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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韶大桥刚性铰内部支座试验研究
杨万理, 周凌远
(西南交通大学 土木工程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31)

摘要: 参考有限元分析结果, 对实桥进行缩尺和简化, 模拟刚性铰及内部支座的实际工作环境,
进行刚性铰模型试验. 实验表明在受力复杂的工作环境下, 聚四氟乙烯材料滑板的耐磨性稍优于
超高分子量聚乙烯滑板支座, 带球铰的滑板支座优于不带球铰的滑板支座. 设置调节支座间隙的
装置、
增大滑板接触面的面积, 可提高支座耐磨性, 改善刚性铰的运动工作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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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finite e lem ent analysis, a m odel is established accordin g to the scale- down and sim plified
br idge. It is th en tested by sim ulating the actual w ork in g environm ent o f in ternal abutm ent in rig id - h inge. It is
shown through the experim ental results that the abrasion resist ing propert ie s of PTFE is slight ly better th an that of
UHMW - PE in the com plicated wo rk ing conditions. S liding plate bearing support w ith spherical h in ge is better
th an the one w ith out i.t T he se tt ing o f support gap actuating dev ic e and en larg ing slidin g- plate contact area are
benefic ia l to enhance abrasio n resisting propert ie s o f support and to im prove the dynam ic perform ance o f rig id hin ge.
K ey w ord s: m ode l tes;t ball friction; rubber bearing; cab le- stayed brid ge; steel box g irder

0引 言
嘉绍大桥 (嘉兴至绍兴跨江公路通道工程 ) 主航道桥为 70+ 200+ 5

428+ 200+ 70= 2680 m 的 6塔

独柱 4索面钢箱梁斜拉桥. 因主梁较长, 温度变形问题突出. 为有效解决嘉绍大桥主航道桥的温度荷载问
题, 设计中采用了在中塔之间的主梁跨中位置设置刚性铰 ( 一种伸缩连接结构, 国内外对这种结构的研究
还不常见, 这里暂且称之为刚性铰 ) 构造的方式. 刚性铰不仅要满足正常运营下的承载能力要求, 还要具
备释放跨中 2侧主梁的纵向相对位移, 约束主梁两端的竖向、横向相对变形及相对转动的能力

[ 1]

. 荷载作

用下, 内部支座能否滑动, 以及滑动部分材料在长期伸缩过程中的耐磨性能如何, 是刚性铰能否满足使用
功能要求的关键. 论文对正弯矩荷载下刚性铰的反复运动工作性能以及支座耐磨性能进行初步研究, 与单
纯的支座材料耐磨性试验不同, 试验中模拟了内部支座服役时所处的复杂工作环境. 希望能为实桥刚性铰
内部支座类型、
支座材料的选择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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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刚性铰试验模型的构造及内部支座的布置
图 1为刚性铰试验模型立面图. 由于试验研究的主要范围为刚性铰位置小箱梁与大箱梁接触范围及
其临域, 因此在保证该区域基本结构特性不变的前提下, 对桥截面进行缩尺简化, 缩尺比例为 1 4.

简化的原则为: 考虑到小箱梁尺寸较小, 并且全
部处于主要试验研究范围, 故保持其结构形式基本不
变; 对大箱梁模型进行适当简化, 并确保简化后的模
型与实桥在控制断面处具有相似的抗弯刚度. 实桥单
幅断面为双箱梁, 试验模型取实桥断面的一半, 将实
桥箱梁外腹板和斜腹板去掉, 保留与小箱梁相邻的纵
隔板, 并增设加劲肋以防止最大侧弯工况时发生局部
失稳; 相应增加纵隔板的厚度, 以保证截面抗弯刚度
的相似性, 并将 U 肋按刚度等效原则简化为板肋, 以
便于制造. 内部支座的布置见图 2, 该断面有 6个内
部支座, 2- 2断面也有 6个内部支座.

2 刚性铰运动工作性能加载方案及边界条件模拟
根据有限元分析结果, 实桥在运营过程中刚性铰位置存在正弯矩和负弯矩 2种受力状态, 而刚性铰小
箱梁支座在这 2种受力状态下分别由不同的前后上下 2对支座承受弯矩. 当刚性铰处于正弯矩的受力状
态时, 靠近小箱梁固定端的上面 1对支座和靠近小箱梁自由端的下面 1对支座接触并发生磨损. 而当处于
负弯矩受力状态时, 上述 2对支座不参与工作, 另外 2对支座受力并磨损. 试验时对刚性铰实施正弯的加
载, 千斤顶安装在大箱梁 J2梁段. 各力的大小和具体位置、
支撑体系的位置等根据实际工况下结构的受力
经过精确计算来确定. 试验确定采用应力相似比采用 1 1, 根据量纲分析, 模型上施加的弯矩和扭矩应为
实际结构相应内力的 1 / 64, 集中荷载应为实际结构
的 1 / 16. 试验时, 大箱梁 J2段和大箱梁 J3段不动,
M TS数控试验系统的作动器施加反复荷载, 推拉大
箱梁 J1段, 与 J1段相连的小箱梁依靠内部滑板支
座, 在大箱梁 J2段内部来回运动. 竖向加载后内部
支座 2滑板的摩擦力约 10 kN, 该力由混凝土反力
墩中钢锚杆的预压力和混 凝土自身重量在混凝土
与地面间产生静摩擦力来抵抗. 如图 1所示.
竖向千斤顶荷载施加至 85 kN 时, MT S按正弦
波运动, 10 s为 1个周期, 每周期行程 24 cm, 平均速
度为 2. 4 cm / s. 每推拉 5 000次停机观测结构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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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和支座磨损情况, 直到支座磨擦损坏为止. MT S作动器施加给刚性铰的运动位移 - 时间曲线如图 3所
示.

3 不同类型支座下试验数据分析
3. 1试验采用的内部支座滑板材料
聚四氟乙烯 ( PTFE ) : 纯的聚四氟乙烯极不耐磨, 但在聚四氟乙烯中加入各种填料, 耐磨性提高. 摩擦
因数比其他工程塑料小, 一般仅 0. 04, 如在高速、
高压条件下其摩擦因数可低于 0. 01. 超高分子量聚乙烯
( UHMW - PE) : 高分子量聚乙烯的耐磨损性居现有塑料之首. 自润滑性优异, 其摩擦因数为 0. 07~ 0. 1, 仅
[ 2]

次于自润滑性最好的聚四氟乙烯 PTFE .
UHMW - PE 与 PTFE相比, UHMW - PE的砂浆磨耗指数仅是 PTFE 的 1 /5. 无润滑条件下: UHMW PE 的摩擦因数比 PTFE 摩擦因数要高 0. 03~ 0. 045左右. 有润滑条件下: UHMW - PE 的摩擦因数比 PTFE
摩擦因数仅高 0. 005~ 0. 012左右, 2种材料都是随着压应力增加, 摩擦因数减小, 在无润滑的情况下, UH
[ 3]

MW - PE 下降的快些 .
3. 2试验采用的滑板支座结构
滑板支座: 试验用滑板支座构造如图 4左图所示. 它由钢板和滑动部分构成. 其结构形式是在钢板的
下端连接超高分子量聚乙烯, 然后再放置在底座材料 (镜面不锈钢板等 ) 上. 在水平外力作用下, 支座以及
上部结构能在底座材料上来回滑动.
有球铰的滑板支座: 为了 适应结构的变 形, 在
滑板支座的基础上, 将滑板支座固定在大箱梁上的
部分改为球铰结构. 文献表明球铰支座传力可靠、
转
动灵活. 它既具备盆式橡胶支座承载能力大、容许支
座位移大等优点, 而且能更好地适应支座大转角的
需要. 以下称试验中采用的这种支座形式为有球铰
的滑板支座, 称原滑板支座为无球铰的滑板支座, 以
示区别, 如图 4右图所示.
3. 3无球铰超高分子聚乙烯滑板支座
MT S推拉荷载 ! 时间曲线如图 5 所示, 拉力为
正、
推力为负. 从图中得到发现 MT S推拉力值变化明
显. 试验开始时, 最大拉力 4 kN, 最大推力 10 kN; 至
结束时, 最大拉力 20 kN, 最大推力 40 kN.
在推拉小于 200次时, 刚性铰机构能纵向自由伸
缩. 随着推拉次数的增加, MTS 推拉力 ( 即支座摩擦
力 ) 逐渐增大, 滑板材料磨损严重, 运动时刚性铰抖
动, 有较大的噪声. 并在推拉 600次左右出现明显的
金属摩擦声, 支座材料损坏. 此情况下同一位置左右
2个滑板超高分子量聚乙烯材料磨损情况不 同, 靠
近 J1段的支座, 上面右侧的支座材料磨损比上面左
侧严重. 靠近 J3段的支座, 下面左侧支座材料磨损
比右侧严重. 这说明小箱梁在受扭状态下, 纵向同一
位置处的左右 2个支座受力不同的. 由于小箱梁和
大箱梁的弯曲变形, 顺桥轴线方向的支座 ( 即固定端
侧和自由端侧 ) 磨损情况也不同. 同一支座材料, 靠
近 J1侧磨损量比远 J1侧小. 这说明滑板支座不能适应结构的弯曲变形, 同一个支座面受力不均. 支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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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损情况见图 6.
3. 4有球铰的超高分子量聚乙烯滑板支座
如图 7所示, 在 MT S推拉过程中, 推拉力无明显增加, 初始最大拉力为 4 kN, 最大推力为 11 kN. 经过
约 1 000次推拉后, 推力稍有增加, 这主要是由于部
分硅脂被挤出后支座摩擦系数增加造成的. 随后趋
于稳定, 最大拉力仍为 4 kN, 最大推力升至 28 kN.
试验中刚性铰能 纵向自由伸缩, 其运动平 顺,
无明显的噪声. 推拉至 1 000次时, 由于部分硅脂挤
出, 支座位置有轻微 抖动; 至 9 000次, 抖动逐渐明
显; 至 10 000次, 支座材料发生摩擦损坏. 各支座磨
损情况见图 8~ 11. 靠近 J1( 固定端侧 ) 的上侧右支
座摩擦面部分偏出滑板, 压应 力增大且受力不 均,
磨损严重, 且右侧比左侧磨损严重. 靠近 J3的下侧
支座受力, 右侧受力偏小, 磨损量较小; 左侧受力偏大, 磨损量较大.

3. 5有球铰的聚四氟乙烯滑板支座
如图 12所示, 在 MTS推拉过程中, 推拉力无明显增加. 初始最大拉力为 4 kN, 最大推拉为 11 kN; 经过
约 1 000次后, 推拉力稍有增加, 随后趋于稳定, 最大拉力为 4 kN, 最大推拉为 27 kN.
采用该支座时, 刚性铰在工作状态下能纵向自由伸缩, 其运动平顺, 无明显的噪声; 至 1 000次时, 由
于部分硅脂挤出, 支座位置有轻微抖动, 并未出现抖动加剧的现象; 至 10 000次, 取出支座发现材料已经
因磨损严重而损坏, 其磨损状况略好于有球铰超高分子量聚乙烯滑板支座. 试验中根据 M TS控制设备显
示, 支座摩擦系数稍小于超高分子量聚乙烯支座. 各支座磨损情况见图 13~ 16.

昆明理工大学学报 (理工版 )

46

h ttp: / /www. kustjourna.l com /

第 35卷

4小 结
1) 由于刚性铰受力时发生转动, 带有球铰的滑
动支座能够自由调节其角度, 保证支座滑动过程中
2个接触面的均匀密贴, 从而减小摩擦力, 宜采用带
有球铰的滑板支座.
2) 采用聚四氟乙烯材料的滑板支座其磨损状
况略好于采用超高分子量聚乙烯支座, 这与以前的
材料试验结果有所区别. 原因可能是支座在刚性铰
这样的复杂结构环境中其 运动和受力状态与材料

试验或单纯的支座试验不同, 在试验中虽然采用了有球铰的支座, 但接触应力的不均匀性仍不可避免地高
于单纯材料试验情况, 而这种不均匀接触还导致局部材料温度升高. 2种材料本身的性能差别与这些工作
环境的影响相比变为次要因素.
3) 采用超高分子聚乙烯的大箱梁外部滑板支 座 ( 其平均接 触应力约为刚性铰内支 座平均应力的
56% ), 共滑动 20 600次支座没有出现明显的磨损, 且仍能继续工作, 表明支座在工作应力状态下, 其接触
应力越小、
磨耗状况越好.
4) 通过试验发现刚性铰内支座的接触应力对材料耐磨性具有较大影响, 因此可考虑减小刚性铰内支
座的压应力, 即增大支座滑动面的面积, 从而提高支座的耐磨性;
5) 由于刚性铰内支座的接触间隙对刚性铰的工作性能有较大的影响, 支座应考虑设置可方便调节支
座间隙的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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