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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以港珠澳大桥钢箱梁为例ꎬ在面板上增加一层超高性能混凝土形成

钢 － ＵＨＰＣ 组合桥面板ꎬ分析超高性能混凝土层对钢桥面板各细节疲劳性能的影响.

方法 利用有限元软件 ＡＢＡＱＵＳ 建立带 ＵＨＰＣ 铺装层和不带铺装层的局部钢箱梁节
段模型. 结果 对于加了 ＵＨＰＣ 铺装层的正交异性钢桥面板ꎬ纵肋与盖板连接处盖板
纵向处的最不利细节横向位置及对应的最不利横向加载点均未发生变化ꎻ纵肋与盖
板连接处纵肋纵向处、纵肋与横隔板连接处纵肋腹板处和纵肋与横隔板连接处横隔
板腹板处的最不利细节横向位置未发生变化ꎬ但其对应的最不利横向加载点发生变
化ꎻ横隔板腹板切口自由边和纵肋下缘对接焊缝处的最不利细节横向位置及对应的
最不利横向加载位置均发生了变化. 结论 ＵＨＰＣ 层大幅度增加了钢桥面板的刚度ꎬ
进而大大降低了各疲劳细节的应力幅水平ꎬ减少了各细节发生疲劳开裂的几率.
关键词 钢桥面板ꎻ超高性能混凝土ꎻ组合桥面板ꎻ疲劳应力ꎻ有限元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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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钢桥的桥面结构主要包括桥面铺装
和钢桥面板两部分. 而正交异性钢桥面板作

性能明显优于沥青混凝土直接摊铺于钢箱梁
顶板表面的桥面铺装.

为目前大跨径桥梁中一种常用的结构形式ꎬ

上述研究成果并未完全解决钢桥面疲劳

具有 自 重 轻、 承 载 能 力 好、 外 形 美 观 等 优

开裂和铺装易损坏的问题ꎬ因此ꎬ鉴于超高性

点

[１ － ４]

. 但由于正交异性钢桥面板的受力十

分复杂ꎬ疲劳问题较为突出ꎬ而正交异性钢桥
面板一旦出现疲劳裂纹ꎬ将直接影响结构的
受力性能和耐久性能

[５]

. 且钢桥铺装有别于

能混凝土( ＵＨＰＣ) 的高强度和高韧性 [１５ － １６] ꎬ
在正交异性钢面板上设置 ＵＨＰＣ 层与沥青
磨耗层ꎬ形成刚度更大的钢 － ＵＨＰＣ 组合桥
面板结构ꎬ桥面刚度的提高可降低结构对铺

普通路面结构直接铺筑在半刚性基层之上ꎬ

装的受力性能要求ꎬ同时 ＵＨＰＣ 的良好耐久

而是铺设于刚度较小的钢面板之上ꎬ与钢桥

性能和高抗拉强度ꎬ可以更好地保护钢桥面

面结构共同承重ꎬ钢面板的变形与桥面铺装

板和 协 调 钢 面 板 与 铺 装 沥 青 磨 耗 层 的 变

难以协调ꎬ导致钢桥面铺装的早期破坏和疲

形 [１７ － １８] ꎬ有望解决钢桥面铺装层病害和正交

劳病害现象普遍存在 [６ － ８] .

异性钢桥面板疲劳开裂两个钢桥的重大难

为解决钢桥面疲劳开裂和铺装易损坏的
问题ꎬ国内外学者对正交异性钢桥面板及铺
[９ － １０]

题 [１９] .
正交异性钢桥面板的受力是系统行为ꎬ

. Ｐ. Ａ.

桥面盖板与纵、横加劲肋和横隔板间相互作

以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ｂｕｒｇ 大 桥 和

用相互影响ꎬ不能用简单的分析来解决钢桥

Ｂｒｏｎｘ￣Ｗｈｉｔｅｓｔｏｎｅ 桥为背景对钢桥面板的疲

面板的疲劳问题. 例如ꎬ当增加横隔板的板厚

装层的疲劳性能进行了大量研究
Ｔｓａｋｏｐｏｕｌｏｓ 等

[１１]

劳性能进行了详细研究. 翟幕赛等

[１２]

研究了

时ꎬ虽会降低横隔板的面内应力ꎬ但同时会增

ＥＲＳ 铺装对钢桥面板疲劳应力的影响ꎬ结果

加桥面板顺桥向的转动刚度ꎬ进而增加横隔

表明 ＥＲＳ 铺装降低了钢桥面板的疲劳应力ꎬ

板切口细节的面外应力 [２０] . 因此ꎬ当采用增

且气温和铺装层厚度对不同细节疲劳应力的

加桥面板刚度的 ＵＨＰＣ 铺装层时ꎬ是否一定

影响差异显著. 吴冲等

[１３]

通过带桥面铺装的

对正交异性钢桥面板所有的疲劳细节产生有

正交异性钢桥面板足尺模型疲劳试验和有限

利影响ꎬ有必要进行系统分析. 基于此ꎬ笔者

元模型分析ꎬ认为沥青混合料铺装刚度随着

以港珠澳大桥钢箱梁为例ꎬ采用通用有限元

温度的升高迅速降低ꎬ导致铺装层下的正交

软件 ＡＢＡＱＵＳꎬ将超高性能混凝土铺装应用

异性钢桥面板受力迅速增加. 刘世忠等

[１４]

通

于该桥ꎬ分析超高性能混凝土层对正交异性

过静载模型试验和疲劳模型试验分析表明ꎬ

钢桥面板疲劳性能的影响. 结果表明ꎬＵＨＰＣ

增设剪力钉辅以钢纤维混凝土过渡层的疲劳

铺装层大幅度增加了钢桥面板的刚度ꎬ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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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６３

大大降低了各疲劳细节的应力幅水平ꎬ减小

利细节的纵向应力历程曲线ꎬ通过应力历程

了个细节疲劳开裂的几率.

曲线计算该细节的应力幅.

１

对各细节在纯钢时与桥面板设置 ＵＨＰＣ

有限元建模

１. １

时求得的最不利细节应力幅进行对比分析ꎬ
对比分析区域与各细节在横向上的编号和纵

疲劳细节
正交异性钢桥面板结构存在许多焊缝ꎬ

这些焊缝发生疲劳破坏的薄弱区域ꎬ经过国

向横隔板编号及纵向位置 ( 从左到右ꎬ最左
边位置为 ０ ｍｍ) 如图 ２ 所示.

内外学者的一系列研究ꎬ总结归纳出 ６ 个最
容易发生疲劳裂纹的构造细节:①纵肋与盖
板连接处盖板纵向裂缝ꎻ②纵肋与盖板连接
处纵肋纵向焊缝ꎻ③纵肋与横隔板连接处纵
肋腹板裂缝ꎻ④纵肋与横隔板连接处横隔板
腹板裂缝ꎻ⑤ 横隔板腹板切口自由边裂缝ꎻ
⑥纵肋下缘对接焊缝处裂缝 [２１ － ２２] .

１. ２

有限元模型

在文献[２３] 局部钢箱梁节段模型的基
础上ꎬ在桥面板上加一层 ５０ ｍｍ 厚的 ＵＨＰＣ
层ꎬ采用实体单元 Ｃ３Ｄ８Ｒ 模拟. 钢材与 ＵＨ￣

ＰＣ 材料的弹性模量分别为 ２１０ ０００ ＭＰａ 和

４２ ６００ ＭＰａꎻ泊松比分别为 ０ ３ 和 ０ ２ꎻ密度
分别为 ７ ８５０ ｋｇ / ｍ 和 ２ ７００ ｋｇ / ｍ . 有限元
３

３

模型如图 １ 所示.

图２
Ｆｉｇ ２

细节编号及横隔板纵向位置

Ｄｅｔａｉｌ ｎｕｍｂｅｒ ａｎｄ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ａｐｈｒａｇｍ

２. １

纵肋与盖板连接处盖板纵向裂缝
在车道横向车辆经过概率最大的位置(车

辆中心线与车道中心线重合位置)进行双轴纵
向加载ꎬ获得轮载正下方 ３＃细节应力最大值加
载点位置. 细节应力历程如图 ３ 所示.
图１
Ｆｉｇ １

２

组合桥面板有限元模型

Ｆｉｎｉｔ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ｄｅｃｋ

ＵＨＰＣ 层对应力幅影响分析
从文献[２４] 分析可得ꎬ各疲劳细节的最

不利细节的应力幅分析过程为:首先确定各
个细节应力最大值纵向加载点位置ꎻ其次ꎬ在
该纵向位置进行横向加载确定细节的最不利
横向位置及对应的最不利加载位置ꎻ最后ꎬ在
最不利横向加载位置进行纵向加载得到最不

９６４

沈阳建筑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第 ３５ 卷

由图 ４ 可知ꎬＵＨＰＣ 层的设置大幅度降

低了纵肋与盖板连接处盖板细节的应力水
平ꎬ最不利细节的应力幅从 １１９. ２ＭＰａ 降为

２６. ４ＭＰａꎬ降幅达到 ７７. ９％ .
２. ２

纵肋与盖板连接处纵肋纵向裂缝

在车辆中心线与车道中心线重合位置进
行双轴纵向加载ꎬ获得轮载正下方 ３＃细节应
力最 大 值 加 载 点 位 置. 细 节 应 力 历 程 如 图
５ 所示.
图３
Ｆｉｇ ３

不同情况下盖板细节应力历程曲线
Ｓｔｒｅｓｓ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ｖｅｒ ｐｌａｔｅ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由图 ３ 可知ꎬ纯钢情况下和设置 ＵＨＰＣ

铺装层时ꎬ纵肋与盖板连接处盖板细节的最不
利截面均为 １ / ８ 跨截面ꎬ其对应的最不利纵向
加载点均为轮载位于 １ / ８ 跨截面正上方时.

在最不利截面对应的最不利纵向加载点

进行横向移动ꎬ确定各细节的横向最不利位置.
经过分析ꎬ纯钢情况下和设置 ＵＨＰＣ 铺装层时ꎬ
纵肋与盖板连接处盖板细节的横向最不利细节
均为 ３＃细节ꎬ对应的最不利横向加载位置分别
为轮载中心位于 ３＃细节所在 Ｕ 肋腹板正上方
和 ３＃细节所在 Ｕ 肋腹板正上方左侧 ５０ ｍｍ 处.

在对应最不利横向加载点位置进行纵向

移动加载ꎬ得到最不利细节的纵向应力历程
如图 ４ 所示.

图 ５ 不同情况下盖板细节应力历程曲线
Ｆｉｇ ５ Ｓｔｒｅｓｓ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ｖｅｒ ｐｌａｔｅ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由图 ５ 可知ꎬ纯钢情况下和设置 ＵＨＰＣ

铺装层时ꎬ纵肋与盖板连接处纵肋细节的最不
利截面均为横隔板处截面ꎬ其对应的最不利纵
图４

纵肋与盖板连接处盖板最不利细节应力历
程曲线
Ｆｉｇ ４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ｕｎｆａｖｏｒａｂｌｅ ｄｅｔａｉｌ ｓｔｒｅｓｓ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ｃｏｖｅｒ ｐｌａｔｅ ａｔ ｔｈｅ ｊｏｉｎｔ ｏｆ ｌｏｎｇｉｔｕ￣
ｄｉｎａｌ ｒｉｂ ａｎｄ ｃｏｖｅｒ ｐｌａｔｅ

向加载点均为轮载位于横隔板正上方时.
在最不利截面对应的最不利纵向加载点
进行横向移动ꎬ确定各细节的横向最不利位
置. 经过分析ꎬ 纯钢情况下和设置 ＵＨＰＣ 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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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６５

装层时ꎬ纵肋与盖板连接处纵肋细节的横向最
不利细节均为 １０＃细节ꎬ对应的最不利横向加载
位置分别为轮载中心位于 ９＃细节所在 Ｕ 肋腹
板正上方和 ９＃细节所在 Ｕ 肋腹板正上方右侧

５０ ｍｍ 处.

在对应最不利横向加载点位置进行纵向

移动加载ꎬ得到最不利细节的纵向应力历程
如图 ６ 所示.
图７

纵肋与横隔板连接处纵肋细节应力历程曲线

Ｆｉｇ ７

Ｄｅｔａｉｌ ｓｔｒｅｓｓ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ｒｉｂ ａｔ ｔｈｅ ｊｏｉｎｔ ｏｆ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ｒｉｂ ａｎｄ ｄｉａ￣
ｐｈｒａｇｍ

下和设置 ＵＨＰＣ 铺装层时ꎬ纵肋与横隔板连
接处纵肋腹板细节的横向最不利细节均为
１１＃细节ꎬ对应的最不利横向加载位置分别为
１１＃细节所在 Ｕ 肋腹板正上方左侧 ５０ ｍｍ 处
图６

纵肋与盖板连接处纵肋最不利细节应力历
程曲线
Ｆｉｇ ６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ｕｎｆａｖｏｒａｂｌｅ ｄｅｔａｉｌ ｓｔｒｅｓｓ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ｒｉｂ ａｔ ｔｈｅ ｊｏｉｎｔ ｏｆ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ｒｉｂ ａｎｄ ｃｏｖｅｒ ｐｌａｔｅ.

由图 ６ 可知ꎬＵＨＰＣ 层的设置大幅度降

和 １０＃、１１＃细节所在 Ｕ 肋腹板间正上方.

在对应最不利横向加载点位置进行纵向

移动加载ꎬ得到最不利细节的纵向应力历程
如图 ８ 所示.

低了纵肋与盖板连接处纵肋细节的应力水
平ꎬ最不利细节的应力幅从 ９４ ５ ＭＰａ 降为

３７ ８ ＭＰａꎬ降幅达到 ６０％ .
２. ３

纵肋与横隔板连接处纵肋腹板裂缝

在车辆中心线与车道中心线重合位置进
行双轴纵向加载ꎬ获得轮载正下方 ３＃细节应
力最大值加载点位置. 细节应力历程如图 ７
所示.

由图 ７ 可知ꎬ纯钢情况下和设置 ＵＨＰＣ

铺装层时ꎬ纵肋与横隔板连接处纵肋腹板细
节的最不利纵向加载点均为轮载位于横隔板
间 １ / ２ 跨处ꎻ设置 ＵＨＰＣ 铺装层后ꎬ纵肋与隔
板连接处纵肋腹板细节的应力幅降幅并不非
常明显.

图８

纵肋与横隔板连接处纵肋最不利细节应力
历程曲线

Ｆｉｇ ８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ｕｎｆａｖｏｒａｂｌｅ ｄｅｔａｉｌ ｓｔｒｅｓｓ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ｒｉｂ ａｔ ｔｈｅ ｊｏｉｎｔ ｏｆ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ｒｉｂ ａｎｄ ｄｉａｐｈｒａｇｍ

由图 ８ 可知ꎬＵＨＰＣ 层对的纵肋与横隔

在最不利纵向加载点进行横向移动ꎬ确

板连接处纵肋腹板细节的应力幅降幅并不是

定细节的横向最不利位置. 经分析ꎬ纯钢情况

非常显著ꎬ最不利细节的应力幅从 ８３. ２ＭＰａ

９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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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为 ５６. ７ＭＰａꎬ降幅仅为 ３１. １％ .

２. ４

纵肋与横隔板连接处横隔板腹板裂缝

在车辆中心线与车道中心线重合位置进
行双轴纵向加载ꎬ获得轮载正下方 ３＃细节应力
最大值加载点位置. 细节应力历程如图 ９ 所示.

图 １０

纵肋与横隔板连接处横隔板最不利细节
应力历程曲线
Ｆｉｇ １０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ｕｎｆａｖｏｒａｂｌｅ ｄｅｔａｉｌ ｓｔｒｅｓｓ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ｄｉａｐｈｒａｇｍ ａｔ ｔｈｅ ｊｏｉｎｔ ｏｆ ｌｏｎｇｉ￣
ｔｕｄｉｎａｌ ｒｉｂ ａｎｄ ｄｉａｐｈｒａｇｍ

２. ５
图９

纵肋与横隔板连接处横隔板细节应力历程
曲线

Ｆｉｇ ９

Ｄｅｔａｉｌ ｓｔｒｅｓｓ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ｄｉａｐｈｒａｇｍ ａｔ
ｔｈｅ ｊｏｉｎｔ ｏｆ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ｒｉｂ ａｎｄ ｄｉａｐｈｒａｇｍ

横隔板腹板切口自由边裂缝
在车辆中心线与车道中心线重合位置进行

双轴纵向加载ꎬ获得轮载正下方 ３＃细节应力最
大值加载点位置. 细节应力历程如图 １１ 所示.

由图 ９ 可知ꎬ纯钢情况下和设置 ＵＨＰＣ 铺

装层时ꎬ纵肋与横隔板连接处横隔板腹板细节
的最不利纵向加载点均为轮载位于横隔板间
９ / ４０ 跨处ꎻ设置 ＵＨＰＣ 铺装层后ꎬ纵肋与横隔
板连接处横隔板腹板细节的应力幅降幅较大.

在最不利截面对应的最不利纵向加载点
进行横向移动ꎬ确定各细节的横向最不利位
置. 经过分析ꎬ 纯钢情况下和设置 ＵＨＰＣ 铺
装层时ꎬ纵肋与横隔板连接处横隔板腹板细
节的横向最不利细节均为 １２ ＃细节ꎬ对应的

最不利横向加载位置分别为 １１＃细节所在 Ｕ

肋腹板正上方和 １０＃、１１＃细节所在 Ｕ 肋腹板
间正上方.

在对应最不利横向加载点位置进行纵向
移动加载ꎬ得到最不利细节的纵向应力历程
如图 １０ 所示.

由图 １０ 可知ꎬＵＨＰＣ 层对的纵肋与横隔

图 １１ 横隔板腹板切口细节应力历程曲线
Ｆｉｇ １１ Ｄｅｔａｉｌ ｓｔｒｅｓｓ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ｄｉａｐｈｒａｇｍ
ｗｅｂ ｉｎｃｉｓｉｏｎ

由图 １１ 可知ꎬ纯钢情况下和设置 ＵＨＰＣ

铺装层时ꎬ横隔板腹板切口细节的最不利纵
向加载点均为轮载位于横隔板间 ３ / ４０ 跨处ꎻ
设置 ＵＨＰＣ 铺装层后ꎬ横隔板腹板切口细节
的应力幅降幅相对较小.
在最不利截面对应的最不利纵向加载点

板连接处横隔板腹板细节的应力幅降幅并不

进行横向移动ꎬ确定各细节的横向最不利位置.

是 非 常 显 著ꎬ 最 不 利 细 节 的 应 力 幅 从

经分析ꎬ纯钢情况下和设置 ＵＨＰＣ 铺装层时ꎬ横

７８ １ ＭＰａ降为 ４４ ８ ＭＰａꎬ降幅仅为 ４２. ６％ .

隔板腹板切口细节的横向最不利细节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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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细节和 ９＃细节ꎬ对应的最不利横向加载位置

９６７

由图 １３ 可知ꎬ纯钢情况下和带 ＵＨＰＣ 铺

分别为 １１＃细节所在 Ｕ 肋腹板正上方和 ９＃细节

装层时ꎬ横隔板弧形切口处的面外应力均远

在对应最不利横向加载点位置进行纵向

１５ ８ ＭＰａ和 ７ ４ ＭＰａꎬ面内应力幅分别为 ８３

所在 Ｕ 肋腹板正上方左侧 ５０ ｍｍ 处.

移动加载ꎬ得到最不利细节的纵向应力历程
如图 １２ 所示.

小 于 面 外 应 力ꎬ 其 面 外 应 力 幅 分 别 为
ＭＰａ 和 ６４ ８ ＭＰａꎬ面外应力幅仅为面内应力
幅的 １９％ 和 １１. ４％ ꎬ均小于 ２５％ .

２. ６

纵肋下缘对接焊缝处裂缝

由文献[２３] 分析可知ꎬ纵肋对接细节的
对不利截面为跨中处截面. 在车辆中心线与车
道中心线重合位置进行双轴纵向加载ꎬ获得轮
载正下方横隔板间跨中处 ３＃细节应力最大值
加载点位置. 细节应力历程如图 １４ 所示.

图 １２ 横隔板腹板切口最不利细节应力历程曲线
Ｆｉｇ １２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ｕｎｆａｖｏｒａｂｌｅ ｄｅｔａｉｌ ｓｔｒｅｓｓ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ｄｉａｐｈｒａｇｍｓ ｗｅｂ ｉｎｃｉｓｉｏｎ

由图 １２ 可知ꎬＵＨＰＣ 层对的纵肋与横隔

板连接处纵肋腹板细节的应力幅降幅并不是
非常显著ꎬ最不利细节的应力幅从 ８４. ５ＭＰａ
降为 ６５. １ＭＰａꎬ降幅仅为 ２２. ９％ .

研究认为ꎬ横隔板弧形切口处的面外应力

宜控制在面内应力的 ２５％ 以内ꎬ因此分别计算
最不利细节的面内外应力历程如图 １３ 所示.

图 １４

Ｆｉｇ １４

纵肋对接细节应力历程曲线

Ｓｔｒｅｓｓ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ｒｉｂ
ｂｕｔｔｉｎｇ ｄｅｔａｉｌｓ

由图 １４ 可知ꎬ纯钢情况下和设置 ＵＨＰＣ

铺装层时ꎬ纵肋对接细节的最不利纵向加载
点均为轮载位于横隔板间 ３ / ４０ 跨处ꎻ 设置
ＵＨＰＣ 铺装层后ꎬ纵肋对接细节的应力幅降
幅 相 对 较 小ꎬ 其 应 力 幅 从 ４４ ３ＭＰ 降 为

２７ ８ＭＰａꎬ降幅仅为 ３７ ６％ .

在最不利截面对应的最不利纵向加载点

进行横向移动ꎬ确定各细节的横向最不利位
置ꎬ横向移动时 ５０ ｍｍ 为一个荷载步. 经过

分析ꎬ纯钢情况下和设置 ＵＨＰＣ 铺装层时ꎬ
图 １３

横隔板腹板切口最不利细节面内外应力
历程曲线
Ｆｉｇ １３ Ｓｕｒｆａｃｅ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 ｈｉｓｔｏ￣
ｒｙ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ｕｎｆａｖｏｒａｂｌｅ ｄｅｔａｉｌ ｏｆ
ｄｉａｐｈｒａｇｍｓ ｗｅｂ ｉｎｃｉｓｉｏｎ

纵肋对接细节的横向最不利细节分别为 ２ ＃
细节和 １＃细节ꎬ对应的最不利横向加载位置
分别为 ２＃细节所在 Ｕ 肋正上方和 １＃细节所
在 Ｕ 肋腹板正上方.

９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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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应最不利横向加载点位置进行纵向
移动加载ꎬ得到最不利细节的纵向应力历程
如图 １５ 所示.

了钢桥面板的安全性和耐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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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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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１) ＵＨＰＣ 层大幅度增加了钢桥面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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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超高性能混凝土铺装层和正交异性

钢桥面板组成的钢 － ＵＨＰＣ 组合桥面板结构
的疲劳性能有明显的提高ꎬ从而显著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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