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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作简况
1.1. 任务来源
根据《交通运输部关于下达2016年交通运输标准化计划的通知》
（交科技函〔2016〕
506号）的要求，由中交公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中铁大桥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承担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行业标准《公路与铁路两用桥梁通用技术要求》(计划编号JT
2016-20)的编制工作。
标准性质：推荐性行业标准；
主管部门：交通运输部；
归口单位：综合交通运输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起草单位：中交公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中铁大桥勘测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中
铁工程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司、招商局重庆交通科研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交第一公
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完成时间：2018 年。

1.2. 目的和意义
我国公路、铁路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交通基础设施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的重要支撑，但土地资源紧张、交通走廊带稀缺也是我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一直面
临的客观现实。目前，因公路与铁路平行布线导致很多区段公路、铁路会共用桥位，为
桥梁建设带来新的问题。通过编制《公路与铁路两用桥梁通用技术要求》标准能够梳理
公路与铁路桥梁合建过程中产生的关键问题，通过为这些关键问题提供原则上的指导意
见，为我国公路与铁路两用桥梁的后续建设提供指导依据。

1.3. 标准制定工作过程简述
《公路与铁路两用桥梁通用技术要求》标准立项获批后，我公司（中交公路规划设
计院有限公司）与中铁大桥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第一时间筹备了编制组，确立了编制组
的组织架构，并进行了明确的分工和责任落实，为工作进一步有效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工
作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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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组成立后，首先，我们对修建公铁两用桥梁涉及的国内外相关技术、规范、产
品、应用情况等进行了详细调研，并结合我国自身的标准体系和研究思路确立了标准大
纲目录，确立了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其次，针对公铁两用桥梁建设过程中的疑难
问题行了深入分析和研究，结合实际情况、现有技术研究水平、试验和应用情况等确定
有关意见和建议采纳的可行性。最后着手编写形成初稿，并进行内部评审，经过反复修
改完善，形成征求意见稿。在标准编写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多次调研，征求了国内相
关领域专家和技术人员意见，以利于进一步提高本标准编制的质量水平。
2017年6月15日，由综合交通运输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在北京召开了本标准的征
求意见会，与会专家对标准各项内容进行了深入讨论，对本标准征求意见稿给出了具体
修改意见和建议。
会后，编写组根据征求意见会上专家意见对征求意见稿进行了修改。
2017年8月根据部科技司和综合交通运输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关于扩大编写组增加编
写单位的意见要求，经主编单位邀请，有中铁工程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司、招商局重庆
交通科研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交第一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三家单位纳入到
本标准参编单位名单中，并对本标准征求意见稿修改稿提出了讨论意见或修改建议。

2 标准制定原则与依据
2.1. 标准制定的基本原则
1) 贯彻国家和行业关于实现可持续的资源节约型国家和行业的基本方针；
2) 贯彻公路工程建设“安全、耐久、适用、和谐、经济”的基本技术发展政策，为交
通行业多做实事，促进公铁两用桥梁建设的技术发展；
3) 反映我国在修建公铁两用桥梁方面的技术成果；
4) 充分考虑并合理处理与国内相关标准规范的分工、协调；
5) 吸纳国际上成熟、先进的标准规范成果；
6) 编制具有适用性、可操作性和适当引领性的技术法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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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标准制定的依据
在制定标准过程中，本标准课题组严格遵循以下标准化法律、法规、规范的规定，
作为本标准起草的重要依据：
GB 50111铁路工程抗震设计规范
GB 50139 内河通航标准
JTG B02 公路工程抗震设计规范
JTG D60 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
JTG/T D60-01 公路桥梁抗风设计规范
JTJ 311 通航海轮桥梁通航标准
JT/T 1116 公路铁路并行路段设计技术规范
TB 10002 铁路桥涵设计规范

3 标准范围及主要内容
3.1. 标准范围
《公路与铁路两用桥梁通用技术要求》行业标准规定了公铁两用桥梁总体设计要
求、作用和刚度要求。本标准适用于公铁两用桥梁设计与建造。

3.2. 标准内容
本标准从公铁两用桥梁总体设计要求、作用和刚度要求等方面对公路与铁路两用桥
梁的设计与建筑提出了要求，重点针对设计中作用的种类及组合、结构刚度要求进行了
规定。关键标准内容说明如下：
3.2.1 作用
公铁两用桥梁结构设计应根据结构受力特性和构件受力特点确定作用采用依据，在
铁路桥梁和公路桥梁设计过程中各自分别有不同的设计荷载标准。但是在公铁两用桥梁
设计过程中则需要根据结构受力判断采用的设计荷载，因此本标准综合考虑了《公路桥
涵设计通用规范》（JTG D60-2015）、《铁路桥涵设计规范》（TB 10002-2017）和《铁路
桥涵极限状态法设计暂行规范》（Q/CR 9300-2014）中关于各类荷载的分类，并以铁路
桥梁规范中给出的荷载分类为基准进行了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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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组合主要参考《铁路桥涵极限状态法设计暂行规范》（Q/CR 9300-2014）条文
的规定。
3.2.2 永久作用
永久作用中结构自重、预加力、土压力、静水压力及浮力、基础变位等作用公路、
铁路桥梁设计规范中均有详细说明，本规范采用《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JTG
D60-2015）中的相关规定。
3.2.3 可变作用
a. 车辆设计活载
对于可变作用，尤其是车辆设活载的不同是公路和铁路桥梁设计区别的根本。对于
公铁两用桥梁设计荷载的规定，
《铁路桥涵设计基本规范》
（TB 10002.1-2005）条文4.1.4
中规定考虑同时承受铁路和公路活载时，铁路活载应按铁路规范中的相关规定计算，公
路活载应按交通部现行的《公路工程技术标准》规定的全部活载的75%计算，但对仅承
受公路活载的构件，应按公路全部活载计算。我国的公铁两用桥梁设计实践中就是采用
这种方式。
表 1 既有公铁两用斜拉桥设计中采用的组合折减系数
公路折减系数

公/铁组合折减系数

桥名

设计活载标准

铁路折
减系数

纵向

横向

公路

铁路

武汉天兴洲大桥

4 线铁路+6 车道公路

0.75

0.96

0.55

0.75

--

铜陵长江大桥

4 线铁路+6 车道公路

0.75

0.95

0.55

0.75

--

沪通长江大桥

4 线铁路+6 车道公路

0.75

0.93

0.55

0.75

--

在《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
（JTG D60-2015）中最高仅规定了8车道公路的横向折
减系数，当公铁两用桥上布置车道数超过8车道时，建议按8车道公路的横向折减系数进
行折减，这样折减是偏于安全的。基于多车道公路和多线铁路的组合折减原则，求得了
不同车道数公路和不同线路数铁路组合时，铁路和公路的各种组合折减系数（表1）。表
中给出的多车道公路和多线铁路的组合折减系数仅适用于公铁两用桥总体结构设计，对
于公路桥面系这类受公路荷载局部加载效应影响明显的构件设计，则建议仅按照《公路
桥涵设计通用规范》（JTG D60-2015）中的规定进行多车道横向折减，不再考虑公路荷
载与铁路荷载效应的组合折减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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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列车竖向活载标准值按列车标准活载图式确定。
《铁路桥涵设计基本规范》(TB10002.1-2005)对中-活载荷载模式进行了设定，《高
速铁路设计规范》(TB10621-2009 )对ZK活载进行了规定，同时，2005年报批荷载模式
中，有ZH活载模式，同时有城际铁路ZC荷载模式，各荷载模式汇总见表2。
表 2 铁路荷载图式汇总
线路特征

荷载图式

牵引机车

类别

活载名称

客运专线

ZK

内燃、电力机车、动车组

ZC

动车组

ZK

内燃、电力机车、动车组

中-活载
（旧）

内燃、电力机车、动车组

ZKH 活载
（新）

内燃、电力机车

城际铁路

客货共线

z=1.0

货运专线

ZKH 活载

内燃、电力机车
Z≥1.1

注：表中未给出活载图示中的特种活载形式。

此外，用空车检算桥梁各部构件时，其竖向静活载应采用每线路10kN/m计算。
《基本规范》及《高规》中对中-活载及 ZK 活载荷载模式均为无限长的加载长度，
规范中对超大跨度桥梁的加载长度亦没有明确规定，若按照规范规定采用无限长加载长
度，将人为增加桥梁结构尺寸，这对超大跨度桥梁来说，是个巨大的经济损失。因此，
在设计超大跨度桥梁时，需要对铁路加载长度进行研究，选用合适的加载长度。
从影响列车加载长度的因素分析，确定以下 2 个方面因素，即可确定超大跨度桥梁
实际的加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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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长列车开行长度
根据《高规》旅客站台长度应按照 450 m 设置，只停留 8 辆编组动车组的车站站
台长度按 230 m 设置，困难条件下不应小于 220 m。目前实际的最长列车编组长度为
430 m，站台设置时按照 450 m。由于列车编组长度与车站站台设计长度之间仅相差两
侧 10 m 的停车余量，为方便起见，列车加载长度可按照车站站台长度设计取值。
普通客车长度也应小于普通铁路车站站台长度，我国普通铁路最长车站站台长度为
550m。
影响货车编组长度的因素主要为车站到发线的长度。列车的长度不能超过车站到发
线长度，否则在车站待避时，就会与其他通过的列车产生碰撞。从目前到发线有效长度
分析，不同机车牵引吨位，其到发线长度汇总如表 3 和表 4 所示。
表 3 到发线有效长度
机车牵引吨位/t

到发线有效长度/m

3000

650

4000（单机牵引）

850

4000（双机牵引）

880

5000

1050

10000

1700
表 4 车站到发线长度统计

铁路

活载形式

车站最短有效到发线长度 车站最长有效到发线长度

汉宜铁路

中-活载

850

850

沪通铁路

中-活载

650

650

京九铁路

中-活载

1050

1050

京广铁路

中-活载

1050

1050

陇海铁路

中-活载

1050

1050

沪杭铁路

中-活载

850

850

赣龙铁路

中-活载

单机 850 双机 880

单机 850 双机 880

龙夏铁路

中-活载

单机 850 双机 880

单机 850 双机 880

蒙中至华西地区运煤通道

ZH 活载

850（预留 1700）

1700

从上表可以看出，除特殊的运煤通道外，货运线车站最长有效到发线长度为 1050m。
2) 两列车的开行时间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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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有限长的荷载加载长度时，需要考虑两个荷载加载长度的长度间隔。这主要考
虑两列车之间开行时的间距，需要分析两列车之间的时间及空间间隔，以确定影响线之
间的加载间隔长度。
目前动车有 CTCS-2 级、CTCS-3 级列控系统，最小追踪间隔为 3 min，追踪距离
为 4. 5 km 以上。
同一个闭塞分区内不能同时运行两列车，列车之间一般间隔 2~3 个闭塞分区，一
个闭塞分区长度在 2~3 km，因此在该范围内不会有第二列车存在。
综上所述，
（1）客运专线及城际铁路活载加载长度宜按照 450 m 计算。
（2）普通铁路客运线活载加载长度宜按照 550 m 计算。
（3）普通客货共线铁路、货运专线活载加载长度宜按照 1050 m 计算。
（4）全桥只考虑 1 个加载长度范围的加载情况。
b. 动力效应
汽车、高速列车、普通列车通过不同类别、不同跨径代表性桥梁时的动力系数，并
分 别在《 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 》（JTG D60-2015）、《高速铁路设计规范》（ TB
10621-2014）中及《铁路桥涵极限状态法设计暂行规范》
（Q/CR 9300-2014）中有规定。
因此，公铁两用桥梁确定动力效应时建议根据荷载类别分别从相应规范条文中选取。
c. 疲劳
我国公路及铁路桥梁规范中，关于公路桥梁及铁路桥梁的疲劳设计问题有着详细的
规定（具体参考《公路钢结构桥梁设计规范》（JTG D64-2015）条文 5.5.1~5.5.9 和《铁
路桥梁钢结构设计规范》（TB 10091-2017）条文 4.3.1~4.3.7 相关说明），但对于两者组
合 却 缺 少 相 关 规 定 。 关 于 疲 劳 设 计 时 公 铁 活 载 组 合 设 计 问 题 ， 英 国 BS5400
（BS5400-10-1980-Code of Practice for Fatigue）第 10 条中指出，在桥梁既承受公路荷载
又承受铁路荷载的情况下，应将两种荷载所致的损伤分别算出求和，并考虑调整系数，
以便把这两种荷载同时发生的概率考虑进去。如果铁路和公路荷载产生的应力的符号相
同，则调整系数不会超过 1.2。根据英国规范 BS5400，对于公路和铁路荷载应分别考虑
荷载效应，然后再叠加，如下式：
FTotal-II    FLane +FRail-I +  FRail-II

(1)

式中，ΔFLane、ΔFRail-I 和 ΔFRail-II 分别为公路标准车、I 级铁路干线列车和客运专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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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车的疲劳荷载效应，α 为公路荷载和铁路荷载所致的损伤之间的调整系数，β 为客货
共运列车荷载和高速客运列车荷载的损伤之间的调整系数，且 α, β ≤ 1.2。
疲劳活载形式与当地的交通情况密切相关，英国 BS5400 标准中规定的形式是否适
用于我国交通情况，仍需进行进一步研究。
d. 离心力
公路、铁路桥梁规范中关于离心力的计算方法是一致的，由于公路、铁路两类荷载
形式又有各自的特点，因此关于离心力的制定时同时参考了公路桥梁规范及铁路桥梁规
范中的相关条文。
e. 制动力
公铁两用桥梁中，由于公路桥面和铁路线路相对独立运营，因此本规范该条文制定
时同时考虑了公路桥梁规范及铁路桥梁规范中的相关条文。但在荷载组合中增加了汽车
制动力、汽车离心力的荷载部分。大跨度公铁两用桥梁设计时，车辆制动力在很多情况
下起到控制作用，公路、铁路活载的组合折减对保证桥梁安全、节约桥梁建设成本具有
重要意义，因此建议大跨度公铁两用桥汽车、列车纵向制动力的组合系数宜进行专题研
究。
f. 风荷载
公路、铁路桥梁关于风荷载的相关规定是十分类似的，仅横风荷载计算公式上存在
一定区别，由于《公路桥梁抗风设计规范》JTG/T D60-01 中关于桥梁风场模拟、计算、
分析有着详细的说明，因此本条文制定时采用该规范作为基本设计规范，同时基于铁路
桥梁的特点，补充部分铁路桥梁规范中的抗风细则。公路桥面上的随机车流同样会承担
横向风荷载，并最终通过公路桥面传递上桥梁结构上，由于各地随机车流的统计特性变
化具大，本规范中对随机车流横风荷载的计算方法并不做出规定，仅对随机车流横风荷
载的影响进行说明。
3.2.4 偶然作用
在偶然作用中：列车竖向脱轨荷载主要参考《铁路桥涵极限状态法设计暂行规范》
（Q/CR 9300-2014）进行了规定；船舶撞击力、汽车撞击力和护栏设计参考了《公路桥
涵设计通用规范》（JTG D60-2015）的规定。
3.2.5 地震作用
抗震设防烈度为 6 度、7 度、8 度、9 度的桥梁，应按现行国家标准《铁路工程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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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设计规范》
（GB 50111）、
《公路工程抗震设计规范》
（JTG B02）、
《公路桥梁抗震设计
细则》
（JTG/T B02-01）和《铁路桥涵极限状态法设计暂行规范》
（Q/CR 9300-2014）第
15 章的规定进行抗震计算。
3.2.6 刚度要求
相比公路车辆，铁路车辆对线路平顺性有着更高的要求，
《铁路桥涵设计规范》
（TB
10002-2017）中对桥梁整体及局部变形有着严格的规定。公铁两用桥梁设计中为保证桥
上公路、铁路车辆的安全运营，应以铁路车辆要求为准采用两者中较严格的要求。本规
范以《铁路桥涵设计规范》
（TB 10002-2017）中的相关条文为基础，制定刚度要求条文
部分。

4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实施之后，所有新建公路与铁路两用桥梁建设、设计均应按照本标准执行。
措施建议：标准发布后相关部门积极组织开展系列宣贯讲解，促进标准的应用和实
施。

5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5.1. 标准实施建议
建议各级城市交通主管部门、相关监督管理部门及规划设计单位，在公路与铁路两
用桥建设过程，以及本标准颁布后其他相关标准规范编制工作中，积极采用本标准规定
的相关内容，以加强综合交通运输类标准的适用性 。
本要求为第一次制定并与现行标准无冲突，满足公铁两用桥梁建设需求，符合综合
交通建设的发展趋势，建议颁布后即实施。

5.2.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一致性程度
《公路与铁路两用桥梁通用技术要求》推荐性标准与相应的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
准在编制目的、技术内容、文本结构等方面存在较大不同，因此本标准没有采用相应的
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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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与有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我国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不矛盾。

5.4.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意见
本标准在编写过程中未出现重大意见分歧。

5.5. 标准性质的建议
本标准对公铁两用桥建设的总体性、通用性一般原则要求，对公铁桥梁建设中直接
涉及质量、人身财产安全以及公共利益的限值和控制性技术没有进行规定，建议为推荐
性标准。

5.6. 废止现行有关标准建议
本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没有冲突，无废止。

5.7. 预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分析
本标准的制定，使公铁两用桥梁的建设设计有标准可依，有利于提高公铁桥梁建设
水平，进一步促进综合交通运输的发展。

5.8. 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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