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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阳雀红革命桥（桥梁编码：S220430981L0220）地处湖南省益阳市沅江市境内，位于省道 S220

线（华容鲇鱼须-沅江新湾），中心桩号为 K76+263，桥梁全长 28m。上部结构为 2-6m 现浇板桥，

下部结构为重力式桥台，扩大基础。原桥现状如下图所示：

旧桥施工工艺较差，桥台台身采用红砖砌筑，且红砖砌缝砂浆脱落，存在安全风险；桥面铺

装大面积破损、粗骨料外露；桥面防撞护栏不满足规范要求等病害；经长沙理工大公路工程试验

检测中心进行现场检测，阳雀红革命桥被评定为 4 类桥——差的状态；为保证通行安全，满足车

流量日益增长的通行要求，便于当地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带动当地经济发展，需对老桥拆除重

建。

我院受业主的委托，对该拆除重建工程进行一阶段施工图设计，于 2022年 3 月完成全套施

工图设计文件。

2.采用的规范、规程和技术标准

1、采用的规范 

（1）《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 B01-2014） 

（2）《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JTG D60-2015) 

（3）《公路钢筋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土桥涵设计规范》(JTG 3362-2018) 

（4）《公路圬工桥涵设计规范》（JTG D61-2005） 

（5）《公路桥涵地基与基础设计规范》(JTG 3363-2019) 

（6）《公路桥梁抗震设计规范》（JTG/T B02-01-2020） 

（7）《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标准》（GB/T 50476-2019） 

（8）《公路桥涵施工技术规范》（JTG/T 3650-2020） 

（9）《公路工程混凝土结构防腐蚀技术规范》（JTG/T B07-01-2018） 

（10）《公路工程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规范》(JTG/T 3310-2019） 

2、采用的技术标准 

（1）设计荷载：公路-Ⅱ级；

（2）桥梁宽度：0.5 护栏+7.5m 行车道+0.5m 护栏=全宽 8.5m；

（3）设计洪水频率：1/25；

（4）设计基准年限：100 年；

（5）设计使用年限：30 年；

（6）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值：0.05g，地震基本烈度 6 度，抗震措施按地震基本烈度 6 度要求

考虑。

3.桥梁设计

3.1 桥梁设计原则 

1.根据区域内河流的宽度、深度，通过对现场调查及水文计算，确定桥梁的布跨。新建桥梁

跨径确定后，桥跨布置原则上不压缩河槽，桥梁跨河的长度根据满足洪水下泄净空尺寸及河道两

侧道路的实际情况决定。

2.桥型方案根据桥位处地质、水文、材料来源、施工特点和运营条件综合考虑，尽量做到标

准化、系统化，同时注意造型美观，与周围环境协调。

3.2 桥梁方案 

根据现场调查情况和危桥改造工程项目，为确保结构物安全，满足车流量日益增长的通行要

求，方便两岸人民的生产生活，带动当地经济发展，需对老桥进行重建，实现两岸沟通。综合业

主意见，拆除老桥，在原桥址新建桥梁。

设 计 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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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桥为跨越河流而设。桥梁平面位于直线内，纵断面为平坡。上部结构采用 1×6m 现浇钢筋

砼简支实心板，桥梁全长 17.0m，板高 40cm，下部结构采用一字式桥台、整板基础。为了接顺桥

台台后河岸道路，在桥台台后设置接线挡土墙。 

4.3 主要材料 

4.3.1 混凝土 

1.现浇实心板：采用 C35 砼； 

2.桥面铺装：采用 C35 防水砼； 

3.搭板、护栏：采用 C30 砼； 

4.桥台：台帽及台身采用 C30 砼，基础采用 C25 砼； 

5.材料容重：钢筋混凝土 γ=26kN/m³。 

各构件具体混凝土标号以设计图纸为准。 

4.3.2 钢材 

1.普通钢筋：采用 HRB400 热轧螺纹钢筋和 HPB300 光圆钢筋，二者应分别符合国家标准

（GB1499.2-2018）、（GB1499.1-2017）的规定。直径大于或等于 12mm 者一般采用 HRB400 钢

筋，直径小于 12mm 者一般采用 HPB300 钢筋。 

2.钢板采用符合国家标准GB/T 700-2006的Q235钢板。凡焊接的钢材必须满足可焊接性要求，

供应的钢材进场后，应按规定作材质试验，符合要求方可使用。  

3.其他用材：其他用材（包括砂、石、水等）的质量应符合《公路桥涵施工技术规范》(JTG/T 

3650-2020)的有关规定和要求。 

4.3.3 支座 

考虑到跨径较小，全桥采用 1cm 厚简易油毛毡。 

4.3.4 桥面铺装 

桥面铺装采用 C35 防水砼铺装。 

4.3.5 护栏 

桥梁两侧采用组合式防撞护栏。 

4.3.6 泄水孔 

在护栏底部设置横排式泄水孔，泄水孔沿纵桥向设置间距为 4.0m。 

4.3.7 伸缩缝装置 

采用的简易伸缩缝，其技术性能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公路桥梁伸缩装置通用技术

条件》(JT/T 327－2016)标准。 

4.3.8 搭板 

为有效地减轻桥头跳车，提高行车舒适性，本次设计桥台后设置 5m 长搭板。 

4.4 抗震设计 

据《公路桥梁抗震设计规范》（JTG/T 2231-01-2020），工作区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 0.05g，

地震基本烈度 6 度，抗震措施按地震基本烈度 6 度要求考虑。 

为防止或减轻震害，提高结震能力，本项目桥梁设计时，对桥梁的结构构造进行了如下的改

善和加强处理措施： 

1.根据桥址处的地质情况，采用合理的基础型式。 

2.加强桥台及基础结构的整体性，增强配筋，提高结构的延性。桥梁结构各部加强整体联结。 

3.本次设计时在墩台上设置了防止落梁的横向挡块。 

4.在实心板与台帽挡块之间加装橡胶垫块，以缓和冲击作用和限制梁的移位。 

4.5 耐久性设计 

本项目桥涵根据所处环境条件进行耐久性设计，项目位于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环境类别

为 I 类。 

1.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措施 

根据不同环境分类及作用等级时，按《公路钢筋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土桥涵设计规范》（JTG 

3362-2018）与《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规范》（GB/T 50476-2019）进行耐久性设计，对工程各

部位结构从混凝土强度等级、最小水泥用量、最大水灰比、最大氯离子含量、最大碱量、保护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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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度等方面提出要求，有效地保证结构耐久性。 

2.桥面铺装 

桥面铺装采用 C35 防水砼铺装。 

3.伸缩缝 

伸缩缝设计采用可更换构件，防止跳车冲击对桥面的影响。 

4.6 桥梁施工工艺及注意事项 

4.6.1 上部结构 

1.应通读所有设计文件，对有关设计标高必须与对应的几何尺寸及桥头接线平纵设计参数作

进一步校核。 

2.应注意结构整体施工，部分相关图纸需同时使用，有关预埋件及预留孔不得遗漏。 

3.在设伸缩缝处，为保证成桥后桥面伸缩缝良好的使用状况，施工时注意板、梁施工时保证

梁体间距及梁体与桥台背墙间距，并确保缝内无杂物。 

4.为使桥面铺装与主梁顶板紧密地结合为整体，顶面必须拉毛，且用水冲洗干净后方可浇桥

面混凝土。   

5.实心板梁现浇混凝土的落地钢管支架由施工单位根据施工组织设计要求自行设计，其强度、

刚度、稳定性和平整度等均应满足《公路桥梁施工技术规范》（JTG/T 3650-2020）的要求，支架

基础周围须设置相应排水设施。 

6.钢管支架应有足够的强度、刚度和稳定性，必须进行预压（混凝土结构和模板工程荷载的

110%），以减少支架变形，防止混凝土开裂。钢管支架立模高程应计入预拱度和落地支架弹性、

非弹性变形等影响，以确保实心板梁的设计标高。预压需根据预压荷载分级进行，预压分级不少

于 3 级，预压时间需满足规范要求。 

7.每跨跨中预拱度（结构预拱度）参考值为 0.5cm，单跨其它各点按线性进行分配；施工预拱

度由施工单位进行支架预压后根据实测数据进行设置。 

8.施工时必须保证模板支架的强度及刚度，上部侧模与翼板底模须连成一体。 

9.钢筋骨架及实心板梁顶底板受力钢筋接长时，宜避开受力较大处，并按施工技术规范要求

接头错开布置。 

10.混凝土强度符合设计强度标准值的 95%的要求后，方可拆除所有支架。 

11.其它施工未尽事宜应严格执行《公路桥梁施工技术规范》（JTG/T 3650-2020）。 

4.6.2 下部结构 

1.施工前，应注意复核标高、基础坐标和设计图各部分尺寸，以免发生错误。 

2.基础施工时必须认真核对地质资料。如实际地质情况与设计不符时，应通知工程主管部门

对地质情况进行核查，以便设计部门作相应的修正。 

3.桥台台背填料采用透水性良好材料进行填筑，分层对称夯实，压实度 96%。 

4.本桥基础采用整板基础，要求基础换填后地基承载力不小于 200kPa，需由现场监理对地基

承载力进行确认后方可进行下一工序的施工。 

5.所有钢筋均采用焊接，焊接长度单面焊 10d，双面焊 5d，35d 长度范围内接头不应超过 50%。 

6.所有施工接缝处均应按规范进行凿毛，并设置 60cm 长 C12 短钢筋作为连接筋，其含筋率

不少于 0.1%，以便新老混凝土结合良好。 

7.每一道施工工序均应注意埋设下一道工序的预埋件。 

4.6.3 其它 

1.对提供的设计图纸上的所有数据（特别是坐标和标高），施工前应逐一核对，把可能存在

的问题发现在实施之前。 

2.施工单位应尽可能采用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确保施工质量。 

3.桥面铺装 

在桥面铺装施工过程中应注意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在进行桥面铺装施工之前，应首先对桥梁现阶段梁顶标高进行一次全面测量，施工单

位应根据测量结果及有关施工规范拟合桥面标高及各部位砼铺装厚度以满足设计要求。 

（2）对板顶各部位拉毛质量进行全面检查，如发现拉毛不彻底或仍存有浮浆应手工凿毛。 

（3）施工中应采取有效措施（如加密支撑钢筋）确保钢筋网的竖向位置在任何情况下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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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出现整体或局部下挠。浇筑水泥混凝土之前应采用高压水将桥面杂物彻底冲洗干净，浇筑水

泥混凝土过程中禁止混凝土运输车或其它施工机具直接压迫已定位好的钢筋网。 

（4）水泥混凝土浇筑宜选择晴天进行，并且准备好遮盖工具，防止雨水对新浇混凝土质量

产生不利影响。 

（5）水泥混凝土桥面铺装时，应全断面同时沿纵桥向向前铺筑，并严格控制设计标高和铺

装层厚度。 

4.防撞护栏 

由于在梁板施工过程中，防撞护栏的预埋钢筋露出梁体部分可能会发生变形，因此施工时应

注意将预留钢筋进行调整，并与护栏内钢筋绑扎或焊接，然后浇筑护栏混凝土。 

5.桥面排水 

应保证桥面泄水管正确安装就位。 

6.施工单位在施工前应对所提供的设计图纸进行核对。应注意结构的整体施工观念，部分相

关图纸需同时使用，有关预埋件不得遗漏。 

7.施工期间应注意对周围环境的保护。施工期间应对生产、生活的废液、废气、废渣等作必

要的处理，避免对周围环境及水源的污染。 

8.施工安全应符合《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要求。在整个施工过程中，施工单位均应

根据规定采取必要措施做好施工安全工作，确保施工顺利进行。 

9.原桥为板梁桥，拆除施工工序如下： 

（1）施工前，须在桥头两端设置交通警示灯，以对进入施工区域内的车辆进行交通引导及

警示，须将桥两端施工现场用防护网彻底封闭，外围所有通行路口均采用彩板围挡封闭，安排专

人进行看护，并设置醒目禁行标志，严禁非施工人员进入施工现场，拆除施工前熟悉周围现场，

探明地下各种管线和构筑物，避免在拆除施工中破坏地下不明管线或其它构筑物。 

（2）对称平衡的拆除桥面系和上部结构等，以减少桥梁拆除后河内废渣的清除工作量。拆

除上部结构，两侧桥台需拆除侵占河道部分。 

（3）桥梁拆除后，应立即清除坍塌体，避免对周边环境造成影响。 

（4）桥梁拆除作业安全风险较大，必须制定科学、合理的安全保障措施。必须选择专业拆

除施工队伍，具体的老桥拆除工序由施工单位根据自身条件进行针对性设计，用于指导老桥拆除

作业。施工前需对施工人员进行安全技术措施和操作规范交底。 

其它未尽事宜，请按照《公路桥涵施工技术规范》(JTG/T 3650-2020)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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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设计委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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