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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家沱钢桁梁斜拉桥

丽香铁路金沙江悬索桥

大瑞铁路怒江钢桁拱桥

云桂铁路南盘江混凝土拱桥

川藏铁路藏木雅鲁藏布江钢管拱桥

1.1 研究背景-工程背景

背景一：

高烈度地震区的大跨度桥梁不断采用，抗震设计问题已显得尤为重要，但

未得到系统性解决。



第 1 部分  背景及现状

Ø 大陆《铁路工程抗震设计规范》、《公路桥梁抗震设计细则》及《城市桥梁

抗震设计规范》均仅适用于150m以下跨径的桥梁；对于大跨度桥梁仅给出了抗震

设计原则，其抗震设计需作专门研究。

Ø 台湾《铁路桥梁耐震设计规范》及《公路桥梁耐震设计规范》明确规定仅适

用于跨径小于150m桥梁。

Ø 美国CALTRANS规范和AASHTO规范明确规定仅适用于跨径小于150m桥梁。

Ø 日本《道路示方书·同解说V耐震设计篇》仅适用跨径200m以下的桥梁。

Ø 欧洲的EuroCode8对跨径没有限制，适用于斜拉桥与拱桥、但不适于悬索桥。

背景二：

大跨度铁路桥梁抗震设计面临无规范可循的问题。

1.1 研究背景-国内外抗震设计规范



第 1 部分  背景及现状

大跨度桥梁投资巨大，是震后的交通生命线。

基于结构安全的设
计理念

基于性能的多级设
计理念

设计理念
思路：小震按强度设计、大震采用
延性设计

思路：按二阶段设计，抗震性能目
标可以包括结构安全和财产损失两
方面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普通桥梁抗震设计理念

普通桥梁抗震设计理念不适用大跨度桥梁。



第 1 部分  背景及现状

美国奥克兰海湾新桥
主跨385m的自锚式悬索桥 抗震性能目标

抗震设防水平 性能评价 总体性能目标
92年重现期

100年超越概率
65%

震后不经修复保持
完全通行能力 整体只发生轻微损伤

2000年重现期
100年超越概率5%

震后不经修复保持
完全通行能力

整体发生可修复损伤
结构体系设计成整体有
限延性，同时确保安全
性评价地震动下稳定的

地震反应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大跨度桥梁抗震性能

案例：

希腊里奥-安托里恩多塔斜拉桥
（286+560+560+560+286）m 抗震性能目标

抗震设防水平 性能评价 总体性能目标

350年重现期
100年超越概率25%

震后不经修复
保持完全通行

能力
整体只发生轻微损伤

2000年重现期
100年超越概率5%

震后不经修复
保持完全通行

能力

结构损伤只发生在预先
安排的塑性耗能构件，
且只发生可维修的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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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名 抗震设防水平 总体性能目标

润扬长江大桥

475年重现期
50年超越概率10%

结构处于弹性工作状态、震后不需修
复即可正常通车

2450年重现期
50年超越概率2%

变形在容许范围

虎门大桥

475年重现期
50年超越概率10%

结构处于弹性工作状态、震后不需修
复即可正常通车

2450年重现期
50年超越概率2%

变形在容许范围

江阴长江大桥

475年重现期
50年超越概率10%

结构处于弹性工作状态、震后不需修
复即可正常通车

2450年重现期
50年超越概率2%

变形在容许范围

舟山西堠门大桥

1000年重现期
100年超越概率10%

结构处于弹性工作状态、震后不需修
复即可正常通车

2450年重现期
100年超越概率4%

主塔、辅助墩、过渡墩、桥梁基础允
许出现不需修复的轻微损伤

泰州长江大桥

1000年重现期
100年超越概率10%

结构处于弹性工作状态、震后不需修
复即可正常通车

2450年重现期
100年超越概率4%

主塔、辅助墩、过渡墩、桥梁基础允
许出现不需修复的轻微损伤

我国典型大跨桥梁的抗震性能目标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大跨度桥梁抗震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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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国内外对大跨度桥梁的抗震性

能已达成以下共识：

①大跨度桥梁的设计寿命期内，桥

梁震后必须具有不经修复也能保证完全

的通行能力；

②震后大跨度桥梁的主要构件无损

伤或轻微损伤，次要构件允许发生可修

复性损伤。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大跨度桥梁抗震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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ü 减隔震技术在国外桥梁抗震中已有广泛应用，美国、新西兰、日本和

欧洲的一些国家将减隔震设计纳入了桥梁抗震规范。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桥梁减隔震技术

总的来说：

尽管近年来国内对桥梁减隔震的研究与实验发展较快，但对于高烈度

地震区大跨度铁路桥梁减隔震技术的系统研究还几乎处于空白。

也没有与大跨度铁路桥梁减隔震相关的设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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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6月~2018年12月，中国铁路总公司立项开展科技研究开发

计划重大课题《高烈度地震区大跨度铁路桥梁抗震设计理论与关键技术

研究》（课题编号：2015G002-B）的研究工作。

课题研究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u高烈度地震区大跨度铁路桥梁抗震设防标准

u高烈度地震区大跨度铁路桥梁减隔震设计方法

u高烈度地震区大跨度铁路桥梁减隔震技术措施

u高烈度地震区大跨度铁路桥梁减隔震模型试验

1.3 主要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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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以川藏铁路藏木雅鲁藏布江钢管混凝土拱桥、云

桂铁路南盘江钢筋混凝土拱桥、大瑞铁路怒江钢桁拱

桥、渝利铁路韩家沱钢桁梁斜拉桥、丽香铁路金沙江

悬索桥及预应力混凝土连续梁、连续刚构桥等大跨度

桥梁的建设为背景，采用的技术路线如下：

Ø 采取理论分析、模型实验的方式；

Ø 分析大跨度铁路桥梁的抗震性能；

Ø 归纳总结高烈度地震区大跨度桥梁的设防标准以

及减隔震设计方法；

Ø 提出减隔震技术措施，为规范的制定提供支撑。

1.4 总体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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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震设防标准研究的核心问题是：

（1）抗震设防水准

（2）抗震设防目标

（3）设防目标对应的构件验算方法

2.1 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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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水准：《公路工程抗震设计规范》、AASHTO

两水准：《公路桥梁抗震设计细则》、《城市桥梁抗震设计规范》、

《欧洲桥梁抗震设计规范》、美国CALTRANS规范

三水准：《铁路工程抗震设计规范》、《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单一水准只能解决结构抗震安全问题或功能问题，以逐渐被多水准设

防代替，多水准设防是目前的主流。

建议大跨度桥梁抗震采用“两水准设防、两阶段设计”，水准I验算

“功能”，水准II验算“安全”。

2.2 抗震设防水准-大跨度桥梁采用单一水准获或多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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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两个水准的重现期，各国规范不尽相同，各桥也不尽相同。

桥梁规范 水准1重现期 水准2重现期

《公路桥梁抗震设计细则》 475年 约2000年

《城市桥梁抗震规范》 475 约2500年

美国Caltrans 100年 1000~2000年

EC8 约475年 1000~2000年

桥名

水准1
重现期

水准2
重现期

天兴洲公铁两用大桥 475年 2475年
大胜关铁路大桥 约200年 3283年

沪通铁路长江大桥 约200年 3283年
五峰山长江大桥 475年 2475年

芜湖铁路长江大桥 100年 4950年
韩家沱铁路长江大桥 153年 2475年
黄冈公铁两用长江大

桥 950年 3283年
江阴公路长江大桥 475年 1642年
润扬公路长江大桥 475年 2475年
泰州公路长江大桥 1000年 2450年

上海徐浦大桥 475年 1642年
南京长江五桥 950年 1949年

公路桥水准1的重现期较高，普遍在475

年甚至以上。

早年建设的桥梁，水准2的重现期较低

约1642年。

近年所建桥梁，重现期稳定在

2000~2475年。

2.2 抗震设防水准-  两个设防水准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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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结构重要性来看：

大跨度桥梁是线路的咽喉工程，而且铁路网路的连通性不如公路网络，

一旦桥梁损伤影响通行，将波及全线，对区域经济和国防均有十分不利

的影响。

因此，建议对铁路大跨度桥梁：

中震：50年内超越概率10%，即重现期475年的地震作用

大震：50年内超越概率2%，即重现期2475年的地震作用

2.2 抗震设防水准-  两个设防水准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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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工程抗震设计规范》（GB 50111-2006）（2009年版）中的铁路桥的设

防目标为（适用于150m以下钢梁和120m以下混凝土梁）：

可归结为“小震不坏，中震可修，大震不倒”，沿袭了建筑规范的目标。

但实际验算时只对小震和大震进行验算，实际上无法回答是否满足了中震的

目标。

2.3 抗震设防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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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跨铁路桥梁属于线路的咽喉工程，若地震后仅能维持“不倒”，仅能

维持应急交通，震后不能完全恢复其功能，则需要另建新桥才能恢复功能。

由于特大桥工期较长，造价较高。若仅能做到不倒，不仅意味着巨大的

经济损失，也意味着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全线都不能正常运营，是不能允

许的。

因此，对于大跨度铁路桥梁，大震的性能目标应为“大震可修”。

2.3 抗震设防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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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中震即只能做到“可修”，截面已发生首次屈服，而大震的加速

度峰值为中震的1.6~2.2倍，大震截面必然超过等效屈服，无法实现“大

震可修”的性能目标。

因此，中震的性能目标只能是“不坏”。

在课题研究中先后计算了8度地震区钢桁拱桥、钢管混凝土拱桥、钢

桁斜拉桥、钢桁悬索桥、钢桁混凝土混合刚构桥，均未出现中震控制设

计的情况，项目组以往完成的40余座A、B类公路桥梁的抗震设计中也未

中震控制设计的情况。

因此，采用“中震不坏”并不会明显增加造价，采用“中震不坏”

是可行的。

2.3 抗震设防目标

建议：

       大跨度桥梁抗震设计采用“两水准设防，两阶段设计”。

       性能目标原则上采用“中震不坏，大震可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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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的性能目标最终需要由构件的性能来实现，围绕性能目标，

制定各桥型的功能目标和构件目标—大跨度拱桥

2.3 抗震设防目标-性能目标的确定

抗震设防水准
构件 设防目标

分类 名称 损伤状态 工作状态

E1地震作用

水准I：重现期475年

50年超越概率10%

重要构件
主拱肋、主梁、拱座、

基础
无损伤

弹性工作状态，震

后车辆正常通行

次重要构件

桥墩（包括辅助墩、过

渡墩）、拱上立柱、拱

肋横撑、吊杆

无损伤
弹性工作状态，震

后车辆正常通行

连接构件 支座、伸缩缝 无损伤 正常工作状态

E2地震作用

水准II：重现期2475年

50年超越概率2%

重要构件

主梁 无损伤
弹性工作状态，震

后车辆正常通行

主拱肋、拱座、基础 轻微损伤
基本不影响车辆通

行

次重要构件

桥墩（包括辅助墩、过

渡墩）、拱上立柱、拱

肋横撑、吊杆

可修复性损伤
震后可供紧急救援

车辆通行

连接构件 支座、伸缩缝 允许发生损伤 允许破坏

大跨度拱桥抗震设防标准及设防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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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的性能目标最终需要由构件的性能来实现，围绕性能目标，

制定各桥型的功能目标和构件目标—大跨度斜拉（悬索）桥

2.3 抗震设防目标-性能目标的确定

抗震设防水准
构件 设防目标

分类 名称 损伤状态 工作状态

E1地震作用
水准I：重现期475年
50年超越概率10%

重要构件
主缆、主塔塔柱、主

梁、基础
无损伤

弹性工作状态，震后
车辆正常通行

次重要构件
桥墩（包括辅助墩、
过渡墩）、塔横梁、

斜拉索（吊杆）
无损伤

弹性工作状态，震后
车辆正常通行

连接构件 支座、伸缩缝 无损伤 正常工作状态

E2地震作用
水准II：重现期2475

年
50年超越概率2%

重要构件

主缆、主梁 无损伤
弹性工作状态，震后

车辆正常通行

主塔塔柱 轻微损伤
震后可供紧急救援车

辆通行

塔柱之间连接 可修复性损伤
震后可供紧急救援车

辆通行

基础 轻微损伤 基本不影响车辆通行

次重要构件
桥墩（包括辅助墩、
过渡墩）、塔横梁、

斜拉索（吊杆）
可修复性损伤

震后可供紧急救援车
辆通行

连接构件 支座、伸缩缝 允许发生损伤 允许破坏

大跨度斜拉（悬索）桥抗震设防标准及设防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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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的性能目标最终需要由构件的性能来实现，围绕性能目标，

制定各桥型的功能目标和构件目标—大跨度连续结构桥梁

2.3 抗震设防目标-性能目标的确定

抗震设防水准
构件 设防目标

分类 名称 损伤状态 工作状态

E1地震作用

水准I：重现期475年

50年超越概率10%

重要构件 主墩、主梁、基础 无损伤
弹性工作状态，震后

车辆正常通行

次重要构件
桥墩（包括边墩、过

渡墩）
无损伤

弹性工作状态，震后

车辆正常通行

连接构件 支座、伸缩缝 无损伤 正常工作状态

E2地震作用

水准II：重现期2475

年

50年超越概率2%

重要构件

主梁 无损伤
弹性工作状态，震后

车辆正常通行

主墩 可修复性损伤
震后可供紧急救援车

辆通行

基础 轻微损伤 基本不影响车辆通行

次重要构件
桥墩（包括边墩、过

渡墩）
可修复性损伤

震后可供紧急救援车

辆通行

连接构件 支座、伸缩缝 允许发生损伤 允许破坏

大跨度连续梁桥（连续刚构）抗震设防标准及设防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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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件的性能目标最终是由地震效应验算方法实现的。

1、在水准I（中震）地震作用下

钢结构的应力不大于考虑稳定折减后的材料容许应力（考虑地震

组合修正）。

2、在水准II地震作用下

①主要构件的应力不大于材料容许应力（考虑地震组合修正）； 

②次要构件允许截面应力大于屈服应力，但不能全截面屈服。

2.4 设防目标对应的构件验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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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筋混凝土墩柱性能水准及其量化指标

2.4 设防目标对应的构件验算方法

设防水平 损伤状态 破坏特征 使用功能
量化指标

应力或弯矩 曲率延性 位移延性

水准I 基本完好

截面大部

分受拉钢

筋没有屈

服

基本功能

不受影响

S<[S]

或

M<Meq

- -

水准II 损伤可修

保护层混

凝土开始

剥落或轻

微剥落

基本功能

受到影响
- 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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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管混凝土拱肋性能水准及其量化指标

2.4 设防目标对应的构件验算方法

设防水平 损伤状态 状态描述 使用功能 量化指标

水准I 无损伤

钢管没有屈服，钢管对约束

混凝土的约束作用很小，可

以忽略

基本功能不受

影响

震后无需修复

M<My

水准II 有限损伤

钢管有鼓曲，但对约束混凝

土仍有较好约束，混凝土可

以有小部分被压碎，水平承

载力可不断上升。

基本功能受到

影响

震后可以不用

修复

M<M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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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桥墩及桥塔性能水准及其量化指标

2.4 设防目标对应的构件验算方法

设防水平 损伤状态 破坏特征 使用功能
量化指标

应力或弯矩 转角延性 位移延性

水准I 基本完好
桥墩没有屈

服或屈曲

基本功能不

受影响

≤[]

或

M<My

- -

水准II 损伤可修
桥墩轻微屈

服或屈曲

基本功能受

到影响
- 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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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种常用于大跨度桥梁的减隔震措施：

u （1）摩擦摆式支座—摩擦摆式支座具有减震和隔震能力，可应用于拱

桥、悬索桥、斜拉桥、连续梁桥。

u （2）速度锁定器（支座）—速度锁定器具有震时分担主墩水平力的效

果，一般应用于连续梁桥。

3.1 适用条件及设置原则

摩擦摆式支座 速度锁定器（支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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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粘滞阻尼器—阻尼器在震时可以耗散地震能量，减少位移量，一

般应用于连续梁桥、拱桥、斜拉桥、悬索桥。

（4）纵向连梁装置—连梁装置可将简支梁桥连成一体成为类似的连续

梁桥，降低简支梁落梁风险，将纵向水平地震力传至桥台或低矮桥墩。

3.1 适用条件及设置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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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型钢阻尼器（支座）—利用塑性滞回变形过程中吸收大量地震

能量，并控制地震引起结构产生位移的原理制造的一种减震装置。

3.1 适用条件及设置原则

（6）减震限位装置—在正常使用时，通

过设置适当的间隙，能够满足桥梁温度变形

需求。在设计地震和罕遇地震条件下，允许

支座销钉剪断，减震限位装置通过软钢材料

屈服滞回耗能和限制主梁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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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至重庆客运专线吴家坝沱江双线特大桥为（76+144+76）m连续

梁桥。

采用SAP2000对该桥分别采用摩擦摆、速度锁定器、阻尼器和阻尼器

与摩擦摆联合应用进行了抗震分析。

结果表明：所用减隔震方案均能有效降低地震对桥梁的影响，但各有

优缺点，可根据设计控制指标合理选择。

3.2 减隔震设计方法及措施-①预应力混凝土连续梁

算例—成都至重庆客运专线吴家坝沱江双线特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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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研究结论：

<a>摩擦摆式支座对大跨连续梁桥具有良好减震效果，减震效果跟支座滑动半径关系密

切。

f

d

W

Dy

隔震位移

D

K i

fpsK

Keff

F

3.2 减隔震设计方法及措施-①预应力混凝土连续梁

算例—成都至重庆客运专线吴家坝沱江双线特大桥

固定墩墩底弯矩减震率

减震效果：

（1）固定墩的墩底内力明显减小，最

大减小幅度85%；

（2）摩擦摆支座在降低桥墩内力的同

时，明显增加了主梁位移；

（3）滑面半径R的变化对位移影响不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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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研究结论：

<b>粘滞阻尼器对大跨连续梁桥也具有良好减震效果。

3.2 减隔震设计方法及措施-①预应力混凝土连续梁

算例—成都至重庆客运专线吴家坝沱江双线特大桥

固定墩处减震效果图 主梁位移减震效果图

减震效果：

（1）设置阻尼器

后，主梁纵向位移减小

了66%左右；

（2）固定墩的纵

桥向弯矩减小了60%，

各墩受力更趋均匀。

（3）粘滞阻尼器

的减震效果与C值、a值
参数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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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研究结论：

<c>设置LUD装置（速度锁定器）后桥梁刚度增加。尽管纵向地震力由原一个固定墩

承担变为由两墩分担，但墩底弯矩响应相比未减震结构降低不到20%，减震效率有限，不推

荐使用。

<d>对于混合减震方案，当取用合理的C值、a值，可以同时实现中震及大震良好的位

移和内力响应控制目标。

3.2 减隔震设计方法及措施-①预应力混凝土连续梁

算例—成都至重庆客运专线吴家坝沱江双线特大桥

 原桥
仅使用阻尼器
（C=4000，

α=0.07）
减震率

（%）
仅使用摩擦摆     

（R=4m，μ=0.01）
减震率

（%） 联合使用 减震率
（%）

固定墩墩底
弯矩（kN·m） 1.80E+06 8.24E+05 54.18 6.97E+05 61.20 7.11E+05 60.44

主梁梁端位
移（mm） 273.20 168.02 38.50 375.18 -37.33 214.32 21.55

减隔震方案对比表

折中方案

减震效果：

（1）单从减少固定墩墩底弯矩的情况来看，摩擦摆隔震装置有相对明显优势。

（2）粘滞阻尼器的使用对减少主梁位移非常有效。

（3）粘滞阻尼器和摩擦摆支座联合使用是高烈度地震区连续梁减隔震设计的合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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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林铁路藏木雅鲁藏布江特大桥为（39+32+430+28+32）m中承式钢管

混凝土拱桥。

基于ANSYS有限元程序，以拉林铁路藏木特大桥中承式钢管混凝土拱

桥为研究对象，计算研究了其在摩擦摆支座、粘滞阻尼器、防屈曲支撑等减

震措施工况下的地震响应特性。

大跨度中承式钢管混凝土拱桥有限元模型图

3.2 减隔震设计方法及措施-②大跨度铁路拱桥

算例—拉林铁路藏木特大桥

拉林铁路藏木雅鲁藏布江特大桥实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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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擦摆支座减震简化模型 粘滞阻尼器减震简化模型

3.2 减隔震设计方法及措施-②大跨度铁路拱桥

算例—拉林铁路藏木特大桥

BRB布置方案一
（拱脚到L/5（L为跨径）之间的X型
和K型普通支撑替换为防屈曲支撑）

BRB布置方案二
（L/5到2L/5之间的单斜杆普通支撑

替换为防屈曲支撑）

BRB布置方案三
（2L/5到拱顶之间添加额外的单斜

杆式防屈曲支撑）

p 对比分析设置防屈曲支撑前后的减震效果及合理布置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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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减隔震设计方法及措施-②大跨度铁路拱桥

算例—拉林铁路藏木特大桥

p 结论：

1）防屈曲支撑对大跨度拱桥拱圈各截面横桥向内力有较好的减震效果，尤

其是拱圈各危险截面（如拱脚截面，1/4拱肋）。

其中，上拱肋L/4截面剪力减震率最大为34%，弯矩减震率最大为19%，下拱

肋拱脚截面处横桥向剪力及弯矩减震率最大均为12%。

设置防屈曲支撑/无防屈曲支撑的减震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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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结论：

2）在梁体支承处设置摩擦摆支座或粘滞阻尼器，对大跨度拱桥主梁横

桥向内力减震效果明显，梁部横向弯矩减震率大60%以上。

3）采取摩擦摆支座，拱圈各截面上拱肋拱脚轴力和顺桥向弯矩减震率

分别为6.78%和5.85%，下拱肋拱脚轴力和顺桥向弯矩减震率分别为13.92%

和15.07%。

4）不同的防屈曲支撑布置方案对大跨度中承式钢管混凝土拱桥的减震

效果差异较大。

3.2 减隔震设计方法及措施-②大跨度铁路拱桥

算例—拉林铁路藏木特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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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结论：

具体体现在：

（a）当在大跨度中承式钢管混凝土拱圈上拱脚到L/5之间合理布置最优

参数的防屈曲支撑，不仅可以降低拱圈和肋间横梁横桥向内力响应，还可

以减小拱圈关键截面横桥向位移；

（b）在2L/5到拱顶之间附加额外的屈曲支撑，不仅没有明显降低拱桥

危险截面的地震响应，反而增大了拱顶附近截面横桥向内力。

建议对大跨度中承式钢管混凝土拱桥，防屈曲支撑应布置在拱圈上拱

脚到L/5之间。

5）对于大跨度拱桥的减震，建议采用防屈曲支撑+摩擦摆支座（或粘

滞阻尼器）的组合体系，显著降低拱肋及主梁的纵横向内力。对位移控制

要求高时，应考虑增设粘滞阻尼器。

3.2 减隔震设计方法及措施-②大跨度铁路拱桥

算例—拉林铁路藏木特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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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香铁路虎跳峡金沙江大桥为三跨连续单跨悬吊上承式钢桁梁悬索桥。主

缆三跨布置为（132+660+132）m。

为简化计算，基于OpenSees有限元程序将悬索桥桥塔隔离出来单独建模研

究横向地震激励下的桥塔结构响应，给出了桥塔在横向地震作用下的简化分析

模型并验证了模型的准确性，为类似桥塔的抗震分析设计提供参考。

丽香铁路虎跳峡金沙江大桥ANSYS

有限元模型图

3.2 减隔震设计方法及措施-③大跨度铁路悬索桥

算例—丽香铁路虎跳峡金沙江大桥

丽香铁路虎跳峡金沙江大桥实景图

粘滞阻尼器减震简化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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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B作用下桥塔横向减震效果对照

增设K型防屈曲

支撑型横梁的单塔模型

拉力

压力

变形

防屈曲支撑

普通支撑

N

Δ

fy

K

dy

α

防屈曲支撑恢复力模型

塔柱剪力包络 塔柱弯矩包络

上横梁剪力包络 上横梁弯矩包络

3.2 减隔震设计方法及措施-③大跨度铁路悬索桥

算例—丽香铁路虎跳峡金沙江大桥

采用防屈曲支撑装置仅

对下横梁有较好的减震效

果，对桥塔其它部位影响

不大，即桥塔的内力分布

基本不改变，不会导致新

的易损位置的出现。

减震后的桥塔横梁四个

损伤状态下的破坏概率均

有不同幅度的下降，横梁

轻微损伤概率从40%降到

25%，是一种较好的桥塔

横梁减震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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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减隔震设计方法及措施-③大跨度铁路悬索桥

算例—丽香铁路虎跳峡金沙江大桥

对于BRB（防屈曲支撑）减震机理：

①BRB装置对横梁的减震起决定作用的是其屈服前刚度，而并非屈服后

的滞回耗能。

②BRB装置弹性刚度越大，减震效果越好。

③BRB装置进入屈服会使减震效果略有降低，却可以有效降低支撑点处

剪力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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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利客运专线韩家沱长江大桥主桥跨径布置为（81+135+432+135+81）m，

主桥采用半漂浮体系斜拉桥.

分析选用摩擦摆、阻尼器和E型钢支座分别进行了抗震分析。

结果表明：摩擦摆与阻尼器均有一定减隔震效果，但阻尼器更适合该类桥梁。

目前该类减震措施应用广泛，不再赘述。

钢桁梁铁路斜拉桥抗震计算模型

3.2 减隔震设计方法及措施-④大跨度铁路斜拉桥

算例—渝利客运专线韩家沱长江特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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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铁路连续梁桥隔震振动台试验模型参数分析、构造及测试方案设计

p 摩擦摆支座缩尺设计、参数优化及减隔震桥梁地震响应数值仿真分析

p 隔震桥梁动力特性测试，不同工况下的梁体、墩顶及支座的位移，加

速度测试及钢筋与混凝土应变测试

4.1 主要试验内容

（1）基于隔震连续梁桥振动台试验结果验证摩擦摆支座隔震性能

（2）不同特性近场强震作用下摩擦摆支

座隔震效果比较

（3）实际近场强震作用下摩擦摆支座隔

震桥梁地震响应规律

（4）近断层滑冲效应下隔震桥梁破坏形

式和震损机理分析

4.2 试验预期目标

模型比例：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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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应变

通过常规钢支座与摩擦摆支座两座支承体系下的振动台试验表明：

（1）设置了减隔震支座后，梁体纵横向位移显著增加，桥墩的内力明显减小。

（2）在PGA为0.512g作用下墩底钢筋最大应变仅为800微应变，混凝土最大压应变为

300με，桥墩墩身出现细微裂缝，表明摩擦摆支座具有较好的隔震性能。

（3）试验中减隔震支座起作用后，桥墩的内力响应、梁体的纵横向位移响应与理论分析

结果吻合较好。

4.3试验主要结论

1）验证了摩擦摆支座在地震作用下的隔震效果



第 4 部分  高烈度地震区大跨度铁路桥梁减隔震模型试验

双向固定
摩擦摆支座

横向活动
摩擦摆支座

纵向活动
摩擦摆支座

双向固定
支座卡榫

近场强震震后支座损伤

近断层滑冲型地震支座损伤

（1）桥梁在近断层滑冲地震作用下梁体出现了较大位移，并脱离支座撞上端部保护装置，

表明该类型地震破坏性极强。

（2）摩擦摆支座中间存在滑块，近断层滑冲地震下，在梁体位移较大时易滑脱，对桥墩

造成更严重的损伤。支座设计应高度重视限位。

（3）超烈度地震作用下，除支座已发生错位外，支座预埋件在主梁与盖梁的碰撞中也同

样可能发生破坏。

4.4 试验主要结论

2）得到了近断层滑冲地震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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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建立了铁路大跨度桥梁抗震设防水准：两水准设防，两阶段设计。

   （2）提出了铁路大跨度桥梁抗震设防目标：中震不坏，大震可修；并

给出了各类桥梁具体的性能目标。

（3）提出了钢筋混凝土构件、钢结构及钢管混凝土拱肋的性能水准及

其量化指标设防目标对应的构件验算方法。

（4）提出了高烈度地震区大跨度铁路桥梁的减隔震技术措施的减震效

果及措施的适用性。

（5）基于隔震的混凝土连续梁桥的振动台试验验证了理论分析成果。

5.1 核心成果

5.2 应用及推广情况

ü 研究成果已经应用于成兰铁路、丽香铁路、云桂铁路、大瑞铁路、

川藏铁路拉林段等工程的大跨度铁路桥梁建设过程中。

ü 主要研究成果纳入到《川藏铁路勘察设计暂行规定》（送审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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