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Journal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第 46 卷第 7 期
2015 年 7 月

Vol.46 No.7
July 2015

DOI: 10.11817/j.issn.1672-7207.2015.07.048

连续刚构桥上无缝线路计算模型及方法的简化
王平，谢铠泽
(西南交通大学 高速铁路线路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四川 成都，610031)
摘要：为简化连续刚构桥上无缝线路计算模型以及确定正确的简化计算方法，基于原有连续刚构桥上无缝线路计
算模型、刚构桥受力特点及梁轨相互作用原理提出新的计算模型。以实际连续刚构桥为例，采用原有计算模型及
本文提出的模型分别计算伸缩、制动、断轨及挠曲工况。研究结果表明：在伸缩及断轨工况下，可采用本文提出
的简化模型进行计算；对于制动工况，当中支点截面与固结桥墩截面抗弯刚度比值大于 4 时，采用本文提出的简
化模型计算的梁轨相对位移误差可控制在 0.2 mm 范围内；对伸缩、断轨及制动工况计算可以将变截面刚构桥简
化为等截面桥进行简化计算，并且计算结果满足工程需要；对于挠曲工况，由于简化模型未考虑桥墩的偏转因此
有较大的误差，因此挠曲工况计算必须采用可以考虑变截面梁及桥墩的整体模型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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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plification for calculation model and method of
CWR on continuous rigid frame bridge
WANG Ping, XIE Kaize
(MOE Key Laboratory of High-speed Railway Engineering,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Chengdu 610031,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simplify the calculation model and determine the correctness of simplified calculation method of
continuous welded rail (CWR) on continuous rigid frame bridge, a new calculation model based on the original model,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continuous rigid frame bridge and track-bridge interaction was put forward. The new model and
original model were used to calculate the expansion, braking, broken rail and bending conditions of CWR on an actual
continuous rigid frame bridg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new model can be applied to expansion and broken rail
conditions; for braking condition, when the ratio of the flexural rigidity of middle support section to that of pier is bigger
than 4, the differential of relative displacement between bridge and rail of two models remains less than 0.2 mm; under
the condition of expansion, braking and broken rail, it is acceptable to use constant section bridge rather than variable
cross-section rigid frame bridge to calculate the force and displacement of CWR in engineering application; under the
bending condition, since the new model does not consider the pier deflection, there exists bigger error. So the calculation
of bending condition needs building a model which considers the variable cross-section beam and pier at the same time.
Keywords: CWR; continuous rigid frame bridge; calculation model; longitudinal horizontal stiffness; relative
displacement between beam and rail; broken g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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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刚构桥不仅保持了连续梁桥结构刚度大、变

剪切模量；Li 为各段梁的长度；Ii 为各段梁的惯性距；

形小、动力性能好以及主梁变形挠曲线平缓等优点，

Ai 为各段梁的截面面积；ki 为各段梁切应力沿截面分

也具备了 T 型刚构桥受力合理的特点。同时由于连续

布不均匀而引起的修正系数，其值仅与梁的截面形状

刚构桥施工方法成熟、跨越能力大、对地形地质条件

有关，
对于矩形截面取值为 6/5，圆形截面取值为 10/9，

[1−4]

适应性好

的优点，以及高强预应力钢材、高强混凝

薄壁圆环截面取值为 2[6]。

土、大吨位张拉锚固体系的应用与发展[5]使其在主跨

计算条件为：E1=E3，为刚构墩弹性模量；G1=G3，

为 100~300 m 铁路桥梁中得到较多应用。由于刚构桥

为刚构墩剪切模量；L1=L3，为刚构墩的长度；I1=I3，

梁体为变截面、桥墩与梁体间固结等原因使刚构桥上

为刚构墩截面惯性距的一半；A1=A3，为刚构墩截面积

无缝线路的计算相对比较复杂，也使得分析刚构桥上

的一半；k1=k3；E2I2=∞；L2 取较小值，采用力法对超

无缝线路受力及变形时需要依据实际梁体及桥墩的截

静定结构进行求解，其对应的静定结构示意图如图 2

面参数进行建模并将桥墩与梁体进行耦合。这不仅增

所示。

加了建模的复杂性，造成程序的通用性不强，也限制
模型只能用于桥梁设计完成后对桥上无缝线路受力检
算，而不能依据无缝线路受力为桥梁设计尤其是桥墩
设计提供指导。本文作者结合刚构墩在被动位移模式
下的抗推刚度(以下称为纵向水平刚度)[4]，刚构桥上无
缝线路受力特点及原有刚构桥上无缝线路的建模方法
对刚构桥上无缝线路的计算模型进行简化，以提高刚
构桥上无缝线路建模的效率以及计算程序的通用性。
图2

1

连续刚构桥桥上无缝线路简化模
型提出

静定结构受力图

Fig. 2 Force diagram of statically determinate structure

因为在图 1 中 L2→0，所以桥墩在横向力作用下
的位移为

1.1

连续刚构桥桥墩纵向水平刚度简化

δ =−

连续刚构桥与连续梁桥的桥墩纵向水平刚度存在

L12 L2 X 1
X2
k
+
(3L12 L3 − 2 L13 ) − 1 X 2 L1 +
2 E1 I1
6 E1 I1
G1 A1

一定的差异，主要是由于连续刚构桥桥墩与梁体的固

L12 X 3
FL13 k1 FL1
+
+
2 E1 I1 3E1 I1 G1 A1

结作用，使得桥墩在发生弯曲变形时会受到梁体的约
束作用。因此刚构墩的纵向水平刚度计算不能像连续
梁桥桥墩直接简化为悬臂梁的力学模型进行计算，但
是其刚度计算公式仍然为
K=H/δ

(1)

式(2)适用于桥墩为等截面的情形，图 3 给出了不
同桥墩高度 L1 及桥墩截面惯性矩之半 I1 变化时刚构墩
纵向水平刚度与相同条件下连续梁桥墩纵向水平刚度
的比值。

式中：K 为刚度；H 为作用力；δ 为在作用力 H 下作
用点处沿作用力方向的位移。
1 个与梁体固结的刚构墩可以简化为图 1 所示计
算模型，图中 Ei 为各段梁的弹性模量；Gi 为各段梁的

(2)

从图 3 可以看出：单个刚构墩简化后的桥墩纵向
水平刚度约为同等条件下连续梁桥墩纵向水平刚度的
4 倍，该计算结果与文献[4]中简化方法计算的结果是
一致的。对于变截面桥墩刚度采用公式计算较为复杂，
因此采用有限元方法计算，其得到的结果仍然是刚构
桥墩的纵向水平刚度为同等条件下连续梁桥墩纵向水
平刚度的 4 倍。在上面的计算方法中取 E2I2=∞，放大
了桥梁梁体的约束作用，简化后的桥墩纵向水平刚度
稍大，因此需讨论这种简化方法对计算结果的影响。
1.2

刚构桥上无缝线路计算模型
目前普遍采用的刚构桥上无缝线路计算模型如图

图1

桥墩刚度计算简图

Fig. 1 Calculation diagram of pier stiffness

4(a)所示，其中钢轨采用弹性点支承梁模型，扣件纵
向阻力采用非线性弹簧模拟；上下翼缘等效为刚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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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1 节的计算结果。该简化使模型建立时不需要桥
墩的实际截面参数，而可以直接采用设计者提供的桥
墩纵向水平刚度进行计算。因此该模型可以在桥梁设
计初期，从轨道的角度对桥梁的桥墩刚度提出设计要
求，从而方便设计者对桥墩截面尺寸的设计，同时由
于对桥墩的简化也使得模拟桥墩的单元从原来的梁单
元转变为更为简单的线性弹簧单元。该模型还可以通
过设置桥上线路股道数以考虑单线、双线及多线等实
际情况，因此，能够更加真实地反映桥上各股道线路
受力的状态。该模型采用的单元类型同图 4(a)所示的
模型相同，且其计算假设同普通桥上无缝线路的计算
假设相同，参见文献[12]。

2 模型计算结果比较
2.1

计算参数取值
以直线上 5×32 m 简支梁桥+(89+168+89) m 连续

刚构桥+5×32 m 简支梁桥桥上双线有砟轨道无缝线
路为例来研究简化计算模型的可靠性，其桥跨及支座
布置如图 5 所示。图 5 中 A 为边跨支点截面(梁高 6 m)、
B 为中支点截面(梁高 12 m)、C 为跨中截面(梁高 6 m)，
计算中桥梁截面参数均依据设计图纸进行选取。简支
梁桥墩刚度采用稍大于规范规定的最小刚度，取为

(a) 桥墩高度；(b) 桥墩截面惯性矩
图3

400 kN/cm，单个刚构桥墩纵向水平刚度在设计图中为

不同因素计算结果

2 688 kN/cm，与采用 1.1 节方法计算结果相吻合。计

Fig. 3 Calculation results of different factors

算中为消除边界效应，保证桥上无缝线路处于固定区，
于模拟桥梁挠曲时上下翼缘产生的纵向位移；梁体及
桥墩采用梁单元模拟[3, 7−8]。图 4(b)所示为本文依据梁
[9−11]

简支梁两边的路基长度取为 112 m[13−14]。
钢轨采用 60 kg/m 钢轨，不考虑钢轨磨耗；全桥

及刚构桥受力特点提出的简化计

不铺设小阻力扣件，因此，线路的纵向阻力即为道床

算模型，该模型主要对桥墩进行了简化，其简化依据

纵向阻力，具体取值依据规范；列车荷载采用中—活

轨相互作用原理

(a) 模型 1；(b) 模型 2
图4

刚构桥上无缝线路计算模型

Fig. 4 Calculation models of CWR on continuous rigid frame b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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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其中在列车制/启动工况计算时荷载长度取为
[15]

400 m

。在上述计算参数条件下，基于模型 1 与模

截面建立的 3 个计算模型中，以中支点截面建立的模
型计算的结果与模型 1 计算的结果相差最小，
并且小于

型 2 分别计算伸缩、制动、断轨及挠曲等工况，并进

变截面梁计算的结果；以跨中截面计算结果相差最大，

行比较分析。

但是最大压力也仅相差 1.89%，最大拉力相差 2.56%，

2.2

伸缩工况

均小于 5%，满足工程应用的需要。因此，本文提出

依据 TB 10015—2012“铁路无缝线路设计规范”

的刚构桥计算模型可以应用于刚构桥上无缝线路伸缩

桥上有砟轨道无缝线路在伸缩附加力计算中混凝土梁

工况的计算，并且可以简化为等截面梁进行计算。

温度变化为±15 ℃。表 1 和图 6 所示为采用模型 1 与
模型 2 计算的结果。

模型 2 对伸缩工况计算适用的主要原因为桥墩刚
度的变化对伸缩附加力的影响较小(见图 7)。由图 7

由表 1 和图 6 可以看出：2 种模型均采用变截面

可见：桥墩纵向水平刚度从 500 kN/cm 变化到 3 000

梁模型时，模型 2 计算的钢轨最大压力与模型 1 计算

kN/cm，纵向压力仅改变了 5.3 kN，因此，放大梁体

的最大压力相差 0.96%，最大拉力相差 1.61%。以等

对刚构桥墩的约束作用并不显著影响无缝线路伸缩工

图5

桥跨及支座布置

Fig. 5 Arrangement of bridge spans and bearing
表1
Table 1

模型 1 与模型 2 伸缩工况计算结果

Results of expansion condition with the 1st and 2nd models
模型 1

工况

模型 2

最大压力/kN

最大拉力/kN

最大压力/kN

最大拉力/kN

变截面

−395.25

227.83

−399.06(0.96%)

231.50(1.61%)

中支点截面(等截面)

−395.66(0.10%)

227.86(0.02%)

−394.69(0.14%)

225.86(0.86%)

跨中截面(等截面)

−393.04(0.56%)

225.98(0.81%)

−402.74(1.89%)

233.67(2.56%)

边跨支点截面(等截面)

−396.36(0.28%)

229.01(0.52%)

−400.09(1.22%)

230.72(1.27%)

注：表中括号里的数据是相对于模型 1 变截面工况的相对误差。

(a) 钢轨纵向力；(b) 梁轨相对位移
1—模型 1；2—模型 2
图6
Fig. 6

2 种模型伸缩工况结果比较

Comparison of results of expansion condition in two mod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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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束作用增加，相当于增加了桥墩的纵向水平刚度，
因此梁轨相对位移就会降低。
当中支点截面惯性矩发生变化时，以模型 1 为基
础，分别采用变截面与中支点等截面计算的梁轨相对
位移差如图 8 所示，在计算变截面模型时跨中及边跨
支点截面参数均按照中支点截面参数的改变而等比例
变化。
从图 8 可以看出：随着中支点截面惯性矩的增大，
等截面与变截面计算的制动轨及非制动轨的梁轨相对
位移差降低，但是差别不大。因此，可以采用中支点
的截面代替变截面进行制动工况的计算，且对于刚构
墩纵向水平刚度起主要影响作用的是中支点截面。
从表 2 中模型 2 的计算结果可见：无论采用变截

1—压力；2—拉力
图7

面还是等截面梁模型计算结果均相差不大，主要是由

附加力变化与桥墩刚度关系

Fig. 7 Relationship between additional force and stiffness of

于制动力对模型 2 而言仅为纵向力，因此截面的抗弯

pier

刚度对结果影响不大。由于桥梁截面面积比钢轨截面
面积大得多，因此无论采用梁体的任何截面参数进行
计算结果均相差不大。虽然 2 种模型的计算结果相差

况的计算。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得到：对于伸缩工况可以采用

较小，但仍有差别，其主要原因是 1.1 节中桥墩纵向

模型 2 进行计算，并且计算结果误差在允许的范围内，

水平刚度推导时假设梁体抗弯刚度无穷大。当梁体截

因此，对于 2 种模型采用等截面简化计算能够满足工

面刚度远大于桥墩刚度时，2 种模型能够很好地吻合，

程需要，并且以中支点截面进行计算的误差最小。

下面以模型 1 为准，通过改变梁体与桥墩的截面惯性

2.3

制/启动工况

矩进行计算，并与模型 2 计算结果比较，如图 9 所示。

对于桥上有砟轨道无缝线路制动工况的计算主要

图 10 所示为中支点截面与桥墩截面惯性矩比值为 4

是检算制动荷载作用下梁轨快速相对位移是否超限，

时制动工况计算结果的比较图。

同时该检算项目也是控制桥墩纵向水平刚度最小值的

从图 9 可以看出：随着中支点截面与桥墩截面惯

主要因素[16]。对于模型 1，从 1.1 节分析中可知梁体

性矩比值的增加，2 种模型的计算差值愈来愈小，当

截面抗弯刚度越大，其对桥墩的约束作用就越强，梁

中支点截面惯性距为桥墩截面惯性距的 4 倍时，2 种

轨相对位移就越小。采用模型 1 与模型 2 计算制动工

模型的计算差值为 0.2 mm，小于规范规定梁轨相对位

况结果如表 2 所示，其中车头位于伸缩附加力最大位

移限值 4 mm 的 5%。因此，当中支梁截面与梁体惯性

置处即刚构桥左端，列车向左制动且为一线制动。

矩的比值大于 4 时，可以采用模型 2 以等截面梁进行

从表 2 可以看出：采用模型 1 计算时随着梁体截

简化计算。

面的抗弯刚度的增加，梁轨相对位移降低。由 1.1 节

由于刚构桥的受力要求等造成中支点截面的抗弯

可知这主要是梁体截面抗弯刚度的增加对桥墩变形的

刚度均比较大，而桥墩的截面抗弯刚度较小，对于一

表2
Table 2

模型 1 与模型 2 制动工况计算结果

Results of braking condition with the 1st and 2nd models
模型 1

模型 2

工况

非制动梁轨相对
位移最大值/mm

制动梁轨相对
位移最大值/mm

非制动梁轨相对
位移最大值/mm

制动梁轨相对
位移最大值/mm

变截面

1.34

1.70

1.15(0.19)

1.52(0.18)

中支点截面(等截面)

1.28(0.06)

1.64(0.06)

1.15(0.19)

1.52(0.18)

跨中截面(等截面)

1.63(0.29)

1.99(0.29)

1.15(0.19)

1.52(0.18)

边跨支点截面(等截面)

1.51(0.17)

1.86(0.16)

1.15(0.19)

1.52(0.18)

注：表中括号里的数据表示与模型 1 变截面工况计算结果之差的绝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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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非制动轨；2—制动轨
图8

不同截面计算梁轨相对位移差与梁体中支点
抗弯刚度的关系

Fig. 8 Relationship between relative displacement difference
and flexural rigidity of middle support section

(a) 制动轨；(b) 非制动轨
1—模型 1；2—模型 2
图 10 2 种模型制动工况计算结果比较
Fig. 10 Comparison of results of baking condition in two
models
1—非制动轨；2—制动轨
图9

2 种模型梁轨相对位移差与中支点及桥墩截面惯性
矩比值的关系
Fig. 9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erence of relative

displacement in two models and ratio of flexural rigidity of
middle support and pier sections

般刚构桥，中支点截面与桥墩截面惯性矩比值均能满
足大于 4 的要求，因此，基于模型 2 采用等截面梁模
型计算刚构桥制动工况的结果能够满足工程设计的要
求。对于模型 1 也可以采用等截面代替变截面进行简

2.4

断轨工况
为了保证计算的准确性，计算中建立双线 4 根钢

轨，并考虑非断轨的约束作用[17]。计算中以轨温降低
50 ℃为例，断轨位置均发生在连续刚构桥左端位置处
(伸缩附加力最大位置处)，且只考虑 1 根钢轨发生断
轨，采用模型 1 与模型 2 断缝计算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3

模型 1 与模型 2 钢轨降温 50 ℃时断缝结果

Table 3

Results of rail broken gap with the 1st and

2nd models at rail temperature decline of 50 ℃

mm

工况

模型 1

模型 2

变截面

41.97

41.81(0.38%)

不需要桥墩的具体尺寸，仅需要知道桥墩纵向水平刚

中支点截面(等截面)

41.90(0.15%)

41.81(0.38%)

度，因此，在桥墩、梁体截面设计中也可以先采用模

跨中截面(等截面)

42.09(0.30%)

41.81(0.38%)

型 2 初步计算确定刚构墩的最小水平刚度等，为桥梁

边跨支点截面(等截面)

42.01(0.10%)

41.81(0.38%)

化计算，为了达到更高的精度，尽量采用中支点截面
参数进行等截面计算。由于模型 2 在制动工况计算中

设计提供参考，从而降低设计中的反复更改设计的工

注：表中括号里的数据是相对于模型 1 变截面工况的相对

作，提高工作效率。

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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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3 可以看出：无论模型 1 还是模型 2 计算得

模型进行计算。

到的断缝随截面参数的变化均不大，最大的相对误差

通过上面计算分析可知：对于断缝工况计算可以

仅为 0.38%，因此，断缝计算完全可以采用等截面计

采用本文提出的简化模型并采用等截面梁进行计算，

算的结果代替变截面计算的结果。其主要原因是断缝

且计算结果能够满足工程需要，在利用模型 1 进行计

计算受桥墩刚度的影响比较小，如图 11 所示。图 11

算时也可以将刚构桥简化为等截面梁进行计算。

是采用模型 2 计算得到的。

2.5

挠曲工况
挠曲附加力是桥梁在列车荷载作用下产生挠曲变

形，桥梁上下翼缘发生位移，从而引起钢轨中纵向附
加力[12]。因此，挠曲计算应该采用变截面进行计算，
采用等截面会出现较大的误差。表 4 所示的计算结果
也验证梁体截面特性对挠曲附加力的影响，其中列车
荷载从左侧入桥，刚构桥左侧两跨满布荷载，如图 12
所示。
从表 4 可以看出：挠曲工况计算时必须采用变截
面梁进行计算，否则会出现较大的误差。图 13 所示为
以变截面为准采用模型 1 与模型 2 计算的结果。
从图 13(a)可以看出：模型 2 计算的结果与模型 1
计算的结果不仅在数值上存在较大差别，而且在车头
图 11
Fig. 11

前方简支梁对应钢轨受力方向上也存在差别，其主要

断缝与桥墩刚度关系

原因是模型 2 未考虑桥墩偏转，尤其是在列车荷载位

Relationship between broken gap and stiffness of pier

于边跨时差别最大，当列车荷载仅位于中跨时这种差
从图 11 可以看出：随着桥墩刚度的增加，断缝逐
渐减小，但当刚度从 500 kN/cm 变化到 3 000 kN/cm

别会大幅减小(这里仅为了验证规律取列车荷载仅位
于中跨上)，如图 13(b)所示。

时，断缝仅改变了 0.85 mm；当刚构墩的刚度为 2 688

从上面 2 种模型计算的结果分析可知：在挠曲工

kN/cm 时的断缝为 41.81 mm，与模型 1 的变截面断缝

况计算中必须依据刚构桥实际的截面参数进行建模计

相差 0.16 mm。因此，刚构桥上无缝线路断轨工况计

算。但是目前新建铁路桥梁一般采用箱形截面构造，

算可以采用模型 2 进行计算，并且可以采用等截面梁

因箱形截面整体性好、刚度大、在荷载作用下变形小，

图 12

加载位置示意图

Fig. 12 Schematic diagram of load position
表4
Table 4

模型 1 与模型 2 挠曲工况计算结果

Results of bending condition with the 1st and 2nd models
模型 1

工况

模型 2

最大压力/kN

最大拉力/kN

最大压力/kN

最大拉力/kN

变截面

−133.75

141.75

−154.10(15.22%)

166.02(17.12%)

中支点截面/等截面

−127.30(4.82%)

100.20(29.31%)

−213.26(59.45%)

173.91(22.69%)

跨中截面/等截面

−224.27(67.68%)

178.30(25.78%)

−137.25(2.62%)

112.48(20.65%)

边跨支点截面/等截面

−181.53(35.72%)

146.63(3.44%)

−270.47(102.23%)

217.38(53.36%)

注：表中括号里的数据是相对于模型 1 变截面工况的相对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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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与传统模型并无差异，因此，可以采用本文提出
的简化模型进行计算，并且无需建立变截面梁模型，
而只需要采用等截面梁进行计算，为了方便，可以采
用连续刚构桥的 3 个特殊断面进行计算。
2) 连续刚构桥上无缝线路制动工况的计算，在满
足中支点梁的抗弯刚度为固结处桥墩抗弯刚度的 4 倍
及以上时可以采用文中提出的简化计算模型，能够确
保梁轨相对位移误差在 0.2 mm 范围内。
3) 对于刚构桥上无缝线路，其伸缩、制动及断轨
工况可以采用本文提出的简化模型进行计算，计算结
果能满足工程要求，并且为设计提出桥墩纵向水平刚
度限值，可用于指导桥墩截面参数设计。
4) 连续刚构桥桥上无缝线路挠曲工况的计算必
须采用变截面梁模型，并且必须依据桥梁实际尺寸建
立整体模型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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