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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满足民用机场飞机荷载桥梁建设发展需要ꎬ 规范其设计ꎬ 保障其安全与质量ꎬ

编制本指南ꎮ

在编制过程中ꎬ 编写组调研和收集了国内外飞机荷载桥梁的相关资料ꎬ 吸收相

关研究成果和建设经验ꎬ 借鉴国内外相关标准规范ꎬ 在此基础上广泛征求全国相关

单位和专家的意见ꎬ 对主要问题进行反复研讨ꎬ 最终完成本指南的编制工作ꎮ

本指南的主要内容包括基本规定、 作用与作用组合、 总体设计、 结构设计、 桥

面系和安全设施ꎮ

本指南第 １ 章由刘晓东、 郑斐、 佟岱山编写ꎬ 第 ２ 章由李国文、 翟慧娜编写ꎬ

第 ３ 章由刘晓东、 郑斐、 彭运动编写ꎬ 第 ４ 章由李会驰、 翟慧娜、 李国文、 贺拴海

编写ꎬ 第 ５ 章由郑斐、 滕启杰、 吴松华编写ꎬ 第 ６ 章由赵君黎、 孟宪锋、 闫磊、 王

琳编写ꎬ 第 ７ 章由佟岱山、 高学奎、 郭东尘编写ꎮ 统稿工作由郑斐、 李会驰、 翟慧

娜完成ꎮ

本指南由中交公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负责日常管理工作ꎮ 执行过程中如有意

见和建议ꎬ 请函告中交公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前炒面

胡同 ３３ 号ꎻ 邮编: １０００１０ꎻ 传真: ０１０－５７５０７８９５ꎻ 电话: ０１０－５７５０７７２６ꎻ 电子邮

箱: ｓｓｓｏｈｐｄｉ＠ １６３ ｃｏｍ)ꎬ 以及民航工程建设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 (地址: 北

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２ 号住总地产大厦ꎻ 传真: ０１０ － ６４９２２３４２ꎻ 电子邮箱:

ｍｈｇｃｊｓｂｗｈ＠ １６３ ｃｏｍ)ꎬ 以便修订时参考ꎮ

主编单位: 中交公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参编单位: 中国民用航空局机场司

民航机场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长安大学

民航专业工程质量监督总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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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总　 则

１ ０ １　 为规范民用机场飞机荷载桥梁的设计ꎬ 按照安全、 耐久、 适用、 环保和经济的原则ꎬ 制

定本指南ꎮ

【条文说明】 近年来ꎬ 我国民用机场建设面临着新的形势ꎮ 作为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ꎬ 机场引入更多道路、 铁路和轨道交通ꎬ 建设要求更高ꎻ 随着航空运输需求的增加ꎬ 多

跑道机场日益增多ꎬ 建设规模更大ꎻ 山区、 滨海机场建设和部分大型枢纽机场扩建受到地形、

水域和既有道路、 铁路、 轨道交通等限制ꎬ 建设环境更复杂ꎮ 当在复杂地形条件下建设机场ꎬ

或飞机运行与机场内外交通、 水域等存在交叉时ꎬ 布设飞机荷载桥梁成为一种解决方案ꎮ 本指

南规定了飞机荷载桥梁的基本设计标准、 作用与作用组合、 总体设计、 结构设计、 桥面系和安

全设施等技术要求ꎬ 以满足新形势下机场建设发展需要ꎮ

１ ０ ２　 本指南适用于民用机场 (含军民合用机场的民用部分) 采用飞机滑行设计工况的桥梁ꎮ

采用飞机着陆接地设计工况的桥梁设计应进行专项研究ꎮ

【条文说明】 根据民用机场的区域划分ꎬ 考虑桥梁的功能和结构承受的可变作用等因素ꎬ 民用机

场桥梁分为汽车荷载桥梁和飞机荷载桥梁两大类ꎮ 其中ꎬ 汽车荷载桥梁进一步细分为航站区和

工作区桥梁 (承担城市车辆荷载) 和飞行区服务车道桥梁 (承担特种车辆荷载)ꎻ 飞机荷载桥梁

进一步细分为升降带平整区桥梁 (需考虑飞机偏出跑道滑行工况)、 滑行道桥梁 (承担飞机日常

滑行工况)、 端安全区桥梁 (需考虑飞机冲出跑道滑行工况和飞机提前接地工况)、 跑道桥梁

(承担飞机日常接地工况)ꎮ

我国目前在役和在建的飞机荷载桥梁主要是滑行道桥梁ꎬ 共 ７０ 余座ꎬ 从使用功能角度可分

为三类: 一是上跨进场道路的桥梁ꎬ 如大型枢纽机场跨越陆侧道路而设置的桥梁ꎻ 二是绕滑系

统的桥梁ꎬ 如上海虹桥国际机场为减少穿越跑道、 提升飞行区安全保障能力而设置的桥梁ꎻ 三

是跨越水域的桥梁ꎬ 如深圳宝安国际机场三跑道扩建工程和澳门国际机场的滑行道桥梁ꎮ

跑道桥梁、 端安全区桥梁、 升降带平整区桥梁等在欧洲、 美国、 日本等地区和国家均有成

功应用案例ꎬ 详见 «飞机荷载桥梁在机场工程中的应用» ( ＩＢ－ＣＡ－２０１９－０２)ꎮ 其中跑道桥梁的

荷载工况、 安全设施等与滑行道桥梁有显著差异ꎬ 特别是飞机着陆接地设计工况需要对飞机荷

载的着陆冲击作用进行专项研究ꎮ

１ ０ ３　 飞机荷载桥梁应满足总体规划和使用功能ꎬ 结合建设条件等ꎬ 统筹开展梁板、 墩台、 基

础等主体结构与支座、 伸缩装置、 桥面系、 安全设施的综合设计ꎮ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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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０ ４　 飞机荷载桥梁设计应贯彻国家有关技术经济政策ꎬ 积极稳妥地采用新技术、 新材料、 新

设备和新工艺ꎮ

１ ０ ５　 飞机荷载桥梁的设计除应符合本指南的规定外ꎬ 尚应符合国家和行业现行有关标准的

规定ꎮ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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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术语和符号

２ １　 术语

２ １ １　 飞机荷载桥梁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ｂｒｉｄｇｅ

位于机场内ꎬ 供飞机滑行、 起飞、 着陆和停放的桥梁ꎮ

２ １ ２　 滑行道桥梁 ｔａｘｉｗａｙ ｂｒｉｄｇｅ

位于机场滑行道、 为跨越障碍而修建的构筑物ꎬ 简称滑行道桥ꎮ

２ １ ３　 设计使用年限 ｄｅｓｉｇｎ ｗｏｒｋｉｎｇ /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ｌｉｆｅ

在正常设计、 正常施工、 正常使用和正常养护条件下ꎬ 桥梁结构及其构件不需要进行大修

或更换ꎬ 即可按其预定目的使用的年限ꎮ

２ １ ４　 结构耐久性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ｄｕ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在设计确定的环境作用和维护、 使用条件下ꎬ 结构及其构件在设计使用年限内保持其安全

性和适用性的能力ꎮ

２ １ ５　 极限状态 ｌｉｍｉｔ ｓｔａｔｅ

结构或构件超过某一特定状态就不能满足设计规定的某一功能要求ꎬ 此特定状态为该功能

的极限状态ꎮ

２ １ ６　 极限状态法 ｌｉｍｉｔ ｓｔａｔｅ ｍｅｔｈｏｄ

使结构或构件不超越某种规定极限状态的设计方法ꎮ

２ １ ７　 承载能力极限状态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 ｌｉｍｉｔ ｓｔａｔｅ

对应于结构或构件达到最大承载力或不适于继续承载的变形的状态ꎮ

２ １ ８　 正常使用极限状态 ｓｅｒｖｉｃｅａｂｉｌｉｔｙ ｌｉｍｉｔ ｓｔａｔｅ

对应于结构或构件达到正常使用或耐久性能的某项规定限值的状态ꎮ

２ １ ９　 设计状况 ｄｅｓｉｇｎ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代表一定时段内实际情况的一组设计条件ꎻ 在该组条件下结构及其构件应不超越有关的极

限状态ꎮ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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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１ １０　 作用 ａｃｔｉｏｎ

施加在结构上的集中力或分布力和引起结构外加变形或约束变形的原因ꎻ 前者为直接作用ꎬ

也称为荷载ꎬ 后者为间接作用ꎮ

２ １ １１　 作用效应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ａｃｔｉｏｎ

由作用引起的结构或构件的反应ꎮ

２ １ １２　 作用组合 (荷载组合)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ｌｏａｄ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在不同作用的同时影响下ꎬ 为验证某一极限状态的结构可靠度而采用的一组作用设计值ꎮ

２ １ １３　 作用基本组合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ｃｔｉｏｎｓ

永久作用设计值与可变作用设计值的组合ꎮ

２ １ １４　 作用偶然组合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ａｌ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ｃｔｉｏｎｓ

永久作用标准值与可变作用某种代表值、 一种偶然作用设计值的组合ꎮ

２ １ １５　 作用地震组合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ｃｔｉｏｎｓ

永久作用标准值与可变作用标准值、 地震作用标准值的组合ꎮ

２ １ １６　 作用频遇组合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ｃｔｉｏｎｓ

永久作用标准值与主导可变作用频遇值、 伴随可变作用准永久值的组合ꎮ

２ １ １７　 作用准永久组合 ｑｕａｓｉ￣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ｃｔｉｏｎｓ

永久作用标准值与可变作用准永久值的组合ꎮ

２ １ １８　 分项系数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ｓａｆｅｔｙ ｆａｃｔｏｒ

采用极限状态法设计时ꎬ 为保证所设计的结构具有规定的可靠度ꎬ 在设计表达式中采用的

系数ꎻ 分为作用分项系数和抗力分项系数两类ꎮ

２ １ １９　 结构重要性系数 ｆａｃｔｏｒ ｆｏｒ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对不同设计安全等级的结构ꎬ 为使其具有规定的可靠度而采用的分项系数ꎮ

２ ２　 符号

Ａｄ ———偶然作用的设计值ꎻ

Ｃ ———设计对变形、 裂缝等规定的相应限值ꎻ

Ｇ ｉｋ———第 ｉ 个永久作用的标准值ꎻ

Ｌ ———桥梁总长ꎻ

Ｌｋ ———桥梁单孔跨径ꎻ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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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ｊ ———飞机单轮轮载ꎻ

ｐ ———飞机轮胎压力ꎻ

Ｑ ｊｋ———第 ｊ 个可变作用的标准值ꎻ

Ｒｄ ———结构或构件的抗力设计值ꎻ

Ｓｄ ———作用组合的效应设计值ꎻ

Ｓａｄ———作用偶然组合的效应设计值ꎻ

Ｓｆｄ ———作用频遇组合的效应设计值ꎻ

Ｓｑｄ———作用准永久组合的效应设计值ꎻ

Ｓｕｄ———作用基本组合的效应设计值ꎻ

Ｗ ———飞机轮印宽度ꎻ

γ０ ———结构重要性系数ꎻ

γＧｉ
———第 ｉ 个永久作用的分项系数ꎻ

γＱｊ
———第 ｊ 个可变作用的分项系数ꎻ

μ ———飞机荷载的冲击系数ꎻ

ψｃ ———可变作用的组合值系数ꎻ

ψｆ ———可变作用的频遇值系数ꎻ

ψｑ ———可变作用的准永久值系数ꎮ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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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基本规定

３ ０ １　 飞机荷载桥梁应根据机场总体布置、 功能要求及防洪、 抗灾要求ꎬ 结合水文、 地质、 环

境等条件进行综合设计ꎬ 并应符合下列功能要求:

１　 在正常施工和正常使用时ꎬ 能承受可能出现的各种作用ꎻ

２　 在正常使用时ꎬ 具有良好的工作性能ꎻ

３　 在正常养护下ꎬ 具有足够的耐久性能ꎻ

４　 在设计规定的偶然事件发生时和发生后ꎬ 能保持必要的整体稳定性ꎮ

【条文说明】 本条规定了桥梁结构必须满足的四项功能ꎬ 其中ꎬ 第 １、 ４ 两项是对结构安全性的

要求ꎬ 第 ２ 项是对结构适用性的要求ꎬ 第 ３ 项是对结构耐久性的要求ꎬ 安全性、 适用性、 耐久性

三者可概括为对桥梁结构可靠性的要求ꎮ

足够的耐久性能指结构在规定的工作环境中ꎬ 在预定时间内ꎬ 其材料性能的劣化不致导致

桥梁结构出现不可接受的失效概率ꎮ 从工程概念上讲ꎬ 足够的耐久性能就是指在正常养护条件

下桥梁结构能够正常使用到规定的期限ꎮ

整体稳定性指在偶然事件发生时ꎬ 桥梁结构仅产生局部的损伤而不致发生连续或整体倒塌ꎮ

３ ０ ２　 飞机荷载桥梁可分为特大桥、 大桥、 中桥、 小桥ꎬ 其分类标准应符合表 ３ ０ ２ 的规定ꎮ

表 ３ ０ ２　 飞机荷载桥梁的分类标准

桥梁分类 桥梁总长 Ｌ (ｍ) 单孔跨径 Ｌｋ (ｍ)

特大桥 　 　 Ｌ≥５００ —

大　 桥 １００≤Ｌ<５００ 　 　 　 Ｌｋ≥４０

中　 桥 ２０≤Ｌ<１００ 　 ２０≤Ｌｋ<４０

小　 桥 　 　 Ｌ<２０ 　 　 　 Ｌｋ<２０

　 　 注: 梁式桥、 板式桥的桥梁总长系指桥梁两端台背前缘之间的长度ꎻ 刚构桥的桥梁总长系指顺跨度方向桥梁外缘之间的

长度ꎮ

【条文说明】 飞机荷载总重较大ꎬ 且荷载主要集中在主起落架ꎮ 综合考虑桥梁结构的安全、 经济

和美观ꎬ 飞机荷载桥梁的跨径一般较小ꎮ 我国在役和在建滑行道桥的单孔跨径及桥梁总长分布

见表 ３－１ꎬ 其中单孔跨径一般为 １０ ｍ~３０ ｍꎬ 最大跨径为 ３９ ４ ｍꎻ 桥梁总长一般在 １００ ｍ 以内ꎮ

本条中飞机荷载桥梁的分类标准采用了两个指标: 一个是桥梁总长ꎬ 用以反映建设规模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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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是单孔跨径ꎬ 用以反映桥梁的技术复杂程度ꎮ 在确定桥梁分类时ꎬ 符合其中一个指标即

可归类ꎬ 如单孔跨径为 ４５ ｍ、 桥梁总长为 ９０ ｍ 的飞机荷载桥梁划分为大桥ꎬ 单孔跨径为 ４５ ｍ、

桥梁总长为 ６００ ｍ 的飞机荷载桥梁划分为特大桥ꎮ

表 ３－１　 我国在役和在建滑行道桥的单孔跨径及桥梁总长分布

桥梁总长 Ｌ (ｍ) 桥梁数量 (座) 单孔跨径 Ｌｋ (ｍ) 桥梁数量 (座)

　 　 Ｌ<２０ ７ 　 　 Ｌｋ<１０ ３

２０≤Ｌ<１００ ５６ １０≤Ｌｋ<２０ ２４

１００≤Ｌ<２００ ７ ２０≤Ｌｋ<３０ ３６

２００≤Ｌ<３００ １ ３０≤Ｌｋ<４０ ８

３ ０ ３　 飞机荷载桥梁的防洪标准应不低于其所在机场的防洪标准ꎮ

３ ０ ４　 飞机荷载桥梁应按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进行结构设计ꎮ

【条文说明】 在设计方法上ꎬ 本指南采用以概率理论为基础、 按分项系数表达的极限状态法进行

结构设计ꎮ 采用极限状态法ꎬ 并不意味着要排斥其他有效的结构设计方法ꎬ 可根据可靠的工程

经验或通过必要的试验研究进行专项设计ꎮ

３ ０ ５　 结构设计应根据不同种类的作用ꎬ 采用按分项系数表达的极限状态法ꎬ 并符合下列

规定:

１　 持久设计状况应进行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设计ꎻ

２　 短暂设计状况应进行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设计ꎬ 可根据需要进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设计ꎻ

３　 偶然设计状况应进行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设计ꎻ

４　 地震设计状况应进行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设计ꎮ

【条文说明】 本条规定了桥梁结构设计的四种设计状况及其应进行的极限状态设计ꎮ

第 １ 款中ꎬ 持久设计状况对应桥梁的使用阶段ꎮ 这个阶段持续的时间很长ꎬ 要对结构的所

有预定功能进行设计ꎬ 即要进行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的计算ꎮ

第 ２ 款中ꎬ 短暂设计状况对应桥梁的施工阶段和维修阶段ꎮ 这个阶段的持续时间相对于使

用阶段是短暂的ꎬ 结构体系、 结构所承受的荷载等与使用阶段也不同ꎬ 设计要根据具体情况而

定ꎮ 在这个阶段ꎬ 需要进行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计算ꎬ 根据需要确定是否进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

计算ꎮ

第 ３ 款中ꎬ 偶然设计状况对应桥梁可能遇到的撞击、 飞机提前接地和冲偏出跑道等状况ꎮ

这种状况出现的概率极小ꎬ 且持续的时间极短ꎮ 偶然设计状况一般只进行承载能力极限状态

计算ꎮ

第 ４ 款中ꎬ 地震设计状况是一种特殊的偶然设计状况ꎮ 与撞击等偶然作用相比ꎬ 地震作用

能够统计并有统计资料ꎬ 可以确定其标准值ꎮ 而其他偶然作用无法通过概率的方法确定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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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ꎬ 因此两者的设计表达式是不同的ꎮ 地震设计状况一般只进行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计算ꎮ

３ ０ ６　 飞机荷载桥梁主体结构的设计使用年限应不低于 １００ 年ꎬ 隔离墩、 栏杆等构件的设计使

用年限应不低于 １５ 年ꎬ 伸缩装置和支座的设计使用年限应不低于 ２０ 年ꎮ

【条文说明】 飞机荷载桥梁一般采用中小跨径桥梁ꎮ 考虑到桥梁位于飞行区内ꎬ 施工和维护难度

较大ꎬ 其主体结构的设计使用年限不低于 １００ 年ꎬ 与我国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上海浦东国际机

场、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等在役或在建滑行道桥的设计使用年限一致ꎮ 对于桥梁附属构件的设计

使用年限ꎬ 根据构件材料、 使用条件、 可更换程度等因素ꎬ 参照 «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

(ＪＴＧ Ｄ６０) 的规定确定ꎮ

３ ０ ７　 飞机荷载桥梁的结构设计安全等级应采用 «工程结构通用规范» (ＧＢ ５５００１) 规定的

一级ꎮ

【条文说明】 结构设计时ꎬ 根据结构破坏可能产生后果 (危及人的生命、 造成经济损失、 对社会

或环境产生影响等) 的严重性ꎬ 其设计安全等级按表 ３－２ 的规定划分ꎮ 对重要的结构ꎬ 其设计

安全等级取为一级ꎻ 对一般的结构ꎬ 其设计安全等级取为二级ꎻ 对次要的结构ꎬ 其设计安全等

级取为三级ꎮ 飞机荷载桥梁属于重要的结构ꎬ 一旦破坏直接影响到机场的正常运行ꎬ 可能造成

较大经济损失ꎬ 产生严重的社会影响ꎬ 因此其结构设计安全等级采用一级ꎮ

表 ３－２　 结构设计安全等级

结构设计安全等级 破坏后果

一级 很严重

二级 严重

三级 不严重

３ ０ ８　 飞机荷载桥梁应采用两水准抗震设防和两阶段设计ꎮ 地震作用重现期、 抗震设防目标和

地震作用应符合表 ３ ０ ８ 的规定ꎮ

表 ３ ０ ８　 飞机荷载桥梁的抗震设防要求

项目 Ｅ１ 地震作用 Ｅ２ 地震作用

地震作用
重现期

不低于 ４７５ 年 不低于 ２ ０００ 年

抗震设防
目标

１) 震后桥梁可正常使用ꎻ
２) 结构总体反应在弹性范围ꎬ 基本无损伤ꎮ

１) 震后桥梁不需修复或经简单修复可正常使用ꎻ
２) 结构可发生局部轻微损伤ꎮ

地震作用
采用 «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 (ＧＢ １８３０６)
规定的基本地震动ꎬ 或通过场地地震安全性
评价确定ꎮ

采用 «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 (ＧＢ １８３０６) 规
定的罕遇地震动ꎬ 或通过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价
确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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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 本条规定参照 «公路桥梁抗震设计规范» ( ＪＴＧ / Ｔ ２２３１－０１) 中 Ａ 类桥梁的相关规

定ꎮ 第一阶段的抗震设计ꎬ 即对应 Ｅ１ 地震作用的抗震设计ꎬ 采用弹性抗震设计ꎬ 保证桥梁结构

在 Ｅ１ 地震作用下处于弹性状态ꎮ 第二阶段的抗震设计ꎬ 即对应 Ｅ２ 地震作用的抗震设计ꎬ 要求

在 Ｅ２ 地震作用下桥梁局部可发生开裂ꎬ 裂缝宽度也可超过容许值ꎬ 但混凝土保护层保持完好ꎮ

与抗震设防目标相协调ꎬ 各类桥梁的抗震重要性系数对应的重现期见表 ３－３ꎮ

表 ３－３　 抗震重要性系数和重现期对照表

抗震重要性系数 １ ７０ １ ３０ １ ００ ０ ５０ ０ ４３ ０ ３４ ０ ２３

重现期 (年) ２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４７５ １００ ７５ ５０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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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作用与作用组合

４ １　 一般规定

４ １ １　 飞机荷载桥梁设计采用的作用分为永久作用、 可变作用、 偶然作用和地震作用四类ꎬ 规

定见表 ４ １ １ꎮ

表 ４ １ １　 作用分类

作用分类 作用名称

永久作用

结构重力 (包括结构附加重力)

预加力

土的重力

土侧压力

混凝土收缩、 徐变作用

水的浮力

基础变位作用

可变作用

飞机荷载

汽车荷载

飞机滑行冲击作用

飞机着陆冲击作用

汽车冲击作用

飞机引起的土侧压力

汽车引起的土侧压力

飞机制动力

汽车制动力

疲劳荷载

风荷载

流水压力

冰压力

波浪力及浮托力

温度作用

支座摩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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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作用分类 作用名称

偶然作用

漂流物、 船舶撞击作用

飞机撞击作用

汽车撞击作用

飞机冲偏出跑道作用

飞机提前接地作用

飞机重着陆作用

地震作用 地震作用

【条文说明】 作用按随时间的变化分为永久作用、 可变作用和偶然作用ꎮ 这种分类是结构上作用

的基本分类ꎮ 永久作用是经常作用的、 其数值不随时间变化或变化微小的作用ꎻ 可变作用的数

值是随时间变化的ꎻ 偶然作用的作用时间短暂ꎬ 且发生的概率很小ꎻ 地震作用是一种特殊的偶

然作用ꎬ 这里将地震作用单列为一种类型ꎮ

４ １ ２　 飞机荷载桥梁设计时ꎬ 作用的代表值应按下列规定取用ꎮ

１　 永久作用的代表值应采用标准值ꎮ 永久作用的标准值可根据统计、 计算ꎬ 并结合工程经

验综合分析确定ꎮ

２　 可变作用的代表值应采用标准值、 组合值、 频遇值和准永久值ꎮ 组合值、 频遇值和准永久

值可通过可变作用的标准值分别乘以组合值系数 ψｃ 、 频遇值系数 ψｆ 和准永久值系数 ψｑ 来确定ꎮ

３　 偶然作用取其设计值作为代表值ꎬ 可根据历史记载、 现场观测和试验、 专题研究ꎬ 并结

合工程经验综合分析判断确定ꎬ 也可根据有关标准的专门规定确定ꎮ

４　 地震作用的代表值宜采用标准值ꎮ 地震作用的标准值可根据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确定ꎮ

【条文说明】 作用具有变异性ꎬ 但在结构设计时ꎬ 不可能直接引用作用随机变量或随机过程的各

类统计参数通过复杂的计算进行设计ꎬ 作用的代表值就是为结构设计而给定的量值ꎮ 设计的要

求不同ꎬ 作用的代表值也可不同ꎬ 这样可以更确切、 合理地反映作用对结构在不同设计要求下

的特点ꎮ 作用的代表值一般可分为标准值、 组合值、 频遇值和准永久值ꎮ

永久作用被近似地认为在设计基准期内是不变的ꎬ 它的代表值只有一个ꎬ 即标准值ꎮ 可变

作用按其在随机过程中出现的持续时间或次数的不同ꎬ 可取标准值、 组合值、 频遇值和准永久

值作为其代表值ꎮ

作用的标准值是结构设计的主要参数ꎬ 关系到结构的安全问题ꎬ 是作用的基本代表值ꎮ 作

用的标准值反映了作用在设计基准期内随时间的变异ꎬ 其量值应取结构设计规定期限内可能出

现的最不利值ꎬ 一般按作用在设计基准期内最大值概率分布的某一分位值确定ꎮ

可变作用的组合值是指在主导可变作用 (一般为飞机荷载) 出现时段内其他可变作用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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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值ꎬ 但它比可变作用的标准值小ꎬ 实际上由标准值乘以小于 １ 的组合值系数 ψｃ 得到ꎮ

可变作用的频遇值是指结构上较频繁出现的且量值较大的作用取值ꎬ 但它比可变作用的标

准值小ꎬ 实际上由标准值乘以不大于 １ 的频遇值系数 ψｆ 得到ꎮ

可变作用的准永久值是指在结构上经常出现的作用取值ꎬ 但它比可变作用的频遇值又要小

一些ꎬ 实际上由标准值乘以不大于频遇值系数 ψｆ 的准永久值系数 ψｑ 得到ꎮ

４ １ ３　 永久作用和可变作用的设计值应取作用的代表值乘以相应的作用分项系数ꎮ

４ １ ４　 飞机荷载桥梁的结构设计应考虑结构上可能同时出现的作用ꎬ 按承载能力极限状态、 正

常使用极限状态进行作用组合ꎬ 均应按下列原则取其最不利作用组合效应进行设计:

１　 当结构或构件需要做不同受力方向的验算时ꎬ 应分别以不同方向的、 最不利作用组合效

应设计值进行计算ꎻ

２　 当可变作用的出现对结构或构件产生有利影响时ꎬ 该作用不应参与组合ꎻ

３　 实际不可能同时出现的作用或同时参与组合概率很小的作用ꎬ 可按表 ４ １ ４ 的规定不考

虑其参与组合ꎮ

表 ４ １ ４　 不同时组合的可变作用

作用名称 不与该作用同时参与组合的作用

飞机滑行 (着陆) 冲击作用、 制动力 汽车荷载及其冲击作用和制动力

飞机 (汽车) 制动力 流水压力、 冰压力、 波浪力及浮托力、 支座摩阻力

流水压力 飞机 (汽车) 制动力、 冰压力

波浪力及浮托力 飞机 (汽车) 制动力、 冰压力

冰压力 飞机 (汽车) 制动力、 流水压力、 波浪力及浮托力

支座摩阻力 飞机 (汽车) 制动力

【条文说明】 结构通常要同时承受多种作用ꎮ 在进行结构设计时ꎬ 无论是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还是

正常使用极限状态ꎬ 均应考虑可能同时出现的多种作用的组合ꎬ 求其总的作用效应ꎬ 同时考虑

到作用出现的变化性质ꎬ 包括作用出现与否及作用出现的方向ꎬ 这种组合是多种多样的ꎬ 在考

虑的所有可能的组合中ꎬ 取其最不利作用组合效应进行设计ꎮ

本指南只指出了作用组合要考虑的范围ꎬ 其具体组合的内容ꎬ 尚需要由设计者根据实际情

况确定ꎬ 不宜规定过于死板ꎮ 对于一部分不能同时组合的作用ꎬ 以表的形式列出ꎮ 飞机滑行

(着陆) 冲击作用、 制动力与汽车荷载不同时组合ꎬ 这是考虑到飞机滑行或着陆时桥梁上不允许

同时出现汽车ꎮ 飞机 (汽车) 制动力与支座摩阻力不同时组合ꎬ 这是考虑到当上部构造恒载一

定、 支座摩阻系数一定时ꎬ 活动支座的最大摩阻力是一个定值ꎬ 任何纵向力不能大于支座摩阻

力ꎬ 因此制动力与支座摩阻力不同时存在ꎮ 流水压力不与飞机 (汽车) 制动力、 冰压力同时组

合ꎬ 这是考虑其同时出现的可能性极小ꎬ 或冰压力远大于流水压力ꎬ 且实测中也难以分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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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１ ５　 桥梁结构按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设计时ꎬ 对持久设计状况和短暂设计状况应采用作用基本

组合ꎬ 对偶然设计状况应采用作用偶然组合ꎬ 对地震设计状况应采用作用地震组合ꎬ 并应符合

下列规定ꎮ

１　 作用基本组合: 永久作用设计值与可变作用设计值相组合ꎮ 作用基本组合的效应设计值

可按式 ４ １ ５－１ 计算ꎮ

Ｓｕｄ ＝ Ｓ ∑
ｍ

ｉ ＝ １
γＧｉ

Ｇ ｉｋꎬ γＱ１
Ｑ１ｋꎬ ψｃ∑

ｎ

ｊ ＝ ２
γＱｊ

Ｑ ｊｋ( ) (４ １ ５ － １)

式中: Ｓｕｄ ———承载能力极限状态下作用基本组合的效应设计值ꎻ

Ｓ() ———作用组合的效应函数ꎻ

γＧｉ
———第 ｉ 个永久作用的分项系数ꎬ 应按表 ４ １ ５－１ 的规定确定ꎻ

Ｇ ｉｋ ———第 ｉ 个永久作用的标准值ꎻ

γＱ１
———飞机荷载 (含飞机冲击作用) 的分项系数ꎬ 取 γＱ１

＝ １ ４ꎻ

Ｑ１ｋ ———飞机荷载 (含飞机冲击作用) 的标准值ꎻ

γＱｊ
———在作用组合中除飞机荷载 (含飞机冲击作用) 外的其他第 ｊ 个可变作用的分项系

数ꎬ 风荷载取 １ １ꎬ 其他作用取 １ ４ꎻ

Ｑ ｊｋ ———在作用组合中除飞机荷载 (含飞机冲击作用) 外的其他第 ｊ 个可变作用的标准值ꎻ

ψｃ ———在作用组合中除飞机荷载 (含飞机冲击作用) 外的其他可变作用的组合值系数ꎬ

取 ψｃ ＝ ０ ７５ꎮ

表 ４ １ ５－１　 永久作用的分项系数

编号 作用类别
永久作用的分项系数

对结构的承载能力不利时 对结构的承载能力有利时

１

混凝土结构重力
(包括结构附加重力) １ ２

钢结构重力
(包括结构附加重力) １ １ 或 １ ２

１ ０

２ 预加力 １ ２ １ ０

３ 土的重力 １ ２ １ ０

４ 混凝土的收缩及徐变作用 １ ０ １ ０

５ 土侧压力 １ ４ １ ０

６ 水的浮力 １ ０ １ ０

７ 基础变位作用
混凝土结构 ０ ５ ０ ５

钢结构 １ ０ １ ０

　 　 注: 本表编号 １ 中ꎬ 当钢桥采用钢桥面板时ꎬ 永久作用的分项系数取 １ １ꎻ 当采用混凝土桥面板时ꎬ 永久作用的分项系数

取 １ 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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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作用偶然组合: 永久作用标准值与可变作用某种代表值、 一种偶然作用设计值相组合ꎻ

与偶然作用同时出现的可变作用ꎬ 可根据观测资料和工程经验取用频遇值或准永久值ꎮ 作用偶

然组合的效应设计值可按式 ４ １ ５－２ 计算ꎮ

Ｓａｄ ＝ Ｓ ∑
ｍ

ｉ ＝ １
Ｇ ｉｋꎬ Ａｄꎬ ψｆ１ 或ψｑ１( ) Ｑ１ｋꎬ ∑

ｎ

ｊ ＝ ２
ψｑｊ Ｑ ｊｋ[ ] (４ １ ５ － ２)

式中: Ｓａｄ ———作用偶然组合的效应设计值ꎻ

Ａｄ ———偶然作用的设计值ꎻ

ψｆ１ ———飞机荷载 (含飞机冲击作用) 的频遇值系数ꎬ 取 ψｆ１ ＝ １ ０ꎻ

ψｑ１ 、 ψｑｊ ———飞机荷载 (含飞机冲击作用) 和第 ｊ 个可变作用的准永久值系数ꎬ 飞机荷载 ψｑ ＝

１ ０ꎬ 风荷载 ψｑ ＝ ０ ７５ꎬ 温度梯度作用 ψｑ ＝ ０ ８ꎬ 其他作用 ψｑ ＝ １ ０ꎮ

３　 作用地震组合应按表 ４ １ ５－２ 中作用产生的最不利效应计算ꎮ 各类作用均取标准值ꎬ 分

项系数取 １ ０ꎻ 当有专门规定时ꎬ 按相关规定取用ꎮ

表 ４ １ ５－２　 作用地震组合

作用类别 考虑的作用

永久作用 结构重力、 预加力、 混凝土的收缩及徐变作用、 土压力、 水压力

地震作用 地震动的作用和地震土压力、 水压力等

可变作用 进行支座等墩梁连接构件抗震验算时ꎬ 计入 ５０% 均匀温度作用

【条文说明】 桥梁结构的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设计ꎬ 按照可能出现的作用ꎬ 将其分为三种作用组

合ꎬ 即作用基本组合、 作用偶然组合和作用地震组合ꎮ 作用基本组合是指永久作用设计值与可

变作用设计值的组合ꎬ 这种组合用于结构的常规设计ꎬ 是所有桥梁结构都应该考虑的ꎮ 作用偶

然组合是指永久作用标准值、 可变作用代表值和一种偶然作用设计值的组合ꎬ 视具体情况ꎬ 也

可不考虑可变作用参与组合ꎮ 作用偶然组合和作用地震组合用于结构在特殊情况下的设计ꎬ 因

此不是所有桥梁结构都要采用ꎬ 一些结构也可采取构造或其他预防措施来解决ꎮ

４ １ ６　 桥梁结构按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设计时ꎬ 应根据不同的设计要求ꎬ 采用作用频遇组合或作

用准永久组合ꎬ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ꎮ

１　 作用频遇组合: 永久作用标准值与飞机荷载 (不计冲击作用) 频遇值、 其他可变作用准

永久值相组合ꎮ 作用频遇组合的效应设计值可按式 ４ １ ６－１ 计算ꎮ

Ｓｆｄ ＝ Ｓ ∑
ｍ

ｉ ＝ １
Ｇ ｉｋꎬ ψｆ１ Ｑ１ｋꎬ ∑

ｎ

ｊ ＝ ２
ψｑｊ Ｑ ｊｋ( ) (４ １ ６ － １)

式中: Ｓｆｄ ———作用频遇组合的效应设计值ꎻ

ψｆ１ ———飞机荷载 (不计飞机冲击作用) 的频遇值系数ꎬ 取 ψｆ１ ＝ １ ０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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ψｑｊ ———除飞机荷载外第 ｊ 个可变作用的准永久值系数ꎬ 风荷载 ψｑ ＝ ０ ７５ꎬ 温度梯度作用

ψｑ ＝０ ８ꎬ 汽车荷载 ψｑ ＝ ０ ４ꎬ 其他作用 ψｑ ＝ １ ０ꎮ

２　 作用准永久组合: 永久作用标准值与可变作用 (飞机荷载不计冲击作用) 准永久值相组

合ꎮ 作用准永久组合的效应设计值可按式 ４ １ ６－２ 计算ꎮ

Ｓｑｄ ＝ Ｓ ∑
ｍ

ｉ ＝ １
Ｇ ｉｋꎬ ∑

ｎ

ｊ ＝ １
ψｑｊ Ｑ ｊｋ( ) (４ １ ６ － ２)

式中: Ｓｑｄ ———作用准永久组合的效应设计值ꎻ

ψｑｊ ———第 ｊ 个可变作用的准永久值系数ꎬ 飞机荷载 (不计飞机冲击作用) ψｑ ＝ １ ０ꎬ 其他

作用的准永久值系数按式 ４ １ ６－１ 的规定取用ꎮ

４ １ ７　 当结构及其构件需要进行弹性阶段截面应力计算ꎬ 或进行地基或基础承载能力计算时ꎬ

除特别指明外ꎬ 各作用应采用标准值ꎬ 作用分项系数应取为 １ ０ꎮ

４ １ ８　 构件在吊装、 运输时ꎬ 构件重力应乘以动力系数 １ ２０ (对结构不利时) 或 ０ ８５ (对结

构有利时)ꎬ 并可视构件具体情况作适当增减ꎮ

４ １ ９　 除可变作用中飞机荷载和汽车荷载外ꎬ 飞机荷载桥梁的其他作用及其代表值可按 «公路

桥涵设计通用规范» (ＪＴＧ Ｄ６０) 的有关规定执行ꎮ

４ ２　 飞机荷载和汽车荷载

４ ２ １　 采用飞机滑行工况时ꎬ 飞机荷载的标准值取用、 加载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ꎮ

１　 飞机荷载应按拟使用该桥梁的产生最不利荷载效应的飞机的最大滑行重量确定ꎮ

２　 单轮轮载的平面分布可假定为长方形ꎬ 长方形轮印的长宽比取 １ ５ꎬ 轮印宽度可按式

４ ２ １ 计算ꎮ

Ｗ ＝
　 Ｐ ｊ

１ ５００ｐ
(４ ２ １)

式中: Ｗ ———轮印宽度 (ｍ)ꎻ

Ｐ ｊ ꎬ ｐ ———单轮轮载 (ｋＮ) 和轮胎压力 (ＭＰａ)ꎬ 根据选用的机型确定ꎮ

３　 滑行道桥横桥向布置飞机荷载时ꎬ 最外侧机轮与隔离墩的净距应不小于 ０ ５ ｍꎮ

【条文说明】 结构设计时ꎬ 飞机荷载产生的最不利效应与桥梁布置、 结构形式、 飞机总重、 起落

架荷载分配及起落架构型等有关ꎮ 一般情况下ꎬ ９５% 以上的飞机重量集中在主起落架上ꎬ 根据

主起落架的重量和构型ꎬ 可以选定桥梁设计的最不利机型ꎮ 然后根据最不利机型ꎬ 确定飞机荷

载的轮载、 轮距、 轮胎压力等相关参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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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编写过程中ꎬ 对不同飞行区指标的常用机型 (包括 Ａ３２０、 Ａ３２１、 Ａ３３０、 Ａ３４０、 Ａ３８０、

Ｂ７３７、 Ｂ７４７、 Ｂ７５７、 Ｂ７６７、 Ｂ７７７、 Ｂ７８７、 ＭＤ￣９０、 Ｃ９１９ 等共计 ４６ 种机型) 及其相关参数进行

了调研ꎬ 经分析确定了 ６ 种飞机荷载模型ꎬ 可供滑行道桥的方案设计、 初步设计等阶段参考使

用ꎮ 设计时ꎬ 根据飞行区指标采用不同的飞机荷载模型ꎬ 见表 ４－１ 和图 ４－１~图 ４－６ꎮ

表 ４－１　 飞机荷载模型及主要参数

飞机

荷载

模型

飞行区

指标

设计

机型

总重

(ｋＮ)

轴重(ｋＮ)

前起

落架
主起落架

Ｐ１ Ｐ２ Ｐ３ Ｐ４ Ｐ５ Ｐ６

主起落架

轮胎

压力

(ＭＰａ)

轮印

长度

(ｍ)

轮印

宽度

(ｍ)

Ⅰ ３Ｃ Ｂ７３７￣７００ ７０５ ３５ ６７０ — — — — １ ３９ ０ ４２ ０ ２８

Ⅱ ４Ｃ Ａ３２１ＮＥＯ ９７５ ５０ ９２５ — — — — １ ４６ ０ ４９ ０ ３３

Ⅲ ４Ｄ Ｂ７６７￣３００ＥＲ １ ８７５ ９５ ８９０ ８９０ — — — １ ３８ ０ ４９ ０ ３３

Ⅳ

Ⅴ
４Ｅ

Ｂ７４７￣４００ ３ ９９０ １９０ ９５０ ９５０ ９５０ ９５０ — １ ３８ ０ ５１ ０ ３４

Ｂ７７７￣３００ＥＲ ３ ５２５ １８０ １ １１５ １ １１５ １ １１５ — — １ ５０ ０ ５２ ０ ３５

Ⅵ ４Ｆ Ａ３８０￣８００Ｆ ５ ９６５ ２９０ １ １３５ １ １３５ １ １３５ １ １３５ １ １３５ １ ４７ ０ ５４ ０ ３６

图 ４－１　 飞机荷载模型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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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２　 飞机荷载模型Ⅱ

图 ４－３　 飞机荷载模型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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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４　 飞机荷载模型Ⅳ

图 ４－５　 飞机荷载模型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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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６　 飞机荷载模型Ⅵ

４ ２ ２　 飞机荷载的冲击作用应按下列规定计算:

１　 主梁及钢筋混凝土柱式墩台ꎬ 应计算飞机荷载的冲击作用ꎻ

２　 采用飞机滑行工况时ꎬ 飞机荷载的冲击作用标准值为飞机荷载标准值乘以飞机荷载冲击

系数 μꎬ μ 宜取 ０ ４５ꎻ

３　 采用飞机着陆工况时ꎬ 飞机荷载的冲击作用标准值应专项研究确定ꎻ

４　 重力式墩台不计冲击作用ꎻ

５　 支座、 伸缩装置应计算冲击作用ꎮ

【条文说明】 飞机荷载的冲击作用是飞机在桥梁上滑行或着陆时对桥梁结构产生的竖向动力效应

的增大ꎮ 冲击作用有飞机机体的振动和桥跨结构自身的变形和振动ꎮ 当飞机的振动频率与桥跨

结构的自振频率一致时ꎬ 即形成共振ꎬ 其振幅 (即挠度) 比一般的振动大许多ꎮ 振幅的大小与

桥梁结构的阻尼大小及共振时间的长短有关ꎮ 桥梁结构的阻尼主要与材料和连接方式有关ꎬ 且

随桥梁跨径的增大而减小ꎮ 因此ꎬ 增强桥梁的纵、 横向连接刚度ꎬ 对于减小共振影响有一定的

作用ꎮ

冲击影响一般都是用静力学的方法ꎬ 即飞机荷载作用的动力影响用飞机的重力乘以飞机荷

载冲击系数来表达ꎮ

对于主梁、 钢筋混凝土柱式墩台、 支座及伸缩装置等ꎬ 因相对来说自重不大ꎬ 冲击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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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显著ꎬ 故需要计算冲击作用ꎮ 重力式墩台自重大、 整体性好ꎬ 冲击影响小ꎬ 故不计冲击

作用ꎮ

结合国内外典型滑行道桥的调研结果 (见表 ４－２)ꎬ 飞机滑行冲击系数 μ 建议取 ０ ４５ꎮ

表 ４－２　 国内外典型滑行道桥的飞机滑行冲击系数取值

滑行道桥所在机场名称 飞机滑行冲击系数

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国际机场 (掉头坪区域) ０ ４０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０ ４５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０ ４５

成都双流国际机场 ０ ４５

武汉天河国际机场 ０ ４５

上海虹桥国际机场 ０ ４０

４ ２ ３　 飞机荷载引起的土压力采用飞机主起落架荷载加载ꎮ 飞机荷载在桥台或挡土墙后填土的

破坏棱体上引起的土侧压力ꎬ 可按式 ４ ２ ３－１ 换算为等代均布土层厚度计算ꎮ

ｈ０ ＝
∑Ｇ
Ｂ ｌ０γ

(４ ２ ３ － １)

式中: ｈ０ ———飞机荷载的等代均布土层厚度 (ｍ)ꎻ

γ ———土的重度 (ｋＮ / ｍ３)ꎻ

∑Ｇ ———布置在 Ｂ × ｌ０ 面积内的机轮荷载之和 (ｋＮ)ꎻ

Ｂ ———桥台横向全宽或挡土墙的计算长度 (ｍ)ꎻ

ｌ０ ———桥台或挡土墙后填土的破坏棱体长度 (ｍ)ꎮ

挡土墙的计算长度可按式 ４ ２ ３－２ 计算ꎬ 但不应超过挡土墙分段长度ꎮ

Ｂ ＝ Ｌａ ＋ Ｈｔａｎ３０° (４ ２ ３ － ２)

式中: Ｌａ ———飞机主起落架最前轴和最后轴的轴距 (ｍ)ꎻ

Ｈ———对墙顶以上有填土的挡土墙ꎬ 为两倍填土厚度加墙高 (ｍ)ꎮ

【条文说明】 飞机前起落架和主起落架间距较大ꎬ 且飞机重量主要集中在主起落架ꎬ 因此ꎬ 计算

飞机荷载引起的土压力时ꎬ 采用飞机主起落架的荷载ꎮ

４ ２ ４　 由飞机荷载产生的制动力标准值应按飞机荷载标准值 (不计冲击作用) 乘以制动力系数

计算ꎬ 制动力系数取 ０ ７０ꎮ

【条文说明】 根据相关研究ꎬ 飞机制动时ꎬ 机轮与道面间的滑动摩擦系数 φ 的大小取决于道面结

构形式、 道面表面的状态、 飞机的运动速度、 轮胎花纹及磨损程度ꎬ 见表 ４－３ꎮ 对于潮湿或干燥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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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滑的道面ꎬ 滑动摩擦系数一般为 ０ ３ ~ ０ ５ꎻ 对于干燥而粗糙的道面ꎬ 滑动摩擦系数高达

０ ７~１ ０ꎮ

表 ４－３　 滑动摩擦系数

表面类型 φ 表面类型 φ

干燥而粗糙的道面 ０ ７~１ ０ 泥泞的道面 ０ ２

干燥平滑的道面 ０ ５ 冰覆盖的道面 ０ １

潮湿的道面 ０ ３~０ ５ 潮湿的草皮道面 ０ １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咨询通告 «机场设计» (ＡＣ １５０ / ５３００－１３Ｂ) 提出ꎬ 承受直接机轮荷载

作用的桥面ꎬ 无滑动制动时ꎬ 制动力达 ０ ７Ｇꎮ

通过调研ꎬ 收集国内外典型滑行道桥飞机荷载制动力系数取值见表 ４－４ꎮ 美国各机场滑行道

桥采用的飞机荷载制动力系数有所不同ꎬ 一般为 ０ ２０~０ ７０ꎮ 我国机场滑行道桥飞机荷载制动力

系数一般均采用 ０ ７０ꎮ

表 ４－４　 国内外典型滑行道桥飞机荷载制动力系数取值

国家 滑行道桥所在机场名称 飞机荷载制动力系数

中国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０ ７０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０ ７０

成都双流国际机场 ０ ７０

武汉天河国际机场 ０ ７０

上海虹桥国际机场 ０ ７０

美国

罗利－达勒姆国际机场 ０ ７０

休斯敦乔治布什洲际机场 ０ ２０

菲尼克斯天港国际机场 ０ ７０

奥兰多国际机场 ０ ７０

哈茨菲尔德杰克逊亚特兰大国际机场第五跑道 ０ ２４

综上所述ꎬ 本条建议飞机荷载制动力系数取 ０ ７０ꎮ

计算制动力标准值时ꎬ 飞机荷载按位于制动力影响面上的机轮轮重之和计算ꎮ

４ ２ ５　 飞机荷载桥梁设计时ꎬ 应根据需要考虑汽车荷载的作用ꎬ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汽车荷载应按拟使用该桥梁的最不利车辆或设备确定ꎻ

２　 汽车冲击作用、 汽车引起的土侧压力、 汽车制动力可参考 «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

(ＪＴＧ Ｄ６０) 的相关规定计算ꎮ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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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 一般情况下ꎬ 飞机在桥梁上通行时ꎬ 不允许同时存在其他车辆或设备ꎬ 这种工况下

桥梁设计考虑飞机荷载及其冲击作用、 制动力ꎬ 不考虑汽车荷载ꎮ 特殊情况下ꎬ 飞机在桥梁上

发生紧急情况时ꎬ 应急车辆需要到达飞机附近ꎬ 桥梁上同时存在飞机荷载和汽车荷载ꎬ 飞机一

般处于静止状态ꎬ 不需要考虑其冲击作用及制动力ꎮ

对于 Ｄ 类、 Ｅ 类和 Ｆ 类机场飞机荷载桥梁ꎬ 飞机荷载总重是汽车荷载总重的 ３~１０ 倍ꎬ 飞机

荷载冲击作用大于汽车荷载ꎬ 桥梁设计时可不考虑飞机荷载与汽车荷载的组合ꎮ 对于 Ｃ 类机场

飞机荷载桥梁ꎬ 飞机荷载与汽车荷载相差不大ꎬ 需要考虑飞机荷载与汽车荷载组合的工况ꎮ

飞机荷载桥梁上可能通行的重车主要包括消防车、 牵引车和油罐车ꎮ 设计采用的汽车荷载

及其布载位置根据拟使用该桥梁的车辆类别及重量、 桥面布置等确定ꎮ 当无特殊需求时ꎬ 汽车

荷载可根据具体桥梁特点ꎬ 按表 ４－５ 和图 ４－７~图 ４－９ 的参考值选用ꎮ

表 ４－５　 汽车荷载的主要技术指标 (参考值)

车辆类型 总重 (ｋＮ) 轮印宽度 (ｍ) 轮印长度 (ｍ)

消防车 ４５０ ０ ４５ ０ ４５

牵引车 ７００ ０ ４５ ０ ４５

油罐车 ８００ ０ ４５ ０ ４５

图 ４－７　 消防车荷载模型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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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８　 牵引车荷载模型

图 ４－９　 油罐车荷载模型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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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总体设计

５ １　 一般规定

５ １ １　 飞机荷载桥梁的总体设计应符合机场总体规划ꎬ 满足使用功能、 结构受力、 应急救援等

要求ꎬ 并符合下列规定:

１　 桥上净空、 坡度、 结构强度、 构造尺寸等设计应满足飞机运行的使用要求ꎻ

２　 应根据跨越功能和设计机型ꎬ 遵循因地制宜、 便于施工和养护等原则进行设计ꎻ

３　 应按 «民用机场飞行区技术标准» (ＭＨ ５００１) 的规定设置目视助航设施ꎻ

４　 滑行道桥宜提供应急车辆双方向通行的通道ꎮ

５ １ ２　 飞机荷载桥梁及两侧防护设施设计时应考虑维护、 清洁和除雪等要求ꎮ

５ １ ３　 桥上管线敷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桥梁结构设计应与目视助航设施布设及随桥管线预埋等统筹考虑ꎻ

２　 排水设施、 消防给水管线、 灯光电缆、 配电电缆、 通信电缆等管线借助桥梁结构布设

时ꎬ 管线敷设不应影响飞机运行ꎮ

５ ２　 桥梁布置

５ ２ １　 跑道桥和滑行道桥的布置应符合 «民用机场飞行区技术标准» (ＭＨ ５００１) 的有关规定ꎬ

并不应影响机场排水系统、 管线、 仪表着陆系统、 目视助航设施等的正常使用ꎮ

５ ２ ２　 快速出口滑行道上不宜布设滑行道桥ꎮ 必须布设时ꎬ 应进行专题论证ꎮ

５ ２ ３　 跨河桥梁的布置应根据本指南第 ３ ０ ３ 条的防洪标准和桥位河段的特性ꎬ 对孔径大小、

结构形式、 基础埋置深度、 调治构造物等进行综合比选ꎮ 桥下净空应满足计算水位或最高流冰

水位加安全高度的要求ꎮ

５ ２ ４　 跨线桥梁的布置应满足市政道路、 轨道交通等相关规划的要求ꎮ

５ ２ ５　 桥梁宜采用标准化设计ꎬ 跨径可采用 ８ ｍ、 １０ ｍ、 １５ ｍ、 ２０ ｍ、 ２５ ｍ、 ３０ ｍ、 ３５ ｍ、 ４０ ｍꎮ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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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２ ６　 桥梁横断面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ꎮ

１　 滑行道直线段最小桥面净宽应符合表 ５ ２ ６ 的规定ꎮ

表 ５ ２ ６　 滑行道直线段最小桥面净宽

飞行区指标Ⅱ 滑行道直线段最小桥面净宽 (ｍ)

Ｃ ２５

Ｄ ３４

Ｅ ３８

Ｆ ４４

２　 当在滑行道弯道处设置桥梁时ꎬ 应设置额外的因主起落架偏向内侧需增补的宽度补偿ꎮ

３　 当设计机型的发动机存在悬于桥梁结构之外的情况时ꎬ 桥梁两侧应采取防护措施ꎮ

【条文说明】 根据 «民用机场飞行区技术标准» (ＭＨ ５００１) 的规定ꎬ 滑行道桥宽度应不小于滑

行道直线段道面加道肩的最小总宽度ꎮ 本条表 ５ ２ ６ 中的滑行道直线段最小桥面净宽与 «民用

机场飞行区技术标准» (ＭＨ ５００１) 中滑行道直线段道面加道肩的最小总宽度一致ꎮ

５ ２ ７　 飞机荷载桥梁的桥下净高及净宽应符合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ꎮ

５ ２ ８　 桥梁横坡和纵坡宜少设变坡点ꎮ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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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结构设计

６ １　 一般规定

６ １ １　 桥梁结构设计应包括下列内容:

１　 结构方案设计ꎬ 包括结构选型、 构件布置及传力途径ꎻ

２　 结构及其构件的构造、 连接措施ꎻ

３　 作用及作用效应分析ꎻ

４　 结构及其构件的极限状态设计ꎮ

６ １ ２　 桥梁结构形式可采用梁式桥、 刚构桥和闭合框架桥ꎬ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ꎮ

１　 梁式桥和刚构桥的主梁可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 预应力混凝土结构、 钢结构和钢－混凝

土组合结构ꎮ

２　 闭合框架桥可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ꎮ 当水位较高时ꎬ 应设置防水底板ꎻ 防水底板设置应

考虑与两侧结构的相接、 抗浮等因素ꎮ

３　 墩台基础宜采用桩基础ꎬ 墩台间宜设置可靠的横向连接构造ꎮ

【条文说明】 我国已建滑行道桥的结构形式主要采用梁式桥、 刚构桥和闭合框架桥ꎬ 如图 ６－１ ~

图 ６－３ 所示ꎮ

图 ６－１　 梁式桥典型立面布置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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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２　 刚构桥典型立面布置

图 ６－３　 闭合框架桥典型立面布置

已有调研资料表明ꎬ 我国滑行道桥一般采用钢筋混凝土和预应力混凝土结构ꎬ 也有少数桥

梁采用钢结构ꎮ 主梁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或预应力混凝土结构时ꎬ 截面形式主要为整体式实心

板、 装配式 Ｔ 梁、 装配式箱梁和整体式箱梁ꎬ 主梁主要截面形式见表 ６－１ꎮ

表 ６－１　 主梁主要截面形式

截面形式 典型截面示意

整体式实心板

装配式 Ｔ 梁

装配式箱梁

整体式箱梁

—７２—

６　 结构设计



６ １ ３　 桥梁结构及其构件在制造、 运输、 安装和使用过程中ꎬ 应具有规定的强度、 刚度、 稳定

性和耐久性ꎬ 便于制造、 施工和养护ꎮ

６ １ ４　 桥梁的上、 下部结构应设置必要的变形缝或伸缩缝ꎬ 并配置适用的伸缩装置ꎮ

６ １ ５　 桥梁结构所用材料、 产品的技术性能应符合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ꎮ

６ １ ６　 受融雪剂影响的结构及其构件ꎬ 应进行耐久性专项设计ꎮ

６ ２ 分析计算

６ ２ １　 桥梁结构及其构件 (含基础结构) 按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设计时ꎬ 应符合式 ６ ２ １ 的

规定:

γ０ Ｓｄ ≤ Ｒｄ (６ ２ １)

式中: γ０ ———结构重要性系数ꎬ 对于持久设计状况ꎬ取γ０ ＝ １ １ꎻ 对于短暂设计状况、 偶然设计状

况和地震设计状况ꎬ 取 γ０ ＝ １ ０ꎻ

Ｓｄ ———作用组合的效应设计值ꎬ 按本指南第 ４ １ ５ 条的规定计算ꎻ

Ｒｄ ———结构及其构件的抗力设计值ꎬ 应按 «公路钢筋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土桥涵设计规

范» (ＪＴＧ ３３６２)、 «公路钢结构桥梁设计规范» (ＪＴＧ Ｄ６４) 的规定计算ꎮ

６ ２ ２　 桥梁结构及其构件 (含基础结构) 按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设计时ꎬ 应符合式 ６ ２ ２ 的

规定:

Ｓｄ ≤ Ｃ (６ ２ ２)

式中: Ｓｄ ———作用组合的效应 (如变形、 裂缝等) 设计值ꎬ 按本指南第 ４ １ ６ 条的规定计算ꎻ

Ｃ ———设计对变形、 裂缝等规定的相应限值ꎬ 应按 «公路钢筋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土桥

涵设计规范» (ＪＴＧ ３３６２)、 «公路钢结构桥梁设计规范» (ＪＴＧ Ｄ６４)、 «公路桥涵

地基与基础设计规范» (ＪＴＧ ３３６３) 的规定确定ꎮ

６ ２ ３　 地基或基础的承载能力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设计ꎬ 可采用分项系数法进行ꎬ 其验算内容

及作用组合应符合表 ６ ２ ３ 的规定ꎮ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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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２ ３　 地基或基础的验算内容与作用组合

验算内容
作用组合

持久设计状况 短暂设计状况 偶然设计状况 地震设计状况

稳定性

承载力

应力、 偏心距

按本指南第 ４ １ ７ 条的规定计算
作用偶然

组合
作用地震

组合

沉降、 变形
作用准永久组合ꎮ 仅计结构重力、 预加力、

土的重力、 土侧压力和飞机荷载
根据需要

进行
— —

６ ２ ４　 桥梁结构应进行整体作用效应分析ꎬ 必要时应对结构中受力状况特殊部位进行更详细的

分析ꎮ

６ ２ ５　 桥梁结构的作用效应分析宜采用弹性理论ꎬ 成桥状态应根据设计施工方案逐阶段分析

确定ꎮ

６ ２ ６　 桥梁结构应考虑空间受力特性ꎬ 其受力分析宜采用精细化有限元方法ꎮ

【条文说明】 飞机荷载桥梁宽度大ꎬ 且飞机荷载集中ꎬ 桥梁结构具有明显的空间受力特征ꎬ 受力

分析时建议采用梁格模型或实体有限元等精细化分析方法ꎮ

６ ２ ７　 闭合框架桥的结构分析宜采用荷载－结构模型ꎮ

６ ２ ８　 桥面板的分析计算宜考虑整体受力与局部受力的叠加效应ꎮ

６ ３　 细部构造

６ ３ １　 桥头宜设置搭板ꎬ 搭板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桥台高度不大于 ５ ｍ 时ꎬ 搭板长度宜不小于 ５ ｍꎻ 桥台高度大于 ５ ｍ 时ꎬ 搭板长度宜不小

于 ８ ｍꎻ

２　 搭板宽度宜与桥台侧墙内缘相齐ꎬ 并用柔性材料与桥台侧墙隔离ꎬ 最小宽度宜不小于桥

面净宽ꎻ

３　 搭板厚度宜不小于 ０ ５ ｍꎻ

４　 搭板下的填土材料及密实度应符合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ꎮ

６ ３ ２　 桥面伸缩装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满足梁端自由伸缩、 错位变形以及使飞机和车辆平稳通过的要求ꎻ

２　 具有良好的防水性能和排水性能ꎬ 并易于检查和养护ꎻ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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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伸缩装置的材料、 成品等技术要求应符合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ꎻ

４　 伸缩量应根据温度变化及混凝土收缩徐变、 受荷转角、 梁体纵坡及伸缩装置更换所需的

间隙量等因素ꎬ 结合安装时温度来确定ꎮ

６ ３ ３　 桥梁支座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支座类型可按桥梁跨径、 结构形式、 反力值、 支承处的位移及转角变形值选取ꎻ

２　 支座的性能应符合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ꎻ

３　 横桥向多支座的设置应考虑支座脱空的影响ꎻ

４　 支座上、 下传力面应保持水平ꎻ

５　 支座应易于检查、 养护和更换ꎬ 并应具有防尘、 清洁、 防止积水等构造措施ꎻ

６　 桥梁墩台应预留支座安装、 维护、 更换的工作空间和操作安全防护设施ꎮ

【条文说明】 本条有关桥梁支座的规定ꎬ 说明如下ꎮ

第 ３ 款中ꎬ 飞机桥梁宽度较大ꎬ 一般沿横桥向设置多个支座ꎮ 桥梁运营过程中ꎬ 由于墩台

沉降、 结构变形等因素ꎬ 支座易发生脱空ꎬ 影响结构受力安全ꎮ 建议对支座反力进行监测ꎬ 及

时对支座进行调整ꎮ

第 ４ 款中ꎬ 为保证传力均匀ꎬ 要求支座上下传力面水平ꎮ

第 ６ 款中ꎬ 支座的使用寿命低于主体结构的设计使用年限ꎮ 因此ꎬ 进行桥梁结构设计时ꎬ

要考虑桥梁在服役期间支座的维护和更换问题ꎬ 设置支座的墩台需要留有检查和更换支座的构

造措施ꎬ 并配以必要的操作安全防护设施ꎮ

６ ３ ４　 主梁应在墩、 台部位设置限位构造ꎬ 并采取防落梁措施ꎮ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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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桥面系和安全设施

７ １　 桥面铺装、 防水和排水

７ １ １　 桥面铺装的结构形式宜与所衔接的场道道面相协调ꎬ 可采用沥青混凝土铺装或水泥混凝

土铺装ꎮ

７ １ ２　 桥面铺装应设置防水层ꎬ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沥青混凝土铺装与水泥混凝土整平层之间应设置柔性防水卷材或涂料ꎬ 材料性能及其技

术要求应符合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ꎻ

２　 水泥混凝土铺装可采用刚性防水材料ꎬ 或底层采用不影响水泥混凝土铺装受力性能的防

水涂料等ꎮ

７ １ ３　 沥青混凝土桥面铺装厚度应不小于 １５０ ｍｍꎮ 沥青混凝土混合料尚应符合 «民用机场沥青

道面设计规范» (ＭＨ / Ｔ ５０１０) 的有关规定ꎮ

【条文说明】 国内已建滑行道桥沥青混凝土桥面铺装厚度大部分为 １５０ ｍｍꎮ 沥青混凝土桥面铺

装一般为两层ꎬ 上层具有抗滑、 耐磨、 密实稳定的特性ꎬ 下层具有传力、 承重作用ꎮ 飞机荷载

的轮胎压力远高于汽车荷载ꎬ 且飞机滑行路线相对固定ꎬ 渠化明显ꎬ 易发生轮辙等病害ꎮ 用于

桥面铺装的沥青混合料应具有较高的高温稳定性、 低温抗裂性及水稳定性ꎮ

７ １ ４　 水泥混凝土整平层强度宜不低于 Ｃ４０ꎬ 厚度宜为 ８０ ｍｍ~１００ ｍｍꎬ 并应配置钢筋网ꎮ

７ １ ５　 飞行区指标Ⅱ为 Ｃ 时ꎬ 水泥混凝土桥面铺装的面层厚度宜不小于 １８０ ｍｍꎻ 飞行区指标Ⅱ

为 Ｄ、 Ｅ、 Ｆ 时ꎬ 水泥混凝土桥面铺装的面层厚度宜不小于 ２００ ｍｍꎮ 混凝土强度等级应不低于

Ｃ４０ꎬ ２８ ｄ 龄期弯拉强度应不低于 ５ ０ ＭＰａꎮ 铺装层内应配有钢筋网ꎬ 钢筋直径应不小于 １０ ｍｍꎬ

间距宜不大于 １００ ｍｍꎬ 宜采用纤维混凝土ꎮ 铺装表面纹理制作方法及构造深度要求等应符合

«民用机场水泥混凝土道面设计规范» (ＭＨ / Ｔ ５００４) 的有关规定ꎮ

【条文说明】 国内已建滑行道桥水泥混凝土桥面铺装厚度一般为 １５０ ｍｍ~２５０ ｍｍꎮ 目前桥梁较少

采用水泥混凝土铺装ꎬ 设计经验相对较少ꎬ 因此水泥混凝土桥面铺装的设计与施工均需要予以

重视ꎮ

７ １ ６　 钢桥面沥青混凝土桥面铺装结构应根据桥梁结构形式及受力状态、 桥面系情况、 当地气

象与环境条件、 铺装材料的性能、 施工工艺等ꎬ 经综合研究确定ꎮ

—１３—

７　 桥面系和安全设施



７ １ ７　 桥面排水应符合 «民用机场排水设计规范» (ＭＨ / Ｔ ５０３６) 的有关规定ꎮ 排水设施可按

«公路排水设计规范» (ＪＴＧ / Ｔ Ｄ３３) 的规定进行设计ꎬ 并应根据需要设置必要的桥面径流汇集

引排设施ꎮ

７ ２　 安全设施

７ ２ １　 飞机荷载桥梁与陆侧相接处应按 «民用运输机场安全保卫设施» (ＭＨ / Ｔ ７００３) 的规定

设置安防设施ꎮ

７ ２ ２　 在滑行道桥两侧设置的隔离墩高度不应影响滑行安全ꎬ 并涂刷醒目的警告色ꎮ 隔离墩上

部宜设置易折警示棒ꎬ 桥梁外侧宜设置防人员坠落设施ꎮ

【条文说明】 隔离墩对飞机有一定的侧向限制作用ꎬ 但需要避免高度过大在飞机偶然滑偏时对飞

机发动机造成损伤ꎬ 国内外已建滑行道桥的隔离墩高度一般为 ２００ ｍｍ~６００ ｍｍꎮ

７ ２ ３　 飞机荷载桥梁应能防止飞机发动机吹袭桥下的车辆和行人ꎬ 两侧应采取防护措施ꎮ

７ ２ ４　 滑行道桥两侧宜等间距设置低光强障碍灯标示桥梁边缘ꎬ 每侧不少于 ３ 个ꎮ 滑行道道肩

对应位置的桥面宜涂刷道肩标志ꎬ 线条间距宜不超过 ７ ５ ｍꎬ 线条宽度宜为 ０ ９ ｍꎮ

【条文说明】 滑行道桥设置明显的标志ꎬ 有助于减小飞机滑出桥梁的风险ꎮ 本条规定参考了美国

联邦航空管理局咨询通告 «机场设计» (ＡＣ １５０ / ５３００－１３Ｂ) 中关于机场桥隧中标志与灯光的有

关规定ꎮ

７ ２ ５　 飞机荷载桥梁可根据需要设置必要的结构监测设施ꎮ

【条文说明】 结构监测设施包括安装在桥梁上的传感器以及数据采集与传输、 数据处理与管理系

统等软硬件设施ꎮ 设置必要的结构监测设施ꎬ 可以对桥梁的荷载与环境作用以及桥梁结构性能

参数进行测量、 收集、 处理、 分析ꎬ 并对桥梁结构正常使用水平与安全状态进行评估和预警ꎮ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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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用词说明

１　 为了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ꎬ 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ꎬ 说明如下:

１) 表示很严格ꎬ 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必须”ꎻ 反面词采用 “严禁”ꎮ

２) 表示严格ꎬ 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应”ꎻ 反面词采用 “不应” 或 “不得”ꎮ

３)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ꎬ 在条件许可时首先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宜”ꎻ 反面词采用 “不宜”ꎮ

４) 表示有选择ꎬ 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ꎬ 采用 “可”ꎮ

２　 本标准中指定应按其他有关标准、 规范执行时ꎬ 写法为 “应符合的规定” 或 “应

按的规定执行”ꎮ 非必须按所指定的标准、 规范和其他规定执行时ꎬ 写法为 “可参照”ꎮ

—３３—

标准用词说明



引用标准名录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ꎮ 下列文件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ꎬ 仅所注日期

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ꎮ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ꎬ 其最新版本 (包括所有的修改单) 适用于本

标准ꎮ

[１] «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 (ＧＢ １８３０６)

[２] «工程结构通用规范» (ＧＢ ５５００１)

[３] «民用机场飞行区技术标准» (ＭＨ ５００１)

[４] «民用机场水泥混凝土道面设计规范» (ＭＨ / Ｔ ５００４)

[５] «民用机场沥青道面设计规范» (ＭＨ / Ｔ ５０１０)

[６] «民用机场排水设计规范» (ＭＨ / Ｔ ５０３６)

[７] «民用运输机场安全保卫设施» (ＭＨ / Ｔ ７００３)

[８] «公路排水设计规范» (ＪＴＧ / Ｔ Ｄ３３)

[９] «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 (ＪＴＧ Ｄ６０)

[１０] «公路钢筋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土桥涵设计规范» (ＪＴＧ ３３６２)

[１１] «公路桥涵地基与基础设计规范» (ＪＴＧ ３３６３)

[１２] «公路钢结构桥梁设计规范» (ＪＴＧ Ｄ６４)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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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机场建设工程行业标准出版一览表

序号 编号 书名 (书号) 定价 (元)

１ ＭＨ ５００１—２０２１ 民用机场飞行区技术标准 (１５８０１１０４１１) ９８ ００

２ ＭＨ / Ｔ ５００２—２０２０ 运输机场总体规划规范 (０８０４) ６０ ００

３ ＭＨ / Ｔ ５００３—２０１６ 民用运输机场航站楼离港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０４０９) ２０ ００

４ ＭＨ / Ｔ ５００５—２０２１ 民用机场飞行区排水工程施工技术规范 (１５８０１１０４０５) ５５ ００

５ ＭＨ ５００６—２０１５ 民用机场水泥混凝土面层施工技术规范 (０２６５) ４５ ００

６ ＭＨ ５００７—２０１７ 民用机场飞行区场道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０４７４) ５５ ００

７ ＭＨ ５００８—２０１７ 民用运输机场供油工程设计规范 (０４２４) ６０ ００

８ ＭＨ / Ｔ ５００９—２０１６ 民用运输机场航站楼楼宇自控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０３８６) ２０ ００

９ ＭＨ / Ｔ ５０１０—２０１７ 民用机场沥青道面设计规范 (０５００) ５５ ００

１０ ＭＨ / Ｔ ５０１１—２０１９ 民用机场沥青道面施工技术规范 (０７０３) ５５ ００

１１ ＭＨ / Ｔ ５０１２—２０２２ 民用机场目视助航设施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１０４４) ４５ ００

１２ ＭＨ ５０１３—２０１４ 民用直升机场飞行场地技术标准 (０１８９) ３８ ００

１３ ＭＨ / Ｔ ５０１５—２０１６ 民用运输机场航班信息显示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０３８５) ２０ ００

１４ ＭＨ / Ｔ ５０１７—２０１７ 民用运输机场航站楼安防监控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０５１０) ３０ ００

１５ ＭＨ / Ｔ ５０１８—２０１６ 民用运输机场信息集成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０３８７) ２０ ００

１６ ＭＨ / Ｔ ５０１９—２０１６ 民用运输机场航站楼时钟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０４０８) １０ ００

１７ ＭＨ / Ｔ ５０２０—２０１６ 民用运输机场航站楼公共广播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０４１１) ２０ ００

１８ ＭＨ / Ｔ ５０２１—２０１６ 民用运输机场航站楼综合布线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０４１０) ２０ ００

１９ ＭＨ / Ｔ ５０２４—２０１９ 民用机场道面评价管理技术规范 (０６６２) ５９ ００

２０ ＭＨ / Ｔ ５０２７—２０１３ 民用机场岩土工程设计规范 (０１４５) ６８ ００

２１ ＭＨ ５０２８—２０１４ 民航专业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 (０２１８) ９８ ００

２２ ＭＨ ５０２９—２０１４ 小型民用运输机场供油工程设计规范 (０２３３) ２５ ００

２３ ＭＨ / Ｔ ５０３０—２０１４ 通用航空供油工程建设规范 (０２０４) ２０ ００



续表

序号 编号 书名 (书号) 定价 (元)

２４ ＭＨ ５０３１—２０１５ 民航专业工程施工监理规范 (０２４２) ４８ ００

２５ ＭＨ / Ｔ ５０３２—２０１５ 民用运输机场航班信息显示系统检测规范 ( ０２６６ ) ２０ ００

２６ ＭＨ / Ｔ ５０３３—２０１７ 绿色航站楼标准 (０４３０) ３０ ００

２７ ＭＨ ５０３４—２０１７ 民用运输机场供油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０４３５) ７０ ００

２８ ＭＨ / Ｔ ５０３５—２０１７ 民用机场高填方工程技术规范 (０４２９) ５０ ００

２９ ＭＨ / Ｔ ５０３６—２０１７ 民用机场排水设计规范 (０４８６) ４０ ００

３０ ＭＨ / Ｔ ５０３７—２０１９ 民用运输机场选址规范 (０６４３) ３５ ００

３１ ＭＨ / Ｔ ５０３８—２０１９ 民用运输机场公共广播系统检测规范 (０６６９) ３５ ００

３２ ＭＨ / Ｔ ５０３９—２０１９ 民用运输机场信息集成系统检测规范 (０６７１) ３５ ００

３３ ＭＨ / Ｔ ５０４０—２０１９ 民用运输机场时钟系统检测规范 (０６７０) ２２ ００

３４ ＭＨ / Ｔ ５０４１—２０１９ 机场环氧沥青道面设计与施工技术规范 (０７２７) ２８ ００

３５ ＭＨ / Ｔ ５０４２—２０２０ 民用运输机场建筑信息模型应用统一标准 (０７５５) ３５ ００

３６ ＭＨ / Ｔ ５０４３—２０１９ 民用机场智慧能源管理系统建设指南 (０７７９) ５６ ００

３７ ＭＨ / Ｔ ５０４４—２０２０ 民航工程建设行业标准体系 (０７８４) ２０ ００

３８ ＭＨ / Ｔ ５０４５—２０２０ 民航工程建设行业标准编写规范 (１５８０１１０３９８) ２０ ００

３９ ＭＨ / Ｔ ５０４６—２０２０ 民用机场工程建设与运营筹备总进度综合管控指南 (０８６７) ５０ ００

４０ ＭＨ / Ｔ ５０４７—２０２０ 民用机场旅客航站区无障碍设施设备配置技术标准 (０８８３) ２０ ００

４１ ＭＨ / Ｔ ５０４９—２０２０ 四型机场建设导则 (１５８０１１０４０７) ２０ ００

４２ ＭＨ / Ｔ ５０５０—２０２１
民用运输机场水泥混凝土道面沥青隔离层技术指南

(１５８０１１０４０２)
２０ ００

４３ ＭＨ / Ｔ ５０５２—２０２１ 机场数据规范与交互技术指南 (０９８５) ５８ ００

４４ ＭＨ / Ｔ ５０５３—２０２１ 机场数据基础设施技术指南 (１０００) ２０ ００

４５ ＭＨ / Ｔ ５０５４—２０２１ 智慧民航数据治理规范 框架与管理机制 (１５８０１１０４１７) １９ ００

４６ ＭＨ / Ｔ ５０５５—２０２１ 智慧民航数据治理规范 数据架构 (１５８０１１０４１９) １９ ００



续表

序号 编号 书名 (书号) 定价 (元)

４７ ＭＨ / Ｔ ５０５６—２０２１ 智慧民航数据治理规范 数据质量 (１５８０１１０４１５) １９ ００

４８ ＭＨ / Ｔ ５０５７—２０２１ 智慧民航数据治理规范 数据安全 (１５８０１１０４１８) １９ ００

４９ ＭＨ / Ｔ ５０５８—２０２１ 智慧民航数据治理规范 数据服务 (１５８０１１０４１６) １９ ００

５０ ＭＨ / Ｔ ５０５９—２０２１ 民用机场公共信息标识系统设置规范 (１０７２) ５０ ００

５１ ＭＨ / Ｔ ５０６０—２０２２ 民用机场填海工程技术规范 (１０９６) ５５ ００

５２ ＭＨ / Ｔ ５０６１—２０２２ 运输机场专业工程施工组织设计规范 (１１００) ３０ ００

５３ ＭＨ / Ｔ ５０６２—２０２２ 民用机场净空障碍物遮蔽原则应用指南 (１１３３) ２８ ００

５４ ＭＨ / Ｔ ５０６３—２０２３ 民用机场飞机荷载桥梁设计指南 (１５８０１１０４２５) ２６ ００

５５ ＭＨ / Ｔ ５１１１—２０１５ 特性材料拦阻系统 (１５８０１１０３５４) ５０ ００



 

 

 

 

 

 

 

 

 

 

 

 

 

 

 

 

 

 

 

 

 

 

 

 

 

 

 

 

 

 

 

 

 

 

 

 

 

定价：26.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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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书号：1580110·4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