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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UHPC 组合梁桥养护规程》（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1 工作背景

钢-UHPC 组合梁桥是一种新型结构，其上部结构跨中区域采用钢-UHPC 组合

梁，其余部分采用预应力混凝土梁，不仅能够实现跨中梁段轻型化，避免桥面铺

装抗裂 、耐久性难题，还可有效解决 PC 梁桥自重过大、主跨过度下挠和梁体开

裂等难题。

国家层面高度重视钢-混凝土组合梁桥的发展工作，出台了相应的国家标准

及行业标准，对钢-混凝土组合梁桥的设计及施工等多个层面进行了规定，但关

于钢-混凝土组合梁桥的养护方面较为滞后，缺乏相应的规范。

UHPC 是一种具有超高力学性能和超长耐久性的新型水泥基复合材料，将其

与钢结构结合并用于桥梁工程，可充分发挥 UHPC 的优良性能和钢结构轻的优势。

因此，钢-UHPC 组合梁成为桥梁工程领域的研究重点，应用前景广泛。

目前，我国已建成多座钢-UHPC 组合梁桥，相关技术应用较为成熟，但 UHPC

作为新型材料，其在国内的标准化工作尚处于发展阶段，阻碍了 UHPC 的工程应

用。特别是养护方面的规范和标准，无法满足当前工程养护的需求。

1.2 任务来源

中国科技产业化促进会根据黄河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提出，联合湖

南大学、湖北省城建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共同起草《钢-UHPC 组合梁桥养

护技术规范》团体标准（经过几次研讨，更改为《钢-UHPC 组合梁桥养护规程》），

2021 年 3 月 6 日经组织相关专家评审后，同意本标准纳入 2021 年第二批团体标

准立项计划（计划编号 T/CSPSTC-JH202118），并于 2021 年 5 月 13 日发文予以

立项。

1.3 主要工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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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成立标准编制组（2021 年 5 月）

标准立项计划下达后，编制组在接到工作任务后第一时间召开了项目工作会

议，在会议上成立了标准编制组，并根据相关文件的要求，明确小组成员工作任

务并制定了详细的工作计划。

1.3.2 资料收集（2021 年 6 月～7月）

标准编制组开展广泛深入的调研，收集、整理了国内外相关资料及专家的意

见和建议，充分考虑国内钢-UHPC 组合梁桥的实际情况，起草标准。

1.3.3 初稿（2021 年 8 月～10 月）

标准编制组基于标准草稿，征求各参编单位、相关主管部门等专业修改意见，

汇总、归纳各方意见并进行修改完善，形成标准初稿。

1.3.4 讨论稿（2021 年 11 月～12 月）

为了进一步完善标准，编制组成员在标准初稿完成以后，邀请组织了相关专

家对相关章节进行讨论，会议以线上视频的形式召开。参会专家结合行业特性、

应用要求及实际情况出发，对相关章节提出修改意见。编制组在会后根据相关专

家意见对标准进行修改完善，形成了标准讨论稿。

1.3.5 征求意见稿（2022 年 1 月）

根据讨论意见，对标准进行修改、完善，形成征求意见稿，2022 年 1 月网

上公示。

1.3.6 送审稿（2022 年 3 月）

根据征求意见，对标准进行修改、完善，形成送审稿，拟定 2022 年 3 月召

开审查会。

1.3.7 报批稿（2022 年 4 月）

根据审查意见，对标准进行修改、完善，拟定 2022 年 4 月形成报批稿。

1.3.8 发布（2022 年 5 月）

拟定 2022 年 5 月发布。

二、制定本标准的目的和意义

随着经济社会及城市化的发展，大跨桥梁的需求越来越多，特别是黄河中下

游河段，要求新建桥梁跨径不小于 120 m，部分河段要求新建桥梁跨径不小于 180



3

m。对于常规普通混凝土预应力梁桥，其跨径难以突破 180 m，并且梁体开裂、

跨中下挠的问题尚不能有效解决；对于钢结构梁桥，其桥面铺装的抗裂性、耐久

性较差，无法彻底解决。

钢-UHPC 组合梁作为新型梁式结构，桥梁跨径适应范围广，可使得结构更加

薄层化、轻型化，且耐久及经济性能好，应用前景广泛。目前钢-UHPC 组合梁的

国内外规范集中于材料及结构类，而养护方面资料相对匮乏，对应的标准规程不

够全面，现有的相关钢-UHPC 组合梁的标准规范不能完全适应和满足工程养护的

要求。

通过制定《钢-UHPC 组合梁桥养护规程》团体标准，为钢-UHPC 组合梁桥的

施工与运营期间的维护提供技术规范，进而延长此类结构的服务年限，提高服务

水平，降低其全生命周期的养护费用，促进钢-UHPC 新型组合桥梁结构的发展。

三、本标准编制原则与编制依据

3.1 本标准编制原则

3.1.1 一致性原则

以CJJ 99 《城市桥梁养护技术标准》、JTG 5120 《公路桥涵养护规范》

等为规范性引用文件，指导了本标准的编制。《钢-UHPC组合梁桥养护规范》的

起草符合与行业标准、国家标准等其他有关标准的一致性。

3.1.2 可操作性原则

本标准的编制一定程度上考虑了在我国现行法律、政策环境下对《钢-UHPC

组合梁桥养护规程》施行的可操作性，同时对国内外相关方面的现行标准给予了

应有的关注，以确保本标准与有关法律法规、其他标准的兼容性和一致性。

3.1.3 实用性原则

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对有关概念、定义和论证等内容的叙述尽可能清楚、

确切，文字表达严谨、通俗易懂，使得本标准执行起来尽可能易实现和可操作，

充分满足使用要求。

3.1.4 规范性原则

本标准编制过程中，认真按照 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

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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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本标准编制依据

CJJ 99 城市桥梁养护技术标准

JTG H10 公路养护技术规范

JTG/T H21 公路桥梁技术状况评定标准

JTG/T J21 公路桥梁承载能力检测评定规程

JTG 5120 公路桥涵养护规范

四、本标准主要内容

本标准对钢-UHPC 组合梁桥的桥梁检查、钢-UHPC 组合梁桥评定、上部结构

养护、桥面系及附属设施养护、养护技术管理等方面提供指导。本标准内容框架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4.1 范围

本标准名称严格按照课题任务书和项目立项规定的名称：《钢-UHPC 组合梁

桥养护规程》，并根据钢-UHPC 组合梁桥的养护流程，对钢-UHPC 组合梁桥检查、

上部结构养护、桥面系及附属设施养护、养护技术管理的指导。

本文件适用于钢-UHPC 组合梁桥的养护。

4.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主要引用城市桥梁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城市桥梁养护、公路养护、公路桥

梁技术状况评、公路桥梁承载能力检测评定、公路桥涵养护等标准。

4.3 术语和定义

对本标准中的术语和定义进行说明。

4.4 基本规定

对钢-UHPC 组合梁桥养护工作的主要内容、基本要求及遵守的原则进行阐

述。

4.5 钢-UHPC 组合梁桥检查、监测与评定

针对钢-UHPC 组合梁桥的初始检查、日常巡查、经常检查、定期检查、专项

检查、应急检查、结构监测及评定进行规范与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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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上部结构养护

明确了钢-UHPC 组合梁桥的日常养护、维修、加固方法及其适用范围。

4.7 桥面系及附属设施养护

规定了 UHPC 桥面板的养护和沥青铺装的养护内容。

4.8 灾害防治与突发事件的处理

明确了水毁防治、冰害、冻害防治及其他灾害防治的处理规定。

4.9 安全防护

明确了钢-UHPC 组合梁桥的安全保护区域、超重车辆过桥管理、桥下空间管

理。

4.10 养护工程的检查和验收

明确了钢-UHPC 组合梁桥护工程的检查和验收规定。

4.11 养护技术管理

对养护的检查管理、工程管理、技术档案管理、信息系统管理、监测系统管

理等管理进行了系统描述，并给出指导意见。

4.12 规范性资料附录

本标准附录为规范性附录，内容包括桥梁基本状况卡片、桥梁经常检查记录

表和桥梁定期检查记录表。

五、本标准预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本标准的制定将规范钢-UHPC 组合梁桥的养护流程与监测、管理的技术要

求，提升养护工作的技术先进性和经济合理性，为钢-UHPC 组合梁桥的安全运营

提供保障，预期经济和社会效益显著。

六、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国外同

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未检索到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标准水平达到国内

先进水平。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B%8F%E6%B5%8E%E6%95%88%E6%9E%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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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符合现有的法律、法规。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目前，没有分歧意见。

九、贯彻本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标准实施后组织标准宣贯，促进标准的顺利实施。

十、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一、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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