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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大桥勘测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常泰过江通道位于泰州大桥与江阴大桥之间，分别距离泰州大桥约28.5km，

距离江阴大桥约30.2km。规划为公铁共用通道。

地理位置



中铁大桥勘测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常泰长江大桥需满足三种交通功能：

功能及技术标准

p 车道数：双向6车道

p 设计速度：100km/h

p高速公路

p 车道数：双向4车道

p 设计速度：80km/h

p一级公路
p 铁路等级：城际铁路

p 正线数目：双线

p 设计速度：时速200km/h 

                      预留250km/h行车条件

p铁路



中铁大桥勘测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总体布置

                              高速公路接线北接沪陕高速，南接江宜高速。

                一级公路就近接入附近路网。城际铁路在两岸预留接线条件。

常泰长江大桥



中铁大桥勘测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跨江桥纵断面布置

Ø 主 航 道 桥 ：

Ø 录安洲、天星洲专用航道桥：

142+490+1176+490+142＝2440m两塔五跨斜拉桥

169.5+388+169.5=727m 钢

跨江正桥范围总长5.299km



中铁大桥勘测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主航道桥总体布置

Ø 主航道桥采用双塔斜拉桥布置，主跨跨度1176m

Ø 主桥具体孔跨布置为：（142+490+1176+490+142）=2440m

                   北侧主塔墩为5号墩

                   南侧主塔墩为6号墩           



中铁大桥勘测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对称布置非对称布置

主梁断面布置



中铁大桥勘测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普通公路

港区大道

城际铁路
高

速
公

路

普通公路

普通公路

港区大道

城际铁路
高

速
公

路

对称方案非对称方案

主梁断面布置对接线的影响

对比： ① 非对称方案接线线形好

            ② 对称方案增加夹心地660亩， 总投资增加3.3亿元



中铁大桥勘测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两桁方案

主梁断面方案

15
.5

35

铁路侧二期恒载（道砟）比公路侧

多8.6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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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大桥勘测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结构体系研究

半漂浮体系

类型 分项 结果

主梁纵向位移
(m)

活载 0.41/-0.36
有车风 0.45/-0.45

温度 0.58/-0.58
合计 1.43/-1.38

塔底弯矩
(万吨.m)

活载 53
有车风 38

温度 12
合计 103

① 梁端位移2.8m，伸缩调节器设计困难。

         （沪通桥设计梁端位移1.8m）

② 塔底弯矩达103万吨米，有车风弯矩占总  

     弯矩37%。

超大跨斜拉桥采用漂浮体系的主要问题：



中铁大桥勘测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半漂浮体系
  （塔梁纵向无约束）

塔梁纵向约束

        塔梁纵向约束改变了结构的传力路径，可以有效减少纵向风荷载作用下

主塔弯矩和梁端位移。                            

塔梁纵向约束 ：      体系温度变形不能释放，产生巨大的温度附加力！

结构体系研究

研究既能实现塔梁纵向约束，又能释放温度变形的结构体系？

顺桥向风荷载作

用下结构变位图



中铁大桥勘测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将主梁跨中点与主塔下横梁连接起来形成纵向约束，

既可实现塔梁的纵向约束，又不影响体系温度变化时结构的变形释放！

结构体系研究

体系温度变化时，跨中点是不动点

约束此点不会限制结构温度变形！

        如果设置的塔梁约束拉杆自身没有随温度变化而产生的变形，

则此纵向约束既改变了斜拉桥纵向传力途径，又不会产生温度附加力！



中铁大桥勘测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CFRP热膨胀系数与钢和混凝土相比，小一个数量级

                                     环境温度变化基本不产生变形！ 

结构体系研究

如何实现塔梁约束拉杆自身不随温度变化而产生变形?

恒温拉杆：塔梁约束拉杆采用钢丝索拉杆，利用空调系统实现钢丝索恒温！
                                                                           （可靠性和能耗?）
 CFRP拉杆： （第三性能 ）

 温度自适应塔梁纵向约束体系！



中铁大桥勘测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类型 内容 分项 半漂浮体系 温度自适应体系

主梁位移/m 纵向位移

活载 0.41/-0.36 0.21/-0.16
风 0.45/-0.45 0.32/-0.32

温度 0.58/-0.58 0.58/-0.58
合计 1.43/-1.38 1.1/-1.06

塔底弯矩
(万吨.m)

主力 活载 53 43

主+附
大风 38 23
温度 12 12
合计 103 78

与半漂浮体系相比，温度自适应体系：

① 梁端纵向位移量降低23%； 

② 活载作用主塔弯矩降低19%；

③ 风荷载作用主塔弯矩降低39%；主+附工况  主塔弯矩降低24%；

结构体系研究

结构静力行为研究



中铁大桥勘测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CFRP拉杆对地震响应影响：

半漂浮体系纵向一阶振型：16.89s

温度自适应塔梁约束体系纵向一阶振型：10.74s

温度自适应塔梁约束体系对地震响应影响不大！ E2地震作用水平设计加速度反应谱

结构体系研究

结构动力行为研究

温度自适应塔梁约束体系是超大跨公铁两用斜拉桥的合适结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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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大桥勘测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序号 桥名 国家 建成年份 桥梁
跨度/m 应用类型

1 Stork桥 瑞士 1996 61 公路桥斜拉索

2 Tskuba人行
桥 日本 1996 11 人行桥斜拉索

3 明石海峡大桥 日本 1998 1991 部分悬索桥吊索

4 Herning桥 丹麦 1999 40 人行桥斜拉索

5 I-5/Gilman桥 美国 2002 95.3 公路桥斜拉索

6 Laroin桥 法国 2002 110 人行桥斜拉索

7 Penobscot 
Narrows桥 美国 2006 354 公路桥斜拉索

CFRP拉杆工程应用的问题：

   德国的一座系杆拱桥
吊杆全部采用CFRP拉索

结构体系研究



中铁大桥勘测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Ø 127 -7mm CFRP拉索完成静载

    试验，正在进行持荷试验等研究

本项目CFRP索研究进展：

静载、疲劳试验

Ø 完成两种规格（19丝和37丝-7mm）疲劳试验。上限0.45σb、应力

幅值375MPa、应力循环次数250万次，试验索无断丝、锚固可靠

。试验索疲劳性能优于钢丝拉索。

结构体系研究



中铁大桥勘测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结构体系研究

耐火性能及防火措施

Ø 碳纤维材料可以抵抗明火40分钟；明火燃烧大于70分钟

会影响碳纤维强度。

Ø 索体外表面缠绕两层陶瓷防火布进行防护隔离

线膨胀系数测定

Ø 委托专业机构测定结果是0.699×10-6。

  CFRP拉索制索工艺
        127-7CFRP拉索制索工艺研究表明，满足工程使用要求。



中铁大桥勘测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本项目应用CFRP拉杆的有利条件：

1、拉杆应力幅值仅69Mpa；  

2、主力＋附加力控制设计，拉杆主要在 纵风  

      荷载、活载组合时起作用，如需更换，无  

      需中断交通。

3、拉杆布置于梁底两侧，检查和更换容易，火灾风险小。  

结构体系研究

目前研究表明：CFRP拉杆具备工程应用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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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大桥勘测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主塔方案研究

超千米跨度斜拉桥，控制荷载组合下主塔内力巨大！

塔底弯矩：5   (万吨.m)

塔底弯矩：12   (万吨.m)

塔底弯矩：30   (万吨.m)

塔底弯矩：超过100   (万吨.m)



中铁大桥勘测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如果选用混凝土主塔，必须研究如何减少混凝土断面的施工难度以

确保混凝土质量，同时降低非主要受力方向的开裂风险。

              如果选用钢主塔，建造成本高。

       从工程的角度出发，用结构措施而非增加单一断面

抗力来承担超大跨度斜拉桥主塔巨大的弯矩。       

 寻求减小主塔单一断面尺度的结构措施！

主塔方案研究



中铁大桥勘测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方案2
平面钻石型

方案3
空间钻石型

方案4
空间钻石型

方案5
钻石+竖直型

方案6
双柱+A型

方案7
空间钻石型

方案8
钻石+A型

方案1
平面H型

1 2 3 4 5 6 7 8

主塔方案研究



中铁大桥勘测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主塔方案研究

全混凝土方案塔柱尺寸对比

空间主塔降低了中下塔柱的截面尺寸！

位置
平面钻石型桥塔 空间钻石型桥塔

尺寸
（m）

壁厚
(m)

尺寸
（m）

壁厚
(m)

上塔柱底 21×16 2.1 20×18 1.9

中塔柱底 16.3×18.2 2.0 11×11 1.9

下塔柱底 16.7×21 2.3 13×13 2.0



中铁大桥勘测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上塔柱既是主塔总体受力的一部分，

又承担斜拉索在塔上的锚固功能

上塔柱方案研究

A、主塔断面应力超过1／2来自主塔轴   

       向力。

B、钢锚梁不参与主塔整体受力，钢锚梁 

      锚固方案对不平衡索力要求高

研究核芯混凝土组合断面！

主塔方案研究



中铁大桥勘测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主塔核芯混凝土组合断面

结构特点：

l 钢混组合截面

     核芯混凝土既是斜拉索的锚固结构又是主

塔整体受力的一部分

核心混凝土组合结构

主塔方案研究

塔上竖向索间距：

       钢锚梁锚固标准索间距2.8m ，核芯

混凝土组合断面锚固标准索间距2.2m

       上塔柱高度由120m降为107m！



中铁大桥勘测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l 钢塔与核芯混凝土通过剪力钉形成组合断面，总体受力

上，核芯混凝土主要承受轴力，钢塔承受弯矩。计算表

明，混凝土收缩徐变完成后，钢结构承受总体竖向力的

44％，总体纵向弯矩的73％。

l 收缩徐变作用下核心混凝土混凝土压应力减小，钢结构

应力增大。考虑收缩徐变效应，核心混凝土最大恒载压

应力为14.7MPa，钢结构最大压应力为190MPa。

核心混凝土

钢塔

主塔核芯混凝土组合断面总体受力行为：

主塔方案研究



中铁大桥勘测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核芯混凝土索塔锚固区受力行为

l 核芯混凝土索塔锚固区的受力模式

可比拟为两端受外侧拉索约束，中

间受内侧拉索集中力作用的深梁

主塔方案研究

l 采用拉压杆设计方法进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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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大桥勘测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钻孔桩 打入钢管桩 沉井

基础指标 227根，直径Φ2.5m，桩长123m 136根，直径Φ3.0m，桩长117m
92.9m×54.2m×97.0m

（长×宽×高）

结构

受力特点

1、桩基规模大、长度长，群桩效应明

显；

1、斜桩水平抗力、竖向承载力都比较

大；

2、群桩效应明显

1、结构刚度大，承载能力强，整体性

好

施工
1、施工工艺成熟；

2、桩长130米，施工风险大、周期长；

1、打入钢管桩施工技术成熟；

2、大直径超长桩对打桩设备要求较高，

工期没有保障；

1、施工技术成熟；

2、沉井穿过粉质黏土层，需研发专用

取土设备；

工程数量

混凝土：657466 m3

钢  筋：59616 t

钢  材：13654 t

混凝土：211464 m3

钢  筋：15370 t

钢  材：109825 t

混凝土：429223 m3

钢  筋：45115 t

钢  材：41693 t

经济指标 1.32 1.22 1.0

主塔基础比选

从结构受力、施工风险和工期、工程投资综合比选，沉井方案更优。



中铁大桥勘测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常规沉井基础方案

                                             沉井平面尺寸92.9×54.2m。顶高程+7.0m
 

  5号墩底高程为-82.0m

      沉井总高89.0m

  6号墩底高程-92.0m

      沉井总高97.0m

  持力层均为密实砂层

主塔基础比选



中铁大桥勘测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沉井结构：

      底面尺寸：基底应力控制

      顶面尺寸：满足与主塔衔接传力要求

      基底高程：合适的持力层

                        冲刷深度影响沉井埋深

沉井基础结构型式研究



中铁大桥勘测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流场显示：下潜水流是产生冲刷的主要因素之一。
沉井流场分析：

下潜水流是产生冲刷的主要因素

        最大流速出现在台阶顶部沉

井前端，作用于泥沙的水流强度

较弱，下潜水流也明显降低。

沉井设置台阶

沉井基础结构型式研究



中铁大桥勘测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台阶型沉井:

        沉井下沉过程中需要重量（档土用外壁），

在施工完成后拆除，减轻了成桥后沉井的自重！

        沉井下沉过程中，通过设计特别的

可拆卸的外侧井壁，使沉井和普通沉井一

样下沉到位

        沉井下沉到位，封底混凝土施工完

成后，拆除外侧井壁，形成台阶型沉井

沉井基础结构型式研究



中铁大桥勘测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为了验证台阶沉井的减冲效果，并为沉井设计

提供局部冲刷深度的依据，开展了系列研究。

1. 数模计算研究

2. 西南交通大学中型水槽试验研究

3. 南京水科院大型水槽试验研究

所有研究均表明：台阶型沉井减少的

局部冲刷深度最小在20%左右！

沉井基础结构型式研究



中铁大桥勘测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1. 设置台阶有利于减小冲刷深度，同时减

轻了成桥后沉井的自重！

2. 研究同时还表明，台阶型沉井河床面以

上沉井基础结构尺度大幅减少，对桥墩

周边紊流也有改善作用。

台阶型沉井施工中如何实现？

沉井基础结构型式研究

台阶型沉井是合适的！



中铁大桥勘测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台阶沉井的实现方式

1、施工过程中设置临时外井壁，起到阻止泥沙交换的作

用，同时作为井孔取土吸泥、井壁混凝土浇筑作业平台。

2、 临时外井壁采用双壁钢围堰的结构形式，下沉到位后

拆除。总体布置图

围堰立剖面图 围堰平剖面图

沉井基础结构型式研究



中铁大桥勘测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沉井基础结构型式研究

外井壁为双壁钢围堰结构，平面上分

为多个单元，单元之间采用锁扣连接。外

井壁下方与台阶沉井顶面采用销轴连接。

内支撑为桁架式，与相邻的外井壁单元连

成整体，与内侧的沉井壁板采用扣板连接。

沉井下沉到位后，利用远程控制油压

系统解除临时外井壁底部的销轴，首先借

助浮吊拔除不带内支撑的外井壁，之后依

次拔除相邻的外井壁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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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井基础：     

 
     5号主塔沉井底高程由-82.0m

                             提高至-65m

     6号主塔沉井底高程由-92.0m

                             提高至-65m

沉井基础结构型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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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大桥勘测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恒载非对称力学行为研究

结构：主梁基本为对称结构       对称结构

荷载：上下游二恒相差8.6t/m    非对称荷载

3t/m

13.4 t/m
4.8t/m

3t/m
下游侧压重，增加工程投资！

恒载非对称力学行为

Ø 扭转

Ø 横偏

Ø 成桥状态

Ø 大悬臂合龙

采用恒载非对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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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扭转保证上下游高程一致：

根据恒载横向分布，确定上下游索力关系：

上游侧：下游侧=1.16:1。

索

力

大

1.16

索

力

小

1.0

恒载非对称力学行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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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索索力在横桥向，顺桥向分

力不同，引起主梁横偏

横向分力差，主梁往下游侧偏 纵向分力差，主梁往上游侧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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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
向
分
力
和
纵
向
分
力
产
生
偏
位

结论：不平衡纵向分力会使主梁往铁路侧横偏，不平衡横桥向分力会使主梁往公路侧横偏， 
           二者在数值上基本相等，但方向相反，这大大减小了主梁的横偏效应。

公路侧

铁路侧

恒载非对称力学行为研究

成桥状态结构的线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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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

中

上下游竖向位移差最大为2cm，基本消除扭转。

成桥状态控制—竖向变形

恒载非对称力学行为及施工控制措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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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梁横向偏位在2CM范围内，可满足行车要求；

跨

中

恒载非对称力学行为研究

结论：通过索力调整可以实现理想成桥状态！

成桥状态控制—横向变形



中铁大桥勘测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主梁悬臂施工状态：

          一恒结构

          荷载横向对称！

架梁过程：公路侧拉索到位张拉，铁路侧拉索按照索力相当——不到位张拉，控  

                  制主梁姿态不发生扭转；

    合龙后：二次调索，实现成桥线形。

主梁悬臂架设与合龙

恒载非对称力学行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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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横向对称，使用不同强度等级材料：
   

上游侧斜拉索：2100Mpa高强钢丝

下游侧斜拉索：1860Mpa高强钢丝

恒载非对称力学行为研究

降低施工控制难度的措施：



恒载非对称力学行为研究

主塔横向偏位控制措施：

中塔柱合龙处横向偏位6mm

    收缩徐变完成后偏位7mm

上塔柱顶处横向偏位56mm

收缩徐变完成后偏位68mm

     铁路铺轨时间不确定

措施：采用偏心布置的体外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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