚构桥

6 丰田巴川桥（日本） 悬臂施工 5跨连续梁桥 84.9+155+164+152+81.9 最大跨连续梁桥

7 宫家岛高架桥（日本） 悬臂施工 23跨连续梁桥
51.2＋7×53.0＋54.0＋85.0＋53.0＋

3×52.0＋58.5＋60.0＋101.5
桥长1432m

8 Ilsun桥（韩国） 顶推施工 14跨连续梁桥 50+10×60+50+2×50.5 顶推桥长801m

2  国内波形钢腹板桥梁理论研究

上世纪90年代，我国开始对波形钢腹板组合

箱梁进行理论研究和工程应用。严国敏在1992年

发表的论文中提到过法国Maupre桥，是国内最早

提到波形钢腹板箱梁桥的。西南交大唐继舜等人在

1998年最早对此桥型进行了空间有限元分析。我国

在波形钢腹板桥梁方面的研究工作虽然起步较晚，

但从2001年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一直大力资助该

类型桥梁的研究，包括“波形钢腹板预应力混凝土

组合箱梁力学特性研究”、“预制节段拼装波形钢

腹板RPC箱梁抗弯性能研究”、“波形钢腹板预应

力组合箱梁的动力特性及动力反应研究”等科研课

题，并取得了一定成果。目前，已在波形钢腹板弯

曲性能、抗剪性能、扭转性能、屈曲性能、剪力滞

效应、动力与抗震性能、疲劳性能以及波形钢腹板

连接件研究等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理论成果。经过近

二十多年的理论研究和工程实践，开展了大量的数

值分析与试验研究，波形钢腹板组合箱梁桥的理论

与设计方法逐渐成熟，并颁布了国家行业标准《波

形钢腹板组合梁桥技术标准》和一些地方标准。

编号 标准名称 标准编号 发布部门 实施日期

1 波形钢腹板组合梁桥技术标准 CJJ/T 272-2017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8-06-01

2 组合结构桥梁用波形钢腹板 JT/T 784-2010 交通运输部 2010-11-01

3 公路波形钢腹板预应力混凝土箱梁桥设计规范 DB41/T 643-2010 河南省地标 2010-12-18

4 公路波形钢腹板预应力混凝土箱梁桥支架法施工技术规范 DB41/T 696-2011 河南省地标 2012-02-20

5 波形钢腹板预应力混凝土组合箱梁桥设计与施工规程 DB44/T 1393-2014 广东省地标 2014-11-18

6 波形钢腹板组合结构桥梁设计与施工规范 DB32/T 2881-2016 江苏省地标 2016-04-10

7 公路波形钢腹板预应力混凝土组合梁桥设计与施工规范 DB13/T 2466-2017 河北省地标 2017-06-01

8 公路波形钢腹板组合箱梁桥设计规范 DB14/T 1552-2017 山西省地标 2018-03-01

9 装配式波形钢腹板梁桥技术规程 DB41/T 1526-2018 河南省地标 2018-04-03

10 大跨径波形钢腹板预应力混凝土连续箱梁桥技术规程 — 山东省地标 在编

表2　国内现行波形钢腹板桥梁相关规范

3  波形钢腹板桥梁施工方法

波形钢腹板箱梁桥常用的施工方法有满堂支架

法、预制吊装法、少支架法、顶推法、悬臂法和异

步悬臂浇筑法（RW工法）。

满堂支架法（如图7所示）适用于桥下净空

低、地基状况良好的中小跨径桥梁，其施工作业面

开阔，平顺，主要适合在平原、市政桥梁建设过程

中使用。该施工法的主要缺点为：支架工程量较

大，混凝土浇筑程序烦琐，施工周期长等。

预制吊装法（如图8所示）主要适用于城市高

架或高速公路等情况。其技术特点为：主梁重量

轻，装配式施工，施工速度快。

少支架法（如图9所示）的适用于中小跨径、

跨越道路的桥梁。其技术特点为：钢腹板先行架

设，少支架，利用钢腹板承重施工混凝土顶底板。

顶推法（如图10所示）一般用在等截面、中等

跨径的多跨桥梁施工中。该方法采用波形钢腹板钢

梁作为施工导梁，运用了波形钢腹板的特性及体外

预应力钢束的灵活周转，充分发挥了材料的各自性

能，节约了临时施工用材。

悬臂法（如图11所示）适用于大跨度变截面梁

桥，跨越河流、峡谷、桥下通航通车等不中断条件。

波形钢腹板PC桥悬臂施工相比于传统预应力混凝土桥

悬臂施工具备如下优点：节段重量减轻，节段长度达

到4.8m，挂篮重量也相较传统挂篮更为轻便；腹板无

需布置纵向曲线预应力和竖向预应力，管道，布设更

方便，减少预应力安装和张拉工艺；减少腹板模板、

钢筋绑扎等安装工艺，节段施工周期缩短2～3天。

异步悬臂浇筑法（如图12所示）是在悬臂法

的基础上进行改进的施工方法。其具体做法是将波

形钢腹板顶增设30cm宽左右的翼缘板（兼作连接

板），使之具有较大的纵向抗弯和侧向抗弯能力，

以及一定的抗扭能力，将作业区从第N段扩大到

N-1，N，N+1三个节段，N+1节段波形板安装N节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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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板施工及N-1节段顶板施工，三个作业面流水施

工。异步悬臂浇筑法充分利用波形钢腹板作承重构

件悬臂浇筑，简化挂篮构造，减轻挂篮重量，提高

施工周转效率，缩短工期。

图7  满堂支架法  

图10  顶推法 

图8  预制吊装法 

图11  悬臂法 

图9  少支架法

图12  异步悬臂浇筑法 

波形钢腹板组合箱梁是在混凝土腹板箱梁的

基础上发展、改进的一种组合结构，传统混凝土梁

桥的施工方法均适用于波形钢腹板组合箱梁桥，但

是，当前该桥型所采用的施工方法大多数与传统混

凝土梁桥相同，没有在施工过程中充分发挥钢腹板

承重优势。因此，应因地制宜积极推广钢腹板先行

架设、钢腹板导梁整体顶推、钢腹板承重异步浇筑

等施工工法，将会大力促进该桥型的发展。

4  国内大跨度波形钢腹板桥梁发展与创新

波形钢腹板组合桥梁在我国虽然应用得较晚，

但是发展迅速，尤其到了2011年以后增长飞速。

2006年以前只修建了数座该类型桥梁，具有代表性

的有青海三道河桥（主跨50m单箱双室梁桥），江

苏淮安的长征桥（主跨30.5m的连续人行桥），河

南的泼河大桥（主跨30m连续梁桥），重庆市永川

的大堰河桥（25m简支梁桥）。山东鄄城黄河大桥

（主桥70+11×120+70=1460m）的设计（2006年）

和建成（2011年），标志着中国波形钢腹板PC桥进

入大跨度桥梁的工程实用阶段。

波形钢腹板组合梁可用于各类桥型中，其结构

形式有简支梁桥、连续梁桥、连续刚构桥、部分斜

拉桥和斜拉桥等。当跨径在30～160m时，大都采用

梁式桥，跨径超过160m时，常采用部分斜拉桥或斜

拉桥。此外，近年波形钢腹板组合梁也被运用到拱

桥。我国继日本后，已成为世界上第二个广泛应用

波形钢腹板组合桥的国家，并且多在150m-200m的

大跨径范围应用波形钢腹板组合桥梁，用作这一跨

径领域的主导桥型。表3列出了国内主要大跨度波

形钢腹板组合桥梁。

由深圳市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设计的深

圳东宝河新安大桥主跨156m，为世界首座波形钢

腹板混合梁桥，中跨49.6m范围梁段采用钢底板结

构代替混凝土底板，显著改善结构整体受力，提高

了此类桥梁的跨越能力。由深圳市市政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设计的伊朗德黑兰BR-06L/R特大桥，主

跨153m，桥梁场地区域地震烈度为9度，通过桥梁

减隔震设计体系整体技术创新，采用抗震性较好的

波形钢腹板PC箱梁桥结构体系，同时配置摩擦摆双

曲面减隔震支座与液体粘滞阻尼器相结合的减隔震

体系，形成了技术先进、经济可行的高抗震性能结

构方案。该桥的建设成为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实

施中先进核心技术输出的典范工程。此外，深圳马

峦山公园1号桥分左右两幅，左幅跨径为45m，右幅

跨径布置为3×45m，单幅桥宽为20m，结合了组合

编号 桥名 跨径（m） 桥宽（m） 建成年份 桥型

1 兰州绕城金台高速八盘峡黄河大桥 85+175+265+175+85 36 在建 部分斜拉桥

2 山西运宝黄河大桥（图13） 110+2×200+110 34 合龙 部分斜拉桥

3 衡阳清江大桥 200 20 在建 拱桥

4 四川嘉陵江大桥 105+190+105 16.5 待建 连续梁桥

5 郑州朝阳沟特大桥（图14） 58+118+188+108 35 2014 部分斜拉桥

6 广西龙马红水河特大桥 100+180+100 13 待建 连续梁桥

7 广西贺州都阳连接线红水河特大桥 92+172+92 12 在建 连续梁桥

8 中山银州湖特大桥辅航道桥 90+162+100 2×16.25 在建 连续梁桥

9 珠海前山河大桥 90+160+90 15.75 2016 连续梁桥

10 宁波市明州大道奉化江大桥 100+160+100 23.55 合龙 连续梁桥

11 深圳东宝河新安大桥（图15） 88+156+88 16.25 2017 连续梁桥

12 邢台七里河紫金特大桥 88+156+88 13.75 2018 连续梁桥

13 合肥南淝河大桥 95+153+95 19+26+19 2018 连续梁桥

14 河北崇礼高速延崇特大桥 80+153+80 12.75 在建 连续梁桥

15 石家庄平赞高速南水北调桥 86.5+152+86.5 13.75 在建 连续梁桥

16 河北保定曲港南水北调特大桥 88+151+88 12.762 2017 连续梁桥

17 南昌朝阳大桥（图16） 79+5×150+79 37 2015 部分斜拉桥

18 包头昭君黄河特大桥 85+9×150+85 12.75 在建 连续梁桥

19 山东东营小清河特大桥 90+150+90 12.75 在建 连续梁桥

20 台中4号线大里溪桥 99+3×145+99 25.8 建成 连续梁桥

21 广东横门西水道大桥 79+2×145+79 16.25 在建 连续梁桥

22 陕西银百高速湫坡头特大桥 75+2×140+75 12.65 在建 连续梁桥

23 郑州桃花峪跨大堤桥 75+135+75 16.55 2013 连续梁桥

24 山西静乐汾河大桥 75+4×134+75 2×16.5 在建 连续梁桥

25 四川叙古高速头道河大桥 72+130+72 12.75 2014 连续梁桥

26 广州花都巴江河大桥 78+130+78 13.5 在建 连续梁桥

27 安徽孔李淮河大桥 75+130+75 16 2018 连续梁桥

28 深圳南山大桥 80+130+80 23.5~27.5 待建 连续梁桥

29 深圳平铁大桥 80+130+80 27 待建 连续梁桥

30 山西黑峪口黄河大桥 69+5×128+69 2×12.75 在建 连续梁桥

31 云南地约科1号大桥 72+125+72 12.5 在建 连续梁桥

32 石家庄绕城高速南水北调大桥 69.5+121+69.5 14 合龙 连续梁桥

表3  国内主要大跨度波形钢腹板组合桥梁（主跨≥12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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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腹箱梁和组合桁架箱梁的优点所做的一种改良和

创新桥梁结构形式，同组合折腹箱梁相比，由于采

用钢管下弦杆代替混凝土底板，进一步减轻主梁自

重，提高结构抗裂性和整体性。与组合桁架箱梁相

编号 桥名 跨径（m） 桥宽（m） 建成年份 桥型

33 山东鄄城黄河公路大桥 70+11×120+70 13.5 2011 连续梁桥

34 邢台邢衡高速南水北调大桥 70+120+70 14.012 2013 连续梁桥

35 宁夏叶盛黄河公路大桥 70+5×120+70 15.25 2017 连续梁桥

36 南昌富山赣江特大桥 69+4×120+69 16.4 2017 连续梁桥

37 宝鸡清水河大桥 65+5×120+65 16 在建 连续梁桥

38 内蒙古萨岭河特大桥 65+3×120+65 2×12.5 待建 连续梁桥

39 陕西银百高速汉江特大桥 70+4×120+70 12.65 在建 连续梁桥

40 云南小江大桥 65+4×120+65 10.55 待建 连续梁桥

表3  续

注：不完全统计。

图13  山西运宝黄河大桥

图15  深圳东宝河新安大桥 

图19  试设计桥梁立面布置图（单位:m）

表4  大跨度波形钢腹板PC箱梁设计方案

图14  郑州朝阳沟特大桥

图17  伊朗德黑兰BR-06L/R特大桥

图16  南昌朝阳大桥

图18  深圳马峦山公园1号桥

比，避免了腹杆与底管相贯节点，很好的解决了节

点疲劳破坏问题，具有自重轻、抗震性能好、结构

抗裂性和整体性能优异的优点，具备很好的应用前

景和研究、推广价值。

可见，中国该类桥梁的建设已形成自具特色

的发展路线，且总体技术水平已进入创新和超越时

代。

5  波形钢腹板梁桥跨径突破与发展

波形钢腹板组合箱梁从根本上回避了传统预

应力混凝土箱梁桥存在的两种常见病害问题，合理

的将钢、混凝土两种材料结合，提高了结构的稳定

性、强度及材料使用效率。理论上波形钢腹板梁桥

可以超过预应力混凝土梁桥达到更大的跨度。目前

已完成设计的波形钢腹板梁桥跨度最大的为四川嘉

陵江大桥（主跨190m），该跨度还远远没有达到已

建的混凝土腹板梁桥的最大跨度（301m），更没有

达到波形钢腹板组合箱梁桥的极限跨度。

箱梁结构自重是限制大跨径梁桥跨度增长的

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跨中箱梁重量。因此通过降

低箱梁重量可实现跨度的突破。为了便于比较，

序号 桥梁类型 主跨/m 负弯矩 备注

1 混凝土箱梁 270 6075P1 虎门大桥辅航道桥

2 混凝土箱梁+钢箱梁 330 6017P1 石板坡长江大桥复线桥

3 波形钢腹板箱梁 300 6225P1 技术可行

4 钢底板-波形钢腹板箱梁 330 6171P1 技术可行

假设箱梁截面宽度一致（梁宽19m），箱梁高度一

致（梁高4.5m），对混凝土箱梁、波形钢腹板箱

梁、钢箱梁和钢底板-波形钢腹板箱梁的自重集度

进行对比，通过计算，假定混凝土箱梁每延米的自

重集度为P1，那么波形钢腹板箱梁自重集度约为

0.82P1，钢箱梁自重集度约为0.30P1，钢底板-波

形钢腹板箱梁自重集度约为0.65P1。可以看出，

波形钢腹板箱梁比混凝土箱梁自重轻，降低自重约

20%，同时，波形钢腹板箱梁又具有预应力效率高

等优点，因此，波形钢腹板混凝土梁桥可以实现并

超过目前已建的混凝土连续梁桥的跨度和规模。

表4列举了2个大跨度波形钢腹板箱梁桥设计方

案，与现有的虎门大桥辅航道桥、重庆石板坡长江

大桥复线桥进行比较，负弯矩大致相当，技术上完

全具备可行性。

钢箱梁的自重集度在上述几种箱梁类型中是最

小的，约为波形钢腹板箱梁自重集度的2/5，如果

将桥梁跨中一段长度波形钢腹板箱梁改为钢箱梁，

那么梁桥跨径将会突破330m。据此，我们试设计了

主跨360m的波形钢腹板PC连续梁桥，假定上部结构

为等截面梁，主跨分5段设置，如图19所示，箱梁1

和箱梁2均采用波形钢腹板箱梁，其中箱梁1采用内

衬混凝土的组合腹板，箱梁3采用钢箱梁。计算得

出最大负弯矩为6584P1，与虎门大桥辅航道桥墩顶

弯矩6075P1相比大致相当，即采取类似的材料配置

等现有技术手段，是可以实现的。

试设计波形钢腹板PC连续梁桥上部结构采用三

跨波形钢腹板预应力混凝土混合梁连续刚构桥，跨

径布置为：150+360+150，主跨由120m变高度波形

钢腹板箱梁+120m等截面钢箱梁+120m变高度波形钢

腹板箱梁共三段组成，边跨主梁采用150m变高度波

形钢腹板箱梁结构，主墩采用混凝土双薄壁矩形空

心结构。

箱梁顶板宽16.4m，底板宽9.1m，墩顶梁高

为18m（高跨比1/20），跨中钢箱梁段梁高为4.8m

（高跨比1/75），其间梁高按1.6次抛物线过渡。

波形钢腹板箱梁采用单箱单室变高度截面形式，钢

箱梁采用单箱双室等高度截面形式。边跨设置3道

混凝土横隔，中跨设置6道混凝土横隔（钢梁段除

外），横隔板厚0.5m。波形钢腹板采用较常用的

1600型，波高为220mm，板厚根据腹板承受剪力的

大小及剪切屈曲强度进行确定。波形钢腹板与顶板

连接采用开孔板连接件，与底板连接采用角钢连接

件。

通过对主跨360m波形钢腹板梁桥试设计方案

整体计算，并与某实桥主要材料对比（如表5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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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可以看出，试设计方案可行，自重轻，预应

力材料使用效率高，综合施工、养护等因素，具有

经济优越性。

波形钢腹板作为仅承受剪力的钢构件，其承载

能力极限状态验算包含抗剪强度验算和剪切稳定性

验算两部分。由试设计方案的计算结果来看，波形

钢腹板的屈曲稳定性是制约波形钢腹板梁桥跨径增

大的主要因素之一。而波形钢腹板整体屈曲稳定性

是限制了钢腹板高度的增加的主要原因，进而影响

项目 试设计桥梁 长江某大跨度桥梁

跨径布置/m 150+360+150 138+330+132.5

桥面宽度/m 16.4 19

混凝土/m3 12399.2 17279.8

钢筋/t 2132.7 2901.6

钢材
波形钢腹板/t 1954.2 0

钢箱梁/t 1265.4 1487.6

预应力
体内钢绞线/t 914.6 1456.9

体外钢绞线/t 156.9 164.1

混凝土/m3/m2 1.15  1.51

钢筋/kg/m2 197.03  254.32

钢材/kg/m2 297.45  130.38

预应力/kg/m2 99.00  142.07

表5  试设计桥梁上部结构主要材料

桥梁跨度的增长。提高波形钢腹板整体屈曲临界应

力的有效措施有：设置混凝土里衬，设置水平横隔

板，开发大尺寸波形钢腹板（2400型、2800型），

波形钢腹板屈曲设计进入非弹性区等。

波形钢腹板PC箱梁在大跨度梁桥、高地震烈

度区桥梁、软弱地基桥梁等方面具有广阔的应用前

景。但目前还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开展深入研究：

超大跨度波形钢腹板梁桥动力性能研究、超大跨度

波形钢腹板梁桥腹板稳定性能研究和超大跨度波形

钢腹板梁桥施工工法研究。

6  结语

（1）波形钢腹板组合梁是在普通PC梁的基础

上发展、改进的一种组合结构，从根本上避免了普

通PC梁桥腹板开裂病害问题，合理利用钢与混凝土

两种材料，减轻结构自重并改善结构力学性能，具

有良好的经济性、抗震性和可施工性等优点，成为

现代PC梁桥的一个主要发展方向。

（2）通过主跨360m波形钢腹板梁桥试设计并

与同等规模PC梁桥对比，波形钢腹板梁桥跨径可以

超过300m，同时与其他桥型比较，具有良好的经济

性和耐久性。

（3）我国经过多年理论研究和工程实践，波

形钢腹板组合梁得到迅速发展，规模及跨径均超越

国外同类型桥梁，并在发展中进行了波形钢腹板混

合梁、波形钢腹板-钢底板、波形钢腹板-钢桁架等

结构形式创新，波形钢腹板组合桥梁作为一种极富

创新空间的结构形式将会得到更大发展。

应用研究 

0  前言

根据2014年广东省高速公路隧道定期检查资

料，目前营运高速公路隧道总体技术状况较好，评

价为B类隧道的总数为37个，A类隧道为0个，其中

因水害问题而评价为B类的隧道有20个，占54%，水

害已成为隧道最主要的病害。

岩溶隧道渗漏已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

Asakura[1]认为由于地应力破坏引起压力不平衡，

广东地区某公路岩溶隧道水害分析
及其数值模拟研究

张建同1，田卿燕2，张彦龙2

（1.深圳市市政工程总公司，深圳 518109；2.广东华路交通科技公司，广州 510420）

[摘  要]  结合岩溶区公路隧道的实际情况，研究了隧道涌水量计算的关键因素，并通过降水量、降水强度和入渗强度定量

分析了隧道涌水量。针对大宝山的实际情况，采用降水入渗法和地下径流模数法计算隧道两侧洞口段雨季涌水量，采用强降

水过程分析隧道可能出现的最大涌水量。研究结果表明：隧道排水能力理论上可满足降雨的排水要求，但受实际工程中的材

料、工程的不均匀性以及长期的淤堵影响。明确了广东地区公路岩溶隧道水害影响因素。考虑了临界状态和破坏状态的水压

力建立岩溶隧道涌水模拟模型，结果表明：不同的隧道衬砌结构厚度，受衬砌外水压力影响的临界值是不同的，水压力临界

值随衬砌结构厚度的增加逐渐增加。

[关键词]  岩溶；公路隧道；涌水量；水害；隧道涌水模拟；水压力

Study of water disaster in karst highway tunnel and its numerical simulation in Guangdong area

Zhang Jiantong1, Tian Qingyan2, Zhang Yanlong2

(1.Shenzhen municipal engineering corp., Shenzhen, 518109;

2. Guangdong Hualu transportation technology co. Ltd., Guangzhou, 510420)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highway tunnel in karst area, the key factors to calculate the tunnel water inflow are 

studied. The water inflow is calculated by precipitation, rainfall intensity and infiltration intensity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tunnel water 

inflow. According to Mount Dabao engineering, using the precipitation infiltration method and modulus method of groundwater runoff 

calculation of tunnel water inflow entrance on both sides of the rainy season, the strong rainfall maximum gushing water tunnel analysis 

possibl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rainage capacity of the tunnel can meet the requirement of drainage in theory, but it is affected by 

the heterogeneity of the material and the engineering, and the long-term effect of clogging. The impact factors of karst tunnel water 

highway are analyzed in Guangdong area. Considering the critical state and the failure state of the water pressure of karst tunnel 

simulation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ifferent thickness of the tunnel lining structure, the critical value is affected by external 

water pressure on lining is different, the critical value of water pressure increases with the thickness of the lining structure increase 

gradually.

Keywords: karst; highway tunnel; water inflow; water disaster; tunnel inflow simulation; water pres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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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地面沉降导致隧道渗漏水。Day[2]分析了由于

岩石崩塌、地面沉降和地下水入侵导致深埋隧道施

工更加困难，应重岩溶的水文。一些学者通过水岩

相互作用分析隧道渗漏水[3-5]。许和平[6]分析了岩溶

区的南昆线渗漏水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整治措施。

魏兴萍等[7]采用地下水动力学法、古德曼经验公

式,经验解析法公式计算涌水量,并比较中梁山铁路

隧道修建对漏水的影响。一些学者提出了岩溶隧道

水害治理措施如赵旭东[8]提出了注浆、凿槽埋管引

排、凿槽堵漏和放水砂浆抹面等具体整治措施；陈

荣国[9]对南昆线部分隧道渗漏水提出了整治措施和

工艺；祝和权等[10]对隧道渗漏水提出了综合治理的

主要原则及设计要求；江亦元和王星华[11]通过昆仑

山隧道渗漏水现场试验提出了隧道渗漏水的主要因

素，并提出了治理措施。

纵观国内外研究现状，在隧道工程水灾害研究

还存在诸多挑战，本文结合广东岩溶地区运营公路

隧道水害问题，以G4京港澳大宝山隧道为案例开展

岩溶隧道涌水量分析与数值模拟及其水害评价。

1  工程案例概况

大宝山隧道位于广东省曲江县与翁源县的分

界岭—猫耳岭凹, 结构采用分离式单向行车三车道

隧道，衬砌结构均按照新奥法原理，采用复合式衬

砌，以锚杆、喷射混凝土或钢筋网喷射混凝土，格

栅钢筋拱架和轻型工字钢钢架作为初期支护，模筑

混凝土或钢筋混凝土作为二次支护，同时在初支和

二衬之间设PVC复合式防水层。大宝山为低山陡峭

山坡及冲沟地貌，岩性为中-厚层状泥质灰岩，岩

层单斜，倾角约为25°～52°，岩层成层性差，裂隙

发育。地下水以裂隙水为主，局部有溶蚀现象，地

表降雨丰富，大部分从地表排泄。隧道山体及邻边

无常年性水体存在，大气降水是山体地表洪流和隧

道山体各类地下水的主要来源，多年平均降雨量为

1640mm，4～10月份为雨季，降雨量占全年降雨量

的75%，6月份和8月份是该地降水量最高峰月份。

大气降水是隧道涌水水源且在雨季可导致隧道突

水。隧道汇水区域如图1所示：

由于暴雨集中，短历时降雨大，隧道内排水系

统不畅，中心排水沟和边沟排水能力不足，高水压

作用下，边沟底板破损，岩溶水涌入隧道造成涌水

涌泥，造成严重渗漏水如图2所示。

2  隧道涌水量及水害分析

在岩溶区修建隧道，一个复杂的问题是涌水量

的预测。由于岩溶区水文地质条件较复杂，难以掌

握其非均质、管道流等特性，难以准确获取渗透系

数、渗入系数、集水面积等参数以及难以按隧道所

处岩溶水动力剖面分带特征选择计算方法，这些是

导致预测的隧道涌水量与实际情况有差异的主要原

因。

对于隧道洞口段埋藏较浅，隧道可通过孔隙、

裂隙、落水洞、塌陷、溶洞等与地表的洼地、沟

谷等汇水区域相通，将大气降水直接导入地下和

隧道。隧道中部以围岩裂隙和岩溶为主要地下水通

道。因此，计算隧道涌水量的关键因素是降水量、

降水强度和入渗强度。针对大宝山的实际情况，采

用降水入渗法和地下径流模数法计算隧道两侧洞口

段雨季涌水量，采用强降水过程分析隧道可能出现

的最大涌水量。

2.1  隧道雨季涌水量

按一定时期内降水入渗补给地下水的水量来计

算隧道的涌水量，降水入渗法计算公式如下：

Q1=2.74ωαA1/365                   （1）

图1  隧道集水区域图

图2  隧道现场排水系统典型病害照片

其中，Q1为隧道的正常涌水量（m3/d）；ω
为年降水量（mm）；α为降水入渗系数，一般取

0.10～0.59；A1为汇水面积（m2）。

大宝山隧道所在区域多年平均降雨量为

1640mm，4～10月份为雨季，降雨量占全年降雨

量的75%。而隧道大量涌水成灾也发生在雨季，故

对大宝山隧道而言重点应放在4～10月份的雨季期

间。因而公式（1）可改为：

Q1=2.74×0.75×1.64×αA1/210      （2）

其 中 降 水 入 渗 系 数 α 取 0 . 2 。 依 据 隧 道

汇水区域图，得出隧道所在山体汇水面积为

A1=820×515=904800  m2。则由公式(2)可得隧道的

正常涌水量Q1：

Q1=2.74×0.75×1.610×αA/150=2.74×

0.75×2.380×0.2×904800/210=4214.919m3/

d=175.606 m3/h

采取地下水径流模数法比较分析降水入渗法。

地下水径流模数法是依据大气降水补给的泉流量或

由地下水补给的河流流量，求出隧道通过地段的地

表径流模数，并将之视为隧道流域的地下水径流模

数，然后确定隧道的汇水面积，以便宏观地预测隧

道的正常涌水量。地下径流模数法计算公式如下：

Q2=M×A2                                              （3）

式中Q 2为涌水量（m 3/ d）；A 2为集水面积

（km2）；M为径流模数（L/s.km2）；根据区域水文

地质资料，该处地下径流模数M取4.78 L/s.km2。因

此由公式(3)可得涌水量Q2：

Q 2= M× A= 4 . 7 8× 0 . 9 0 4 8= 4 . 3 2 4 9 4 4 L /

s=3736.75 m3/d=155.698m3/h。

综合上述两种方法计算结果，由于两种方法入

渗系数和径流模数为经验取值，造成计算结果的偏

差。取其中较大值，可得出雨季隧道正常涌水量取

175.606m3/h，单条隧道的正常涌水量为87.8033m3/h。

2.2  极端天气下最大涌水量

隧道在极端天气最大涌水量与降水强度和降水

时间关系十分密切，可根据日最大降水量和降水时

间对隧道最大涌水量进行分析。

Q3=2.74αA3XT                      （4）

其中Q3为隧道最大涌水量（m3/h）；α为降水

入渗系数，取值0.2；X为雨强（mm/h）；A3为隧道

集水面积（m2）；T为降水时间（h）。据统计，该

地区20年一遇的年最大日降水量是188.2mm，30年

一遇的是202.5mm，50年一遇的是220.5mm，100年

一遇的则是244.1mm，详细结果见表1。

雨强时间 7.84（20年一遇） 8.44（30年一遇） 9.18（50年一遇） 10.17（100年一遇） 10.63（本次最大）

1 38.9 41.8 45.6 50.4 52.7

6 233.3 251.0 273.3 302.6 316.1

12 466.6 502.0 546.7 605.2 632.2

18 699.9 753.0 820.0 907.7 948.3

24 933.2 1004.1 1093.3 1210.3 1264.4

表1  不同降水强度、不同降水时程（h）下隧道涌水量（m3/h）计算表

根据设计与施工资料，在隧道中部有直径为

0.5m的中心排水沟进行排水，排水沟的排水量为：

Q4=A4×V                           （4）                                                

其中A4为排水沟断面面积；V为水流速，其计

算公式为V=   R2/3R1/2，R－水力半径，I为水力坡度

（取0.0015），n为粗糙系数（可取0.015）。根

据公式（4）可计算得中心排水沟最大排水能力为

645.5m3/h，隧道排水沟总排水能力为1291m3/h，对

比表1，当雨强为百年一遇降雨量平均值时，隧道

在排水系统完好的状况下基本达到隧道最大排水能

备注：本次最大取铁龙林场站雨量观测值255mm。

力。从计算结果看，隧道排水能力理论上可满足本

次降雨状况下的排水要求，但实际工程中由于材料

的影响、工程的不均匀性以及长期的淤堵，排水系

统实际排水能力达不到理论排水能力。

2.3  水害分析

表2为针对本次水害采取的检测项目，基本

查明了水害的原因。隧道水害原因：（1）衬砌

LK1983+978处，由于初期支护没有将围岩面喷

平，围岩存在尖角和突出，容易引起应力集中。浇

筑二衬混凝土时，防水板处于绷紧状态或背后有

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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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导致二衬厚度严重不足，并且二衬背后出现空

洞。该处二衬在雨季水压力较大，旱季水压力很

小，这样反复交替，结构形成了疲劳损伤，在本次

特大暴雨时水压力剧增，直接造成了掉块。（2）

LK1984+823处是由于该处围岩存在岩溶，隧道内

水系发达，地下水通过岩溶通道，将洞外的泥土带

入隧道内。在暴雨期间，由于中心水沟排水不畅，

隧道边沟排水能力不足，而且在此段无仰拱，推测

边沟下部有岩溶已直接发育至边沟下部，在高水压

力下造成边沟底板破损，岩溶水涌入隧道造成涌水

涌泥。（3）整座隧道存在多处渗漏水现象，特别

是强降雨后，在二衬施工缝交界处，更是直接成流

线状滴漏，尤其是防水板焊接处施工质量较差的部

位。其它部位渗漏水直接原因是隧道围岩含水量丰

富，且防排水系统失效，间接原因是隧道二次衬砌

开裂、振捣不密实。（4）大气降雨对隧道围岩的

地下水补给速度快，降雨造成隧道围岩的地下水压

力大于0.32MPa。（5）在隧道排水系统完好情况

下，理论上可以满足排水要求，但是实际工程中由

于材料的影响、工程的不均匀性、部分排水设施退

化或失去部分功能，以及淤堵等原因，排水系统的

实际排水能力达不到理论排水能力，因此隧道排水

系统的实际排水能力不能满足降雨的排水需求，引

起水位上升，隧道围岩水压力增大，水通过衬砌的

薄弱部位渗出。

序号 项目 确定原则 检测数量

1 外观检测 LK1983+533～LK1985+118 共1585m

2 洞顶调查 调查山体附近水文地质和洞口山体稳定性 大宝山隧道洞口洞顶

3 二衬厚度 LK1983+900～LK1984+050纵向测150m，测线3条 450延米测线

4 隧道裂缝监测 纵向裂缝 3条

5 二衬应力监测 衬砌掉块处附近 2个

6 水压和水量 分析大宝山隧道水的流量和水压力

7 二衬混凝土强度 大宝山掉块混凝土 3个

8 围岩溶洞探测
LK1983+900～LK1984+050衬砌掉块和渗漏水严重区段和

LK1984+770～LK1984+900水沟管涌严重区段
共280m长度，2248个测点

9 结构计算 二衬掉块、开裂、渗水严重区段 8种工况

表2  大宝山隧道水害检测项目一览表

3  隧道涌水数值模拟及衬砌破坏水压分析

根据前述检查结果，结合工程地质情况，对该

隧道受灾前后进行了数值计算分析。

3.1  围岩参数的选取

数值模拟计算范围以隧道轴线为中心线，作如

下假定：（1）水柱高度取隧道限界3～5倍影响范

围内最大水柱高度（最不利边界），然后再将水柱

高度依次按等差数列（等差值为1.0米）依次递减

进行现场模拟计算；（2）假定隧道拱腰、拱顶以

及边墙的溶腔简化成左右边界面形状相同的模型，

以便于计算和节减计算量。

根据圣维南原理，整个模型计算范围为

46.8×46.8×30.6m。大宝山隧道最大洞跨为

15.6m，X面边界距隧洞分别为3倍洞跨，Y面边界距

隧洞为3倍洞跨。计算模型各部位的尺寸均与实际

情况相符。围岩（级别为II级）与衬砌砼的本构关

系采用Drucker-Prager模型，隧道拱圈混凝土视为

线弹性材料。力学参数如表3所示。

3.2  有限元网格

对表4中的隧道水压工况1～工况8进行网格划

分，运用平面应变理论，隧道衬砌结构单元采用

三角形单元（Triangle  6  node  2），围岩选择

Drucker-Prager弹塑性分析的SOLID单元（即三角

形六节点单元）。整个单元剖分图和衬砌砼结构网

格如图3所示。

3.3  接触单元

接触是一种高度的状态非线性行为，模型采用

面—面接触中的刚—柔接触模型进行分析。先判断

潜在的接触面，再指定接触区域大小，将刚性面定

义为目标面，柔性面定义为接触面。对于接触面单

元，刚性目标面（如隧道衬砌结构）采用Targe2单

元来模拟；柔性体的接触面（如围岩）采用Conta2

单元来模拟。同时，模型考虑了围岩与隧道衬砌结

构之间、灰岩与隧道拱顶之间、灰岩与隧道拱腰之

间、灰岩与隧道侧边墙之间接触面等多重介质。

3.4  边界处理

边界条件分为荷载和位移。如图4(a)所示，

计算模型的左右边界面约束水平方向的位移；上

部边界面为自由界面；下部边界面约束垂直方向

的位移。荷载分为：(1)上部边界则施加原岩自重

应力（按最大高度100米计算，即2.10Mpa）；(2)

表3  力学参数

表4  计算工况情况

图3  隧道涌水计算模拟模型

周围灰岩对计算区域施加应力，应力为岩体的自重

引起的侧压力，呈三角形分布，面荷载最大值为

0.70MPa；(3)由于京珠南高速公路大型货运车较

多，大型货运车通行时对隧道结构产生振动荷载，

振动荷载分布范围为1.75×3.5m的均布面荷载，如

图4 (b)所示。

3.5  结果与讨论

(1)临界水压力值

按8个工况进行计算分析，首先对二衬掉落区

段内（LK1983+977－LK1983+978）进行数值模拟

计算与分析，得到隧道衬砌结构出现塑变临界水

名称 E（MPa） μ  C（KPa）  φ（°） γ（KN/m3） Ks（KN/m3） Kn（KN/m3）

灰岩 6.5×103 0.26 600 42 19

初衬 3.1×104 0.20 600 40 28

灰岩与隧道拱顶之间 30 45

灰岩与隧道拱腰之间 22 39

灰岩与隧道侧边墙之间 5 5

工况序次 衬砌厚度（cm） 等差值（cm） 备注

工况1 16
1、隧道断面

2、破坏状态水压力

工况2 20 5 临界状态水压力

工况3 25 5 临界状态水压力

工况4 45 5 临界状态水压力

工况5 45 5 16 cm厚度衬砌时破坏状态水压力值

工况6 50 临界状态水压力

工况7 50 16 cm厚度衬砌时破坏状态水压力值

工况8 50 破坏状态水压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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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计算模型前视图的边界条件

表5  衬砌厚度与水压关系

图5  临界水压力作用下隧道衬砌结构应力应变云图

压量值，进而对其它不同二衬厚度在掉落区段内

（LK1983+977－LK1983+978）临界水压力作用下

结构的稳定性进行数值模拟分析，图5为二衬掉落

区段内（LK1983+977－LK1983+978）临界水压状态

条件下的应力和应变模拟图，根据计算得知（见表

5），LK1983+977－LK1983+978区段的衬砌为16cm

时破坏水压力大于0.32Mpa。衬砌外水压对隧道衬

砌结构具有一定的影响。对一定埋深条件下，不同

的隧道衬砌结构厚度，受衬砌外水压力影响的临界

值（隧道结构开始出现塑变时所对应的溶腔内的水

压力）是不同的，水压力临界值随衬砌结构厚度的

增加逐渐增加。

（a）位移约束图  （b）荷载图

（2）应力和应变分析

通过计算，各工况计算得出的隧道结果最大

位移、最大主应力和最小主应力计算结果如表6所

示。

衬砌厚度（cm） 隧道衬砌结构出现塑变临界水压（MPa） 隧道衬砌结构出现破坏水压（MPa） 备注

16 0.201 0.320 隧道断面

20 0.211 —— 隧道断面

25 0.238 —— 隧道断面

30 0.264 —— 隧道断面

35 0.296 —— 隧道断面

40 0.312 —— 隧道断面

45 0.367 0.602 隧道断面

50 0.395 0.633 隧道断面

① 对 应 于 工 况 一 ， 在 二 衬 掉 落 区 段 内

（LK1983+977－LK1983+978）破坏水压荷载

为0.3 2 M P a作用下，从计算结果来看，衬砌应

力有所增加，二衬掉落区段内（LK1983+977－

LK1983+978）区域内的破坏水压荷载为0.320Mpa，

该区域数值模拟计算得出的最大压应力与最大拉

应力均超过允许拉应力与压应力值分别为23.4％

与36.5％(根据《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

2010，C25混凝土允许压应力为19.0Mpa，允许拉应

力为2.0Mpa)，此时拱顶和侧壁最大收敛位移均大

于3.6mm以上，说明LK1983+977－LK1983+978掉落

区目前的应力超过其容许应力，衬砌结构出现了失

稳破坏。

②其它工况在LK1983+977－LK1983+978区域

内的破坏水压荷载作用下（围岩压力、结构力与车

辆荷载不变，不考虑动水压力及渗流作用），计算

的二衬（二衬厚度分别为40cm、45cm与50cm时，施

加的水压荷载值为LK1983+977－LK1983+978二衬掉

落区段内破坏水压荷载0.320Mpa）的应力均未超过

允许应力，增加幅度不大，说明其它断面区域的二

衬结构是安全的。

4  结论

本文针对广东地区岩溶发展规律，以G4京港澳

大宝山隧道为例，研究了公路岩溶隧道涌水量及水

害，主要结论：

（1）排水系统不畅和周围地质环境是引起溶

表 6  各工况大宝山隧道结构最大位移、最大主应力及最小主应力计算结果表

洞顶板发生涌水的重要原因。

（2）公路岩溶隧道突水现象，其原因是长期

暴雨天气的降雨，地表水经地面入渗后通过岩溶通

道、围岩裂隙、挤压断层破碎带等渗流向隧道，在

衬砌背后形成较大地下水压力，地下水通过隧道防

水设施的缺陷或结构薄弱部位涌入隧道并夹带大量

的溶腔物。

（3）由大宝山隧道工程的涌水数值计算分析

可知，衬砌外水压对隧道衬砌结构具有一定的影

响。在一定埋深条件下，不同的隧道衬砌结构厚

度，受衬砌外水压力影响的临界值（隧道结构出现

塑变时所对应的溶腔内的水压力）是不同的，水压

力临界值随衬砌结构厚度的增加逐渐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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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拌剂对改性沥青性能的影响研究

张建同1，李凯2，王璐3

(1.深圳市市政工程总公司，深圳  518109；2.广东省南粤交通投资建设有限公司，广州 510101；
3.广东华路交通科技有限公司，广州  510550)

[摘  要]  为研究温拌剂对改性沥青性能影响，采用SBS改性沥青，分别掺加Advera®添加剂和国产人工合成沸石制备温拌改

性沥青，研究三种温拌添加剂对沥青物理性能的影响。试验结果表明：添加温拌剂后SBS改性沥青的软化点均大于不添加温

拌剂的软化点，说明温拌添加剂能够提高沥青的高温稳定性；温拌剂使改性沥青变硬、稠度变大且抵抗变形的能力有所增

加；不同的温拌剂使得改性沥青的低温性能产生不同程度的下降；温拌剂对改性沥青布氏粘度影响很小甚至没影响。

[关键词]  温拌剂；改性沥青；沥青性能；粘度；软化点；针入度

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warm mix agent on the performance of modified asphalt

Zhang jiantong1, Li kai2, Wang lu3

(1.Shenzhen municipal engineering corp.,Shenzhen,518109; 2.Guangdong nanyue transportation investment construction co. ltd., 

Guangzhou,510101; 3.Guangdong hualu transportation technology co. LTD,Guangzhou,510550)

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the performance impact of warm mix agent on SBS modified asphalt, the warm mix agent of Advera® 

and synthetic zeolite were added to SBS modified asphalt in different contents. Three kinds of warm mix asphalt were analyzed for 

their Physical properti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fter adding warm mix agent SBS modified asphalt softening point greater than 

the softening point of warm mix without adding agents, indicating warm mix additives can improve the high temperature stability 

of asphalt; warm mix asphalt agent to harden, consistency ability to resist deformation becomes larger and increased; warm mix of 

different agents such low temperature performance of modified asphalt to produce different degrees of decline; warm mix asphalt 

material on the Brookfield viscosity of little or no impact.

Keywords: Warm mix agent; Modified asphalt; asphalt performance; Viscosity; Softening point; Penetration

0  引言

国内检验和评价沥青性能的技术指标体系中，

常用的是针入度指标体系，其主要指标有：针入

度、软化点、延度、闪点、溶解度、薄膜烘箱试验

（针入度比、质量变化、延度变化）、含蜡量和密

度等。由于针入度测试方法简单、仪器成本低廉、

操作方便、方法比较完善等因素，该方法作为我国

评定沥青性能的核心体系。

近些年，国内外学者对温拌再生技术进行了

一定研究与应用，主要集中于温拌再生沥青混合料

的沥青性能及路用性能[1-10]。温拌添加剂对沥青的

降粘效果与沥青性质有很大关系，不同沥青的化学

组分与温拌添加剂之间的相容性和配伍性也有很大

的差异。本文拟开展温拌剂对改性沥青性能影响研

究，采用SBS改性沥青，分别掺加Advera®添加剂和

国产人工合成沸石制备温拌改性沥青，研究两种温

拌添加剂对沥青物理性能的影响。主要通过测试其

软化点、延度、针入度，研究两种温拌添加剂对沥

青性能的影响。

1  试样制备与试验方法

1.1  SBS改性沥青

由于沥青和温拌剂的配伍性和相容性差异较

简 讯

《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发布

日前，住建部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GB50352-2019，该标准将从2019年10

月1日起正式实施。原2005版的《民用建筑设计通则》同时废止。

标准修编工作5年前开始，住建部于2015年7月发布了中间成果《民用建筑设计统一规范》（征求意见稿），

但并未正式发布。此次正式发布，更名为《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

标准修订的主要技术内容有：

1.增加了建筑设计体现地域文化、时代特色方面的要求。

2.修改和增加了部分术语。

3.将住宅建筑按层数分类的方式修改为按高度分类的方式。将建筑与环境的关系分为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两

个方面，增加标识系统要求。增加建筑模数和防灾避难方面的要求，删除建筑无障碍设施和停车空间等内容要

求。

4.将“城市规划对建筑的限定”改为“规划控制”，并突出规划控制的主要技术内容，增加了“城市设计”

和“建筑连接体”两个小节；将原“建筑密度、容积率和绿地率”并入“建筑基地”小节。

5.建筑布局增加有关文物古迹和古树名木的内容。增加了停车场设计规定。对原竖向设计进行了适当修正调

整，增加了地下建筑顶板的绿化工程的要求；对室外管线部分内容进行了修正调整。

6.对建筑物使用人数的确定原则做出规定，补充对地下室的相关要求。对设备层和避难层避难区外布置设备

用房增加了相关要求。增加了对室内公共厕所的服务半径要求。明确楼梯净宽度的概念，增加踏步防滑系数的要

求。增加了墙身隔声、防渗要求；增加了外墙外窗台防排水构造要求。增加了门窗、幕墙、防滑楼地面、吊顶的

要求。新增室内外装修材料的环保要求。增加了对既有建筑改造的要求。

7.增加了居住建筑卧室和起居室、医疗建筑、教育建筑的采光要求；增加了照明的数量和质量指标要求；对

人工照明环境也提出了要求。增加了防潮的内容，新增改善室内热环境的被动节能技术的相关要求。增加了声学

设计方面的内容。

8.调整了给水排水专业的技术内容。进一步明确了集中供暖的条件，增加既有建筑加装空调设备的要求。对

电气专业相关条款进行了完善、调整，增加了明敷接闪器的要求。补充了对燃气的有关要求。

建筑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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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为研究温拌剂对沥青性能的影响，本文对SBS

改性沥青掺入Advera®、LTA沸石、13X沸石温拌

剂，分析掺拌温拌剂前后的SBS改性沥青软化点、

延度、针入度和粘度的变化。SBS改性沥青各项指

标见表1。

指标 单位
SBS类（I-D）

试验方法（JTG E20-2011）
实验结果 施工规范技术要求

针入度（25℃，100g，5s） 0.1mm 46 30～60 T0604

针入度指数PI 0.51 ≮0 T0604

延度（5℃，5cm/min） cm 40 ≮20 T0605

软化点 ℃ 80.5 ≮60 T0606

闪点 ℃ 318 ≮230 T0611

溶解度 % 99.8 ≮99 T0607

存储稳定性 ℃ 1.5 ≯12

弹性恢复（25℃） % 98 ≮75 T0662

运动粘度 Pa·s 2.62 ≯3 T0310

薄膜加热TFOT

质量变化 % -0.11 ±1.0 T0610

延度（5℃，5cm/min） cm 26.7 ≮15 T0605

针入度比 % 86.3 ≮65 T0604

表1  SBS改性沥青试验结果

从表1可以看出，所选用的SBS温拌改性沥青常

规性能指标都满足《公路沥青路面施工技术规范》

（JTG F40-2004）的技术要求。

掺入温拌剂的沥青试样制备过程：沥青加热至

135℃，使用搅拌器低速搅拌；分别加入已称量好

的Advera®粉末、LTA沸石或13X沸石粉末至加热中

的SBS改性沥青中，并保持温度为135℃；低速搅拌

10-15  min，至Advera®、LTA沸石或13X沸石完全、

均匀熔入SBS改性沥青中；最后将添加温拌剂的SBS

改性沥青转移至小的容器中，参照《公路工程沥青

及沥青混合料试验规程》进行试验，分析温拌添加

剂对沥青性能的影响。

1.2  沥青温拌剂

图1是Advera®、LTA沸石及13X沸石温拌剂的

同步热分析。由图1可知，当温度在60℃至300℃之

间，结晶水释放量快速增长至稳定状态（温度超过

300℃后），由此可见，三种温拌剂的热稳定性是

一致的。而在温度为30℃至60℃时，结晶水释放量

较少（60℃时，LTA沸石的结晶水释放量为0.76%，

13X沸石的结晶水释放量为0.85%，Advera®的结晶

水释放量为0.64%）。温度为120℃时，LTA沸石的

结晶水释放量为5.1%，13X沸石的结晶水释放量为

6.4%，Advera®的结晶水释放量为4.6%，并能持续

一段时间，因此，三种温拌剂样品均满足结晶水释

放要求。

图1  隧道集水区域图

采取SEM电子显微镜对Advera®、LTA沸石以及

13X沸石温拌添加剂进行微观形貌观测，结果如图2

所示。

由图2可见，沸石类温拌剂大多数颗粒为规

则的正六面体，晶体生长良好，晶型边界清晰，

晶体均匀整齐，分散性能优良。通过激光粒度对

三种温拌剂进行测定可得如图3结果。LTA沸石与

(1) LTA沸石温拌剂  

(3) 13X沸石温拌剂 

(5) Advera®（美国）温拌剂

 (2) LTA沸石温拌剂（放大10000倍）

(4) 13X沸石温拌剂（放大10000倍）

(6) Advera®温拌剂（放大10000倍）

图2  三种沥青温拌剂及其微观结构

13X沸石、Advera®三种温拌剂的样品粒径分别为

0.8～3μm及0.8～6.4μm。由图3（1）和（2）可

知，Advera®样品粒径分布范围广，颗粒粒径含量

较为平均；而LTA沸石与13X沸石样品粒径分布范围

窄，细粒径颗粒含量多。

2  试验结果分析

2.1  温拌剂对沥青软化点的影响

沥青的软化点表示在一定的外力作用下，沥青

受热从固体或粘稠不易流动的物态转变为具有一定

流动能力的物态的温度，与路面发软变形的程度相

关联。沥青的高温稳定性常用软化点的高低进行评

价，软化点越高，沥青的高温稳定性越好。

温拌沥青的软化点试验结果如表2所示。由

表2可知，添加了三种温拌剂的SBS改性沥青，其

软化点都大于未添加温拌剂的软化点，其中添加

Advera®与LTA沸石温拌剂的SBS改性沥青软化点相

差不大，揭示了添加温拌剂可提高SBS改性沥青的

高温稳定性。

2.2  温拌剂对沥青针入度的影响

针入度能反映沥青的流变性能，实质上是测试

温度下沥青的稠度。温拌SBS改性沥青的针入度试

验是以标准针在一定负重、时间及温度条件下垂直

插入沥青的深度来表示，单位为0.1mm。其试验条

件为：温度为15℃、25℃、30℃，荷重为100±0.1 

g，时间为5s。温拌SBS改性沥青的针入度试验结果

如表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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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TA沸石   (2) 13X沸石 (3) Advera®温拌剂

图 3  三种温拌剂的粒度分布图

表2  温拌添加剂对沥青软化点的影响

表3  温拌添加剂对沥青针入度的影响

表4  温拌添加剂对沥青延度的影响

SBS改性沥青 未添加温拌剂 Advera® LTA沸石 13X沸石

软化点（℃） 80.5 81.3 81 80.7

SBS改性沥青

未添加温拌剂 Advera® LTA沸石 13X沸石

15℃针入度（0.1mm） 21 19 20 18

25℃针入度（0.1mm） 47 46 44 43

30℃针入度（0.1mm） 75 72 72 70

SBS改性沥青

未添加温拌剂 Advera® LTA沸石 13X沸石

5℃延度（cm） 40 34 33 31

由表3可知，在15℃、25℃、30℃下，掺加温

拌剂的SBS改性沥青的针入度值相较于未掺加温拌

剂的均减小，其中LTA沸石和13X沸石对应的SBS改

性沥青针入度接近掺加Advera®温拌剂SBS改性沥青

的针入度，表明温拌剂使得SBS改性沥青变硬、稠

度变大，意味着掺加温拌剂的SBS改性沥青的抗变

形能力有所增加。

2.3  温拌剂对沥青延度的影响

在一定温度及一定拉伸速度下，沥青拉伸至断

裂前的变形能力即沥青延度。目前国内外对沥青延

度指标的意义均有不同的看法，未提出更合理的替

代试验。一般认为，沥青的延度与沥青路面的使用

性能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尤其是较低温度时的延度

试验。温拌SBS改性沥青延度的试验条件为：测定

温度为10℃、5℃，拉伸速度为5cm/min。

温拌SBS改性沥青延度试验结果如表4所示。由

表4可知，温拌SBS改性沥青的延度值较未掺加温拌

剂的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掺加13X沸石温拌

剂对应的延度值下降最大，这表明温拌剂对改性沥

青的低温性能有一定程度上的影响。一般而言，延

度值大则沥青低温变形能力大，沥青路面低温下不

易开裂，因此选择合适的温拌剂掺量尤其重要。

2.4  温拌剂对沥青粘度的影响

粘度表征沥青抵抗流动变形的能力，是粘滞

性的一种性能参数。沥青是温度敏感性材料，其粘

度随温度的变化而改变。低温时表现为弹性状态，

随着温度的升高而逐渐呈现为粘弹性、粘塑性至流

体。因此，用粘度表征沥青的粘滞性，反映其不

同温度的性质。温拌沥青的粘度试验结果如表5所

示。

表5  不同温度下的埃索70#掺加不同温拌剂的布氏黏度

温度℃样品 90 100 110 120 130 140 150

埃索70#原样 6.25 3.092 1.59 0.8725 0.517 0.3194 0.2088

扭矩 % 50.0 37.2 31.8 34.9 20.7 23.0 16.7

`添加4.5%Advera   8.887 3.933 1.915 1.015 0.5817 0.3525 0.226

扭矩 % 71.1 47.2 38.3 40.0 34.9 28.2 22.5

`添加6%Advera 7.500 3.500 1.805 0.980 0.5771 0.3625 0.2325

扭矩 % 60.0 70.0 36.1 39.2 27.7 17.4 18.6

`添加4.5%LTA沸石 9.038 3.990 1.960 1.038 0.595 0.360 0.230

扭矩 % 72.2 79.8 39.2 41.5 23.8 21.6 18.4

`添加6%LTA沸石 9.313 4.125 2.010 1.065 0.61 0.3683 0.235

扭矩 % 74.5 49.5 40.2 42.6 24.4 22.1 18.8

`添加4.5%13X沸石 8.825 3.925 1.905 1.013 0.5771 0.350 0.2237

扭矩 % 70.6 47.1 38.1 40.4 27.7 16.8 18.0

`添加6%13X沸石 6.275 3.050 1.625 0.8775 0.5187 0.3271 0.2088

扭矩 % 50.2 36.6 19.5 35.1 24.9 15.7 16.7

在试验温度130℃、140℃、150℃下，掺加不

同含量温拌剂的沥青布氏粘度的变化趋势如图4所

示。由表5和图4可知，随着试验温度的升高，沥青

原样的布氏粘度不断减小，且温拌剂掺量对布氏粘

度的影响不明显，因此可得出温拌剂的掺加量对沥

青布氏粘度影响很小。

图4  埃索70#添加不同厂家、不同含

量沸石后，不同温度的布氏黏度趋势

3  结论

(1)Advera®、LTA沸石和13X沸石温拌剂对SBS

改性沥青的软化点均大于未添加温拌剂的软化点，

说明这三种温拌剂能够提高沥青的高温稳定性，同

时，这三种温拌剂对改性沥青软化点影响差别不

大。

(2)温拌剂使SBS改性沥青的5℃延度值都有不

同程度的下降，13X沸石的下降的程度最大。

(3)鉴于温拌剂对SBS改性沥青的针入度影响，

掺加温拌剂的改性SBS沥青变硬、稠度变大且抵抗

变形的能力有所增加。

(3)温拌剂对基质沥青布氏粘度影响很小，因

此，鉴于温拌剂对改性沥青的影响，选择合适的温

拌剂种类及掺量尤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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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研究 

预应力UHPC大悬臂盖梁适用性研究

李有志1，李立峰2 
（1.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518034；2.湖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长沙 410082）

[摘  要]  对预应力UHPC大悬臂盖梁进行了有限元分析，利用Midas Civil和ABAQUS软件对一片预应力UHPC大悬臂盖梁进行了

承载能力极限状态的抗弯计算、正常使用极限状态的应力和变形计算。参考法国UHPC规范，计算了结构的抗剪强度，揭示了

预应力UHPC大悬臂盖梁相比于传统盖梁的设计优势。研究结果表明：预应力UHPC大悬臂盖梁设计时，提高其内部挖空率，能

有效减轻盖梁自重40%左右，减少混凝土的使用，符合国家绿色环保理念。

[关键词]  UHPC；大悬臂；预应力盖梁；受力性能；适用性

Research on the applicability of prestressed UHPC large-cantilevered bent cap

Li Youzhi1, Li Lifeng2

(1.Shenzhen Tagen<Group>Co.Ltd., Shenzhen, 518034;2.College of Civil Engineering,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410082)

Abstract: The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is used for a prestressed UHPC large-cantilevered bent cap, using the commercial software 

MIDAS and ABAQUS to calculate the limit state of bearing capacity of bending on prestressed UHPC large-cantilevered bent cap,and 

calcite the stress and deformation limit state, to the French UHPC Code of the structure of shear calculation. The design advantage 

reveals the prestressed UHPC large-cantilevered bent cap compared to traditional coping.The results shows that the design of the 

prestressed UHPC large-cantilevered bent cap can improve its internal hollow rate, thus effectively reduce 40 percent of the weight, and 

reduce the use of concrete, which can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national green environment protection idea. 

Keywords: UHPC; large-cantilevered; prestressed bent cap; mechanical behaviors; applicability

0  概述

超高性能混凝土（Ultra-high  Performance 

Concrete，UHPC）具有超高抗压和抗拉强度、超高

韧性、超高耐久性等突出优点，可大幅减小结构尺

寸、降低结构自重，且水胶比低，显著降低水泥用

量，降低CO2的排放。以上诸多优点使UHPC材料技术

成为我国桥梁发展的一个新方向，在桥梁工程中开

始得到广泛应用。UHPC材料通过蒸汽养护可以获得

更好的力学性能，因而可以与预制拼装的施工方法

相结合。为探求UHPC更为广泛的应用途径，本文将

UHPC材料推广到全预制桥梁盖梁结构中。

盖梁是桥梁结构中的受力部件，起着连接上、

下部结构的重要作用，它承受着上部结构的恒载及

主梁传递给它的活载效应，并将这些荷载传递给桥

墩和基础。为了兼顾桥梁的周边环境和施工速度，

设计大悬臂内部挖空率大的盖梁，是一种很好的施

工方案：大悬臂盖梁能减少桥墩的数量，保证下部

空间有足够的行车宽度和视野；大挖空率盖梁减轻

了盖梁的自重，顺利实现盖梁一次吊装，加快了施

工速度。然而，大悬臂和大挖空率的盖梁设计利用

普通混凝土是难以实现的，其原因是：普通混凝土

挖空率过大的盖梁很难有足够的承载力抵御上部结

构的荷载；大挖空率盖梁容易导致混凝土开裂，使

得抗裂验算不能通过；普通混凝土盖梁还极易发生

漏水、钢筋锈蚀等耐久性问题。因此，要达到施工

和设计要求，需要选用抗拉和抗压强度大的混凝土

简 讯

建筑工人实名制落地加快建筑业改革步伐

随着《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施行，建筑业正式进入了工人实名制时

代。该文件终结了建筑业多年来基层从业人员“千人一面，面面相同”的历史，一线员工开始进入“产业工人”

序列。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都是影响深远的大事件。

建筑业拥有从业人员5000余万人，是我国仅次于制造业的第二大劳动用工行业。受制于行业用工体制，在过

去的几十年中，我国建筑业基层从业人员不仅总体素质提升缓慢，而且基本权益往往得不到保障。当前，多数青

年不愿再从事建筑业，劳动力断档问题突出；多数总承包企业不愿储备自有劳务人员，大批技术工人辗转各个工

地，始终没有归属感；劳务用工制度改革推进缓慢，劳务分包企业短期难以退出市场……这是建筑产业进一步发

展面临的现实障碍之一。而破除这些障碍的关键，在于解决建筑工人特别是农民工的“身份”问题。简单来说，

要让农民工变成产业工人，首要问题不是提升其能力，而是助其脱掉“农民工”外衣，使其融入城市，拥有与制

造业工人一样的社会地位。

在《管理办法》中，大量篇幅都是关于保障建筑工人权益的，如强调依法签订劳动合同、进行基本安全培

训、按月足额发放工资和畅通维权渠道等。这说明，农民工权益保障机制将进一步建立，建筑劳务市场乱象将逐

步得到遏制，行业未来发展环境将持续向好。

实行建筑工人实名制，是国家和行业主管部门全力推动的，但归根结底，这也是最符合企业转型发展要求

的，是企业向现代化管理转型的重要举措之一。

专家认为，以往建筑业的粗放式发展是“全方位”的，不仅表现为生产方式的落后，更体现在管理理念、改革

意识的落后。在建筑工人实名制试点期间，一些企业因认识不足、重视不够，往往以管理人员缺乏和资金不足等为

借口，没有将实名制落到实处，已经在全行业转型的大趋势下落了下风，为进一步改革埋下了隐患。企业应当认识

到，建筑工人实名制改革，是建筑业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一环，企业对此项改革的“抗拒”，实质上是领导者陷入

既定思考模式、固守粗放发展模式的外在表现。而实质上，实名制不仅能保护建筑工人的利益，同时也能够保护企

业的合法权益、提升项目管理水平、打造企业品牌形象，是向现代化企业转型的必经之途，企业不可短视。

在前期试点过程中，将建筑工人实名制贯彻得最彻底的，是多数央企和一部分具有超前意识的民营建筑业企

业，这些企业已经在转型发展中取得了先机，为迎接新一轮发展机遇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国家和行业主管部门对于如何推动建筑产业工人队伍建设、如何加快推进建筑业高质量发展有着清醒的认

识、有着清晰的战略布局。

从全行业发展角度来看，建筑工人实名制改革，是建立新时代产业工人队伍的关键举措；而产业工人队伍的建设，

则是打造“中国建造”品牌的重要根基。因此，建筑工人实名制改革落地对于建筑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而随着这项改革的推进，全国建筑工人管理服务信息平台数据将与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实现对

接，为行业实现从粗放式管理向精细化管理的跨越提供坚实的支撑，为行业实现规范化发展奠定基础。

中国建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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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因此，将UHPC材料推广到大悬臂和大挖空率

盖梁中，有极高的工程价值。

本文利用Midas  Civil和ABAQUS有限元软件，

建立UHPC盖梁模型，计算分析盖梁的内力和应力特

性，并且对其进行承载能力极限状态的抗弯计算、

正常使用极限状态的应力和变形计算；参考法国

UHPC规范，对结构进行抗剪计算；并与传统混凝土

盖梁进行比较，讨论其适用性。

1  预应力UHPC大悬臂盖梁概况

1.1  总体概况

UHPC盖梁总体布置如图1所示。UHPC盖梁为变

截面大悬臂预应力UHPC结构，顶面设置2%横坡，盖

梁上部布置11个支座，支座处均设置了横隔板。

具体尺寸如下：UHPC盖梁全长25.3m，两悬臂

长均9.15m；顶板最大宽度为2.006m；底板最大宽

度为2.2m；两侧悬臂端部高1.008m，纯弯段跨中处

梁高2.12m。顶板厚度均为0.25m；底板厚度标准段

为0.25m，悬臂根部加厚段为0.45m；腹板厚度标准

段为0.2m，悬臂根部加厚段为0.32m；桥墩柱中心

距为5.4m，桥墩柱处为1.6×1.6m方形截面。UHPC

盖梁预应力体系采用缓粘结预应力钢绞线1×19S

型，缓粘结预应力筋可通过缓粘结剂的固化实现预

应力筋与混凝土之间从无粘结逐渐过渡到有粘效

果。预应力筋布置情况为：顶板等间距布置9根顶

板束、间距0.2m。两侧腹板各布置5根预应力筋腹

板束，两端锚固位置处预应力筋中心距为0.15m，

预应力筋无平弯。

UHPC盖梁为薄壁多横隔板箱型结构，采用工厂

整片预制而成，然后现场一次吊装到位。由图1可

知，该盖梁挖空率极高，较普通混凝土结构可减轻

盖梁自重40%以上，可减少施工难度，加快桥梁施

工速度。

图1  预应力UHPC盖梁立面图
表1 UHPC材料性能1.2  UHPC材料特性

UHPC是一种高强度、高韧性、第孔隙率的超高

强水泥基材料。它的基本配制原理是：通过提高组

分的细度与活性，不适用粗骨料，使材料内部的缺

陷（孔隙与微裂缝）减到最少，已获得超高强度与

高耐久性。

UHPC典型材料配比（水泥、硅灰、石英粉、石

英砂、减水剂的质量比）为1：0.25：0.3：1.1：

0.025，其中水胶比为0.18～0.22，钢纤维体积掺

量为1%～3%。材料加水拌和并经凝结硬化后，形成

一种具有高抗弯强度、高韧性及高耐久性的水泥基

复合材料。

参考法国和瑞士UHPC规程，对UHPC的材料性能

进行取值，基本力学性能测试结果如表1所示。

2  UHPC盖梁有限元模型

2.1  杆系有限元模型

为验证UHPC大悬臂盖梁是否能够通过承载力极

限状态的抗弯强度验算、正常使用极限状态的应力

和抗剪强度验算，本文建立了UHPC盖梁的Midas杆

系有限元模型，如图2所示。

材料参数 参数值（单位：MPa）

弹性模量 45000

立方体抗压强度 160

棱柱体抗压强度 96

抗折强度 24

图2  UHPC盖梁杆系有限元模型

建立计算模型时，将轮廓为六边形的空心断面简

化为四边形的空心断面。荷载工况均按照实典型受力

工况进行计算，其中横隔板按照集中荷载进行考虑。

边界条按照《公路桥规》选取，《公路桥规》

对于盖梁两种计算图式的选取与盖梁跟桥墩柱线刚

度（EI/L）比有关，规定当桥墩柱线刚度比大于5

时，双柱式墩台盖梁可按照简支梁计算。而实际盖

梁的刚度与桥墩柱的刚度比要比5大，故计算选取

的边界条件为简支。

盖梁杆系模型计算采用空间梁单元，跨径布置

为9.6+5.4+9.6m，分别定义截面特性和材料特性。根

据设计图纸中的结构布置和结构尺寸，取结构进行有

限元分析，全桥模型划分为29个节点，26个单元。

2.2  实体有限元模型

根据已有研究成果，ABAQUS软件提供的混凝土

损伤塑性模型（CDP）能很好地模拟混凝土构件的受

力变形性能。本文采用ABAQUS软件建立实体有限元模

型，对盖梁的抗弯、抗剪性能进行非线性分析。

力及应力分析3部分。频遇组合考虑的荷载有：一

期、二期恒载、护栏荷载、预应力、整体温度荷

载、梯度温度荷载以及汽车荷载等，其频遇组合

向下的分析如图4所示。由计算结果可知，盖梁

在频遇组合情况下，最大弯矩出现在悬臂根部，

为-24880.8kNm；最大轴力也出现在悬臂根部，

为-11111.6kN（压力）；最大剪力出现在悬臂根部

附近，为-6425.7kN；最大位移出现在悬臂端部，

为下挠25.3mm。全盖梁顶缘最大应力为18.71MPa

（拉应力），全盖梁底缘最大应力为-29.76MPa

（压应力）。悬臂根部顶缘应力为18.71MPa，悬臂

根底部应力-27.14MPa。

由计算可知，底缘压应力小于设计值，在成

桥状态盖梁满足设计要求。而顶缘拉应力虽然大于

设计值，但通过后续抗裂计算可知，尽管顶缘拉

应力超过了抗拉强度设计值，但裂缝宽度并未达到

0.05mm，不影响其使用性能。

图3  UHPC盖梁实体有限元模型

图4  频遇组合计算结果

采用ABAQUS建立非线性有限元三维实体分析

模型，由于模型较大，为提高计算效率，根据结构

的对称性，建立二分之一结构模型。其中，UHPC采

用十节点四面体单元（C3D10）模拟，垫块采用八

节点减缩积分单元（C3D8R）模拟，模型网格大小

分别为10cm和5cm，支座垫块利用绑定约束（tie）

与主梁实体连接；普通钢筋和预应力钢筋采用三维

两节点线性杆单元（T3D2）模拟，采用嵌入约束

（embedded）将钢筋骨架与UHPC实体进行连接。

由此建立的试验梁有限元分析模型如图3所示。由

于模型内部变截面箱室十分复杂，网格划分十分困

难，故对整个模型采用自由化网格划分，整个模型

均采用四面体单元进行模拟。

3 计算结果分析

3.1 杆系模型分析结果

预应力UHPC盖梁的计算结果包括：位移、内

（c）顶板应力图

3.2 实体模型分析结果

对图1所示盖梁建立缩尺计算模型，模型与实

体线尺度比例为1:2，对模型端部垫块进行抗弯分

析，对由端部起第三个垫块进行抗剪分析，计算结

果分别如图5、图6所示。

抗弯模型荷载-位移曲线如图5所示，由图可以

看出，试验曲线较为理想，可将整个过程大致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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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抗剪分析荷载-位移曲线

平，而且桥梁在施工时无噪声、无粉尘，减少了施

工对周边居民的影响，同时也加强了对周边环境的

保护。

目前，国内现有全预制装配式桥梁技术，在上

部结构和桥墩结构等方面已成熟并大量推广应用，

极大地提高了市政工程施工速度及质量、效益显

著。但城市桥梁盖梁的装配化难题一直没有解决，

主因是盖梁重量过大，可达200～400吨，造成运

输不便和安装困难，如果盖梁现浇，则占据桥下过

宽的路幅，对现有道路通行造成严重影响，因而盖

梁的装配化成为制约装配式桥梁发展的主要技术瓶

颈。

本文通过计算与分析可知，将UHPC材料应用于

盖梁结构，既能满足承载能力的要求，耐久性也比

普通混凝土更为优秀，且减轻了盖梁自重，方便施

工。综合分析，预应力UHPC大悬臂盖梁在现阶段规

范设计荷载下适用性满足要求。

5  结论及建议

通过对预应力UHPC大悬臂盖梁进行有限元计算

和适用性分析，得到结论与建议如下：

（1）将UHPC材料应用于盖梁结构，可以增大

盖梁的挖空率，能有效减少盖梁自重（减少40%左

右），从而减少施工难度、增加施工速度。

（2）UHPC材料具有超强的材料性能以及耐久

性，将其应用于盖梁可以避免产生普通混凝土盖梁

的开裂、钢筋锈蚀等耐久性问题。

（3）预应力UHPC盖梁可采用薄壁结构，其抗

弯、抗剪承载力均能满足设计要求，且计算的裂缝

宽度不超过0.05mm，满足规范要求。

预应力UHPC大悬臂盖梁的理论计算与实际性能

还需要更深入的研究与应用，从而推动预应力UHPC

大悬臂盖梁的发展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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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四个阶段：加载初期，荷载与加载点处的位移呈

正比例线性增长的线弹性阶段；随着裂缝产生，梁

刚度下降，不断有微小裂缝产生的弥散开裂阶段；

荷载进一步增加，裂缝逐渐扩展增大的裂缝开展阶

段；最后是随着主裂缝的产生，荷载略微下降然后

发生破坏的持荷破坏阶段。模型与实体的抗弯承载

力的相似比为1:8，可以得到原盖梁的抗弯承载为

76032 kN·m，远大于抗弯设计值39044 kN·m。

抗剪模型加载点处的荷载-位移曲线如图6所

示，曲线呈三个阶段变化。UHPC开裂前，荷载-

位移曲线呈线性变化且位移增加相对较小；开裂

后至达到峰值荷载前，随着梁刚度的降低，位移

增幅逐渐变大，此阶段的荷载-位移曲线仍接近线

性；随后荷载-位移曲线进入下降段，梁的位移幅

度较大，显示出较好的延性。模型与实体的抗剪承

载力的相似比为1:4，得到原盖梁的抗剪承载力为

12808kN，大于抗剪设计值9472kN。

4  适用性分析

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带来了一系列的

问题，用地面积紧张、交通拥堵是其中比较突出的

问题。为了缓解日益突出的城市交通问题，城市路

桥建设的需求量不断增加，预制拼装技术被广泛采

用。这种施工工艺不仅可以大大降低桥梁施工对城

市日常交通的影响，提升城市高架桥工程的技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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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废弃物再生集料振动水密回填技术应用研究

范璐璐1，涂亮亮1，刘忠1，陈建友1，刘刚2

(1.深圳市市政工程总公司，深圳 518109；2.武汉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武汉 430070)

[摘  要]  通过对罗湖棚改房屋拆除所产生建筑废弃物再生集料进行性能检测，其各项指标均满足相关再生规范的技术要

求。室内的膨胀性试验表明在不同压实度下的再生回填料膨胀均不大，说明将其用于管沟和基坑回填在理论上是可行的。采

用室内箱体模拟振动水密回填施工技术并依托市政项目进行试验段铺筑，对比传统的分层填筑分层压实的施工方法，结果表

明振动水密技术可将回填分层厚度提高至1.2～1.5m，压实度可达95%以上，且在实际施工中还可通过增加振捣次数、延长振

捣时间及减少振点间距等方法进一步控制和改善回填质量。因此，该施工工艺可以提高回填压实度，节省工期，降低工程造

价，具有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和广泛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  建筑废弃物；再生细集料；振动水密工艺；基坑回填

Study on the vibration of watertight filling method applied to construction waste recycled materials

Fan Lulu1; Tu Liangliang1; Liu Zhong1; Cen Jianyou1; Liu Gang2

(1.Shenzhen Municipal Engineering Corp., Shenzhen, 518109; 2.School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430070)

Abstract:  Based on the performance test of the recycled aggregate produced by the demolition of Luohu shed, the resulted indicated 

that all the indexes can meet the technical requirements of the relevant recycling regulations. The dilatability test in laboratory shows 

that the recycled fi llers under different compaction have little expansion, which means that it is theoretically feasible to use it in the 

backfi lling of pit and pipe trench. The self-made tank was adopted to simulate the vibration of watertight fi lling test and the testing road 

was paved relying on the municipal project.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layered fi lling method, the result showed that the vibration of 

watertight fi lling method can increase the thickness of backfi ll layer to 1.2~1.5 meter, and the compaction degree can reach more than 

95%. In the actual construction, the backfi ll quality can be further controlled and improved by increasing vibration times, extending 

vibration time and reducing vibration point spacing. Therefore, this method of fi lling can improve the degree of backfi ll compaction, 

save duration and reduce the project cost, and has signifi cant social and economic benefi ts and a wide range of application.

Keywords:  construction waste; recycled fi ne aggregate; vibration of watertight fi lling method; backfi ll of pit

0  前言

深圳市罗湖棚户区改造项目130万方建筑物拆

除产生大量的建筑废弃物，若是简单堆放或填埋，

将消耗大量的征用土地费、垃圾清运费等建设经

费，同时处理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遗撒、粉尘和

灰砂飞扬等问题，不仅影响城市环境、浪费土地

资源，还会造成巨大的能源和资源的浪费[1-2]。因

此，需要对建筑废弃物进行除杂、破碎、筛分处理

的基础上，研究再生集料的资源化综合利用方向。

由于棚户区大部分是村民自建房，所采用的混

凝土和砖质量相差较远，加之年代久远，砖已部分

风化，拆除的过程中不能有效分离砖和混凝土，经

图5  抗弯分析荷载-位移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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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处理后建筑废弃物再生集料往往棱角多、表面

粗糙，加上破碎过程中因损伤累积造成大量的微裂

纹，与天然矿石集料相比，再生集料自身存在空隙

率大、吸水率高、堆积密度小、压碎值高等特点[3-

5]。因此，有必要对建筑废弃物再生集料的各项性

能指标进行检测，依据相关再生规范的要求，确定

再生集料进行实体工程应用的可行性。

当前针对基坑及管沟回填的施工，由于受场地

和工作面的限制多数情况下无法使用大型机械，现

有技术通常是采用分层填筑分层压实的施工工艺。

该方法分层厚度不宜过大，造成施工效率较低，且

往往难以达到规范和设计对压实度的要求，使得后

期易出现沉降、空鼓等质量问题，造成经济损失和

质量投诉[6-7]。因此，基于以上的现状和背景，本

课题采用振动水密法对建筑废弃物再生集料基坑和

管沟回填的施工工艺进行研究，依托实体工程进行

试验段铺筑并评价其使用效果。

1  建筑废弃物再生集料来源及处理工艺

本课题依托罗湖棚户区改造项目，采用维特

根公司的克莱曼移动破碎机进行生产，该移动破碎

设备能够对建筑废弃物进行第一现场破碎，不需要

将物料运离现场再破碎、处理，极大降低了运输费

用。该设备采用先进的反击破技术，可通过调整出

料口尺寸及板锤的转速，使得破碎出来的再生集料

颗粒形状较好[8]。

在实际生产过程中，首先进行人工分拣，去除

大块的木材、玻璃、塑料及生活垃圾等杂质，然后

经移动破碎机的磁选设备，分离钢筋和铁屑，并通

过水洗去除部分的泥浆，再进行破碎和筛分。通过

控制筛网尺寸，可生产制备不同规格的再生集料，

对于过程中产生的超粒径碎石颗粒通过返回装置重

新进行破碎和筛分，具体的工艺流程如图1所示。

2  建筑废弃物再生料的性能

2.1  再生集料级配

针对深圳市罗湖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拆除产

生的建筑废弃物，采用克莱曼移动破碎机进行破碎

和筛分处理，基于生产效率和工程进度及再生产

品应用需求等层面的考虑，并结合以往废弃处理的

相关工程经验，选用9.5mm、22mm和31.5mm三个规

格的筛网，将再生集料分为0～10mm、10～20mm及

20～30mm三档，分别取代表性样品进行室内筛分检

测，其级配试验结果如表1所示。

图1  建筑废弃物再生集料生产工艺流程图

表1  建筑废弃物再生集料的筛分结果

表2  罗湖棚改建筑废弃物再生粗骨料的物理性能

筛孔尺寸 37.5 31.5 26.5 19 16 13.2 9.5 4.75 2.36 1.18 0.6 0.3 0.15 0.075

0～10mm - - - - - 100 98.1 70.9 50.0 36.6 26.4 15.8 10.0 6.5

10～20mm - - 100 89.5 63.7 37.7 5.5 2.7 1.4 - - - 1.4 0.3

20～30mm 100 100 76.8 10.1 4.4 2.1 0.6 0.6 0.4 - - - 0.4 0.4

2.2  再生集料物理性能

对罗湖棚改项目再生骨料取样进行常规物理性

能指标检测，试验结果如表2所示。压碎值是再生

骨料强度的重要指标，为了保证建筑废弃物再生骨

料的应用性能，要求其具有一定的强度，由于在拆

除的过程中不能有效分离砖和混凝土，从表2的检

测结果可以看出再生集料的压碎值、吸水率及密度

等几项指标不满足现行规范《公路路面基层施工技

术实施细则》（JTG/T  F20-2015）的要求，但各项

指标符合相关再生基层规范[9-11]的技术要求。

2.3   再生回填料的物理性能

细集料的砂当量是细集料路用性能的重要指

标，反映细集料中所含的土或杂质的含量，以评定

集料的洁净程度[12-13]。本课题对罗湖棚改项目破碎

的再生细集料进行多次取样试验检测，砂当量试验

结果如表3所示，可以看出再生细集料的砂当量满

检测内容 检测结果 规范要求 再生规范要求 试验方法

压碎值/% 34.7 ≤30 ≤45 T0316

密度/(g/cm3)

10-20mm
表观密度 2.498 ≥2.500 ≥2.250 T0304

毛体积密度 2.246 / /

20-30mm
表观密度 2.480 ≥2.500 ≥2.250

毛体积密度 2.254 / /

吸水率/%
10-20mm 4.50 ≤3.0 ≤8.0 T0304

20-30mm 4.05 ≤3.0 ≤8.0

含泥量/%
10-20mm 1.2 ≤2.0 ≤3.0 T0310

20-30mm 0.8

杂质含量/%
10-20mm 2.6 / ≤1.0 T0313

20-30mm 1.6

针片状含量/%
10-20mm 15.1 ≤20 ≤20 T0312

20-30mm 10.5

足现行国家标准的要求，而相关地方再生标准仅要 求细集料的砂当量指标大于40。

序号 试样重(g) 絮状物和沉淀物总高度(mm) 试样沉淀物高度(mm) 砂当量(%) 平均值（%） 技术要求(%)

1 123.5 139 91 65 64 ＞60

2 123.5 146 92 63

表3　罗湖棚改建筑废弃物再生细集料的砂当量检测结果

表4  罗湖棚改建筑废弃物再生细集料的液塑限检测结果

细集料的许多力学特性和变形参数均与塑性

指数有密切的关系[14]，取代表性样品，烘干后过

0.5mm的筛，取0.5mm筛下的试样采用联合测定仪进

行测定，检测结果如表4所示。从表4可以看出，本

课题所采用的再生细集料液限略大于28%，塑性指

数小于7%，因此属于低液限砂性土。

项目 计算结果 入土深度

液限  WL 28.4% (h=20mm)

塑限  WP 21.5% (h=7mm)

塑性指数  IP=WL-WP 6.9%

用过程中造成二次污染的问题，本课题取代表性再

生集料送江苏省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中心进行污染性

指标检测，检测结果如表5所示。从表5可以看出，

所检项目中有机物含量符合《建设用卵石、碎石》

（GB/T  14685-2011）[15]的技术要求，硫化物及硫

酸盐（以SO3质量计）符合上述标准中Ⅰ类的技术

要求，放射性符合《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 

（GB 6556-2010[16]中主题材料的技术要求。

3  再生细集料在基坑及管沟回填中的应用

3.1  再生细集料的击实试验

本课题采用重型击实法测定再生细集料

的最佳含水率和最大干密度，击实筒规格为

φ152×120mm，击实层数为3层，击实次数为98次/

层。对棚改0～10mm再生集料进行标准击实试验及

平行试验，试验结果如表6所示。

根据两次击实试验得到的数据绘制含水率和

干密度的关系曲线，如图2所示。由图可以看出试

2.4  污染性检测

由于建筑废弃物来源较复杂，为避免再生利

 建筑废弃物 

人工分选 

移动破碎机 

磁选、水洗 

筛分 

各档再生集料 

木材、塑料、钢筋及生活垃圾 

铁屑、钢筋、泥浆等杂质 

超粒径碎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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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干密度随加水率的增加呈现先增大后减小的规

律。这是由于试样含水量较低时，内摩擦力较大，

试样不易被压实，而随含水量的增加，水膜的润滑

作用有效降低了颗粒之间的摩擦力，在击实功力的

作用下使试样得到压实，当达到最佳含水率时，增

大加水率将导致孔隙体积变大，干密度反而降低，

甚至会出现“弹簧土”现象。最终得到棚改再生

细集料的最大干密度为1.710g/cm3，最佳含水率为

14.8%。

度的基础上，结合市政项目管沟回填中对压实度的

要求，分别按最大干密度的85%、93%及96%成型三

种不同压实度的试件，架好百分表，将百分表初读

数调整至归零，置于水槽中并注水至高出试筒顶面

以上约25mm，浸泡4昼夜后，读取最终的百分表读

数，试验结果如表7所示。

检测项目 技术要求 检测结果 检测依据

有机物 合格 合格
GB/T 14685-2011

硫化物及硫酸盐 ≤0.5（I类）；≤1.0（II类） 0.12

放射性

内照射指数（IRe） ≤1.0 0.2 GB 6566-2010

外照射指数（Iy） ≤1.0 0.4

表5  建筑废弃物再生集料的污染性检测

表6  棚改破碎再生细集料击实试验结果

表8  棚改破碎再生细集料采用分层填筑压实度检测结果

加水率（%）
第一次试验结果 第二次试验结果

湿密度(g/cm3) 干密度（g/cm3） 含水率（%） 湿密度（g/cm3） 干密度（g/cm3） 含水率（%）

8.0 1.819 1.649 10.3 1.655 1.655 10.3

10.0 1.668 1.668 11.5 1.672 1.672 11.6

12.0 1.703 1.703 13.3 1.697 1.697 13.2

14.0 1.713 1.713 15.1 1.706 1.706 15.3

16.0 1.698 1.698 17.7 1.695 1.695 17.7

图2  建筑废弃物再生集料干密度与含水率的关系曲线图

图4  棚改再生细集料振动水密回填室内试验

图3  管沟回填分层填筑分层压实工艺

表7  棚改破碎再生细集料在不同压实度下的膨胀性检测结果

3.2  再生细集料的膨胀性

为了避免再生细集料在回填应用中发生不均

匀沉降，验证再生细集料的稳定性，参考土工承载

比（CBR）试验方法，对棚改再生细集料进行膨胀

性检测。在击实试验得到的最佳含水率和最大干密

试件压实度(%)
百分表初读数
（0.01mm）

百分表终读数
（0.01mm）

试验前后变化值
（0.01mm）

85 0.0 2.0 2.0

93 0.0 3.3 3.3

96 0.0 4.1 4.1

从表7可以看出，随压实度的增大，泡水前后

百分表读数呈现逐渐增大的趋势，说明试件的膨胀

率在增大。这是由于试件的压实度越大，试样的干

密度也就越大，单位体积内细集料颗粒越多，吸收

的水分也越多，因此膨胀量也越大[17]。但总体而

言，棚改再生细集料泡水后的膨胀率均不大，说明

再生细集料的稳定性良好，将其用于基坑及管沟回

填在理论上是可行的。

3.3  传统的分层回填压实工艺

现有主流的基坑回填技术是采用压实或者夯实

的方法，分层填筑、分层夯实、分层检测，且每层

的厚度一般为30cm左右，分层厚度过大时，很难保

证压实度符合要求，因此，回填效率较低。本课题

依托深圳市龙华管网项目，采用分层填筑工艺进行

基坑和管沟回填，由于作业面较窄，无法采用大型

机械进行压实，实际施工中采用平板夯进行夯实，

如图3所示。

施工前先配合机械进行清底、整平等工作，

控制棚改再生回填料含水率在最佳含水率附近，回

填时由管道两侧向管底均匀填筑，每层厚度不超过

30cm，基坑两侧标高差距不能太大，防止出现挤歪

的情况，较长管沟内部需进行支撑，回填为了有效

的防止管道的移动，需要进行人工夯实，待平板夯

逐层夯实完成后采用罐砂法进行压实度检测，试验

结果如表8所示。

市政道路管沟回填压实度技术要求通常为：管

顶上方0.5m以下不低于85%，胸腔部分不低于95%。

由表8可以看出，采用分层填筑工艺压实度仍有局

部回填料的压实度没有达到95%的要求，说明施工

过程中仍需加强质量控制。

序号 含水率（%） 压实厚度（cm） 干密度（g/cm3） 压实度（%） 平均值（%）

1 14.7 29.1 1.617 94.6

95.2

2 13.4 27.4 1.645 96.2

3 12.6 29.5 1.594 93.2

4 14.0 26.6 1.652 96.6

5 14.5 28.9 1.621 94.8

6 12.9 28.4 1.633 95.5

3.4  再生细集料振动水密回填

3.4.1  振动水密回填法室内模拟试验

振动水密技术是将水灌入再生集料的表面，

利用其润滑作用，有效减小颗粒间的内摩擦力，在

振捣期间水的带动作用下，小颗粒填充到大颗粒的

缝隙间，从而达到提高压实度的作用[18-19]。本文采

用自制的1.5×0.8×1.0m箱体模拟振动回填水密

试验，如图4所示。将棚改再生细集料按一定的松

铺厚度摊铺，加水饱和，用插入式振动棒振动，每

30～40cm停留30～45s，振捣2遍，确保填料饱和密

实。待填料沉降之后，第二次加入回填料至超高，

采用同样的方法再振捣一遍，去除表面的浮渣并整

平，打开箱体底部的泄水阀排出多余的水，待表面

无积水，达到一定的干燥程度，采用罐砂法检测回

填料的压实度。本文对比了棚改再生集料0～10mm

和新购0～5mm石粉振动水密工艺下的回填效果，试

验结果如表9所示。

从表9可以看出，采用振动水密回填技术可以

充分满足各工程部位对压实度的技术要求。另外，

在同种密实工艺下，再生回填料的压实度小于新购

石粉的压实度，这是由于棚改再生细集料的吸水率

较大，在振动水密过程中吸收较多的水分，占据了

部分空隙，相比新购石粉较难压实，但仍可以满足

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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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含水率（%） 湿密度（g/cm3） 干密度（g/cm3） 压实度（%） 平均值（%）

棚改再生料
0～10mm

1 11.6  1.807 1.619  94.7 

95.6
2 11.9  1.821 1.628  95.2 

3 11.4  1.832 1.644  96.1 

4 12.3  1.853 1.650  96.5 

新购石粉
0～5mm

1 7.97  2.286 2.118  97.5 

97.1
2 7.13  2.279 2.127  97.9 

3 7.27  2.236 2.084  95.9 

4 7.62  2.249 2.090  96.2 

项目 含水率（%） 湿密度（g/cm3） 干密度（g/cm3） 压实度（%） 平均值（%）

棚改再生料

1 10.5  1.806 1.634  95.6 

95.72 12.1  1.827 1.630  95.1 

3 9.1  1.792 1.643  96.1 

表9  棚改破碎再生细集料与新购石粉室内振动水密试验压实度检测结果 表10  棚改破碎再生细集料振动水密回填技术试验段压实度检测结果

3.4.2  振动水密回填试验段铺筑

在室内模拟试验的基础上，依托深圳市龙华

管网项目进行振动水密回填试验段的铺筑，如图

5所示。现场施工前先清理基底，去除淤泥和杂

质，并设置侧向排水的盲沟，将棚改再生回填料

按1.2～1.5m的厚度进行分层填筑，在整平的基

础上注水饱和至没过表面，将振动棒插入到填料

表面、中部和底部依次振捣，每次移动的距离为

30～40cm，振捣时间30～45s，来回振捣两遍保证

充分密实不漏振，具体施工工艺流程如图6所示。

每层振捣完成后，待表面无积水且干燥到一定

程度，采用罐砂法进行该层压实度检测，检测结果如

表10所示，可以看出压实度基本都符合设计要求。与

传统的分层填筑工艺相比，该技术显著提高了回填料

的压实度。因此，具有广泛的推广应用前景。

4  效益分析

4.1  技术效益

鉴于当前很多工地基坑回填工作面狭窄，严重

限制了大型机械设备的使用，因此，易出现回填料

压实度不足、不均匀沉降以及路面开裂、空鼓等病

害，甚至还会造成地下管线的破坏等问题。而采用

振动水密技术进行回填可以有效避免上述问题，提

高了管沟和坑回填的效率，可使压实度满足设计和

规范要求，具有施工可操作性强、效率高、质量易

控制等优点。在实际施工过程中还可通过增加振捣

次数、延长振捣时间及减少振点间间距等措施进一

步控制回填质量。

4.2  经济社会效益

（1）循环利用，绿色环保。对建筑废弃物再

生材料的综合利用，可以缓解城市更新所产生建废

的处理压力，节约建设建筑垃圾受纳场站的土地空

间，间接推动城市发展；同时可以减少对天然砂石

的开采，缓解资源日益匮乏的现状以及对生态环境

改造路面恢复过程中基坑回填，大型机械无法使

用，小型机械施工难以保证压实度满足设计要求的

现状，采用振动水密施工工艺利用振捣棒对再生回

填料在饱水状态下振捣密实，可有效提高回填压实

度，避免后期沉降问题。

（4）提高施工效率，节省工期。与现有技术相

比，振动水密回填技术可以使分层厚度大幅度增加，突

破相关规范对厚度的限制，分层厚度可达1.2～1.5m，

显著提高管沟及基坑回填效率，有利于节省工期，减少

因施工对交通的影响，可较快的开放交通。

5  结论

通过对棚改再生回填料的一系列室内检测、模

拟试验以及在市政工程基坑和管沟回填中的应用研

究，可得到以下结论：

（1）建筑废弃物再生集料主要是砖混混合物，

具有表面孔隙多、密度小、吸水率大、强度低等特

点，各项指标均满足当前相关再生规范的技术要求。

（2）击实试验表明棚改再生回填料的最大干

密度为1.710g/cm3，最佳含水率为14.8%；膨胀性

试验表明不同压实度下再生回填料的膨胀率均不

大，说明棚改再生回填料稳定性良好，将其用于基

坑及管沟回填在理论上是可行的。

（3）传统的分层填筑分层压实工艺，回填效

率较低且局部压实度难以满足设计要求，而采用振

动水密法回填工艺可使分层厚度达到1.2～1.5m，

压实度达95%以上，显著的提高了施工效率和施工

质量，应用效果良好。在实际施工过程中可通过增

加振捣次数、延长振捣时间及减少振点间距等方法

进一步控制回填质量。

（4）采用振动水密回填技术对棚改再生料进

行循环利用，在节省工期、降低工程造价的同时，

可以有效保证施工压实度，减少对矿石的开采和对

生态环境的破坏，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显著，具有

广泛的推广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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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破坏等问题。

（2）节约工程成本。一方面可以节省大量建

筑废弃物清运和处理的费用，另一方面，采用建筑

废弃物再生细集料作为回填材料，与新购石粉、中

粗砂等相比，可使材料成本降低50%以上。

（3）提高施工质量。针对当前城市地下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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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湖“二线插花地”棚户区改造项目抗浮设计分析

彭晓钢1，汪洋2，郑双明2，吴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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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对罗湖棚改项目不同抗浮方案的技术经济效益综合分析，阐述了碎石盲沟疏排水降压抗浮方案在该项目

中技术合理性，在节约工期、减少投资方面的优势。碎石盲沟疏排水系统主要由碎石盲沟疏水系统、出水排水系统、监测系

统、侧壁封闭措施组成，是一项节能环保的技术，可供类似场地存在高差的退台式项目参考。

[关键词]  抗浮设计；降压抗浮；碎石盲沟；疏排水系统

Analysis of anti-floating design in renovation of  "Second Line Enclaves " Shantytowns in Luohu

Peng Xiaogang1, Wang Yang2, Zheng Shuangming2, Wu Jie2

(1. Shenzhen Tagen<Group>Co.Ltd., Shenzhen, 518034;2.Shenzhen Tagen Penggai Invenstment Development Co. Ltd., 

Shenzhen,518019)

Abstract: By making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technical and economic benefits of different anti-floating schemes in Luohu 

shanty towns rebuilding project, this paper states that the blind ditch of debris drainage anti-fl oating scheme has obvious advantages in 

technical rationality, saving construction period and reducing investment. The blind ditch of debris drainage system mainly consists of 

gravel blind ditch drainage system, effl uent drainage system, monitoring system and side wall closure measures. It is an energy-saving 

and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which can be used as a reference for similar projects with height difference.

Keywords: anti-fl oating design; pressure reduction and anti-fl oating; blind ditch of debris; drainage

0  工程概况

深圳市罗湖“二线插花地”棚户区改造项目位

于罗湖区与龙岗区交界处，项目依山而建，高低错

落，地形北高南低，局部地块东高西低。室外地面依

山体走势形成高差，同时地下室也随山体形成错台布

置。项目总占地面积约为45万平米，其中木棉岭片区

（总平面如图1所示）占地面积约为26万平米，布心

片区（总平面如图2所示）占地面积约为19万平米。

项目总建筑面积约为230万平米，地上计容建筑面积

约为150万平米。项目地下室层数为5-7层，住宅塔楼

高度为140m～150m。项目含保障性住房、安置房、中

小学学校、幼儿园、社康服务中心、市政道路等。

1  水文地质条件

项目场地地层主要为第四系地层及侏罗系凝

灰质砂岩。基坑底地层主要为中风化、微风化凝灰

质砂岩。局部为块状强风化，基坑底距离基岩面

较浅。基坑侧壁地层主要为人工填土、残积粉质黏

土、全风化凝灰质砂岩、土状强风化、块状强风

化、中风化、微风化凝灰质砂岩。

项目场地地貌属剥蚀残丘，整体地势北高南

低，高差较大，场地地表水系不发育。雨季时，雨

水自北向南漫流，汇集后流入市政雨水管道中。

场区地下水类型为潜水、基岩裂隙水。潜水主

要赋存于第四系地层中，主要受大气降水补给，水

位变化因季节而异。基岩裂隙水主要赋存于块状强

风化～中风化带中，土状强风化岩含水弱，富水性

差，块状强风化岩风化带内风化裂隙较密集，裂隙

贯通性较好，中风化岩的导水性和富水性主要受节

图1  木棉岭片区总平面图[1]

图2  布心片区总平面图[1] 图3  抗浮水位取值示意

理裂隙控制，具各向异性，主要受大气降水及上层

地下水的补给。场地内地下水顺地势径流，地下水

的排泄途径主要是蒸发和径流[2]。

2  抗浮设计初步方案

本文以典型地块木棉岭02、03地块为例介绍

项目抗浮设计。木棉岭02、03占地面积约4.8万平

米，其地下室连为一体，疏排水设计时作为整体考

虑。地块周边室外地面最大高差为17m，地下室底

板最大高差为18m。

地勘建议抗浮设防水位按场平后周边道路标高

以下1.0m考虑。项目所在场地沿南北、东西向均有

较大高差，抗浮水位参照的周边道路标高应取何处

较难确定。初步计算时采取的取值的方案为通过室

外地面高点与低点的连线取双向水头大值，再根据

地下室底板标高分区域按高值确定水头，如图3所

示。同时，考虑地下室面积较大，地坑底部局部存

在碎裂岩，且项目基坑背靠山体，可能会出现地下

室中部区域存在水头压力，局部水压力高于周边的

可能，在结构抗浮设计时应保留适当的富余。

本项目基底基本为岩石，不适宜采用抗拔桩。

设置于中、微风化岩的锚杆可提供较大的抗拔力，

较适用于本项目高水头的情况，初步设计时采用设

置抗拔锚杆作为抗浮措施。采用前文所述的梯度水

头对抗拔锚杆进行了初步计算，由于项目本身地下

室层数较多,水头较高，如木棉岭02地块，局部水

头达21m，对于8m×8m的标准跨，采用直径300mm锚

杆，承载力取700kPa，需要按2m×2m间距满布，锚

杆入岩长度11m，若局部存在强风化时，锚杆的总

长度会更长，整个地块预估锚杆数量约1600根。

3  抗浮方案优化

抗拔锚杆作为常规的抗浮措施，工艺较成熟，

但由于本项目依山而建设计水头较高，导致抗拔锚杆

数量太多，不利于底板施工，且施工过程中需穿插锚

杆施工及检测对工期影响较大。同时，尽管锚杆已经

满布，但单根锚杆的承载力需求依然很高，使得锚杆

筋不得不采用钢绞线或高精螺纹钢，其节点锚固的处

理较为复杂，存在一定的质量隐患风险。

针对存在上述的问题，天健棚改公司多次组织

勘察、设计单位与岩土、水文、地质、结构专家进

行研讨，针对项目场地天然存在高差的特点，提出

了采用疏排水降压抗浮的设计方案。降压抗浮即利

用导水系统将地下室底板下方的地下水与市政管网

连通，降低地下室抗浮水位，减小甚至消除对地下

结构物的影响。同时可以解决抗浮水位取值困难和

抗浮设计困难两个难题。在降压抗浮的方案中，对

内排水与外排水方案及不同的疏排水方式进行了对

比研究。

3.1  内排水与外排水方案比较

疏排水降压抗浮方案的排水方式有内排水、外

排水两种类型。内排水方案是在地下室底板设置与

底板下疏水系统连通的集水井，地下水进入集水井

后再通过水泵抽排出地下室，该种方案的优点是可

a  平面图

b  1-1剖面抗浮水位取值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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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采用疏排水方案时抗浮水位取值

图5  静水压力释放带布置图

使地下水位位于底板下，但是需要设置排水能力足

够的水泵持续抽排。外排水方案是在地下室外墙外

设置出水口，出水口靠近周边市政道路低点与市政

排水管连通，利用高差自然溢流，此时的抗浮水位

为出水口的标高。

内排水方案可以最大程度上的降低抗浮水位，

减少项目建设时的一次性投入，但需要后期的水泵

运营和物业管理费用的持续投入。外排水方案需局

部结合抗拔锚杆抗浮，但其排水方式为自然溢流[3]，

后期维护成本低。综合考虑水泵抽排的安全性、物

业运维的能力、综合投入等因素，最终采取了外排

水方案。采用外排水方案后抗浮水位取值详图4。

预计可以达到200～300kPa，对于局部不能满足筏

板承载力时需在计算和设计上采取措施；静水压力

释放带的压缩模量较大，厚度较小，对基础承载力

的影响几乎可忽略。对于受压后的渗透性问题，相

关研究表明，碎石粒径为20mm-50mm的碎石盲沟，

夯实前后的渗透系数比值为1.15，对渗透系数有一

定影响但影响不大[5]，设计时对此因素予以考虑即

可。疏排水材料在在受压时的变形较小对渗透性的

影响可忽略。

静水压力释放带排水系统采用CMC作为疏水

层，CMC为一种特殊塑化材料，耐酸碱及腐蚀，具

有较好的过滤性、透水性，主要铺设区域材料厚度

约10mm。静水压力释放带排水系统中，在每一柱跨

中间设置两米宽静水压力释放带，沿场地周边设置

四米宽的静水压力释放带，布置图详图5。

3.2  碎石疏水层与静水压力释放带方案比较

疏排水降压抗浮有碎石疏排水系统与静水压力

释放带排水系统两种方案。其中碎石疏排水系统采

用在底板下需铺设碎石层作为疏水措施，静水压力

释放带排水系统采用在底板下需铺设静水压力释放

带作为疏水措施[4]。

对于碎石疏排水方案，若采用满铺碎石的方

案，需在除塔楼范围和下柱墩以外的全部区域满铺

500mm厚碎石，挖方量较大，且大部分为石方，需

爆破，本项目处于市区，对爆破作业有诸多要求，

会增加项目的不确定性。基于对方案的优化，提出

了采用碎石盲沟代替满铺碎石疏水层的做法，将原

来满铺的碎石垫层用碎石盲沟代替，在碎石盲沟的

底部设置排水盲管以提高排水能力，此时大部分区

域只需在一个柱跨内设置一条碎石盲沟，开挖方量

会大大减少。

对于疏排水方案，由于地基局部存在强风化，

设计时需将整个底板作为筏板设计，而作为疏水层

的碎石及静水压力释放带夹于基础与持力层之间，

是否会影响地基的承载力及变形？且若碎石压实

后、静水压力释放带受压后是否会对其的渗透性能

有影响？

对于承载力的问题，碎石在压实后的承载力

结合场地实际情况与抗浮设计需求，本项目

疏排水设计控制水位为周边道路最低点处标高以下

1m，抗浮设计中地下室底板标高低于周边道路最低

点标高时，按抗浮水头降至道路最低点以下1m考

虑，该部分抗浮措施采用抗浮锚杆。

3.3  综合经济技术对比

对各方案中影响最直接的锚杆、土石方、疏水

层的综合对比详表1。

可见，相比方案2、3、4，方案1锚杆量较大，

仅锚杆部分就需增加10个月单位工时，且还需考虑

锚杆检测的时间，同时锚杆筋数量较多也不便于底

板施工；本项目处于市区，对于爆破有较严格的要

求，且部分区域距居民区较近只能采取静爆，成本

较高、且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相比方案3，经优

化后的方案2可减少40%石方开挖及回填；方案4的

优点在于不需要石方开挖及回填，施工方便，节约

工期，但成本较高，同时CMC材料为专利产品存在

一定的技术风险。另外，在方案2、3、4中由于高

标高底板的水位降低，在结构底板自身就可以节省

大量成本,保守估计仅木棉岭03地块的底板较方案1

可节省约400万。综合来看木棉岭02、03两个地块

采用方案2时可较方案1节约成本610万,节省10个

月锚杆施工的单位工时。据此推算，当采用方案2

时，整个罗湖棚改项目至少可节约投资5500万。

本项目基底多为中、微风化岩，地质条件较

好，岩层透水性较低，主要可能透水层是岩石裂隙

带，且是坡地建筑，采用疏排水方案是适宜的。最

终，综合考虑技术合理性、工期、成本及风险可控

性等因素，选择了碎石盲沟疏排水系统+抗浮锚杆

作为本项目的抗浮措施。

4  碎石盲沟疏排水系统

碎石盲沟疏排水系统布置如图6所示，主要由

碎石盲沟疏水系统、出水排水系统（含应急排水系

统）、监测系统、侧壁封闭措施组成。

4cm～5cm的碎石铺，整个盲沟外侧用土工布包裹，

同时盲沟内埋设1或2根外包土工布的成品复合土工

排水管。不同标高台地高差处，由于回填区域上方

有结构基础、底板，该区域不宜全采用碎石回填，

采用300mm直径的HPDE管连通，管的根数由计算确

定。

盲沟施工次序为：开挖基坑--开挖盲沟（图

8）--施工抗浮锚杆（若有）--铺设针刺土工布--

施工碎石盲沟（图9）--铺设经编土工布--铺设隔

水膜--施工垫层--施工底板；

其中针刺土工布作为反滤层，在底部及两侧

沟壁铺设，并预留顶部覆盖所需的土工织物，针刺

土工布两侧紧贴边墙和坑壁铺设，并采取措施防

止上部填料回填施工和沉降使土工布错动，并满足

保土、透水、防於堵的要求。疏排水系统为隐蔽工

程，应加强施工过程质量控制，采取措施保证排水

通道的畅通，尤其时在雨季施工时，要防止冲刷的

表1  抗浮方案综合对比表

抗浮方案 锚杆数量 土石方及疏水层 合计(万元) 备注

方案1 仅抗浮锚杆
1600根Φ300mm锚杆入

岩11m综合造价约700w
- 700

考虑锚杆锚固底板不
宜太薄

方案2
碎石盲沟疏排水系统+

抗浮锚杆

600根Φ200mm锚杆入
岩5m综合造价约90w

0.8w方挖方及碎石填
方综合造价约400w

490

高标高台地的底板甚
至可以忽略抗浮水位的
影响，对于岩层地基区
域可按构造底板设计

方案3
碎石层疏排水系统+抗

浮锚杆
1.3w方挖方及碎石填

方综合造价约650w
740

方案4
静水压力释放带疏排

水系统+抗浮锚杆
1.2w平静水压力释放

带综合造价约1200w
1290

图6  木棉岭02、03地块疏排水平面布置图

4.1  碎石盲沟疏水系统

地下水通过底板以下的碎石盲沟实现互连互

通，形成连通器，汇集、导流结构底板面以下的

地下水。在地下室底板下避开结构基础的位置设

梯形盲沟，大样图如图7所示，盲沟内充填直径为

图7  盲沟大样图

a  主盲沟大样图   b  次盲沟大样图

泥沙堵塞盲沟。

4.2  出水排水系统

出水排水系统含自溢出水口、景观用水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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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盲沟沟槽开挖

图10  出水口详图

图9  碎石盲沟回填

图11  应急排水口

沟的一端水管开花眼并用针刺土工布包裹。

施工时排水盲沟与各类井交接处、集水井进水口

处，应采取有效的连接措施防止碎石、砂进入井中。

4.3  监测系统及监测

在监测系统安装完成前人工监测，使用阶段采

用自动化监测，接入自动监控室和自动报警系统，

监测时间从基础底板完成、出水系统及固定渗流压

监测系统设置完成后开始监测。监测内容为出水系

统功能运作情况监测、水位监测、底板下水头压力

监测，监测点做法详图12。

监测期间若遭遇水头压力或水位观测值异常，

则应采取处理措施，并于处理完成后每周应监测一

次，不得少于一个月。之后恢复原设计频率。使用

年限内遇有主体结构周边环境有较大变化，造成地

下水水位急剧变化时，必须及时测定一次。

4.4  侧壁封闭措施

疏排水系统的目的是疏排地下水，应防止地

表水下渗，以防暴雨季节地表水下灌导致水头高于

图12  水压监测点

原设计水位，因此需对整个基坑周边进行封闭。基

坑支护侧壁采取旋喷桩或咬合桩止水，地下室侧壁

以外的基坑回填材料采用掺6%水泥的粘土，并按规

范要求的密实度压实。考虑到在施工过程中可能存

在由于空间限制或操作不规范导致压实系数达不到

规范要求的情况，为保险起见，上部在距离基坑顶

一定距离的位置设置250mm厚C20钢筋混凝土覆盖封

闭，以确保密封性。

5  结论

本项目基底存在不同标高的台地，建成后场地

周边为坡地，且基底多为中、微风化岩石，尤其适

宜采用疏排水降压抗浮方案。该方案技术合理，且

缩短了工期、降低了工程造价，具备良好的综合经

济效益。

6  建议

（1）疏排水降压抗浮方案可作为基底为岩石

的退台式坡地建筑优选的抗浮方案之一。

（2）建筑方案阶段综合考虑结构抗浮设计、

土石方量等因素更利于疏排水系统发挥作用和减少

土石方的开挖量，可通过调整不同标高台地地下室

面积的配比来增加低水头地下室的面积。 

（3）疏排水降压抗浮方案宜优先采用利用重

力自溢排水的方案，可减少对抽排设备安全性、物

业运维能力等不确定因素的依赖，采用机械抽排时

应确保设备的抽排能力有足够的安全系数。

（4）疏排水系统为隐蔽工程，应严格把控各

环节的施工质量，尤其是在底部有锚杆的区域需根

据实际情况安排合理的施工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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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监测点做法一  b  监测点做法二 
应急排水口。

4.2.1  自溢出水口

通过疏水系统疏导的地下水通过自溢排水口

排至市政排水系统，出水口是整个疏排水系统的咽

喉。本项目采用自溢外排水的方式，利用的地势的

高差，在地势较低处设置自溢出水口。本项目除在

较低处设置出水口外，还根据场地的具体情况设置

了另外3个备用出水口。（如图10所示）

出水口位置均设置检查井，每个位置除设置3

根主出水主管外还设置一根出地面的备用出水管，

为防止出现市政管网水倒灌，出水管均设置止逆

阀。同时，出水管顶端均设置出地面的排气阀，排

气阀处需设滤网盖。

4.2.2  景观用水接口

本项目在地下室内设置景观用水蓄水池，与疏

排水排水系统连接，当需要时可开启阀门蓄水以作

为景观用水。在应急情况下也可使用景观水池闸阀

辅助排水，在景观水池闸阀上接排水软管到临时集

水点后再集中抽排出地下室。

4.2.3  应急排水口

作为应急情况的处理措施，在地下室设置了

应急排水口（如图11所示），应急排水口的位置结

合集水井位置设置，当监测系统发现地下水位异常

或逼近警戒值时，即开启应急排水口将水排致集水

井，再通过抽排设备排至市政排水系统。应急排水

口的出水管与其临近的碎石盲沟相连，深入碎石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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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湖“二线插花地”棚户区改造中
儿童友好型社区建设的探讨 

汪洋，林煜龙
(深圳市天健棚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深圳 518019)

[摘  要]  为推进罗湖宜居城区建设、提升城市人文精神，罗湖区提出在“二线插花地”棚户区改造中率先探索儿童友好型

社区建设的理念，并致力于将该项目打造成儿童能够安全地玩耍、友善交往以及观察和学习的场所，营造出满足人民美好生

活需要的幸福社区。罗湖儿童友好型社区建设可以成为罗湖改善城市治理、探索新时期人本城市建设理念的有力支撑。

[关键词]  儿童友好；罗湖棚改；公共活动空间

Discussion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ldren-Friendly Community in renovation of "Second Line Enclaves " 
Shantytowns in Luohu

Wang Yang, Lin Yulong
（Shenzhen Tagen Penggai Invenstment Development Co. Ltd., Shenzhen, 518019）

Abstract: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livable urban areas in Luohu and enhance the humanistic spirit of the city, Luohu 

District proposes to take the lead in exploring the concept of child-friendly community construction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second-

line flower arrangement land" shanty towns, and strives to build the project into a place where children can play safely, communicate 

amicably, observe and learn, and create a happy community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people for a better life. The construction of 

children-friendly community in Luohu can be a strong support for improving urban governance and exploring the concept of humanistic 

urban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children friendly; Lohu shed reform; public activity space

0  前言

在“深圳速度”向“深圳效率”转型背景下，

深圳开始率先探索实践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相适应

的城市治理思路，市政府将“建设儿童友好型城

市”纳入《深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

年发展规划纲要》，发布了深圳市建设儿童友好型

城市战略规划和行动计划。罗湖区积极响应深圳市

儿童友好型城市建设，并于2017年9月开始启动研

究罗湖儿童友好型城区建设。为推进罗湖宜居城区

建设、提升城市人文精神，罗湖区提出在“二线插

花地”棚户区改造中率先探索儿童友好型社区建设

的理念，通过规划引领、建设实施、指引保障、管

理运营等创新探索，在实现“民心工程”的同时，

营造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幸福社区。罗湖棚改

项目作为全国棚改第一难，儿童友好型社区建设可

以成为罗湖改善城市治理、提升城市人文关怀的示

范工程。

1  罗湖棚改项目现状

罗湖“二线插花地”位于罗湖区和龙岗区的

交界处，是特区管理线与行政区划线不一致形成的

管理“真空地带”，项目片区属于地质灾害“多

发区”、安全隐患“高危区”及旧城改造“难点

图1  罗湖“二线插花地”原状图

区”。很多房子都被建在“房在上，坡在下”的危

险边坡上，地质灾害、建筑质量、消防、治安、交

通等安全隐患相互叠加，根据罗湖区有关部门委托

第三方专业机构对“二线插花地”公共安全进行专

项评估，消防安全隐患高危等级达到100%。

罗湖“二线插花地”棚户区改造项目规划建

设范围包括木棉岭和布心两个片区，总用地面积

45.23万平方米。改造采取全部拆除重建的方式进

行，对危险边坡隐患点进行彻底治理，从根本上消

除安全问题。

2  儿童友好型社区建设内容

罗湖棚改项目采取“政府主导＋国企服务＋三

房建设（即安置房、保障房、人才房）”棚改新模

式，按照彻底解决片区突出公共安全问题、全面完

善片区公共配套设施、整体提升片区居住品质、大

幅提高片区民众幸福指数的要求，力图打造“国际

化人居环境示范社区” 、“儿童友好型社区”、

“绿色生态型社区”。

在具体儿童友好型理念落实中，罗湖棚改参考

国际儿童友好社区优秀案例，多层面、多角度的进

行线上线下的全龄化儿童友好型社区环境的营造。

项目充分研究了棚户区儿童人口构成和不同年龄段

儿童的差异化行为特征及其对活动场所的规模、功

能等需求，并针对高密度城区中儿童出行安全、活

动场所不足、品质不佳等问题，从全年龄段的户外

儿童游戏空间、普惠趣味的室内儿童公共空间、安

全便捷的儿童步行路径和舒适友好的公共服务设施

四个方面，致力于将棚改区打造成为一个儿童能够

安全地玩耍、与朋友交往，以及观察和学习别人活

动的场所。

2.1  全年龄段的户外儿童游戏空间

国际儿童权利公约将儿童界定为18岁以下的任

何人，在结合国内外相关实践经验，罗湖棚改项目

将打造国内首个全年龄段儿童友好型社区，儿童室

外活动场地专属面积约10000平方米，室外公共空

间前所未有的达到了幼儿人均0.9平米，根据不同

年龄儿童的行为习惯和成长需求将儿童室外活动场

地分为三类：

0-5岁的幼儿活动场地：该年龄段的活动空间

充分结合儿童好奇心和群体性的心理特点，场地设

计多以动物为主题,  利用趣味性的设计完成属于

儿童的邻里空间，设有沙坑、戏水广场、秋千、树

屋、涂鸦墙等设施，让孩子充分接触自然。

6-12岁学龄儿童活动场地：学龄儿童具有一

定的运动技巧和自控能力，根据这一特点，项目在

B05地块建设有大象主题的活动空间，其中有摇摇

乐、打击乐器、大象器械等智力型、体能型设施，

并设有洗手池、看护座椅、婴儿车停车位等，在保

证安全的同时增强环境与人的互动性。

13-17岁的青少年体育运动场：青少年孩子具

有激情、活力，喜欢结伴和竞技，根据其特点，活

动场地设置了攀岩墙、秋千、蹦蹦床、平衡木等设

施，为来到这里的孩子留下美好的记忆。

木棉岭和布心两个片区每个地块都尽量布置三

个满足三种年龄段的场地，罗湖棚改将在每一个集

中的活动场设计主题乐园，进而提高活动环境的识

别度和与家长互动的便捷性。

2.2  普惠趣味的室内儿童公共空间

本项目在室内公共空间方面，非常重视儿童友

好社区理念的建设。为解决社区缺乏儿童独立室内

空间的问题，项目在各个地块都规划了舒适多样的

室内活动空间。规范设计有兼具社区儿童图书室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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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户外儿童游戏空间规划图

图4  儿童步行路径规划图

图3  室内儿童公共空间示意图

能的四点半学校，为放学后的学生，提供阅读、学

习、活动聚会的共享空间。项目充分利用架空层，

打造儿童议事空间，为儿童提供举行会议、培训、

开展活动等功能的议事场所，锻炼儿童的主人翁意

识。为满足幼儿的亲子时间，片区内还设置了儿童

室内游戏空间，包括儿童绘画室、涂鸦区、乐高游

戏室等，极大的丰富了社区内儿童的生活。

2.3  安全便捷的儿童步行路径

项目设置了安全便捷的儿童专属路径，利用社

区内部道路, 串联住宅、中小学、幼儿园、社康医

院及其他活动场地，儿童可通过友好步道，途经彩

色斑马线、风雨连廊、交通型友好步道、过街天桥

等到达目的地。在儿童行走过程中，家长还可以通

过“街道眼”，观察孩子的实时位置，充分保障儿

童出行安全，既解决了儿童安全出行的问题，也可

激发儿童独立出行的乐趣。

2.4  舒适友好的公共服务设施

项目从社区、学校、社康、图书馆等多个方

面规划了儿童公共服务设施，为社区儿童提供专业

化、高质量的综合性、普惠性服务。儿童可在社

区的游泳馆学习游泳，在学校屋顶花园进行交流和

教育。社康中心专门设置了儿童专属医疗空间，为

儿童创建乐于接受的医疗环境；不同的诊疗空间被

赋予了不同的色彩与主题，每个空间内还搭配了自

己专属的背景音乐，再搭配为每个空间专门定制的

壁纸与家具，为儿童提供更加自在，愉快的就诊环

境。在棚改展示中心提供采光良好的儿童活动区

域，营造使儿童能够独立安全游览的环境，提供丰

富多样的互动体验式儿童游戏项目。除此之外，布

心片区还规划一处面积约2000平方米的社区农场，

能让儿童能够充分接触大自然。

图5  公共服务设施示意图

3  儿童友好型社区建设意义

儿童是城市公共开放空间最为频繁的使用者，

在开放空间共同玩耍是儿童健康发育的先决条件。

在罗湖儿童人口占比高达33.4%的现实背景下，儿

童已经成为城市发展不能忽视的一部分，项目的落

地可以成为解决儿童对美好生活需要与现状空间资

源配置不平衡矛盾的重要抓手，探索出一条罗湖

新时代的城市治理的新思路。罗湖棚改儿童友好型

社区建设可给儿童提供多样的空间体验，满足儿童

成长过程中的生理与心理需求，促进儿童社会化发

展。儿童作为社会的纽带，可以改变现代社区文化

中“邻里闭户，互不叨扰”的现状，进一步改善社

区人文生态环境，促进社区和谐，有助于将罗湖棚

改区打造成为“国际化人居环境示范社区”。此

外，基于儿童友好的棚改营造理念创新及形成的儿

童友好型社区建设标准，对国内棚改项目的人居环

境提升具有重要示范意义。

4  结语

罗湖区是改革开放的先行者，儿童友好的罗

湖也必将给城区的二次腾飞和发展带来更强的竞争

力。儿童友好是人才归属的基础保障，儿童友好

将优化社区人文生态环境和社会人际关系，儿童友

好将在空间层面优化城市体验、提升城市空间的人

流、增强城市活力。罗湖区在本次棚户区改造存量

开发中充分考虑儿童的需求，在高密度的城市发展

中为儿童预留天性释放的空间和场所，这将成为全

市儿童友好型社区建设的示范案例。

儿童友好型社区建设，是实现更大理念的儿童

友好城市的关键。而儿童友好城市，则是全球现代

城市为适应代表人类未来的儿童需求所做出的积极

尝试。城市发展通过系统化地打造与自然结合的点

空间和关注儿童上学安全的线空间，逐步编织起一

个面向儿童的城市空间网络，进而形成特殊的城市

空间层面，并最终实现真正的、可见的儿童友好城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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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讯

武汉青山长江大桥主桥钢箱梁合龙

2019年5月，武汉青山长江大桥主桥钢箱梁合龙施工顺利完成，实现全桥贯通。

武汉青山长江大桥主桥设计为主跨938m双塔双索面全飘浮体系斜拉桥，桥面总宽48m，是目前长江上最宽的

桥梁。大桥中跨为钢箱梁，标准节段长15m，采用节段整体吊装悬臂架设的施工方案，由桥塔墩向跨中方向逐步

进行架设，最大吊重约为468t。此次合龙段的钢梁重达350t，长11.45m，宽48m。

武汉青山长江大桥主跨共架设钢梁节段125节，分别从南、北两岸桥塔开始，一边架设、焊接梁段，一边张

拉、安装斜拉索，同步对称向江中延伸。钢梁架设施工克服了桥梁悬臂大、梁体宽受自然温度和风雨影响敏感等

不利因素造成的困难，实现了大桥零误差合龙。

世界桥梁杂志

国内最大最重跨公铁双线转体桥成功转体

2019年4月2日凌晨，由广东省交通集团投资建设、中铁四局承建的汕（头）湛（江）高速公路惠州至清远段

（简称惠清高速）北江特大桥跨京广铁路、国道G240转体桥成功转体。据了解，该转体桥为国内最大最重高速公

路跨铁路、公路双线转体连续梁，该转体也是广东省最重的转体梁。

广东省路桥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介绍，惠清高速北江特大桥跨越京广铁路、国道G240转体桥由其所属单位广东惠清高

速公路有限公司承建，全长100米，相当于25层楼高，重14000吨，相当于1万辆小汽车的重量，桥面宽33米。该转体梁采

用（56+56）米“T”构连续梁转体跨越，与铁路、公路轴线交叉角度为87°，转动角度为顺时针转动87°。

凌晨1时30分，跨越京广铁路、国道G240双线，全长100米，桥面宽33米，重达14000吨的北江特大桥转体梁

以每分钟0．02弧度的速度顺时针方向缓缓转动。现场工作人员实时监控转动情况，根据转盘上布置刻度、编

号，转体梁安装速度传感器和摄像头，实时监控和调整转体速度，有效地保证转体精确合拢对位。

经过70分钟的紧张施工，汕湛高速公路惠清高速公路北江特大桥跨京广铁路、国道G240转体桥顺时针转动

87°，成功转体。

京广铁路是纵贯南北的交通大动脉，平均每5分钟就有一趟列车通过，国道G240是广东省内重要交通要道，

交通繁忙。因此，为了最大限度减少施工对既有铁路、公路运营的干扰，建设单位决定对北江特大桥采用转体桥

设计方案。

“转体梁施工原理是利用千斤顶推动桥墩底部的球铰转盘而带动梁体转动，最终通过转体就位实现跨铁路施

工。”北江特大桥转体桥主体通过利用铁路、公路之间的空间作为施工场地，采用转体桥工艺，一次性转体，转

体成功后无需再到铁路线上方进行混凝土浇筑施工，最大限度减少对周边交通的干扰，极大降低施工安全风险，

充分体现惠清高速绿色环保建设理念。

北江特大桥转体梁采用大节段支架现浇进行施工，安全、质量控制标准严，线型、精度控制施工难度大，对

箱梁施工中支架验收、预拱度设置、监控量测、沉降变形观测、混凝土配合比和坍落度、张拉压浆进行严格监

控，采用一天中温度最低时段进行浇筑，防止合龙段出现裂缝，确保转体桥的球铰安装、牵引系统、支座反力系

统、转体梁体施工等各环节施工顺利完成。

“转体梁的原理就像推磨盘，在桥墩上装个转盘，利用千斤顶推着桥转动，这次转体梁施工利用京广铁路

110分钟‘天窗期’，通过转体前称重配重、试转、正式转体，用时70分钟完成北江特大桥转体连续梁施工，为

惠清高速全线建成通车奠定了基础。”

央广网

将工程总承包作为提升核心竞争力战略选择
——从《征求意见稿》谈建筑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现实路径

日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联合发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

包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这也是继2017年之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第二次就该

办法征求意见。这一方面说明国家对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迫切要求，另一方面也表明国家推动工程建设项目组织

实施方式改革的决心。

鉴于国家推进工程总承包发展的力度、速度，如果业界没有更多意见，该管理办法很快将变成正式部门规

章，成为指导建筑业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利器”。当此之时，认真研读征求意见稿，对于行业企业实现进一步高

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对比2017年版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强化了哪些要求、放松了哪些规定、界定了哪些责任，是业内人士最关心的。

细化发包要求　收紧准入条件

在发包阶段和条件方面，征求意见稿相比2017年管理办法更加细化：企业投资项目应当在核准或备案后，进

行工程总承包项目发包。政府投资项目原则上应当在初步设计审批完成后进行工程总承包项目发包；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简化报批文件和审批程序的政府投资项目，应当在完成投资决策审批后进行工程总承包项目发包。对企业

投资项目和政府投资项目发包分别作出规定，有利于不同性质项目的顺利推进。

关于工程总承包单位条件，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政府投资项目的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

文件编制单位及其评估单位，不得成为该项目的工程总承包单位；工程总承包项目的代建单位、项目管理单位、

监理单位、造价咨询单位、招标代理单位，不得同时作为该项目的工程总承包单位。也就是说，除了设计单位和

施工单位，上述这些单位要么只能作为工程总承包单位，要么只能从事资质规定内的具体业务，不能同时兼顾。

放宽适用范围　合理确定价格

对于工程总承包方式的适用项目，此次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装配式建筑原则上采用工程总承包方式。鼓励

政府投资项目采用工程总承包方式”，删除了“建设单位应当根据工程项目的规模和复杂程度等合理选择建设项

目组织实施方式。政府投资项目、国有资金占控股或者主导地位的项目应当优先采用工程总承包方式，采用建筑

信息模型技术的项目应当积极采用工程总承包方式”，相当于放宽了适用范围，将主导权更多地还给了业主、还

给了市场。

在合同价格形式方面，之前的管理办法提出工程总承包项目“宜采用固定总价合同”，征求意见稿对于企业

投资项目和政府投资项目作了分别规定：企业投资项目的工程总承包项目宜采用总价合同，政府投资项目的工程

总承包应合理确定合同价格形式。采用总价合同的，除合同约定可以调整的情形外，合同总价一般不予调整。

明确相关职责　理清主体责任

征求意见稿明确了“投资主管部门依据投资项目审批、核准、备案的相关法律法规履行相应监督管理职

责”，之前的管理办法中没有投资管理职责方面的描述。而在评标委员会组成方面，则增加了建设单位代表。在

安全责任方面，征求意见稿提出“分包不免除工程总承包对全部建设工程的质量责任”。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工程总承包单位仅具有相应设计资质的，应将施工业务进行分包；仅具有相应施工资质

的，应将设计业务进行分包。工程总承包单位自行实施设计的，不得分包主体部分的设计；自行实施施工的，不

得分包主体部分的施工。

新形势下建筑业企业应如何抉择？

在工程总承包模式即将全面推开之际，行业人士应当明确此项改革落地的必然性。一是社会和行业发展形势

使然。外驱力表现为社会、经济发展对建筑业提出了新的要求，粗放型发展模式已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内驱

力表现为以往施工总承包生产方式相对落后，易造成多头管理、责任主体多且权责不清晰，导致建设成本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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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拖延、安全质量问题频发。二是建筑业参与国际竞争、对接国际市场的必然选择。推行工程总承包模式，是行

业企业走向更广阔市场的重要前提。

据不完全统计，自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中强调

“深化建设项目组织实施方式改革，推广工程总承包制”以来，国家和地方政府相继出台了100多个推进工程总

承包发展的文件。此次征求意见稿精神，也与不久前国务院发布的《政府投资条例》保持了高度一致。在如此短

的时间内密集出台如此多的文件，说明在新形势面前，建筑业企业多年来只管闷头发展的策略已经行不通，行业

同仁必须看清未来改革前进的大方向保持战略清醒，坦然面对挑战。

回顾建筑业发展史、仔细研究征求意见稿，可以发现，虽然工程总承包改革是关乎整个建筑业的大事，但建

筑施工企业作为中坚力量，应当积极转型，做工程总承包改革先锋。而实际上，政策要求和实践均已充分说明，

施工企业主导的工程总承包项目更容易成功。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在建筑业改革发展的顶层设计文件——《关

于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中，要求加快推行工程总承包。同年5月，住房城乡建设部印发《建筑业发

展“十三五”规划》，提出“十三五”时期，要发展行业的工程总承包、施工总承包管理能力，培育一批具有先

进管理技术和国际竞争力的总承包企业。从政策要求看，工程总承包企业同时具备“先进管理技术”和“国际竞

争力”是硬性要求。近年来，不少施工企业矢志改革、提升“走出去”竞争能力，已经比其他行业企业率先一步

达到了这个要求。而从实践来看，工程总承包项目的核心是设计、采购、施工的一体化，在以往的工程建设实践

中，能够在这几方面同时积累丰富经验、具备短期内打通各个环节能力的，施工企业首当其冲。这就意味着，在

向工程总承包模式转型过程中，施工企业拥有一定的“先发”优势。从根本上说，建设组织实施方式改革，是效

率驱动、创新驱动，不是简单的业务叠加，能否实现社会、业主、承包商共赢，这才是工程总承包的价值所在。

建筑业企业应当意识到，在以效率、效益、创新为第一原则的未来竞争中，把工程总承包当作提高服务质量、提

升核心能力的手段，是明智的抉择。

中国建设报

农村建房如何提高抵御地震灾害的能力

2019年6月17日，四川宜宾市长宁县发生6.0级地震，造成较大灾情。

目前，我国农村的绝大部分民居房屋处于未抗震设防的状态。我国农村村民住房建设缺乏管理和规划，建造

方法缺乏规范和抗震指导，基本上处于自行建造的状态，忽略了房屋结构的合理性和抗震性能，忽略了施工质量

好方法，给房屋留下了地震安全隐患。在多次特大地震中，农村民居的灾害损失均显十分巨大。

为了提高农村民居的抗震能力，应当从两方面加强工作，一是各级人民政府应将农村民居的抗震设防纳入政

府管理体系。承担农村民居建设规划、设计、施工、管理的责任，加强农村民居抗震指导。另一方面则是因地制

宜的制定农村民居的抗震设防技术标准，组织编制实用、可推广的抗震房屋的样板结构图样。

提高农村民居抗御地震灾害能力应考虑：

1）合理选择场地，避开不利的地形、地貌以及地震时易产生砂土液化和软土震陷等不安全建设场地。

2）适当处理地基。

3）打好基础。

4）选择抗震能力强的结构类型及其抗震设计遵循的基本原则。震害实践经验表明，砖房有较好的抗震能

力，依次为木房屋、石房屋。生土房屋抗震能力普遍低下。

目前，已有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在实施“抗震安居工程方案”，取得了积极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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