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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沪通铁路是国家沿海
铁路大通道的重要组成
部分。长江大桥位于长
江澄通河段，江阴长江
大桥下游45km，苏通长
江大桥上游40km。北岸
为南通市，南岸为苏州
张家港市。

桥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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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道位置 通航孔布
置

宽度
（m）

高度
（m）

主航道 单孔双向 900 62

辅助航道 单孔单向 200 62

天生港航道 单孔单向 284 45

通航净空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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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基岩埋深在240m以下；覆盖层主要为淤泥质粉质粘土、粉土、砂类土。
Ø桥址区处于长江河口段，为潮汐河段，受径流和潮流双向水流作用。

工程地质、水文及冲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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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充分利用过江通道资源，节省工程投资，大桥按沪通铁路、通苏嘉城际铁路、锡通
高速公路共通道建设。

2.1  总体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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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标准
u 沪通铁路

（1） I 级铁路：双线
（2） 活载：中-活载
（3） 客车设计速度：200km/h 
u   城际铁路
（1） 客运专线：双线
（2） 活载：ZK活载
（3） 客车设计速度：250km/h         

u  锡通高速公路
（1） 等级：高速公路
（2） 设计车速：100km/h
（3） 车道数：双向6车道

2.1  总体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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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保证桥轴线与两航道正交，同时减小建桥对水流及河势的影响，桥轴线在江中设置
曲线一处，曲线半径R=4000m。 

2.1  总体设计

主桥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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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跨布置

2.1  总体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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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正桥及合建段引桥为
双层桥面：公路在上层、
铁路在下层。
u 分建段铁路引桥采用
混凝土箱（T）梁。

2.1  总体设计

横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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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桥址处江面宽阔，大堤之间距离约5.7km，主河槽通航区域宽约2.0km。

u主跨1092m斜拉桥

主航道桥

2.2  主航道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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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梁：主梁截面

p钢桁梁：三片桁

p桥面结构：公路面-钢正交异性板

                    铁路面-钢箱。

p桁宽：35m ,桁高16m

2.2  主航道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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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梁：钢材材质

u 主桁采用Q370qE、 Q420qE与Q500qE三种规格的钢材。

 Q500qE图例：  Q420qE  Q370qE

2.2  主航道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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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钢筋混凝土结构，混凝土标号C60
n 主塔高度325m。

主塔

2.2  主航道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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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拉索类型：平行钢丝斜拉索，钢丝强度2000MPa，直径7mm。
Ø 拉索布置：配合主梁三桁结构，拉索采用三索面布置；共432根。
Ø 拉索规格： 7-223 ～ 451 共10种。
Ø 最大长度：单根最大长度为576.2m。
Ø 最大索重：单根最大索重83.5t。
Ø 最大索力：1300t。

斜拉索

2.2  主航道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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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平面尺寸：86.9m×58.7m

Ø 平面布置为24个井孔

Ø 高度：29号墩115m，

               28号墩105m。

Ø 组合结构：下部为钢结构，

                上部为钢筋混凝土。

2.2  主航道桥

主墩基础-沉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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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专用航道桥

刚性梁柔性拱（140+336+14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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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华伦式桁架，三主桁结构，边桁桁高15.7m；

（2）主桁桁间距17.25m；

（3）公路、铁路桥面均正交异性钢桥面板；

（4）拱圈采用Q500qE钢材

2.3  专用航道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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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横港沙区段桥

u水利与防洪要求：跨度需大于100m
u考虑中小型船舶通行。
u铁路曲线段不能设置轨道伸缩调节器。
p 采用跨度112m简支钢桁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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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华伦式桁架，三主桁结构，主桁桁高15.8m，
节间11m，桁宽29m。
Ø公路桥面采用预制混凝土桥面板-钢桁结合结构。
Ø铁路桥面采用预制混凝土槽形梁，并通过后浇

湿接缝与钢横梁相连。

2.4  横港沙区段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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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安全管养工程

主塔电梯及步梯

1、两岸均设有紧急救援疏散及养护上桥通道(包括电梯
和步梯)；
2、主梁设有通长全天候检修走道及检查车；
3、主塔设有检修电梯和步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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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健康监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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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方案及功能模块

2.6  健康监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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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速风向

温湿度

雨量

地震船撞

行车速度

结构应变

主梁主塔变形

梁端倾角

支座工作状态

拉索索力

基本轨位移

轨道动检车

加速度

振幅

视频监测

2.6  健康监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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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航道桥 专用航道桥

测点总体布置图

2.6  健康监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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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路线

2.7  BIM技术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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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BIM技术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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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BIM模型建立

钢结构模型

混凝土结构模型

2.7  BIM技术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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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件库

有限元计算 BIM模型出图

u  设计阶段应用

2.7  BIM技术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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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细化报表

碰撞检查

操作空间检查

u  设计阶段应用

2.7  BIM技术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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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深化

可视化交底 进度管理

u 建设期应用

2.7  BIM技术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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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技术应用

任务推送 信息传递

u 建设期应用

2.7  BIM技术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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墩号 28# 29#

总高(m) 105 115

钢沉井高(m) 50 56

混凝土沉井高(m) 55 59

承台厚(m) 9 9

沉井顶标高(m) +8 +8

沉井底标高(m) -97 -107

面积(m2） 5053 5053

3.1  主墩基础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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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钢沉井整体制造、出坞、浮运——制造基地

3.1  主墩基础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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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段成型构件制造 块段组拼 节段接高

u 钢沉井整体制造、出坞、浮运——整体制造

3.1  主墩基础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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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浮运放水起浮 拖带出坞

u 钢沉井整体制造、出坞、浮运——出坞、浮运

3.1  主墩基础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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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井吸泥取土下沉 混凝土沉井分节接高

u 分节接高下沉 

3.1  主墩基础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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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承台施工 

3.1  主墩基础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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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总体施工方案——爬模施工

塔柱采用液压爬模法施工，共分为54次浇筑。 浇筑节段划分 塔吊布置

3.2  主塔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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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主塔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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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流程

u 钢桁梁制造--两节间钢桁梁整体制造

3.3  主航道桥钢桁梁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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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主航道桥钢桁梁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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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称悬臂安装1800t架梁吊机

u 钢桁梁架设--两节间钢桁梁整体架设

3.3  主航道桥钢桁梁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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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称悬臂拼装、合龙 2、拱肋桥面拼装 3、拱肋竖向转体、安装吊索

先梁后拱：钢桁梁悬臂对称架设，拱采用竖转法施工

3.4  专用航道桥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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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专用航道桥施工



48

21×112m简支钢桁梁
（横港沙浅水区）

3.4  112m简支钢桁梁施工

中铁大桥勘测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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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临
时连接

单悬臂架设 解除临时连接，继续“2+1”悬臂架设

临时
连接

3.4  112m简支钢桁梁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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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面板与槽型梁预制 公路桥面板安装 铁路槽型梁安装

3.4  112m简支钢桁梁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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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112m简支钢桁梁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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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主跨1092m，是世界上跨度最大的公铁两用斜拉桥，中国最大跨度斜拉桥。

l 首次研发应用Q500高强度桥梁钢。

l 首次研发应用2000Mpa、Ф7mm平行钢丝斜拉索。

l 采用位移量达2000mm级钢轨伸缩调节器与梁端伸缩装置。

l 主桥钢梁采用新型箱桁组合结构。

l 首次采用巨型钢沉井整体制造、出坞、浮运技术。

l 首次采用大节段（2节间）钢桁梁全焊接整体制造、安装技术。

沪通长江大桥主要技术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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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沉井基础承载力大、刚度大、防船撞能力强，仍为重载大跨度桥梁基础之优势选择。

可远程监控的水下自动挖掘技术将促进深水沉井基础的发展；

l 推广原位测试技术，为深水深埋大型基础的设计和规范修订提供科学依据；

l 钢桁梁的大节段整体制造架设及乃至整孔焊接制造架设，是钢梁设计和施工的发展

方向；

l 持续开展高强度材料的研发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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