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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地震一直是严重危害人类社会的自然灾害。如果受灾地区的交通线路受损,将给救灾工作带来很大困难,影响灾

后恢复工作,加剧次生灾害,造成更大的损失。作为交通线的关键环节,桥梁结构的抗震性能已成为人们特别关心的问题。
[关键词] 市政桥梁；抗震；设计；震害
1 市政桥梁抗震结构受到地震破坏的主要形式

时荷载强度越来越高, 桥梁柱内会逐渐出现斜方向的剪切

1.1 剪切破坏。当地震发生时,桥梁在地震水平倚戟的

裂缝；随着地震的继续发生,箍筋会慢慢开始屈服便会导致

作用下, 桥梁受到的剪切力超过了自身的剪切强度便会发

剪切裂缝越来越大；最后桥梁便会因地震而发生脆性的剪

生剪切破坏。剪切破坏主要有以下四个阶段：当桥梁截面的

切破坏。

剪切弯矩超过自身的强度时,截面便会出现裂缝；由于地震
保护乘客的基本人身安全。
3 光电门保护装置

1.2 落梁破坏。落梁破坏是当梁体的水平位移超过了桥
的控制和管理,当光束被乘客阻挡之后,就会产生信号,从而
使其控制系统更好地发挥作用。

除了上述所说的机械类的电梯门保护装置, 光电门保

3.2.2 二合一光幕和三维光幕保护装置

护装置也能够有效的对电梯乘客的人身安全进行保障。从

对于二合一光幕和三维光幕保护装置来讲, 二者分属

保护装置基本属性的角度来看, 其主要分为光束门保护装

不同的门类, 二合一光幕需要在安全触板的帮助下进行相

置和光幕门保护装置两种,具体的分析与研究情况如下。

关动作的完成,其对于安装、设计等的要求是比较高的。而

3.1 光束门保护装置

三维光幕保护装置, 其在感应器的设置等方面是存在很大

从光束的基本性质的角度来看, 其自身的直径是非常

的优势性,感应区域较广,在高档小区应用的比较普遍。

小的,由于直径小,其在具体进行功能发挥的时候,对物体、

4 结束语

人员等的感知力也是存在着很大的限制性。一般来讲,其会

综合以上论述, 当前我国在对电梯事业进行发展的过

在安全触板和轿厢前端进行相关光束的设置, 当光束的信

程中,其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大大阻碍了我国电梯行业的进

号实际传输到该系统的控制功能中,电梯门就会自动打开。

步与发展。而从电梯门安全的角度来看,为了更好地保证其

但是,从我国目前地发展状况来看,其独立性是存在一定的

电梯运行的安全性与可靠性, 积极对其电梯门保护装置的

缺陷,应用性较差,具体使用的时候还要慎重。

安装与利用问题进行系统的重视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在未

3.2 光幕门保护装置

来的发展过程中, 要积极对其电梯门的安全保护装置的安

对于光幕门保护装置来讲, 其在实际进行运行的过程

全与利用进行系统的重视,并结合自身的发展实际,具体问

中, 主要是通过光幕电缆对其电梯轿门的运动进行有效的

题具体分析,从而更好地促进我国电梯运行的安全性,全面

监测和控制,在发射器、接收器、控制器等的作用之下,其发

保障电梯乘客的人身安全。

射器接收到相关的光束, 就会通过其接收器对其相关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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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梁端的支撑长度时, 桥梁与桥墩之间的相对位移逐渐增

以下条件：上部结构连续,下部结构刚度较大,结构基本振动

大从而使支座失效丧失了对桥梁约束能力的一种破坏形

周期比较短；市政桥梁下部结构高度变化不规则,刚度分配

式。当支座受到破坏、桥梁的支撑长度不够、梁间因地震而

不均匀；场地条件比较好,预期地面运动特性具有较高的卓

产生碰撞时常常会导致落梁破坏的发生。

越频率。在此注意,支座中出现负反力的情况下则不宜采用

1.3 支座损伤。地震的惯性力是通过支座从桥梁上部传

减隔震设计。

到下部结构的,支座在结构设计时是有荷载强度的,地震来

2.3.3 减隔震装置经常采用如下几种：整体型减隔震装

临时,传递的荷载超过了支座的荷载强度时,支座便会损伤

置包括铅芯橡胶支座、高阻尼橡胶支座、摩擦摆隔震支座；

并且破坏。由于支座的损伤地震的惯性力便不会传到下部

分离型减隔震装置包括橡胶支座＋金属阻尼器、橡胶支

结构,就可以避免地震荷载传到桥墩从而破坏桥梁,同时支

座＋黏性材料阻尼器、橡胶支座＋摩擦阻尼器。

座损伤也会造成桥梁落梁受到破坏。

2.4 场地的选择

1.4 弯曲破坏。在地震的荷载的作用下,桥梁结构会产

在场地选择的过程中, 应该选择有利于桥梁抗震的地

生变形,由于过大的变形会导致桥梁混凝土层的脱落、内部

势基础。其中有利于抗震的地段主要指一些土壤条件好和

混凝土崩裂以及钢筋屈服的现象的发生, 从而导致桥梁结

比较坚实的地段。不利于桥梁抗震的地段主要是指在地震

构丧失承载能力。弯曲破坏主要也有一下四个阶段：当地震

的过程中可能发生陷落的松软地段以及土壤成因、岩石状

带来的水平弯矩超过桥梁自身的开裂强度时, 就会产生裂

态和性质都不明显的地段。

缝；随着地震的荷载强度的提高,纵筋也会慢慢屈服,裂缝会

3 市政桥梁抗震设计策略

继续发展；桥梁的变形会越来越大,从而导致了桥梁塑性铰

3.1 市政桥梁抗震设计总体原则

范围增大以及混凝土保护层的脱落；发生弯曲破坏,混凝土

3.1.1 具有明确的计算简图和合理的地震作用传递途

的崩裂以及钢筋的屈服。
2 市政桥梁的抗震设计要点
2.1 延性抗震设计

径。
3.1.2 具有合理的刚度和承载力分布, 避免因局部削弱
或突变而成为薄弱部位。

桥梁的抗震设计, 要对预期会出现的塑性铰部位进行

3.1.3 具备必要的承载力、良好的变形能力和耗能能

配筋设计计算,对其进行加固和防护；同时为保证抗震安全

力。从以上概念出发,理想的桥梁结构体系布置应是：从几

性,对桥梁结构进行分析,直到通过抗震能力检测。考虑多数

何线形上看,桥梁是直的,各墩高度相差不大。因为弯桥或斜

条件,多种墩高和场地及多种地震烈度的情况,在进行桥墩

桥使地震反应复杂化, 而墩高不等则导致桥墩刚度变化,使

线弹性最大弯矩比和非线性位移延性比参数的变化规律分

抗侧力桥墩中刚度较大的最先破坏。

析是通过大量数据分析统计和计算得到的, 根据随机地震

从结构布局上看,桥梁尽量保持小跨径,使桥墩承受的

反应理论和动力计算, 总结出估算解决桥墩位移延性的方

轴压水平较低,从而获得更好的延性；弹性支座布置在多个

法,降低地震所造成的危害。

桥墩上,把地震力分散到更多的桥墩；各个桥墩的强度和刚

2.2 抗震概念设计

度在各个方向都相同；基础是建造在坚硬的场地上。虽然由

地震的发生存在多种偶然的复杂性因素, 使得结构计

于各种限制条件,理想的抗震体系实践中很难达到,但在设

算模型需要的假定结果与实际情况存在较大差异, 以致计
算机在一定程度上难以预测抗震性能。所以,在桥梁结构抗

计之初,仍应考虑使桥梁结构尽可能地满足上述要求。
3.2 节点抗震设计

震设计中,不一定要完全信赖计算,概念设计其实比计算设

节点是连接桥墩和盖梁的传力构件, 是保证整个结构

计更加准确可信。优秀的概念设计使得桥梁结构的抗震性

良好工作的关键部位,属于能力保护构件。因此,对其强度和

能更加出色。优秀的概念设计需要根据桥梁的功能和结构

刚度要求都较高。在桥梁结构中,如果桥墩和盖梁刚度比较

作出相应的力学分析,设计出独特的防震结构体系。

接近,则在地震作用下,结构受到侧向赓性力作用,节点核心

2.3 减隔震设计

区箍筋受力很大,容易出现节点刚度退化。一方面会导致节

2.3.1 地震力的作用是巨大的, 我们在市政桥梁抗震设

点核心区混凝土剪切破坏；另一方面又会导致桥墩内力重

计中一般会采用两种途径去减轻市政桥梁震害：传统抗震

分布,墩底截面弯矩加大,更快达到屈服状态,降低桥梁结构

设计和减隔震设计。传统抗震设计是增大构件断面及配筋,

横桥向整体的抗震能力。而在盖梁和桥墩抗弯刚度相差较

致使结构刚度增大,达到减轻震害的目的；而减隔震设计是

大时,在地震横桥向作用下,墩底和墩顶部位的塑性铰更容

采用柔性支承延长结构周期,减小结构地震反应；采用阻尼

易形成,节点部位相对更加安全,符合能力抗震设计思想。当

器装置耗散能量,限制结构位移,保证结构在正常使用荷载

节点部位出现刚度软化以后,对墩顶截面的约束减弱,从而

作用下具有足够的刚度。

导致墩顶截面弯矩减小。在桥梁结构中,节点构造形式与房

2.3.2 减隔震技术随着科技的发展以及新材料的应用,

屋框架结构中的节点相差较大, 而且桥梁结构在横向地震

越来越多地被应用在市政桥梁抗震设计中, 但它只适用于

作用下主要依靠墩柱的延性发生变形, 而不是依靠盖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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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电梯空调在工作过程中会产生大量凝结水,如果直接将其排入井道会给电梯的安全运行带来极大隐患,因此电梯

空调凝结水的有效处理已成为应用和发展电梯空调技术的关键。因此,本文将主要针对现阶段常见的电梯空调凝结水出现
的原因进行深入的分析和剖析,从而更加具体有效的提出电梯空调凝结水的处理方法,从控制循环水温,实现恒温处理、合理
设计凝结水管道、采购电梯空调组件和管线时严把质量关、加强技术协调管理、设计电梯空调凝结水回收装置五个方面详
细阐述解决策略,从而实现电梯空调使用的长效性,减少后期维护成本,不断提高企业经济效益。
[关键词] 电梯；空调；原因；凝结水；方法
随着我国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 对于生活的
要求更加倾向于享受和舒适度, 现在街道上随处可见高楼

是由于空调温度过低和空调内部管线的老旧, 是可以在后
期的维护保养和检修中解决的。

大厦, 这些高楼中都配备有充足的电梯设备以方便人们的

而凝结水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就会外漏, 形成机组滴水

出行,电梯空调也是随处可见。但是,电梯空调凝结水却极大

的情况,这是由于凝结水排水管直径太小,排水量小,不能及

程度上损耗着空调的内部零件, 导致空调出现故障问题,影

时将积水盘内的水排出,以致凝结水溢出；设计的排水坡度

响人们的出行,不断增加着维保成本,这对于企业的发展都

不够或倒坡,致使凝结水无法排出去,从而造成漏水；凝结水

是十分不利的。

管未作冷桥木卡或木卡之间距离过大, 使用一段时间过后

1 电梯空调凝结水出现的原因

管道出现下垂,排水不顺畅,致使凝结水溢出；凝结水与积水

实际上电梯算得上一个小型的密闭空间, 一般来说电

盘未作软接或管道及软接处没有作保温处理, 形成的凝结

梯空调都是全天 24 小时不停运转的,这样的高效率运转必

水直接在积水盘管辖范围外滴漏；排放不合理等等,这些都

然就导致空调内部产生了大量的水, 在长时间的使用过程

会导致电梯空调出现凝结水。

中,空调内的排水管难免出现一些裂缝,产生漏水的问题,这

2 电梯空调凝结水的处理方法

时候空调内部本来应该进行循环的水就漏了出来, 和室温

2.1 控制循环水温,实现恒温处理

发生反应,从而产生了凝结水。从另一方面来看,电梯空调凝

由于水温受季节影响较大(七、八、九月较热,水温偏高；

结水的出现是由于湿度较大, 我们假设空调在运行过程中

十一、十二、一月较冷,水温偏低),因此控制起来要比较繁

一直在进行制冷,那么内部的水循环温度就会比较低,这时

琐。高温对于电梯空调的冷却效果是非常不利的,进而也会

候,和空气中的常温水蒸气发生作用,就会形成凝结,也就变

增加凝结水出现的概率, 所以我们可以采用闭式循环水机

成了我们俗称的凝结水。简单来说,电梯空调凝结水的出现

组来进行水温控制。循环水作为实现空调运转和温度调节

延性,因而不能套用房屋框架结构节点抗震设计。但是毫无

由于我国部分地区频发地震,对于市政桥梁,其抗震性

疑问的是,桥梁节点部位属于能力保护构件,在地震作用下

能的好坏势必对人民的生命财产产生重大影响。首先从设

需要保持较高的强度和刚度。

计角度出发,要充分考虑地震破坏的相关原因,增加其对结

3.3 整体优化设计

构的抗震作用,并且必须因地制宜,采用地方标准进行桥梁

从结构上来说,要清楚哪些结构有利于抗震,哪些结构

设计, 相信我国桥梁的抗震性能一定能够跨入一个新的阶

抗震不利,其中包括桥型、上部结构、下部结构、墩台、基础
的处理等等。构造细节措施则包括一些基本的抗震措施,比
如支座的选择、挡块的设置等等,还包括构件细节的构造措
施、比如墩的箍筋配置、节点配筋构造。在确定路线的总体
走向和主要控制点时, 应尽量避开基本烈度较高的地区和
震害危险性较大的地段。对于地震区的桥型选择,尽量减轻
结构的自重和降低其重心, 以减小结构物的地震作用和内
力,提高稳定性。

段。
参考文献:
[1]张凌.桥梁抗震挡块研究进展[J].四川水泥,2017,
(09):24.
[2]刘国钦.桥梁结构抗震减灾对策研究[D].西南交通
大学,2016,(01):96.
[3]李灿.市政桥梁抗震设计问题研究[J].江西 建 材 ,
2017,(23):137.

4 结束语
46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