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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波浪作用下海上施工栈桥承载性能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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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海上施工栈桥作为一种可以快速装配的施工辅助设施，在跨海大桥建设中得到广泛应用。为研究海上施工栈桥在极

端波浪作用下的结构性能，基于波浪增量分析( IWA) 理论，提出海上施工栈桥承载性能评估方法。以某在役海上施工栈桥为
例，考虑杆件弹塑性和节点局部柔性建立结构非线性分析模型，评估了海上施工栈桥在不同方向极端波浪荷载作用下的结构
承载性能及倒塌失效模式。研究表明，随着极端波高逐渐增大，栈桥依次出现首次屈服、塑性铰和倒塌起始三种非线性行为
点，
结构将依次经历正常使用、可以使用、临近倒塌和倒塌破坏四个承载性能状态; 波浪入射方向对于海上施工栈桥的承载性
能和倒塌失效模式影响较大; 海上施工栈桥的主要薄弱部位位于钢管桩桩底及其与支撑框架下横撑相交的节点处，应在设计
中重点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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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ormance assessment of bearing capacity of offshore
construction trestle under extreme waves
LIU Qiang，WEI Kai
( Department of Bridge Engineering，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Chengdu 610031，China)

Abstract: As a constructional auxiliary facility which can be quickly assembled，the offshore construction trestles have been widely
us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ea-crossing bridges． In order to study the structural performance of offshore construction trestles under
extreme waves，a method for assessing the performance of bearing capacity of offshore construction trestles was proposed based on IWA
theory． Taking an in-service offshore construction trestle as the example，considering the elastic-plastic behavior of members and local
flexibility of joints，a structural nonlinear analysis model was established to assess the performance of bearing capacity and collapse
failure modes of the trestle under extreme wave loads propagating from different direct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with the increase of
extreme wave height，three nonlinear behavior points，i． e． first yield，plastic hinge and collapse initiation，appear successively，and
the structure would undergo four performance states of bearing capacity，i． e． ，normal use，immediate operation，near collapse and
collapse failure; the direction of wave has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performance of bearing capacity and collapse failure modes of the
offshore construction trestle; and the main weak parts of the offshore construction trestle are located at the bottom of steel pipe piles and
the joints between the bottom crossing braces and piles，which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to in the design．
Keywords: offshore construction trestle; extreme wave; characteristic wave height; collapse failure mode; evaluation index; increment
wave analysis

海上施工栈桥作为一种可以进行快速化装配的施工辅助设施，在我国跨海大桥建设中得到广泛应
。与陆地结构不同，海洋工程结构需要抵御巨大的波浪力作用［2］，国内曾有多座海上施工栈桥在极端

［1］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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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浪作用下发生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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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临时设施，现有施工栈桥设计往往从经济性出发［4］，较少针对极端波浪

下海上施工栈桥开展设计。设计过于保守必然会增加工程造价，但设计过于激进又会导致栈桥安全储备不
足。因此，如何在保障海上施工栈桥结构安全的前提下，提高栈桥设计的经济性成为摆在工程师面前的重要
课题。
［5］

国内外学者针对栈桥结构性能先后开展了一系列研究。 刘红彪等 采用现场测试与数值模拟相结合
［6］
的方式，研究了超期服役大跨海港钢栈桥结构的动力特性。李峰等 研究了大跨度钢结构栈桥的动力特性
［7］

和抗震性能。白韬
［8］

亮等

通过研究大跨度钢结构栈桥的风振时程响应，提出了栈桥结构的风振计算方法。 李国
综合比选各种理论与实用方法，提出了超长施工栈桥设计所需的风、浪、流荷载参数计算方法。 王志

［9］

通过分析不同波高、不同谱峰周期下浮式栈桥的运动响应特性，对其安全性进行了评价。 海上施工
栈桥结构多为钢结构，具有很大的非线性变形能力，如果可以适当利用钢材的塑性变形，不仅能够提高结构
东等

抵抗极端波浪的承载性能，还可以有效减少钢材用量。然而上述工作多集中在栈桥结构的弹性范畴，对其在
极端波浪作用下的非线性承载性能关注较少。因此，研究极端波浪作用下海上施工栈桥的非线性响应，对于
栈桥结构安全评估和优化设计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0］
［11-12］
。 然而，传统的 Pushover 分析
静力弹塑性分析 ( Pushover) 常用于海洋平台结构的非线性承载力
在研究波浪作用下的结构承载力方面并不完善。首先，因为波浪产生的荷载模式随波高增加不断变化，根据
设计波浪条件确定的单调增加的侧向力加载模式并不能准确反映结构实际破坏时的波浪荷载。 其次，
Pushover 分析无法提供关于结构安全性与波高的关系，不能反映结构在不同波浪荷载水平下的响应。
［13］
鉴于此，Golafshani 等 提出了波浪增量分析( IWA) ，该方法考虑波高变化对结构侧向力加载模式的影
响，弥补了 Pushover 分析的不足，可有效评估极端波浪作用下海洋平台的承载性能。因此，下文提出了基于

IWA 的海上施工栈桥承载性能评估方法，研究了海上施工承载性能随极端波高变化的关系。以某在役海上
施工栈桥为例，基于上述方法，讨论了极端波浪作用方向对海上施工栈桥承载性能以及倒塌失效模式的
影响。

1

承载性能评估方法

以图 1 所示海上施工栈桥为例，考虑结构几何和材料非线性，建立有限元模型。选取栈桥下部结构基底
［13］
剪力的合力 V i 作为海上施工栈桥受到波浪力的参考指标。基于 IWA 方法 ，开展海上施工栈桥承载性能
评估的具体计算步骤如下:
1) 选取一系列逐级增加的极端波高( H e，1 ，H e，2 ，H e，3 ，H e，4 ，H e，5 ，……，H e，n ) 。不同极端波高对应的波
［14］
浪周期( T1 ，T2 ，T3 ，T4 ，T5 ，……，T n ) 采用式( 1) 求得 :

T i = 11． 1

H e，i

( 1)

槡1． 86g

2) 对波浪参数 H e，i 与 T i ( i = 1，2，3，4，5，……，n) ，采
用适当的波浪理论构建极端波浪。
3) 将完整非线性极端波浪以足够小的时间间隔逐步
通过结构，计算结构受到的波浪力，选择结构基底剪力最
大对应的波浪状态，并以此时波浪荷载的侧向力分布作为
Pushover 分析的侧向力加载模式，如图 1 所示。
4) 采用步骤 3) 确定的波浪荷载侧向力加载模式对海
上施工栈桥进行基于力控制的 Pushover 分析。 为便于表
达，此处定义荷载系数 γ: 当 γ = 1 时，栈桥结构承载力正好
等于步骤 3) 中的最大波浪荷载; 当 γ ＜1 时，表示结构已不
能承受给定的波浪荷载，结构失效。
5) 重复步骤 2) ～ 4) ，得到所有极端波高下的 Pushover
曲线，如图 2 所示。每条曲线给出了给定极端波高下荷载
系数 γ 和横向位移 D top 的关系。

图1

海上施工栈桥的侧向力加载模式示意

Fig． 1

Diagram of lateral load pattern of
offshore construction tres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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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取每个极端波高下 Pushover 曲线的最后一点，绘制图 3 所示的承载性能曲线。该曲线给出了结构基
底剪力 V i 与极端波高 H e，i 的关系。结构的基底剪力为步骤 3) 中最大基底剪力与所选数据点处荷载系数的
乘积。
根据非线性分析结果，随着极端波高的增大，栈桥结构逐渐出现如下三个非线性行为点: 结构出现首次
屈服( FY) 、结构出现塑性铰( FP) 和结构倒塌起始 ( CI) 。其中 FY 为结构弹性工作与非线性工作的分界点，
CI 点为荷载系数 γ 大于或者小于 1 的分界点。将三个非线性行为点 FY、FP 和 CI 对应的特征波高 H FY 、H FP
和 H CI 定义为结构承载性能的评估指标。

图2

与极端波高( H e，1 ，H e，2 ，……，H e，12 ) 对应的
侧向力荷载模式下的 Pushover 曲线

Fig． 2

图3

Schematic of pushover curves for load patterns of
extreme wave heights ( H e，1 ，H e，2 ，……，H e，12 )
［15］

参照 FEMA350

Fig． 3

承载性能曲线示意
Schematic of performance
curve of bearing capacity

结构抗震性能评估方法，根据上述三个非线性行为点将海上施工栈桥的承载性能曲

线划分为正常使用、可以使用、临近倒塌和倒塌破坏四个承载性能区域 ( 图 3 所示 ) 。 当极端波高 H e ＜H FY
时，栈桥结构处于弹性阶段，可认为其能够正常使用; 当 H FY ＜H e ＜H FP 时，可认为栈桥结构发生局部损伤，栈
桥结构运行风险较低，但仍可以使用; 当栈桥遭遇的极端波浪满足 H FP ＜H e ＜H CI 时，栈桥结构运行风险较高，
已无法工作，应拟定应急方案，以防止结构发生倒塌带来的经济损失或人员伤亡; 而当极端波浪波高 H e ＞H FP
时，栈桥结构将发生倒塌破坏。三个非线性行为点所对应的承载力分别为正常使用承载能力( FYC) 、可以使
用承载能力( FPC) 和倒塌极限承载能力( CIC) 。

2

波浪荷载计算
因为流函数能更好地模拟非线性极端波浪，且在浅水、深水及过渡水深均适用，采用流函数理论来模拟

极端波浪。在波浪运动的二维坐标系下，假设流体是无旋、不可压缩的，流体质点速度与流函数的关系为:
u =－

ψ
ψ
，w =
z
x

( 2)

式中: u 为流体质点水平方向的速度分量; w 为流体质点垂直方向的速度分量; Ψ 为流函数。 考虑高阶扰动
［16］
项的流函数 可以写为:
ψ( x，z) =

L
z +
T

N

X( n) sinhnk( z + d) cosnkx
∑
n=1

( 3)

式中: L 为波长; T 为波浪周期; 高阶扰动项的系数 X( n) ; d 为水深; k 为波数; N 为流函数阶数，文中取值
为 10。
栈桥下部结构，如横撑和钢管桩等，其构件直径 D 与波长 L 的比值满足 D / L＜0． 2，属于小尺度结构，其
［17］
波浪力采用 1950 年 Morison 等提出的半经验半解析 Morison 方程 进行计算。单位柱体上波浪力计算公式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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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πD ·
C D ρDu | u | + C M ρ
u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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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式中: ρ 为水的密度; D 为柱体直径; u 与 u 分别为波浪水质点的水平速度和水平加速度; C D 与 C M 分别为拖
曳力系数和惯性力系数，根据港口与航道水文规范( JTS 145-2015) 分别取 1． 2 和 2． 0。

3

海上施工栈桥有限元建模

3． 1

工程背景
选取图 4 所示某在役海上施工栈桥作为研究背景。 该海上施工栈桥为两跨连续梁结构，桥长 54 m +

54 m，桥宽 6 m。所处环境水深为 25 m，桥面到水底的高度为 42 m。 该海上施工栈桥由贝雷梁、横梁、桥面
和支撑框架组成。桥面由贝雷梁固定，贝雷梁由横梁支撑。钢管桩与支撑框架焊接在一起形成导管架式支
撑体系。钢管桩嵌入海底岩层。贝雷梁高度为 1． 5 m，相邻贝雷片间距为 1． 5 m。钢管桩高度为 40． 5 m，直
径为 1． 5 m，钢管桩间距为 12 m。支撑框架高度为 6． 5 m，上下横撑和斜撑的直径为 0． 63 m，竖撑的直径为
0． 35 m。钢管桩和支撑框架的厚度分别为 16 mm 和 10 mm。 贝雷梁材料采用 Q235 钢材，钢管桩材料采用
Q345 钢材，桥面板材料采用 16 Mn 钢材。具体尺寸详见图 4。

图4
Fig． 4

3． 2

海上施工栈桥尺寸示意

Dimensional drawing of offshore construction trestle

结构有限元建模
USFOS［18］软件作为一款专门用于海上钢结构极限承载力分析的有限元分析软件，提供了功能强大的非

线性单元和波浪模拟、计算功能，在极端波浪作用下的结构分析计算方面具有优势。 采用 USFOS 建立海上
施工栈桥三维数值模型，如图 5 所示。其中，贝雷梁、导管架、钢管桩等都采用非线性梁单元模拟。杆件材料
非线性采用塑性铰模型模拟，其中塑性铰的力学行为采用考虑应变强化的弹塑性模型，塑料铰根据单元塑性
发展情况自动插入梁单元两端或中点。桥面板采用四点壳单元模型建立。鉴于刚性节点假设可能造成分析
［19］

和设计管结构的常规程序可能不够精确

，因此，对于本栈桥钢管桩与横撑间的节点以及横撑与斜撑间的

［11］
节点，采用如图 5 所示的非线性弹簧模型模拟节点柔性，节点非线性特征遵循 API 规范 。 贝雷架与钢管

柱之间采用刚性连接，上部结构与下部结构之间仍采用刚性连接，通过增加桥面板的厚度考虑护栏的质量，
钢管桩底部固结约束。计算时考虑几何非线性的影响。

图5
Fig． 5

海上施工栈桥三维数值模型

Three-dimensional numerical model of offshore construction tres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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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制该海上施工栈桥的荷载系数 γ 随横向位移 D top 的变化曲线时，取栈桥跨中支撑体系的一个钢管桩
顶点作为全局侧向位移的监测点，如图 5 所示的点 A。本文定义极端波浪入射方向为波浪传播方向与海上
施工栈桥横桥向线的夹角 a。
3． 3

极端波浪参数选取

所提出的承载性能评估方法采用逐级增加极端波高的方式，根据栈桥所处环境条件，极端波高从 2 m 开
始选取，以 0． 05 m 为步长，当 FY、FP 或 CI 非线性行为点出现时，将波高的步长细化为 0． 01 m，以求较为精
确得到海上施工栈桥非线性行为点对应的特征波高和承载力。
［2］

由于波浪方向具有极强的不确定性

，而海上施工栈桥并非各向同性的中心对称结构，且具有较大跨

度。波浪入射方向对海上施工栈桥承载性能和倒塌失效模式的影响不能忽略。下文分别计算了波浪入射方
22． 5° 和 45° 时海上施工栈桥的承载性能和倒塌失效模式。
向 a 为 0°、

4

承载性能及倒塌失效模式分析

4． 1

海上施工栈桥承载性能评估
当波浪入射方向 a = 0° 时，基于上文提出的承载性能评估方法以及所选取的极端波浪参数，逐级对海上

施工栈桥开展 Pushover 分析，绘制给定极端波高下海上施工栈桥 Pushover 曲线如图 6 所示。由图 6 可知，随
着极端波高的增大，海上施工栈桥 Pushover 曲线最后一点 ( 荷载系数最大 ) 所对应的横向位移 D top 逐渐增
大，并且先后出现首次屈服、塑性铰和结构倒塌起始三个非线性行为点。值得注意的是，在形成塑性铰时，栈
桥的横向位移有着显著的增大，这与塑性铰的力学特性有关。

图6

海上施工栈桥 Pushover 曲线( a = 0°)
Fig． 6

Pushover curves of offshore
construction trestle ( a = 0°)

图7
Fig． 7

不同波浪方向下海上施工栈桥承载性能曲线
Performance curves of bearing capacity of offshore
construction trestle under different wave directions

22． 5° 和 45° 时海上施工栈桥的承载性能曲线。当波高超过 8． 3 m 时，
图 7 给出了波浪作用方向 a 为 0°、
此时波浪开始作用于支撑框架，波浪合力作用点升高，栈桥基底弯矩和剪力增加较快，随后结构杆件相继发
生屈服和产生第一个塑性铰，外力增大导致塑性铰渐增，直至结构到达倒塌起始点 ( CI) 。 在倒塌起始点之
后承载性能曲线曲率趋于 0，这再次表明结构无法承担更多荷载。根据所定义的承载性能区域，可以直接根
据桥址处环境条件判别栈桥结构所处的性能状态，为工程实际提供一定参考。例如: 在波高为 12． 5 m 的极
端波浪作用下，根据图 7 可知，当 a = 0° 时，栈桥处于倒塌破坏状态; a = 22． 5° 时，栈桥处于临近倒塌状态; 而
a = 45° 时，栈桥则可以使用。
表 1 总结了不同波浪作用方向下海上施工栈桥三个行为点出现时所对应的特征波高和承载力。 由表 1
可知，随着波浪加载方向由 0° 增加到 45°，FY、FP 和 CI 对应的特征波高 H FY 、H FP 和 H CI 分别增加了 24． 29%、
29． 75% 和 31． 76%，而 FYC、FPC 和 CIC 分别降低了 54． 31%、
46． 92% 和 45． 06%。
海上施工栈桥属于较大跨度布置，是造成其特征波高、承载力变化趋势差异的主要原因。 根据特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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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波浪入射方向时栈桥抵抗极端波浪的能力最弱。当波浪加载方向从 0° 变为 45° 时，栈桥沿加载方向的
高，
整体刚度逐步增加，若要结构达到相同的非线性行为点，势必需要更大的波高。
从结构基底剪力看，给出的基底剪力 V i 为栈桥钢管桩沿荷载方向的基底剪力合力。当极端波浪从 0° 方
向入射时( 图 8( a) ) ，在迎波侧和背波侧六个钢管桩上的波浪力基本相同。由表 1 可知，栈桥结构出现屈服、
11． 06 m 和 11． 4 m，各波高对应的波长为 93． 5 m、100． 8 m 和
塑性铰和倒塌起始对应的波高分别为 9． 51 m、
110． 8 m，由于仅为 6 m 的前后排桩间距远小于此极端波浪的波长，栈桥下部结构整体处于波峰附近，从而引
45° 时( 图 8( b) 和 8( c) ) ，由于波浪相位
起整体钢管桩的基底剪力合力较大。当极端波浪入射方向为 22． 5°、
差的影响，作用在各桩上的波浪力差异较大，与 0° 波浪荷载下的情况相比，总基底剪力较小。其中，22． 5° 波
浪作用下，栈桥纵向与波峰剖面夹角较小，而 45° 波浪作用下栈桥纵向与波峰剖面夹角相比较大，即海上施
工栈桥下部结构在 22． 5° 波浪下离波峰更近。另外，此时极端波浪的波长较长，因而 22． 5° 波浪下所对应的
基底剪力相比 45° 波浪下基底剪力更大。对于图 7 中波高小于 8． 3 m 时，45° 波浪方向工况的基底剪力会大
于或者小于 22． 5° 波浪方向工况的基底剪力，这种现象的出现同样可由图 8 解释。 小波高波浪的波长较小，
由于栈桥跨度属于长跨结构，支撑体系会跨越多个完整波面，导致结构所受的基底剪力比较复杂，进而产生
上述不规则现象。
表1
Tab． 1

不同波浪方向下各性能点对应的特征波高和承载力

Characteristic wave heights and capacities corresponding to each behavior point for different wave directions
波浪作用方向
指标
0°

特征波高 / m

承载力 / kN

22． 5°

45°

H FY

9． 51

10． 45

11． 82

H FP

11． 06

12． 37

14． 35

H CI

11． 46

12． 81

15． 10

FYC

4 909

2 813

2 243

FPC

6 663

4 213

3 537

CIC

7 412

4 503

4 072

此外，由表 1 可知，采用特征波高 H e 评估波浪方向对海上施工栈桥承载性能的影响更为直观具体，依据
实测波浪条件即可评估结构在不同波浪方向下的承载性能水平。通过以上分析，海上施工栈桥结构设计中
应充分考虑波浪方向的影响，特别是沿横桥向入射的极端波浪。

图8
Fig． 8

4． 2

沿不同方向作用的波浪与栈桥的相对位置示意

Diagram of the relative position of waves for different directions and offshore construction trestle

倒塌失效模式研究

鉴于海上施工栈桥的承载性能曲线与栈桥结构的力学特性紧密相关，为进一步了解极端波高增大时栈
桥结构的非线性行为历程，本节将讨论栈桥结构倒塌失效机制随波浪方向的变化。图 9 和图 10 分别给出了
海上施工栈桥在 0° 和 45° 波浪方向下的结构构件塑性利用率发展云图。图 9 中分别对应海上施工栈桥在出
45° 两个波浪方向下海上栈桥的倒塌失效模式类似，因而
现 FY、FP 和 CI 时的构件塑性利用率。由于 22． 5°、
o
只选择 45 作为代表方向。
由图 9 和 10 可知，海上施工栈桥在极端波浪作用下，其首次屈服点和塑性铰点都发生在钢管桩底部和
支撑框架下横撑与钢管桩节点处。最终由于这两处单元完全塑性导致结构发生横桥向倒塌失效破坏。
与 0° 波浪方向下栈桥结构的塑性利用率发展云图相比，45° 波浪下栈桥结构的 FY 和 FP 均形成于一个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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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桩桩底上，该角桩位于沿波浪荷载方向第一排桩的侧面。这说明海上施工栈桥的塑性发展过程受波浪加
载方向的影响。虽然桩底总剪力有所降低，但通过分析，角桩在经历 FY 和 FP 时的基底剪力并没有相应减
小。最终由于迎浪面钢管桩扭转位移过大，结构完全失去承载力，结构整体发生扭转倒塌失效破坏。 显然，
波浪方向的改变会导致海上施工栈桥倒塌失效模式发生变化。

图9
Fig． 9

Process of collapse failure of offshore construction trestle ( a = 0°)

图 10
Fig． 10

海上施工栈桥倒塌失效历程( a = 0°)

海上施工栈桥倒塌失效历程( a = 45°)

Process of collapse failure of offshore construction trestle ( a = 45°)

从破坏的构件来看，结构的薄弱部位分别位于桩底截面及下横撑与钢管桩节点处。 从破坏发生的顺序
来看，基本都是先在海上施工栈桥桩底截面先发生塑性破坏，进而逐步发展到支撑框架下横撑与钢管桩节点
处。因此，在工程实践中，为提高海上施工栈桥的安全性，应对上述薄弱部位进行重点设计。

5

结

语

通过上述研究发现，基于波浪增量分析的承载性能评估方法能够确定海上施工栈桥倒塌极限状态，而且
可以综合反映栈桥在不同极端波高下的结构性能，可为极端波浪作用下的海上施工栈桥承载性能评估和优
化设计提供理论支撑。通过对栈桥算例的计算分析，得到如下主要结论:
1) 随着极端波高的增大，栈桥结构依次出现首次屈服、塑性铰和倒塌起始三个非线性行为点，因此，栈
桥结构将依次经历正常使用、可以使用、临近倒塌和倒塌破坏四个承载性能状态。
2) 波浪入射方向对于海上施工栈桥的承载性能和倒塌失效模式影响较大，在栈桥结构设计中应充分考
虑波浪作用方向的影响。
3) 海上施工栈桥的主要薄弱部位位于钢管桩桩底及其与支撑框架下横撑相交的节点处，应在设计中重
点关注。
因本研究的海上施工栈桥沿高度方向不存在结构形式突变，因此，随着波高增加，未出现不同失效模式
［20］

转变的问题。但是对于一些具有复杂形式的结构，则需要对此问题加以研究

。 同时，在分析中未考虑波

浪力中的冲击效应，但波浪冲击效应是工程实际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忽略冲击效应可能会高估结构在波浪作
用下的承载性能，在后续的工作中将对此进一步展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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