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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轴距轴数的 ＢＲＴ 桥梁跨中动挠度的仿真分析
吴奇伦 １，２ ， 薛艳霞 １ ， 苏振超 １

（１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土木工程学院， 福建 漳州 ３６３１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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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为更好地模拟快速公交系统 （ ＢＲＴ） 中桥梁的变形规律， 基于 Ｍｉｄａｓ Ｃｉｖｉｌ 软件设计出考虑
车辆轴距轴数影响的三轴移动荷载模型， 并以 ＢＲＴ 中一段桥梁为例， 计算出系统的固有频率和模态， 将客
车简化为单轴和三轴移动荷载模型， 模拟仿真桥梁跨中动挠度。 不同工况下的仿真结果表明： 两种模型所
求得的跨中最大动挠度存在较大差异。 相比于三轴移动模型， 单轴移动模型所得的最大动挠度较大， 最大
动挠度出现的时刻较早， 振动时长较短， 且幅值差异较大； 当移动荷载的时速在 １０ ～ ６０ ｋｍ·ｈ －１ 时， 时速
对跨中最大动挠度的影响不大， 单轴模型的最大挠度较三轴模型大， 偏差约在 ２０％ ～ ２５％ 之间。 建议在模
拟长轴距或多轴车辆时， 应充分考虑轴距和轴数的影响， 宜采用多段三角冲击荷载进行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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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梁结构的安全性事关公众的生命安全， 而受荷后桥梁的变形与桥梁的刚度有密切的关系， 所以

常常用加载后桥梁的变形来检测桥梁结构的安全性。 快速公交系统 （ ｂｕｓ ｒａｐｉｄ ｔｒａｎｓｉｔ， 简称 ＢＲＴ） ，
作为一种新型公交客运系统， 较常规公交系统更加高效， 较地铁系统投入较小， 是一种有效缓解交通
压力的公共交通方式。 厦门市采用建设高架桥来解决道路用地面积有限或难以进行交通改造、 难以规
划出 ＢＲＴ 专用车道的问题。 厦门市 ＢＲＴ 运行的加长型公交车， 其轴距可达 １２ ｍ， 接近于 ３０ ｍ 的跨
径， 在车桥振动问题上存在特殊性。
车桥振动问题的研究由来已久， 经典理论中的简化模型有匀速移动常量力模型、 匀速移动简谐力
模型、 匀速滚动质量模型、 匀速移动弹簧⁃质量模型。 在现代车桥振动理论中， 许多学者使用有限元
软件， 并考虑路面平整度、 汽车加速制动等问题， 更加真实地模拟实际情况 ［１⁃３］ 。 Ｍｉｄａｓ Ｃｉｖｉｌ 作为大
型有限元桥梁分析软件， 也常被用于简易的桥梁振动分析 ［４⁃６］ 。 沈敏等 ［５］ 使用的 Ｍｉｄａｓ Ｃｉｖｉｌ 单轴移动
荷载模型， 将车辆荷载简化为单轴荷载， 却忽略了车辆轴距的影响。 挠度的计算， 是保证桥梁正常工
作的基础， 挠度的测量也是维护和加固桥梁的重要一环。 为客观、 准确地模拟长轴距移动荷载作用于
短跨径桥梁的振动情况， 本文引入顾及车辆轴距对结构振动影响的三轴移动荷载模型， 将客车分别简
化为单轴移动荷载模型和三轴移动荷载模型进行模拟仿真， 分析不同时速下的跨中动挠度。

１

桥梁及车辆概况
本文以厦门市 ＢＲＴ２ 号线 （ 同安线） 桥梁中的一段为研究对象。 该桥梁上部结构采用预应力混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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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连续箱梁， 跨度为 ３０ ｍ ＋ ３０ ｍ ＋ ３０ ｍ，
采用单箱单室斜腹板截面。 箱梁的顶宽为

９ ８００ ｍｍ（ 两侧各预留 １００ ｍｍ 作为防撞护
栏） ， 底宽 ５ ５５０ ｍｍ； 箱梁翼缘板挑臂长

２ ０００ ｍｍ， 翼缘板端厚 １８０ ｍｍ， 与腹板交接
处逐渐加厚到 ４５０ ｍｍ； 顶板、 底板厚度均为

２５０ ｍｍ， 跨中截面腹板厚度为 ４００ ｍｍ。 该
桥横截面如图 １ 所示。

图１
Ｆｉｇ １

ＢＲＴ 高架桥横截面

Ｃｒｏｓ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ＲＴ ｖｉａｄｕｃｔ

本次模拟假定车辆为加长型公交车。 该车长 １７ ９００ ｍｍ， 整车质量为 １６ ９ ～ １７ １ ｔ， 轴距约为
６ ０００ ｍｍ ＋ ６ ０００ ｍｍ， 额定载客量为 １６０ 人， 运行最高时速可达 ６０ ｋｍ·ｈ －１ 。 模拟时假定试验车质量
加乘客质量共计 ２１ ｔ。 由于乘客分布的不确定性， 本文假定 ３ 个车轴对桥梁竖直方向的作用力相等。

２

Ｍｉｄａｓ 移动荷载时程分析模型

Ｍｉｄａｓ Ｃｉｖｉｌ 移动荷载时程分析将车辆的重力效应和惯性效应分离， 仅考虑重力效应， 把车辆荷载简
化为竖向力作用于桥梁结构上后进行时程分析。 其本质是求解车辆荷载作用下的结构动力微分方程：
·
Ｍｕ̈（ ｔ） ＋Ｃｕ （ ｔ） ＋Ｋｕ（ ｔ） ＝ Ｆ（ ｔ） 。
（１）
·
式（１） 中： Ｍ、 Ｃ、 Ｋ 分别为质量矩阵、 阻尼矩阵和刚度矩阵； Ｆ（ ｔ） 为动力荷载； ｕ（ ｔ） 、ｕ （ ｔ） 、ｕ̈（ ｔ） 分
别为相对的位移、 速度和加速度。
移动荷载时程分析通常采用振型叠加法， 将动力方程式分解为各振型的动力方程， 即利用振型坐
标对微分方程组解耦， 使其 成为各振型独立
微分方程， 然后对各振型 （ 通常取前几阶振
型） 运用杜哈梅积分进行求解 ［７］ 。
本研究通过 Ｍｉｄａｓ 建立单轴移动和三轴移
动荷载时程分析模型。 两种振动模型均简化
为在 Ｘ⁃Ｚ 平面 （ 纵桥向⁃竖直向） 进行 ２Ｄ 分
析， 移动荷载分别以时速 １０ ～ ６０ ｋｍ·ｈ －１ 作用
于桥面中心线。 有限元模型划分为 １８１ 个节
点， １８０ 个单元， 单元长度 ０ ５ ｍ， 结构材料
采用 Ｃ５０ 混凝土， 阻尼比为 ０ ０５。 桥梁结构
图 ２ 桥梁结构的 Ｍｉｄａｓ 建模
的 Ｍｉｄａｓ 模型如图 ２ 所示。
Ｆｉｇ ２ Ｍｉｄａｓ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ｆｏｒ ｂｒｉｄｇ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传统的单轴移动荷载模型将车辆荷载简
化为单轴车辆荷载。 由于单轴车辆荷载作用在节点
时， 是一种瞬间作用后随即消失的冲击荷载， 所以
简化成三角形荷载。 考虑到本研究对象移动荷载的
轴距和桥梁跨径较为相近， 而单轴移动荷载模型忽
略了轴距影响， 无法很好地模拟实际振动情况， 故
本文提出三轴移动荷载模型， 即将车辆荷载简化为
三段冲击荷载， 具体如图 ３ 所示。
图 ３ 中， Ｆ 为对应轴重； 时间差 Δｔ １ 由车速 ｖ
图 ３ 简化后的三段车辆三角形荷载
（ 为匀速行驶速度） 、 所建模型的单元长度 Ｌ ｅ 以及
Ｆｉｇ ３ Ｔｈｒｅｅ 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 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ｒ
轴距 Ｌ ｚ 来决定， 计算公式为： Δｔ １ ＝ ｔ １ －ｔ ０ ＝ ｔ ２ － ｔ １ ＝ ｔ ４ －
ｌｏａｄ ｓｔａｇｅｓ ｆｏｒ ｖｅｈｉｃｌｅ
Ｌｅ
Ｌｚ
ｔ ３ ＝ ｔ ５ －ｔ ４ ＝ ｔ ７ －ｔ ６ ＝ ｔ ８ －ｔ ７ ＝ ， Δｔ ２ ＝ ｔ ３ －ｔ ０ ＝ ｔ ６ －ｔ ３ ＝ 。
ｖ
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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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真分析

利用 Ｍｉｄａｓ Ｃｉｖｉｌ 中的振型叠加法对 ＢＲＴ 桥进行特征值分析， 计算求得的结构前 １０ 阶振型频率与
周期如表 １ 所示， 结构前 １０ 阶固有模态如图 ４ 所示。
表１

Ｔａｂｌｅ １
模态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结构前 １０ 阶振型频率与周期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１０ ｏｒｄｅｒ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角频率 ／ （ ｒａｄ· ｓ －１ ）
２６ １１５ ６１９
３２ ３１５ ６４４
４４ ６２０ ０６０
１０２ ２２１ ３７８
１８５ ６９２ １１５
２０３ ７０６ ４６０
２９１ ０３０ ０９７
３９７ ７０４ ８７７
６２０ ２９９ ５１３
１ １４４ ０３９ ２７８

图４
Ｆｉｇ ４

频率 ／ Ｈｚ
４ １５６ ４３０
５ １４３ １９５
７ １０１ ５０３
１６ ２６９ ０３８
２９ ５５３ ８１８
３２ ４２０ ８９０
４６ ３１８ ８７９
６３ ２９６ ６９７
９８ ７２３ ７３４
１８２ ０７９ ５０６

结构前 １０ 阶振型图

Ｆｉｒｓｔ １０ ｏｒｄｅｒ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周期 ／ ｓ
０ ２４０ ５９１
０ １９４ ４３２
０ １４０ ８１５
０ ０６１ ４６６
０ ０３３ ８３７
０ ０３０ ８４４
０ ０２１ ５８９
０ ０１５ ７９９
０ ０１０ １２９
０ ００５ ４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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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表 １ 和图 ４ 求得的频率和振型， 采用单轴移动荷载时程分析模型和三轴移动荷载时程分析模

型所求得的， １０ ～ ６０ ｋｍ·ｈ －１ 行驶速度下的第二跨跨中动挠度情况如图 ５ 所示， 第二跨跨中最大动挠
度情况如图 ６、 表 ２ 所示。

图５
Ｆｉｇ ５

Ｍｉｄ⁃ｓｐａｎ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ｄ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ｓｐａｎ ｏｆ ｔｗｏ ｍｏｄｅｌｓ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图６
Ｆｉｇ ６

第二跨跨中最大动挠度对比图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ｍｉｄ⁃ｓｐａｎ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ｄ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ｓｐａｎ
表２

Ｔａｂｌｅ ２

两种模型第二跨跨中动挠度对比图

两种模型第二跨跨中最大动挠度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ｍｉｄ⁃ｓｐａｎ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ｄ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ｓｐａ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ｏ ｍｏｄｅｌｓ

行驶时速 ／ （ ｋｍ·ｈ －１ ）
１０

单轴模型第二跨跨中最大动挠度 ／ ｍｍ

３０

０ ９５５ ０７

２０
４０
５０
６０

０ ９２０ ９２
０ ９３１ ６８
０ ９７６ １６
０ ９３７ ４２
０ ９３７ １８

三轴模型第二跨跨中最大动挠度 ／ ｍｍ 差值比例 ／ ％
０ ７５９ ０７

２１ ３２

０ ７７４ ５５

２３ ３１

０ ７６４ ７８
０ ７８０９ ９
０ ７５７ ５８
０ ７７２ ３６

２１ ８２
２４ ９９
２３ ７４
２１ ３４

由图 ５ 可以看出， 两种模型所求得的第二跨跨中最大动挠度存在较大差异： 相比于三轴振动模

型， 单轴振动模型所得的最大动挠度较大， 最大动挠度出现的时刻较早， 振动时长较短， 且幅值差异

较大。 分别计算 两 端 铰 支 （ 或 其 他 端 部 约 束） 条 件 下， 单 轴 荷 载 以 及 三 轴 荷 载 作 用 下 的 Ｅｕｌｅｒ⁃

第１期

吴奇伦， 等： 考虑轴距轴数的 ＢＲＴ 桥梁跨中动挠度的仿真分析

· ７７·

Ｂｅｒｎｏｕｌｌｉ 梁最大动挠度， 计算结果与模拟结论一致。 这是因为， 三轴模型通过在单点上的多次激励来
模拟多个车轴对桥面的作用， 使得其计算结果更符合车辆驶过桥梁的实际移动荷载情况。

由图 ６ 和表 ２ 可见， 在 １０ ～ ６０ ｋｍ·ｈ －１ 的行驶速度下， 时速对跨中最大动挠度的影响不大。 不同

时速下， 单轴振动模型最大动挠度最小值较最大值相差 ５ ６６％， 三轴振动模型则相差 ３ ００％。 不同时
速下单轴振动模型和三轴振动模型的最大动挠度均相差 ２０％ ～ ２５％， 且相差比例与最大动挠度成正相
关。 因此， 在模拟长轴距车辆或多轴车辆时， 应充分考虑轴距和轴数的影响， 可采用多段三角冲击荷
载来进行模拟。
分析单轴第二跨跨中最大动挠度的数据可知， 此时移动荷载刚好处于第二跨跨中附近， 这与结构力
学的分析结果是一致的。 三轴状态亦有类似的结果。 这说明仿真分析的结果具有一定的可信度。

４

结论
为讨论厦门市快速公交系统 （ ＢＲＴ） 中桥梁的变形规律， 选取厦门市快速公交系统 （ ＢＲＴ） ２ 号

线 （ 同安线） 中的一段桥梁， 利用 Ｍｉｄａｓ Ｃｉｖｉｌ 计算出系统的固有频率和模态， 建立客车单轴移动荷
载模型和三轴移动荷载模型， 仿真分析不同工况下桥梁的跨中动挠度。 研究结果表明： 相比于三轴振
动模型， 单轴振动模型所得的最大动挠度较大， 最大动挠度出现的时刻较早， 振动时长较短， 且幅值
差异较大； 当移动荷载的时速在 １０ ～ ６０ ｋｍ·ｈ －１ 时， 时速对跨中最大动挠度的影响不大， 单轴模型所
得的最大挠度较三轴模型偏大， 偏差约在 ２０％ ～ ２５％之间。 可见， 两种模型所求得的跨中最大动挠度
存在较大差异。 因此， 在模拟长轴距车辆或多轴车辆时， 应充分考虑轴距和轴数的影响， 可采用多段
三角冲击荷载来进行模拟。

本文利用 Ｍｉｄａｓ Ｃｉｖｉｌ 软件针对不同车速工况下桥梁的挠度进行仿真， 考虑到问题的复杂性而进行

了一些必要的简化。 例如， 只讨论了平面的情况而没有进行空间分析； 三轴模型的轴重采用平均分
配， 忽略了轴重 （ 以及轮的受力） 的不一致； 将车的质量用荷载代替忽略了其惯性影响； 没有考虑
车轮与桥面之间摩擦力的影响； 行车速度认为绝对均匀而忽略了可能存在的非匀速情况； 考虑到一些
实际原因， 未能测得实际的振动数据并与计算结果进行对比， 等等。 但由于 Ｍｉｄａｓ Ｃｉｖｉｌ 操作便捷、 计
算体系成熟、 在同类软件中具有较大占有率， 在车桥振动问题的快速分析上存在一定的优势， 故本文
对比分析的结果， 可为科研工作者运用 Ｍｉｄａｓ Ｃｉｖｉｌ 模拟多轴车辆荷载或轴距与跨径接近时的车桥振动
情况积累经验， 为桥梁的检测和加固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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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福建省风灾害与风工程重点实验室第一届学术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暨
首届风灾害与风工程创新发展学术论坛在我校举行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上午，福建省风灾害与风工程重点实验室第一届学术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暨首届

风灾害与风工程创新发展学术论坛在我校召开。 第一届学术委员会会议讨论通过了学术委员会章程，
听取了实验室主任、风工程团队带头人陈昌萍教授关于福建省风灾害与风工程重点实验室建设情况的
汇报。 各位委员对实验室的建设成效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就实验室如何进一步实现特色发展、快速发展
等方面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在首届风灾害与风工程创新发展学术论坛上，陈政清院士介绍了新编著作《 材料工程与结构动力

学》 ，福建省气象局局长、教授级高工潘敖大，同济大学朱乐东教授，市交通局林树枝巡视员及厦门大学
雷鹰教授等分别作了题为《 福建大风灾害以及风险防御概述》 《 基于性能的超大跨度桥梁颤振评估和设
防标准探讨》 《 高层建筑抗风设计的几点思考》 《 输电塔线体系脉动风场模拟及覆冰导线驰振分析》 的专
题学术报告。

（ 土建学院、宣传部 ／ 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