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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Smart BDS概要 

1.1  前言 

Smart BDS(桥梁建模与绘图信息平台)是以 windows 为开发平台的桥梁自动化建模及

施工图绘制系统。 

Smart BDS 提供了基于实际工程设计流程的用户菜单系统，逼真的三维建模功能，提

高了建模的直观性和便利性，从而提高了建模的效率。 

Smart BDS 提供了准确、美观、实用的桥梁施工图纸，方便实用的绘图参数及绘图风

格定制功能，满足不同出图需求。 

Smart BDS 不仅提供强大的桥梁建模功能及绘图功能，更提供了与 midas Civil 与 Civil 

Designer 的数据共享功能，组成桥梁一体化设计系统，提升工程师和设计单位的设计效率

和竞争力。 

1.2  主要功能介绍 

Smart BDS（桥梁建模与绘图信息平台）的主要功能如下： 

① 【建模功能】 

 满堂支架现浇预应力钢筋混凝土等截面（等高等宽）连续箱梁 3D 模型（正直、

正弯、斜直、斜弯，包括横梁模型） 

 满堂支架现浇普通钢筋混凝土等截面（等高等宽）连续箱梁 3D 模型（正直、正

弯、斜直、斜弯，包括横梁模型） 

 分阶段现浇预应力钢筋混凝土等截面（等高等宽）连续箱梁 3D 模型（正直、正

弯、斜直、斜弯，包括横梁模型） 

 悬臂浇筑预应力钢筋混凝土变截面（变高等宽）连续箱梁 3D 模型（正直、正弯） 

 满堂浇筑预应力钢筋混凝土变截面（变高等宽）连续箱梁 3D 模型（正直、正弯） 

 程序支持的下部结构 3D 模型 

② 【预处理功能】 

 自动数据检查 

 自动划分单元、节点 

 自动生成施工阶段信息 

③ 【一键导入 midas Civ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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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动生成完整的分析模型数据 

 可直接进行分析 

④ 【Civil Designer 钢束信息导入 Smart BDS】 

 调整钢束 

 一键更新钢束回 Smart BDS 

⑤ 【施工图纸输出】 

 施工图纸的绘图风格（绘图图元）设置功能 

 施工图纸的绘图参数设置功能； 

 桥型布置图（2 张） 

 桥型布置图 

 桥面控制高程表 

 满堂支架现浇等高等宽连续箱梁图纸：（8 张） 

 箱梁一般构造图 

 箱梁放样坐标表 

 箱梁纵向预应力钢束布置图 

 箱梁普通钢筋布置图 

 箱梁骨架钢筋布置图 

 横梁预应力钢束布置图 

 横梁普通钢筋布置图 

 跨中横隔梁普通钢筋布置图 

 分阶段现浇等高等宽连续箱梁图纸：（7 张） 

 箱梁一般构造图 

 箱梁放样坐标表 

 箱梁纵向预应力钢束布置图 

 箱梁普通钢筋布置图 

 横梁预应力钢束布置图 

 横梁普通钢筋布置图 

 跨中横隔梁普通钢筋布置图 

 悬臂浇筑变高等宽连续箱梁图纸：（12 张） 

 箱梁一般构造图纸 

 箱梁放样坐标表 

 箱梁纵向预应力钢束布置图 

 箱梁横向预应力钢束布置图 



Smart BDS (桥梁建模与绘图信息平台) 

3 

 

 箱梁竖向预应力钢束布置图 

 箱梁普通梁段普通钢筋布置图 

 箱梁合拢段普通钢筋布置图 

 箱梁 0 号块钢筋布置图 

 箱梁 0 号块横梁钢筋布置图 

 箱梁边跨现浇段普通钢筋布置图 

 箱梁边跨现浇横梁普通钢筋布置图 

 跨间横隔梁普通钢筋布置图 

 满堂浇筑变高等宽连续箱梁图纸：（9 张） 

 箱梁一般构造图纸 

 箱梁放样坐标表 

 箱梁纵向预应力钢束布置图 

 箱梁横向预应力钢束布置图 

 箱梁竖向预应力钢束布置图 

 箱梁普通钢筋布置图 

 横梁预应力钢束布置图 

 横梁普通钢筋布置图 

 跨间横隔梁普通钢筋布置图 

 下部结构图纸（17 张） 

 桥墩一般构造图 

 桥台一般构造图 

 桥墩盖梁钢筋布置图  

 桥台盖梁钢筋布置图 

 桥墩挡块钢筋布置图 

 桥台挡块钢筋布置图  

 桩柱一体钢筋布置图 

 墩柱钢筋布置图 

 台柱钢筋布置图 

 肋板钢筋布置图 

 耳背墙钢筋布置图 

 柱系梁钢筋布置图 

 实体式承台钢筋布置图  

 框架式承台钢筋布置图  

 桩基础钢筋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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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扩大基础钢筋布置图  

 桩系梁钢筋布置图 

1.3  特色功能介绍 

① 【全桥 3D 模型显示】 

 上部结构及下部结构的全桥 3D 模型显示功能 

 单独构件 3D 模型显示功能 

 箱梁钢束及骨架 3D 显示功能 

 

 

 

② 【预处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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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动划分模型节点、单元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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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动生成施工阶段信息功能 

 

 自动生成运营阶段信息功能 

 

③ 【组成桥梁一体化设计系统】 

 

 以 Smart BDS 为核心平台，完成快速建模和绘图，自动生成完整的分析模型数据，

与分析和设计平台达到无缝连接，形成桥梁一体化设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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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键更新数据到 midas Civil（自动启动 midas Civil，导入建模参数、施工阶段信

息、边界条件等，直接运行分析）。 

 

 Civil Designer 中钢束信息可一键更新到 Smart BDS，保证调整钢束后信息与图纸

中钢束保持一致。 

④ 【施工图绘制】 

 支持斜桥施工图绘制 

 支持弯桥施工图绘制 

 支持分段浇筑箱梁施工图绘制 

 支持满堂变高箱梁施工图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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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箱梁横断面】 

 支持斜腹板 

 

 

 支持圆弧倒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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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参数法输入钢束、骨架数据功能】 

 独特的参数法输入钢束形状，输入方便快捷，更加符合工程师布置钢束习惯 

 

 参数法输入骨架数据信息，方便快捷，容易理解，快速形成弯起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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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出图风格】 

 绘图图元设置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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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绘图参数设置功能 

 

⑧ 【强大的数据检查及错误精确定位功能】 

 预处理时程序自动检查数据 

 显示数据检查结果提示，错误精确定位，减少用户检查数据及修改错误数据的工

作 

 

 

⑨ 【便捷的库设置功能】 

 包括材料库，设备库，荷载库等，可添加、编辑等操作 

 丰富的库功能，提高各种材料、设备、荷载等的复用率，避免重复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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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数据约定 

①【界面内输入框字符串】 

 程序界面内的布置语句输入框，均可输入程序约定好的字符串。 

 对于字符串，程序已经对数据进行了规定，不符合规定的数据则无法输入，例如，

箱梁“跨径布置”输入框应输入加号、乘号和数字的布置语句，否则无法输入其他

符号。 

 字符串一般可由数字、逗号、加号、乘号等组成（具体详见界面输入提示规定）。 

②【左右方位与矢量参数的正负约定】 

 左右方位：从小桩号侧望向大桩号侧，人的左右规定为构件的左右方向。 

 里程桩号：里程桩号以道路前进方向为正方向。 

 斜交角度：墩台跨径线与道路设计线的右偏角，只有正值。 

 曲率半径：以按人站在道路设计线上面向里程桩号正方向，曲率半径的圆心在左

侧为正，在右侧为负，直线的曲率半径为 0（注意：控制点法输入时，半径直接

输入正值即可，要素点法时，需输入正负值）。 

 横坡：规定双坡时中高边低为负，反之为正，单坡时，设计线左侧，左低右高为

负，反之为正，设计线右侧，左低右高为正，反之为负。 

 纵坡：沿道路设计线前进方向，上坡为正，下坡为负。

 

 

 

 

 

 



Smart BDS (桥梁建模与绘图信息平台) 

13 

 

第二章  Smart BDS数据组织框架 

此章节用来描述 Smart BDS（桥梁建模与绘图信息平台）程序主要的数据组织框架及

项目构成。 

2.1  数据组织思路 

Smart BDS 程序中采用了实际工程中的层次概念来建立及管理数据，管理对象分为项

目、路线、桥梁、构件（包括上部结构、下部结构）。 

程序中构件相当于实际工程中的构件概念，比如连续箱梁、横梁、柱式桥墩、肋板桥

台等。 

程序中构件中还有部件的概念，部件是指构件中的相对独立个体，比如连续箱梁中的

横隔梁，桥台中盖梁、台身、承台、桩基等。 

（1）项目 

项目是程序中最顶层的管理对象。 

项目包括项目名称、创建日期及项目备忘等内容。 

（2）路线 

路线是项目的下一层管理对象，在一个项目中可以存在多条路线（目前程序只支持一

条路线）。 

路线包括【基本信息】、【平曲线】、【竖曲线】、【横坡】等信息。 

（3）桥梁 

桥梁是路线的下一层管理对象，在一条路线中可以创建多座桥梁。 

桥梁包括【基本信息】、【墩台信息】、【桥面布置】、【支座系统】、【辅助信息】

等信息。 

（4）构件 

构件是程序中的基本对象。 

程序根据专业特点分为上部结构构件及下部结构构件。 

上部结构中可以定义箱梁构造参数、钢筋（束）参数、横梁参数及设计参数等。 

下部结构中可以定义各类型桥墩或桥台尺寸参数、钢筋参数等。 

（5）支座系统 

支座系统也是程序中的一个基本对象，其在建模管理树中与构件分为同级别。 

支座系统包括桥梁支座设置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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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管理对象层次 

 

Smart BDS 管理对象层次 

2.2  程序主流程（桥梁一体化设计系统） 

桥梁一体化设计系统，是由 Smart BDS、midas Civil、Civil Designer 三款程序组成，

一体化设计流程由 Smart BDS 建立模型、midas Civil 计算分析、Civil Designer 进行设计并

调筋调束，最后 Smart BDS 完成出图等步骤组成。建模、分析、设计功能无缝连接，使用

户桥梁设计工作更简单、高效。 

程序主流程（桥梁一体化设计系统）简单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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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mart BDS 建模 

输入整个项目的所有数据信息，包括路线、桥梁、构件信息等，建模操作可在主菜单

中操作完成，也可在工作面板目录树上操作完成。 

（2）Smart BDS 预处理 

执行预处理后，程序可自动完成单元划分、施工阶段、运营阶段信息生成，此操作可

以在工作面板中执行，也可在主菜单中点击相关按钮执行。 

预处理时程序对用户输入数据进行检查。数检通过则生成预处理结果；不通过则给出

错位信息，并准确定位，方便用户修改后再执行预处理。 

（3）导入 midas Civil 

预处理通过后，用户可以选择一键“更新数据至 midas Civil。桥梁一体化设计系统自动

启动 Civil 程序，并将模型数据导入到 midas Civil 模型中。 

用户还可以选择手动打开 midas Civil，新建 midas Civil 模型，导入由 Smart BDS 导出

的“.mct”文件。 

（4）midas Civil 分析 

Smart BDS 导入 midas Civil 的模型数据，可直接执行分析。 

（5）导入 Civil Designer； 

midas Civil 程序中执行分析后，可将分析结果导入 Civil Designer 中。 

（6）Civil Designer 设计； 

Civil Designer 中执行设计，生成计算书等，Civil Designer 中也可以调筋调束。 

（7）钢束导入 Smart BDS 

Civil Designer 调整钢束后，将钢束信息导入到 SmartBDS 模型，完成钢束信息更新。 

（8）Smart BDS 出图 

Civil Designer 调整钢束后更新到 SmartBDS，调整绘图参数及绘图图元参数，执行出

图。 

（9）发布图纸 

执行【发布出图】操作后，图纸以 dwg 格式保存在项目默认文件夹下，所有设计流程

结束。 

要点 1：以上为常规流程步骤，Smart BDS 也可建模后直接执行出图功能。 

要点 2：满堂浇筑等高连续箱梁（斜桥）、分阶段施工等高连续箱梁预处理阶段仅执行数检功能，

暂不支持生成预处理结果及导入 midas Civil 功能。 

要点 3：满堂浇筑等高连续箱梁，Smart BDS 支持计算及输出计算书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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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 4：满堂浇筑等高连续箱梁，Smart BDS 按照用户输入审核条件及规范条款自动校审、错误结果

精确定位及输出全面校审报告。 

要点 5：执行“出图”时，程序只完成图纸的绘制工作，并没有形成.dwg 格式文件，用户只能在视图

窗口查看各图纸内容，需保存图纸为.dwg 格式，则需执行“发布图纸” 

要点 6：Smart BDS 中横梁模型数据，暂时不支持一键导入 midas Civil 功能，只能导出.mct 文件，然

后手动导入 midas Civil 中。 

要点 7：Civil Designer 中钢束信息更新到 SmartBDS 功能，目前只支持 Smart BDS 所建模型导入 Civil 

Designer 后，如果 midas Civil 建立模型，暂不支持更新钢束功能到 SmartBDS。 

2.3  辅助建模 

（1）数据检查 

界面数检：输入的数据是否合理、是否错误：包括是否满足程序参数输入的要求或不

满足界面提示的内容。  

逻辑数检：输入的数据是否满足构造要求、是否满足程序逻辑及要求。 

（2）辅助示意图 

为方便用户输入参数，Smart BDS 绘制了大量的参数输入辅助示意图。用户输入参数

时，对应辅助示意图中参数的清晰示意，可快速理解参数含义，确保输入准确参数值。 

（3）界面输入提示 

为方便用户输入参数，Smart BDS 为输入参数支制作了较为详尽的界面提示信息。用

户输入参数时，鼠标光标放在此参数文字上时，参数下方即可显示出此参数的含义信息，

方便用户快速理解此参数的含义及输入方法。 

2.4  工作界面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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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mart BDS 工作界面构成 

① 标题栏 

显示软件名称、文件路径与项目名称。 

② 主菜单 

包括开始菜单及主要功能菜单。 

③ 快速访问工具栏   

快速访问工具栏位于窗口左上角，不支持自由停泊。 

④ 工具箱 

模型的快速操作工具按钮，可自由停泊。 

⑤ 工作面板及目录树 

工作面板内可显示路线、桥梁、构件等的详细工作目录树及节点信息。工作面板内

还可对构件进行执行操作等。 

目录树能够一目了然地对目前模型的数据输入状况进行确认。 

⑥视图区 

分为模型窗口及图形窗口。 

模型窗口显示桥梁 3D 模型、模型单元划分信息等；支持缩放等非修改性操作。 

图形窗口显示各类 2D 图形，如施工图纸、计算结果二维图形等。 

⑦ 信息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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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显示各种信息，分为错误信息、输出信息 2 个属性页。 

错误信息：显示程序数据检查或校审结果信息，只显示错误项，包括错误精确定位

按钮。 

输出信息：记录操作过程信息等。 

⑧ 右键菜单 

提供快捷的操作功能。 

⑨ 数据交互区 

输入模型数据对话框。 

⑩ 辅助示意图 

界面参数输入附属示意图。 

2.5  工作面板 

Smart BDS 程序中采用工作面板对数据进行分别管理。 

工作面板是 Smart BDS 软件的最核心管理区域，在工作面板及其上的目录树中可以展

现项目的所有相关数据信息。用户可在目录树上实现所有输入与输出操作。 

工作面板中的目录树，可以在路线、桥梁及构件之间任意切换，简明显示不同内容的

相关信息节点，还可在面板上定制目录树的显示节点内容等实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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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 BDS 工作面板 

① 前后处理环境切换 

可在构件的前处理及后处理之间任意切换。 

② 快捷执行菜单 

包括预处理、计算、出计算书、出图、发布图纸操作按钮。 

③ 定制工作树显示内容按钮  

包括显示横梁相关节点、显示桥面板相关节点、显示设计结果节点、显示计算书结

果节点、显示施工图节点。 

④ 工作树内容切换菜单 

可在路线、桥梁、构件（箱梁及下部结构）见切换工作树的节点显示内容，使工作

树简洁清爽，易于查看。 

⑤ 工作树 

显示相关工作节点，可查看及输入相应项目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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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主菜单 

Smart BDS 考虑用户操作习惯不同，为其提供工作面板及主菜单操作形式。主菜单内

容除库设置、工具、视图、窗口、帮助功能外，其余与工作面板相同。用户可根据习惯进

行高效操作。 

2.6.1  构件模型 

路线、桥梁、构件、支座等模型数据的输入及编辑功能。 

 

2.6.1-1 主菜单-构件模型 

要点 1： 编辑路线、编辑桥梁中各按钮的内容详见“第二部分 操作要点”1.1 节~1.2 节。 

要点 2： 根据“上部结构类型”中结构类型不同，“上部结构”中功能按钮会逻辑亮暗显。 

要点 3：如果主菜单中上部结构类型选择与工作树中类型不一致时，操作主菜单上部结构某功能按

钮，信息窗口会有“选择类型不匹配”等提示。 

2.6.2  钢筋信息 

构件预应力钢束及普通钢筋数据的输入及编辑功能。 

 

2.6.2-1 主菜单-钢筋信息 

要点 1：根据“上部结构类型”中结构类型不同，“上部结构预应力钢束”“上部结构骨架钢筋”“上部

结构普通钢筋”中功能按钮会逻辑亮暗显。 

要点 2：各功能按钮的内容详见“第二部分 操作要点”。 

2.6.3  预处理 

执行预处理功能及查看预处理结果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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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1 主菜单-预处理 

预处理：建模完成后，点击【预处理】，程序内部自动执行数据检查，自动生成单元

划分信息、施工阶段信息、运营阶段信息，工作树中自动生成相应结果节点。 

主梁/横梁预处理结果：查看执行计算的主梁或横梁的预处理结果。 

程序自动生成的预处理结果，用户可以在相应对话框内修改且保存。 

2.6.4  计算 

执行计算功能及查看计算结果功能。 

 

2.6.4-1 主菜单-计算 

计算：满堂支架现浇等高连续箱梁【预处理】完成并通过后，点击【计算】，程序将

进行受力分析、构件设计、得出设计表格等，工作树中自动生成计算结果节点，包括表

格结果、图形结果等。 

生成计算书：【计算】完成后，点击【生成计算书】，程序自动编写结构计算书并保

存到项目文件夹中，工作树中自动生成计算书节点。 

图形结果：查看计算后生成的相应图形结果。 

表格结果：查看计算后生成的相应表格结果。 

计算书结果：查看生成的构件计算书。 

要点 1：目前 Smart BDS 程序满堂浇筑等高箱梁（正直桥和正弯桥）及其横梁支持计算功能。 

2.6.5  施工图 

设置绘图参数，执行出图，图纸调整及图纸发布保存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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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1 主菜单-施工图 

绘图参数：点击菜单上“绘图参数”按钮，绘图参数属性对话框弹出，用户修改绘图参

数，调整出图类型、出图风格及出图方式等参数。绘图参数对话框根据上部结构类型逻

辑显示。详见“第二部分 操作要点”中“2.3.7 绘图参数”“2.4.7 绘图参数”说明。 

运行-出图：【计算】完成后，点击【出图】，程序自动绘制施工图纸，工作树中自动

生成图纸节点。 

施工图编辑：【出图】结束后，点击“图纸”目录树下任意图纸子节点，“图形”视图中

显示所选图纸内容，点击菜单上“施工图编辑”中相应图纸按钮，图纸的钢筋属性对话框

弹出，用户修改钢筋参数，达到调整钢筋图纸输入的目的，然后点击“确定”，再重新出

图，图纸将按新调整参数值重新生成。 

发布图纸：【出图】结束后，点击“发布图纸”，生成的图纸自动保存在项目文件夹下，

格式为.dwg，此为用户最终得到的图纸。 

要点 1：模型空间按照 1:1 比例绘制，方便用户修改；图纸空间按照用户输入比例绘制，方便打印

成册。 

2.6.6  库设置 

Smart BDS 提供了丰富的库功能，包括材料设备库，荷载库，绘图图元等。以上各项

均支持导入、导出功能，方便用户复用以往设计成果，极大提高建模及设计效率。 

 

2.6.6-1 主菜单-库设置 

2.6.6.1  材料设备库 

材料库包括混凝土、普通钢筋、预应力钢筋、钢材、圬工材料。 

附属设备库包括支座。  

预应力设备库包括锚具、波纹管、千斤顶、连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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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筋（束）特性库包括钢束选用、预应力设备选用、张拉应力定义、张拉管道选用及

其它系数选用。 

以材料库为例说明用户自定义材料要点。 

 

图 2.6.6.1-1  材料库 

要点 1：材料库中材料分为系统材料和用户自定义材料两种类型，系统材料不允许用户编辑，在库

列表中按蓝色文字显示，自定义材料允许编辑，在库列表中按黑色文字显示。 

要点 2：用户自定义材料：先添加，再编辑。 

要点 3：其他材料库操作方法同“混凝土”材料库，以下略。 

添加：添加材料库中模板，如图 2.6.6.1-1，点击添加。 

编辑：选中材料库中添加的材料名称，点击【编辑】，可修改库中参数，并保存，如

图 2.6.6.1-2。 

 

图 2.6.6.1-2  材料库-混凝土-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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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6.2  荷载库 

荷载库包括车道荷载库及车辆荷载库。 

车道荷载及车辆荷载主要适用于 JTG D60-2004 规范，包括公路Ⅰ级、公路Ⅱ级。用

户可根据不同荷载类型，输入不同的参数。 

用户自定义方法同 2.6.6.1。 

2.6.6.3  绘图设置 

用户通过选择绘图图元各参数实现施工图图纸风格的设置。主要包括图层与文字样

式、图框、钢筋符号、单位、尺寸标注、标注性图元、线性图元、常用符号、常用图例及

表格等。 

绘图图元数据支持导入、导出功能，方便不同模型或设计师复用统一绘图图元数据，

保证绘图风格保持一致。 

 

2.6.6.3-1 主菜单-库设置-绘图图元 

导入…：从其他路径导入把绘图图元文件导入本项目中，点击【导入】按钮，弹出如

图 2.6.6.3-2 所示对话框，选择绘图图元文件后，点击【打开】按钮，导入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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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6.3-2  绘图设置-绘图图元-导入 

导出…：从本项目中把绘图图元文件导出到其他路径中，点击【导出】按钮，弹出如

图 2.6.6.3-3 所示对话框，定义绘图图元文件保存路径后，点击【确定】，导出完毕。 

 

图 2.6.6.3-3  绘图设置-绘图图元-导出 

2.6.7  工具 

包括数据导入导出，校审功能，及常用的一些计算小工具。 

 

2.6.7-1 主菜单-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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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7.1  导入导出数据 

（1）BDS 数据 

将箱梁、横梁、下部结构的数据导入或导出，方便构件数据的复用。 

 

要点 1：箱梁构件结构类型及跨数相等时方可导入；横梁结构类型相同时方可导入；下部结构类型

相同时方可导入。 

要点 2：除主菜单上可执行导入、导出数据外，模型树右键也可执行。 

 

 

（2）Civil 模型 

将箱梁或横梁构件模型数据保存为 Civil-mct 格式，模型数据可用程序 Civil 读取并分

析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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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 1：构件执行【预处理】后，可导出.mct 格式数据文件。打开 Civil 程序，新建 Civil 模型，导

入此“.mct”文件。（支持满堂浇筑等高连续箱梁正直桥、正弯桥及其横梁；支持悬臂浇筑及

满堂浇筑变高连续箱梁导出.mct 数据文件）。 

要点 2 ：等高箱梁模型导入 Civil 后，用户需在 Civil 中添加荷载组合信息及手动定义构件长度。 

要点 3：用户执行“更新数据至 Civil”后，将直接启动 Civil 程序，并将 BDS 数据直接导入。 

（3）CDN 数据 

 

要点 1：BDS 建立模型，导入 Civil 中进行分析，分析后一键启动 CDN 进行设计。设计中调束以后

可以同步更新到 BDS 中，也可以导出箱梁钢筋数据。 

要点 2：BDS 中支持导入“.gs”箱梁钢束数据文件。 CDN 中支持“SmartBDS 调束”功能。 

要点 3：只有通过以下步骤，CDN 中才能使用“SmartBDS 调束”功能： 

第一步：SmartBDS 建立好模型，预处理后即可导出到 Civil 或“导出 Civil 模型（*.mct）”；并保存

此“.mct”文件到 SmartBDS 模型的根目录下； 

第二步：保存 Civil 模型到 SmartBDS 模型的根目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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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Civil 执行分析； 

第四步：导出 Civil 模型至 Civil Designer； 

第五步：调整 Civil Designer“SmartBDS 调束”中钢束； 

 

第六步：导出钢束到 SmartBDS 模型； 

第七步：SmartBDS 出图。 

要点 4：根据要点 3 中步骤，如果可以使用“SmartBDS 调束”功能，则信息窗口提示如下： 

 

如果不可以使用“SmartBDS 调束”功能，信息窗口会有相应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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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7.2  校审结果 

本项功能是程序自动对项目模型及设计结果中的各种数据进行正确性及合理性的校

审，校审的主要内容有：模型构造布置参数、结构分析设计参数、施工图绘制参数、模型

材料选择参数、分析设计的结果、结构的经济性等。 

校审项目条款（内容）分为以下两类： 

① 结合用户输入的校审条件，满足用户的特殊要求。 

② 结合用户输入的校审参数，以及现行规范的明确规定所必须满足要求的条款。 

 

图 2.6.7.2-1  自动校审-校审参数 

注意 1：桥梁等级参考《04 桥规》表 1.0.11。 

注意 2：预应力钢束指标范围包括横梁及横向预应力钢束。 

注意 3：跨中箱梁底缘应力储备范围：最大荷载组合下，跨中箱梁底缘计算拉应力和允许拉应力差

值的储备范围。 

注意 4：上部结构普通钢筋指标范围包括横梁、横隔板普通钢筋。 

注意 5：梁高范围指箱梁最大跨径与箱梁梁高的比值控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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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7.2-2  自动校审-构造与布置            图 2.6.7.2-3  自动校审-分析 

   

图 2.6.7.2-4  自动校审-设计              图 2.6.7.2-5  自动校审-经济性 

校审结束后，程序错误信息窗口中列出校审记录中的不通过项，并能精确定位错误位

置。如图 2.6.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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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7.2-6  自动校审-错误信息 

 

校审结束后，点击主菜单上“校审报告 ALL”或 “校审报告 NG”节点时，弹出 word 格

式校审报告，“校审报告 ALL”全部列出校审结果，包括“OK”与“NG”项，“校审报告 NG” 只

列出校审结果中“NG”项。 

1构造与布置

1.1审核梁高尺寸是否符合审核条件

 OK（梁高hH=l/17，在梁高要求范围！）

1.2审核箱梁顶底板厚度是否符合规范

 OK（箱梁顶板厚=25cm，满足规范JTG D62-2004中9.3.3条款要求！）

 OK（箱梁底板厚=22cm，满足规范JTG D62-2004中9.3.3条款要求！）

1.3审核钢筋保护层是否符合规范

 OK（箱梁顶板顶层纵向钢筋净保护层=0.25cm，满足规范JTG D62-  

       2004中9.1.1条款要求！）

 OK（箱梁顶板底层纵向钢筋净保护层=0.25cm，满足规范JTG D62-

       2004中9.1.1条款要求！）

 OK（箱梁底板底层纵向钢筋净保护层=0.25cm，满足规范JTG D62-

       2004中9.1.1条款要求！）

 OK（箱梁底板顶层纵向钢筋净保护层=0.25cm，满足规范JTG D62-

       2004中9.1.1条款要求！）

 NG（箱梁顶板顶层横向钢筋净保护层=0.13cm，不满足规范JTG D62-

       2004中9.1.1条款要求！建议增加净保护层厚度！）

 NG（箱梁底板底层横向钢筋净保护层=0.18cm，不满足规范JTG D62-

       2004中9.1.1条款要求！建议增加净保护层厚度！）

 NG（箱梁箍筋净保护层=0.16cm，不满足规范JTG D62-

       2004中9.1.1条款要求！建议增加净保护层厚度！）

 NG（箱梁翼板加厚段箍筋净保护层=0.12cm，不满足规范JTG D62-

       2004中9.1.1条款要求！建议增加净保护层厚度！）

1.4审核上部结构混凝土等级是否符合规范

 OK（箱梁混凝土等级=C50，满足规范JTG D62-2004中3.1.2条款要求！）

1.5审核是否需要设置跨间横隔梁

 OK（箱梁所在路线的半径=R≥240m，不需设置跨间横隔梁，本联没有设置

   跨间横隔梁，ifMZ规范JTG D62-2004中9.3.2条款要求！）

 

图 2.6.7.2-7  校审报告（ALL）示例 

1构造与布置

1.1审核梁高尺寸是否符合审核条件

 OK（梁高hH=l/17，在梁高要求范围！）

1.2审核箱梁顶底板厚度是否符合规范

 OK（箱梁顶板厚=25cm，满足规范JTG D62-2004中9.3.3条款要求！）

 OK（箱梁底板厚=22cm，满足规范JTG D62-2004中9.3.3条款要求！）

1.3审核钢筋保护层是否符合规范

 OK（箱梁顶板顶层纵向钢筋净保护层=0.25cm，满足规范JTG D62-  

       2004中9.1.1条款要求！）

 OK（箱梁顶板底层纵向钢筋净保护层=0.25cm，满足规范JTG D62-

       2004中9.1.1条款要求！）

 OK（箱梁底板底层纵向钢筋净保护层=0.25cm，满足规范JTG D62-

       2004中9.1.1条款要求！）

 OK（箱梁底板顶层纵向钢筋净保护层=0.25cm，满足规范JTG D62-

       2004中9.1.1条款要求！）

 NG（箱梁顶板顶层横向钢筋净保护层=0.13cm，不满足规范JTG D62-

       2004中9.1.1条款要求！建议增加净保护层厚度！）

 NG（箱梁底板底层横向钢筋净保护层=0.18cm，不满足规范JTG D62-

       2004中9.1.1条款要求！建议增加净保护层厚度！）

 NG（箱梁箍筋净保护层=0.16cm，不满足规范JTG D62-

       2004中9.1.1条款要求！建议增加净保护层厚度！）

 NG（箱梁翼板加厚段箍筋净保护层=0.12cm，不满足规范JTG D62-

       2004中9.1.1条款要求！建议增加净保护层厚度！）

1.4审核上部结构混凝土等级是否符合规范

 OK（箱梁混凝土等级=C50，满足规范JTG D62-2004中3.1.2条款要求！）

1.5审核是否需要设置跨间横隔梁

 OK（箱梁所在路线的半径=R≥240m，不需设置跨间横隔梁，本联没有设置

   跨间横隔梁，ifMZ规范JTG D62-2004中9.3.2条款要求！）

 

图 2.6.7.2-8  校审报告（NG）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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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7.3  桩长计算 

主要包括摩擦桩、支撑桩、嵌岩深度计算。 

根据用户选择的桩基类型、桩径、桩顶作用力等参数，对单桩承载力进行试算，并给

出每个桩顶作用力相应的桩长和单桩承载力、每个桩顶弯矩作用相应的桩基嵌岩深度值。 

2.6.7.4  冲击系数 

简支梁桥和连续梁桥冲击系数计算按《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JTG D60-2004）第

4.5.2 条及条文说明公式计算。 

2.6.7.5  钢筋工具 

主要包括螺旋筋长度、保护层厚度、最小锚固长度、弯钩修正值河和钢筋参数查询。 

注意 1：螺旋筋长度只支持形状为圆形的螺旋钢筋长度计算。除变化段外，最多支持两种间距连

接的螺旋钢筋。 

注意 2：最小混凝土保护层厚度按《公路钢筋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土桥涵设计规范规范》（JTG 

D62-2004）第 9.1.1 条规定编制。 

注意 3：钢筋最小锚固长度、钢筋弯钩修正值按《公路钢筋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土桥涵设计规范规

范》（JTG D62-2004）第 9.1.4 条规定编制。 

注意 4：钢筋参数查询用来查询普通钢筋的常用参数值，程序可自动计算出钢筋的外径、理论重量、

截面面积和弯钩增长值。  

2.6.8  视图 

 

2.6.8-1 主菜单-视图 

2.6.8.1  视图-动态视图 

动态视图的功能用于调整模型的三维视图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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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画 

刷新模型视图，清除所执行命令时由于 Windows 程序的特性而残留在模型视图中的命

令痕迹。执行此命令，可以从主菜单中选择视图>动态视图>重画，或使用图标工具箱中的

重画按钮。 

（2）重生成 

刷新模型视图，重新读取数据库中模型数据，重新生成模型视图。执行此命令，可以

从主菜单中选择视图>动态视图>重生成，或使用图标工具箱中的重生成按钮。 

（3）缩放 

点击动态缩放命令后，按住鼠标左键，在工作窗口中向上或向右移动鼠标放大模型，

向下或向左移动鼠标缩小模型。执行此命令，可以从主菜单中选择视图>动态视图>缩放，

或在工具栏中单击图标 。 

（4）移动 

按住鼠标左键移动鼠标，模型随着光标移动的方向移动。执行此命令，可以从主菜单

中选择视图>动态视图>移动，或在工具栏中单击图标 。 

（5）旋转 

按住鼠标左键，移动鼠标，模型沿着光标移动的方向旋转。执行此命令，可以从主菜

单中选择视图>动态视图>旋转，或在工具栏中单击图标 。 

（6）缩放视图 

放大或缩小模型视图中的模型，包括：满屏显示、窗口缩放、放大、缩小和自动对齐。 

 满屏显示  

放大或缩小当前处于激活状态的模型，使整个模型充满工作窗口。执行此命令，可以

从主菜单中选择视图>动态视图>缩放>满屏显示，或在工具栏中单击图标 。 

 窗口缩放 

单击鼠标左键，点取形成矩形的对角线的两端点，定义矩形放大区域。实现对放大区

域内的视图部分进行局部放大的功能。执行次命令，可以从主菜单中选择视图>动态视图>

缩放>窗口缩放，或在工具栏中单击图标 。 

 放大&缩小 

放大（缩小）当前处于激活状态的模型。执行此命令，可以从主菜单中选择视图>动

态视图>缩放>放大（缩小），或在工具栏中单击图标 （ ）。 

 自动对齐 

在自动对齐的工作状态下，当布置构件超出了模型窗口的范围，模型会自动缩小而充

满整个工作窗口。执行此命令，可以从主菜单中选择视图>动态视图>缩放>自动对齐，或

在工具栏中单击图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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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视点 

变化和调整模型在工作窗口中的显示的角度。分别为：标准视图（Ctrl+shift+I）、顶

视图（Ctrl+shift+T）、底视图（Ctrl+shift+B）、左视图（Ctrl+shift+L）、右视图（Ctrl+shift+R）、

正视图（Ctrl+shift+F）、后视图（Ctrl+shift+E）；切换模型视图时，可以从主菜单中选择

视图>动态视图>视点，或在工具箱中单击 。 

2.6.8.2  视图-渲染视图 

（1）消隐 

显示模型单元的厚度和截面形状并消除隐藏的线，使模型显示为真实的三维效果。执

行此命令，可以从主菜单中选择视图>渲染视图>消隐，或在工具栏中单击图标 。 

（2）线框 

显示模型单元隐藏的线，使模型显示为线框效果。执行此命令，可以从主菜单中选择

视图>渲染视图>线框，或在工具栏中单击图标 。 

（3）渲染 

将模型置于室外背景中逼真地进行显示。执行此命令，可以从主菜单中选择视图>渲

染视图>渲染，或在工具栏中单击图标 。 

2.6.8.3  选择 

（1）选择 

程序提供了方便的构件过滤选择功能，使用路线、桥梁、梁联、横梁、横隔梁、下部

选择在模型空间中只选中相应的构件，工具箱中的图标分别为 。 

（2）全部解除选择 

解除已有的选择。 

2.6.8.4  激活 

（1）激活 

激活功能可以在屏幕上只显示整个模型中指定的部分。当处理大型复杂结构时，是建

模和查看分析结果的一条有效途径。程序提供了路线、桥梁、梁联、横梁、下部的激活功

能，工具箱中的图标分别为 。 

（2）激活全部 

激活所有钝化的节点和构件，显示完整的模型。可以从主菜单中选择视图>激活>全部

激活，或在工具箱中单击图标 。 

 

 



Smart BDS (桥梁建模与绘图信息平台) 

35 

 

（3）显示钢束 

在 3D 模型中显示所有的钢束的布置与形状，方便用户查看输入钢束形状。可以从主

菜单中选择视图>激活>显示钢束，或在工具箱中单击图标。 

（4）显示骨架 

在 3D 模型中显示端横梁、中横梁钢筋骨架的布置与形状，。可以从主菜单中选择视

图>激活>显示骨架，或在工具箱中单击图标。 

2.6.8.5  显示选项 

 

显示设置功能可以设置前处理模型及分析设计结果图形中的各部件或元素颜色显示

效果，可满足用户不同的显示需求。 

2.6.9  窗口 

 

2.6.9-1 主菜单-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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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9.1  开始视图 

开始网页：打开或关闭程序起始页面。 

2.6.9.2  工具栏 

主要包括自定义、工作面板、工具箱、辅助信息窗口、输出信息窗口等。 

自定义：用户可将任意命令设置在主菜单工具栏中。还可以通过键盘快捷为任意命令

设置快捷键。 

工作面板：打开或关闭工作面板。 

辅助信息窗口：可以显示界面输入参数的辅助示意图，方便直观的提高输入效率。 

输出信息窗口：显示正在执行的命令信息。 

工具箱：集合了常见的模型操作按钮。 

2.6.9.3  操作界面 

用户可在此设置操作界面风格、使用皮肤、自动保存时间间隔、是否打开界面提示等

信息。 

2.6.10  帮助 

 

2.6.10-1 主菜单-帮助 

2.6.10.1  联机帮助 

Smart BDS 是基于网络的包含网络服务功能的网络产品，无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

任何人只要能上网就可以使用程序和享受网络服务。Smart BDS(桥梁建模与绘图信息平

台)提供基于网络的在线手册、在线产品信息介绍、在线培训课程、在线技术支持等各种

丰富且便利的网络服务。 

（1）用户手册 

程序提供在线用户手册。Smart BDS 的在线手册是基于开放、共享、参与、创造的

Web2.0 理念开发的全新形式的用户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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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0.2  SmartBDS的主页 

Smart BDS 有产品信息网站、培训网站、技术支持网站，通过这些网站为用户提供丰

富多样的产品和技术信息、各种培训课程，是用户提高技术竞争力和设计技术水准的强

有力的助手。 

（1）产品 

在产品信息中心中将介绍 Smart BDS 的产品开发理念、产品的差别化功能、产品各种

功能的介绍和与购买相关的各种资料。 

（2）培训 

在培训中心中提供 Smart BDS 各模块的初级培训课程和实际工程培训课程，用户也

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培训课程。 

（3）技术支持 

在技术支持中心中除了提供最新程序和技术资料的下载，而且还提供新技术信息和发

展动向。 

（4）论坛 

Smart BDS 除了有产品信息网站、培训网站、技术支持网站之外，技术支持中心还

提供技术论坛，以供用户之间、用户和技术支持人员之间进行技术交流、软件使用交

流以及专业知识等的交流。 

（5）检查更新 

Smart BDS 发布新版本或添加新功能时，用户点击这里，即可随时随地检查程序版本

更新情况及新功能等发布信息。 

2.6.10.3  注册 

Smart BDS 需要通过网络认证或硬件加密认证后才能使用。 

所谓网络认证是指个人客户端电脑通过与程序远端网络服务器的数据通讯获得服务

器授权认后方可使用程序的授权方式。 

所谓硬件加密锁认证指个人客户端电脑通过输入程序硬件加密锁密钥号获得授权认

后方可使用程序的授权方式. 

第一次使用 Smart BDS 程序时必须按照下列步骤进行注册及认证。 

1. 基于网络的程序的优点如下： 

(1) 只要能上网，无论何时、何地、何人都可以使用程序。 

(2) 由服务器控制使用数量，因此在增加使用数量时可以立即使用，减少了更换锁

的时间。 

(3) 不必担心硬件锁的丢失，减少了管理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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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可以使用网络获取技术资料和技术服务。 

(5) 可以即时自动更新程序，随时使用最新版的程序。 

2. Smart BDS 网络注册和认证步骤如下： 

Step-1：在 Smart BDS 产品信息网站

（http://www.midasuser.com/membership/agreement_cn.asp）上注册会员资格(免费)  

 

Step-2：获得会员名称和会员密码 

Step-3：与销售人员获取程序授权号码（PK） 

Step-4：安装 Smart BDS 程序 

Step-5：点击桌面上的 Smart BDS 主图标按钮 

Step-6：在“注册授权”窗口中，选择“网络认证”，输入会员名称/会员密码/授权号码

（密钥号）；点击“选择功能模块”，弹出产品 ID 对话框，选择与密钥号对应 ID 号，

确定；点击【确定】按钮，认证完毕 



Smart BDS (桥梁建模与绘图信息平台) 

39 

 

          

图 2.6.10.3-1  网络认证 

Step-7：运行 Smart BDS 程序 

3. Smart BDS 硬件加密锁认证步骤如下： 

Step-1：获取程序加密锁密钥号（注册号） 

Step-4：安装 Smart BDS 程序 

Step-5：点击桌面上的 Smart BDS 主图标按钮 

Step-6：在“注册授权”窗口中，选择“硬件加密锁认证”，输入密钥号（注册号），

选择“密钥类型”： 

选择“Standalone”（为硬件锁单节点版本），点击【确定】按钮，认证完毕 

 

图 2.6.10.3-2  硬件加密锁单节点版本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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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Network”（为硬件锁多节点版本）：如果硬件锁在本机上，则直接输入 IP 地

址：127.0.0.1；如果硬件锁不在本机，则输入所在服务器 IP 地址，点击【确定】按钮，

认证完毕 

 

图 2.6.10.3-3  硬件加密锁多节点版本认证 

Step-7：运行 Smart BDS 程序 

2.6.10.4  关于Smart BDS 

显示程序的授权信息和版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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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路线、桥梁 

Smart BDS 支持等高、变高连续箱梁 3D 建模。新建项目和输入路线部分完全相同，

在输入桥梁总体信息时需要根据工程实际选择构件种类。 

本章主要介绍路线信息及桥梁基本信息的输入。 

新建项目可以由以下三种方式实现： 

a：通过在文件菜单下点击“新建项目”。 

 

b：起始页中点击“新项目”。 

 

c：快速启动工具栏中，点击“新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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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 1：新建项目时，为了便于数据的管理，建议将数据保存在一个文件夹里面，Smart BDS 保存数

据的文件为后缀名为“. BPD”的数据文件，并且在运行过程中会有临时文件和文件夹产生，

均会自动保存在设置好的总文件夹下。 

1.1  路线信息 

包括桥梁所在路线的平纵线形、横坡、地面线高程、地质资料、相交道路、相交河流

等信息。 

1.1.1  创建路线 

创建完项目后，主菜单中点击“创建路线”，程序弹出路线基本信息对话框，填写完成

后，点击“确定”，程序会在工作树中生成默认的“新建路线”信息及相关节点，同时，模型

视图中会显示路线和地面线的 3D 实体模型。 

用户可以通过此对话框创建路线，创建路线后，工作面板上目录树中创建出路线节点

（平曲线、竖曲线、横坡、地面线、地质资料、相交路线、相交河流）。 

 

用户只需顺序修改工作树中路线信息节点中的参数值即可完成路线信息的输入。 

要点 1：此版本程序只允许在一个项目中创建一条路线，不支持多条路线的创建，但是路线上可以

创建多座桥梁。 

要点 2：3D 模型中，路线显示长度以平曲线信息中输入桩号范围为标准，如果竖曲线及横坡信息中

输入的桩号超出平曲线桩号范围内时，程序只显示平曲线桩号范围内的路线长度。 

要点 3：用户创建桥梁时，桥梁起终点桩号须位于平曲线、竖曲线、横坡起终点桩号的交集范围内，

否则，执行预处理时，程序会提示桥梁超出路线范围并中断执行预处理。 

要点 4：用户输入路线信息时，可采用手动输入参数，也可采用导入数据的格式，详见下面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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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平曲线 

用户可以通过控制点法、要素点法、导入文件定义路线平曲线信息。 

控制点：控制点指的是线路上的 JD（交点），通过控制 JD 坐标和 JD 位置处的曲线

半径和缓和曲线长来控制一条线路，见图 1.1.2-1 控制点输入方式。 

 

图 1.1.2-1  线形-平曲线（控制点） 

 

图 1.1.2-2  线形-平曲线-控制点输入示意 

要素点：要素点指的是线路上各段路线的起始要素点，通过要素点的参数值来控制一

条线路，见图 1.1.2-3 要素点输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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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1.2-3  线形-平曲线（要素点） 

 

图 1.1.2-4  线形-平曲线-要素点输入示意 

导入…：程序支持导入 BDS、纬地、鸿业或 EICAD 程序的平曲线数据文件。 

导出…：导出 BDS 平曲线数据文件。 

要点 1：导入：平曲线控制点，只支持导入 SmartBDS 格式文件一种方式；平曲线要素点，支持导入

SmartBDS 格式文件和纬地、鸿业、EICAD 等数据文件方式，纬地数据格式文件只支持导入“纬

地平曲线数据文件.jd”，鸿业或 EICAD 数据文件支持导入“.icd”格式。 

1.1.3  竖曲线 

用户可以通过此图 1.1.3-1 的对话框定义路线竖曲线信息，竖曲线输入示意如图

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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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1.3-1  线形-竖曲线 

  

图 1.1.3-2  线形-竖曲线输入示意 

要点 1：竖曲线信息支持导入和导出功能。导出： 只支持导出 SmartBDS 格式文件一种方式。导入：

支持导入 SmartBDS 格式文件和纬地、鸿业、EICAD 等数据文件方式，纬地数据格式文件只

支持导入“纬地竖曲线数据文件.zdm”；鸿业数据文件支持导入“.bgs”格式； EICAD 数据文件

支持导入“.sqx”格式。 

1.1.4  横坡 

用户可以通过此对话框定义路线横坡及超高信息。 

 

图 1.1.4-1  线形-横坡 



Smart BDS (桥梁建模与绘图信息平台) 

48 

 

横坡输入正负号示意如图 1.1.4-2. 

 

图 1.1.4-2  线形-横坡正负号示意 

要点 1：横坡信息支持导入和导出功能。导出：只支持导出 SmartBDS 格式文件一种方式；导入：支

持导入 SmartBDS 格式文件和纬地、鸿业、EICAD 等数据文件方式，纬地数据格式文件只支

持导入“纬地横坡数据文件.sup”；鸿业数据文件支持导入“.cgt”格式； EICAD 数据文件支持

导入“.cg”格式。 

1.1.5  地面线 

用户可以通过此对话框定义道路设计线处地面线数据。 

 

图 1.1.5-1  线形-地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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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 1：地面线信息支持导入和导出功能。导出：只支持导出 SmartBDS 格式文件一种方式；导入：

支持导入 SmartBDS 格式文件和纬地、鸿业、EICAD 等数据文件方式，纬地数据格式文件只

支持导入“纬地地面线数据文件.dmx”；鸿业数据文件支持导入“.bgz”格式； EICAD 数据文件

支持导入“.dmx”格式。 

1.1.6  地质资料 

用户可以通过此对话框定义地质资料。 

 

图 1.1.6-1  线形-地质资料 

1.1.7  相交路线 

用户可以通过此对话框定义相交路线信息。可定义多条相交线路。 

 

图 1.1.7-1  线形-相交路线 

1.1.8  相交河流 

用户可以通过此对话框定义相交路线信息。可以定义多条相交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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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8-1  线形-相交河流 

1.2  桥梁信息 

创建完路线后，用户可在路线上桥梁，在主菜单中点击“创建桥梁”或工作树路线信息

最后一个节点，点击“添加桥梁”，可实现创建桥梁的目的。创建桥梁后，工作树中会生成

默认的“新建桥梁”信息及相关节点，同时，模型视图中会显示默认的桥梁 3D 实体模型。 

用户只需顺序修改工作树中桥梁信息节点中的参数值即可完成桥梁信息的输入。 

要点 1：用户可在路线上创建一座或多座桥梁，不同桥梁，工作树中会分别生成不同的树节点进行

管理。 

 

要点 2：创建多座桥梁时，需注意桥梁的起始桩号，避免桥梁的重叠。 

要点 3：创建桥梁时，用户需一次性输入桥梁“跨径信息”及“桥幅形式”，生成桥梁树节点后，程序

将不支持再修改桥梁的“跨径信息”及“桥幅形式”，如果需调整此信息，需删除桥梁后重新创

建。用户如果需要重新创建桥梁，可导出目前构件信息，重新建好路线、桥梁后，再导入构

建信息，以缩短建模时间。 

要点 4：程序中规定的桥梁起终点，指的是桥梁首尾端桥台的尾部桩号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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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 5：桥梁信息节点下的“计算信息”，为此桥梁中所有箱梁构件的共用计算信息，同一座桥梁下

的不同构件，此类信息参数不能分别设置，程序规定了部分可分别设置的计算信息，放在每

个构件节点下的“计算信息”中。 

要点 6：桥梁信息中的“支座信息”，目前版本只能设置“支承高度”参数值，此值为每个桥墩位置道

路设计线位置的支承总高度值，具体每个支座位置处的支承高度值，程序会根据桥梁横坡及

纵坡自动计算得出。 

1.2.1  基本信息 

用户可以通过此对话框在定义好的路线上创建一座或多座桥梁，创建桥梁后，工作面

板上目录树中创建出相应桥梁节点。 

用户可以通过此对话框定义桥梁在路线中的位置、桥幅形式及其联跨信息等。 

 

图 1.2.1-1 桥梁基本信息 

要点 1：输入起点桩号或中心桩号时，有桥台的桥梁，桥梁全长为起终点桥台耳墙或侧墙尾端间的

距离。 

要点 2：程序目前支持“等高等宽连续箱梁”、“变高等宽连续箱梁”。 

要点 3：上部结构类型支持“预应力混凝土”及“普通钢筋混凝土”，用户可选择。（只有“满堂一次

浇筑等宽变高连续箱梁”支持“普通钢筋混凝土”。） 

要点 4：上部结构施工方法，“等宽等高连续箱梁”支持“满堂浇筑”和“分段浇筑”；“等宽变高连续

箱梁”支持“悬臂浇筑”和“满堂浇筑”。 

要点 5：“分段浇筑等宽等高连续箱梁”和“等宽变高连续箱梁”只支持正交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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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墩台信息 

用户可以通过墩台信息界面选择墩台类型及其具体形式。 

程序支持柱式桥台和肋板桥台两种类型。其中，柱式桥台支持桩柱式桥台、桩接盖梁

桥台、扩基柱式桥台 3 种形式；肋板桥台支持实体承台肋板桥台、框架承台肋板桥台、扩

基肋板桥台 3 种形式。 

桥墩主要是柱式墩类型，支持桩柱式桥墩、桩接盖梁桥墩、实体式承台柱式桥墩、框

架式承台柱式桥墩、扩基柱式桥墩、桩柱式桥墩（无盖梁）、实体式承台柱式桥墩（无盖

梁）、框架式承台柱式桥墩（无盖梁）、扩基柱式桥墩（无盖梁）9 种形式。 

 

图 1.2.2-1 墩台信息 

要点 1：墩台号，程序根据桥梁跨径自动生成。 

要点 2：墩台偏角，用户不能修改，程序根据桥梁布孔线偏角自动逻辑显示。 

要点 3：桥台长度，指的是桥台位置跨径线与桥台尾端（包括耳墙）的距离。 

 

1.2.3  桥面布置 

桥面信息分为两部分，基本信息及附属信息。 

基本信息：用户可以定义桥面横向布置信息，以便程序计算二期荷载和绘制桥型布置

图采用； 

附属信息：用户可以定义桥面横向布置中的单位荷载值，以便为程序计算二期荷载的

取值依据。 

要点 1：桥面信息符号意义为：W1：人行栏杆宽度。W2：人行道宽度。W3：非机动车道宽度。W4：

外侧护栏宽度。W5：内侧护栏宽度。 

要点 2：界面内不需输入机动车道宽度及其他布置尺寸，均为程序自动计算，机动车道宽度=【桥面

宽度】-（W1+W2+…+W5），护栏与道路设计线的距离程序根据【桥面宽度】和【左翼板端

到道路设计线距离】自动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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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计算信息 

用户可以定义整个桥梁所有构件的公用计算信息参数。 

 

图 1.2.4-1  计算信息 

要点 1：人群加载方式分两种，其中“人行道加载”表示只在人行道范围内布置人群荷载，“满人加载”

表示整个桥面范围内布置人群荷载。 

要点 2：“活载信息”前打勾时，程序按“人群加载方式”自动加载人群荷载标准值，人群荷载标准值

自动根据《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JTG D60-2004）规定选取，桥梁计算跨径小于或等于

50m 时，人群荷载标准值为 3.0KN/m2，桥梁计算跨径等于或大于 150m 时，人群荷载标准值

为 2.5KN/m2，桥梁计算跨径在 50m-150m 之间时，可内插得到人群荷载标准值。 

1.2.5  支座系统 

可以定义全桥支承总高度及支座、垫石、调平块等信息。 

1.2.6  附属信息 

用户可以通过此对话框定义护栏、桥面铺装、伸缩缝、搭板、锥坡等桥型布置图信息。 

护栏：支持防撞护栏和波形护栏两种形式。 

锥坡附属构造支持流水踏步、急流槽等形式，锥坡防护支持基础、挡墙等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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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变高等宽连续箱梁 

Smart BDS 支持悬臂浇筑变高连续箱梁和满堂浇筑变高连续箱梁建模、预处理、导入

midas Civil、出图功能。 

此章用来描述变高连续箱梁主要支持功能、程序流程以及操作要点。 

2.1  功能介绍 

变高连续箱梁主要支持以下功能： 

① 模型建立与出图形式 

支持直桥、弯桥模型建立。弯桥提供两种绘制方式：直线绘制和实际曲线绘制。 

② 跨数与跨长 

支持桥梁任意跨数的模型建立。 

支持桥梁任意跨长的模型建立。 

③ 箱室截面形式 

悬臂浇筑连续箱梁支持箱梁单箱一室、单箱两室。 

满堂浇筑连续箱梁支持箱梁单箱一室~单箱十室。 

④ 腹板 

支持箱梁圆弧倒角； 

支持腹板多次加宽； 

⑤ 0 号块（或中横梁）箱室个数与倒角 

0 号块（或中横梁）箱室个数支持 0~3 个（即支持实心、单室、两室、三室）。 

0 号块（或中横梁）与顶底板倒角支持二次倒角。 

⑥ 左右悬臂长度 

支持左右侧悬臂长度不同。 

⑦ 槽口、与翼板、人孔 

程序支持端横梁、中横梁、跨间横隔梁设置人孔。人孔支持矩形、顶圆弧形、顶

底圆弧形、左右圆弧形、圆形 5 种形式。 

端横梁支持设置检查孔，支持圆形和矩形。 

⑧ 钢束 

程序支持设置纵向钢束（包括腹板钢束、顶板钢束、底板钢束）、横向钢束、竖

向钢束、横梁钢束。 

纵向钢束支持导线输入方式与参数输入方式，以满足用户不同建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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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钢筋 

0 号块（或中横梁）1~3 箱室横梁钢筋支持“箍筋+防裂钢筋”和“钢筋网片”两种形

式。 

  ⑩  快速建模功能 

支持“复制”、“镜像”、“延伸”等钢束编辑功能，快速复用已建好钢束，全桥钢束创

建更加快捷。 

边跨现浇段钢筋与 0 号块钢筋界面上有【同箱梁钢筋参数】按钮，通过此功能加

快钢筋参数输入速度。 

○11  支持设置跨间横隔梁 

○12  支持构件导入导出功能，支持预处理功能，支持一键导入 midas Civil 功能。 

2.2  悬臂浇筑连续箱梁 

本节主要介绍悬臂浇筑连续箱梁建模时的操作要点及注意事项。 

2.2.1  构造信息 

用户只需顺序修改工作树中各构件信息节点中的参数值即可完成构件信息的输入。主

要有基本信息、纵向信息、横断面信息、槽口与翼板、人孔和计算信息。 

2.2.1.1  基本信息 

主要包括理论梁高位置、箱梁顶横坡、布孔线到梁端距离、支承线到梁端距离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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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1-1  基本信息-理论梁高到左翼缘板端部距离示意 

要点 1：超高调平方式：“调箱梁”表示铺装厚度保持不变，调整箱梁角度达到超高要求，“调铺

装”表示箱梁角度保持不变，调整铺装厚度达到超高要求。 

要点 2：梁底水平：梁顶双坡时，梁底恒为水平，用户不需设置此参数；梁顶单坡时，“梁底水平”

表示箱梁横桥向梁高不相等；“梁底不水平”表示箱梁横桥向梁高相等。 

要点 3：理论梁高到左翼缘板端部距离：“理论梁高”指用户输入的标准梁高，此参数表示标准梁

高在横断面上的位置，只能输入正值，如图 2.2.1.1-2 中“bH”。 
 

 

图 2.2.1.1-2  基本信息-理论梁高到左翼缘板端部距离示意 

2.2.1.2  纵向信息 

主要定义与箱梁纵向线形相关的参数，包括梁高及底板曲线变化、腹板加厚、跨间横

隔梁设置、0 号块及端横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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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向信息-基本信息】参数详细意义可参考辅助示意图和界面提示，要点中给出注意

事项。 

 

图 2.2.1.2-1 构造信息-纵向信息-基本信息 

要点 1：梁段长度以表达式形式输入 0～N 号块的长度，其中第一个数值为 0 号块长度一半，后面

数值为其他梁段长度。跨长不相等时，建议以 1/2 最小中跨长和最小边跨长中的较小值为参

考输入。 

要点 2：曲线变化主要有梁高曲线变化和底板顶曲线变化。梁高曲线变化次数即底板底抛物线次数，

用抛物线次数第一个值 cLbb 表示。曲线变化起点 IHBQ 用距墩顶中心线的距离表示，梁高变

化有曲线变化段长度和直线变化段长度（也可以无直线变化段，梁高直线变化起点 IHZ 输入

0 即可）两部分。详细输入请参照辅助示意图及界面提示输入。 

 

图 2.2.1.2-2 构造信息-纵向信息-曲线变化控制点信息 

要点 3：程序支持边支点处和中支点处腹板多次加厚。输入数值时应注意相邻两次加厚起点间的距

离应大于等于第一次加厚过渡段长度。还应该注意各个参数必须同时为一次或多次变化。 



Smart BDS (桥梁建模与绘图信息平台) 

58 

 

 

图 2.2.1.2-3 构造信息-纵向信息-腹板加厚 

【纵向信息-支点信息】参数详细意义可参考辅助示意图和界面提示，要点中给出注意

事项。 

 

图 2.2.1.2-4 构造信息-纵向信息-支点信息 

要点 1：0 号块箱室设置范围是 0~3 个。0 号块是实心时，箱室个数设置为 0，“边肋中心矩”表示 0

号块实体长度；0 号块箱室个数 1~3 时，0 号块实体长度为“边肋中心矩”+“边肋宽度”。 

要点 2：0 号块顶底板及外侧平面支持二次倒角，其倒角高度或宽度分别输入。0 号块箱室顶底及内

侧平面支持一次倒角。 

 

图 2.2.1.2-5 构造信息-纵向信息-0 号块立面、平面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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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 3：当腹板形式为斜腹板时，0 号块平面图中倒角宽度为投影宽度，如图 2.2.1.2-5 平面信息所

示，其中 α 为边腹板倾斜角度，在【横断面信息-基本信息】中输入。 

要点 4：边跨现浇段中，腹板变厚段、顶板变厚段及底板变厚段长度程序程序支持分别设置。 

 

图 2.2.1.2-6 构造信息-纵向信息-端横梁信息 

2.2.1.3  横断面信息 

主要定义箱梁构造的横断面尺寸信息，包括箱室宽度、悬臂长度、厚度及变化段、顶

板倒角变化、腹板形式及圆弧倒角。 

【横断面信息-基本信息】参数详细意义可参考辅助示意图和界面提示，要点中给出注

意事项。 

 

图 2.2.1.3-1 构造信息-横断面信息-基本信息 

要点 1：左悬臂长度指面向桩号增大方向，左侧悬臂长度。程序根据桥面宽度、各箱室宽度及左悬

臂长度自动计算右悬臂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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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 2：腹板厚度发生变化时，顶板倒角变化方式有三种：外侧倒角宽度不变、外侧倒角斜率不变、

外侧倒角高度不变。 

 

图 2.2.1.3-2 构造信息-横断面信息-顶板倒角变化方式 

要点 3：横断面中顶板可以设置倒角，因此顶板厚度也是变化的。用户输入“顶板厚度变化点水平距

离及顶板厚度”定义顶板倒角及厚度。程序支持多次变化，每组水平距离及顶板厚度用逗号

分隔，组间用空格分隔，例如“1,0.35 2,0.28”。 

【横断面信息-支点信息】参数详细意义可参考辅助示意图和界面提示，要点中给出注

意事项。 

要点 1：端横梁和 0 号块中横梁从小桩号侧依次顺序编号，可以选择是否布置横梁骨架。0 号块箱室

个数为 1~3 时，中横梁不布置骨架，自动暗显处理。 

 

图 2.2.1.3-3 构造信息-横断面信息-支点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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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4  槽口与翼板、人孔 

主要定义箱梁构造的伸缩缝槽口、翼板加厚、人孔以及检查孔。 

 

图 2.2.1.4-1 构造信息-槽口与翼板、人孔 

要点 1：端横梁、中横梁和跨间横隔梁可以分别定义人孔形式、位置等。但同种横梁人孔形式默认

相同，只需定义一次。 

要点 2：横向位置上支持多个人孔的设置，在“横向布置位置”选择“自定义”，然后输入“中心到底

板边缘距离”即可。用户选择“箱室中心”时，程序默认在各箱室中心设置人孔。 

要点 3：检查孔横向布置原理同人孔。 

要点 4：翼板是否设置加厚，与“起、终点边跨现浇段-横梁钢筋-翼板加厚钢筋”属性页逻辑显示。 

要点 5：各横梁人孔设置形式与各“横梁钢筋-人孔钢筋”属性页参数逻辑亮暗显。 

2.2.1.5  计算信息 

主要定义箱梁单元划分、施工阶段信息、施工荷载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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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5-1  构造信息-计算信息 

要点 1：导入 Civil 模型中的单元划分、施工阶段信息、挂篮荷载信息等在此设置。 

2.2.2  钢束信息 

钢束主要包括纵向钢束、横向钢束和竖向钢束。其中，纵向钢束主要分为腹板钢束、

顶板钢束和底板钢束，程序对纵向钢束输入提供 2 种方式：导线方式和参数方式。 

 

图 2.2.2-1  钢束信息-基本信息 

导线方式支持从.dwg 文件中导入钢束线形，方便用户从已有 CAD 图纸中导入钢束，

具体操作见 2.2.2.1 腹板钢束要点 5。 

为了方便用户快速建模，程序对纵向钢束支持“钢束编辑”功能，对于导线方式，腹板

钢束、顶板钢束及底板钢束其钢束编辑功能相同，主要有“复制”、“镜像”、“延伸”；对于

参数方式，钢束编辑主要有“复制”、“延伸”，且“复制”功能与钢束类别有关，具体见以下

要点中说明。 

2.2.2.1  腹板钢束 

1.导线方式输入钢束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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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2.1-1 腹板钢束-导线方式 

要点 1：组编号和出图编号的区别与联系：组编号表示竖弯相同的钢筋变量组，仅需要输入第一根

钢束的竖弯几何参数。在竖弯相同的同一组钢束中，各个钢束平弯可能不同，出图编号用来

区分这种不同，图纸中实际绘制中以出图编号显示。同一组编号钢束平弯也相同时，出图编

号可以和组编号一样。 

要点 2：“特征值类型名称”下拉框中提供常用钢束索引名称，用户也可以自定义添加钢束，具体操

作同 2.6.6.1 节中操作。 

要点 3：腹板钢束横向布置；各个腹板的输入必须用括号分隔，必须给出括号；一个括号内的数值

表示一个腹板内钢束的布置；一个腹板内钢束输入的数值均表示到腹板中心线的距离，中心

线左边为负数，右边为正数，以“（）”、“*” 及“，”号连接，例如“（-0.2，0，0.2）+2*（-0.1，

0，-0.1）+（-0.2，0，0.2）”；“*”表示相邻几个腹板布置相同，横向位置均表示钢束未平弯

时的位置。 

要点 4：钢束无平弯时，平弯表格信息仍应该输入。否则，预处理时数检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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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2.1-2  腹板钢束横向布置示意 

要点 5：钢束坐标 X、Y、Z、R 值及参考线的定义参照界面提示及辅助示意图。注意竖弯与平弯中

的起终点 X 坐标值应一致。 

要点 6：【导入】指从.dwg 文件中导入钢束线形，操作步骤如下： 

准备工作：钢束输入对话框内输入钢束基本信息；绘制.dwg 格式钢束形状 cad 文件；点击【导入】

按钮（以竖弯为例说明）。 

第 1 步：点击【导入 cad 文件】，输入文件路径，对话框“钢束显示”窗口中会显示绘制好的钢束线

形，同时修改好“绘图比例”（例如绘制单位为 m 时，绘制比例设置为“1:1”）。 

第 2 步：输入钢束插入点,钢束原点为箱梁端部竖向构造线与底板构造线交点（注意：鼠标光标需放

置在插入点输入框内）。 

第 3 步：选中“钢束显示”窗口中拟导入的钢束线形。 

第 4 步：点击【导入到 X 号钢束组】，钢束状态由叉号变为对勾时，表示导入成功，点击【确定】

按钮，钢束输入对话框中竖弯表格中即显示钢束导线点参数，导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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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2.1-3  腹板钢束-导线方式-导入功能 

平弯线形导入时，方法和竖弯线形相同，只是要注意插入点原点为竖弯线形无平弯时的梁端钢束端

点。 

要点 7：【钢束编辑】功能有复制、镜像、延伸，极大方便用户建模。 

复制：输入从参考钢束位置复制的 x 方向及 z 方向的距离，x 大桩号方向为正值，小桩号方向为负

值；z 为向上为正，向下为负。复制后 x 值增加 Dx，z 值增加或减少 Dz，除与 z 值正负规定

有关外，还与参考线位置有关。复制功能会生成新钢束，新钢束名称在参考钢束后加“复件”

二字，如下图中“F11 复件”。 

 

图 2.2.2.1-4  腹板钢束-导线方式-复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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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像：输入参考钢束镜像轴 x 坐标值，坐标零点为起点梁端，X 正方向指向桩号增大方向。镜像后

的钢束 x 值相应变化。跨之间的钢束用镜像功能使得建模更快捷。镜像功能会生成新钢束，

新钢束名称在参考钢束后加“复件”二字。 

 

图 2.2.2.1-5  导线方式-钢束编辑-镜像功能 

延伸：输入参考钢束左端及右端延伸的长度值。延伸功能不生成复件，直接在参考钢束上延伸长度。 

 

图 2.2.2.1-6  导线方式-钢束编辑-延伸功能 



Smart BDS (桥梁建模与绘图信息平台) 

67 

 

2.参数方式输入钢束信息： 

 

图 2.2.2.1-7  腹板钢束-参数方式-竖弯 

 

图 2.2.2.1-8  腹板钢束-参数方式-平弯 

要点 1：竖弯参数意义参考界面提示，参照下图输入即可。腹板钢束竖弯参数以起点位置锚固面、

主墩中心线、终点位置锚固面为纵向长度参考线。以箱梁顶板上缘线为竖向高度参考线。 

 

图 2.2.2.1-9  腹板钢束-参数方式-腹板钢束竖弯信息 

要点 2：平弯参数意义参考界面提示，参照下图输入即可。注意参数正负号的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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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2.1-10  腹板钢束-参数方式-腹板钢束平弯信息 

要点 3：“钢束编辑”功能有复制和延伸。“复制到”下拉框选项为各个中支点，方便用户将相同参数

钢束复制到其余跨中，复制后，钢束“通过跨号”自动匹配所选支点号。桥梁起点开始，端支

点和中支点顺序依次编号。“延伸”功能主要针对 L2 值，参考钢束起终点对称时，延伸的右

端数值无效；参考钢束起终点不对称时，延伸左端、右端值均有效。 

 

图 2.2.2.1-11  腹板钢束-参数方式-钢束编辑-复制功能 

2.2.2.2  顶板钢束 

1.导线方式输入钢束信息： 

除以下要点说明外，其余参数均同 2.2.2.1 腹板钢束意义。 

要点 1：顶板钢束横向布置位置；面向桩号增大方向，第一根钢束布置表示距箱梁左翼板边缘距离，

其他钢束位置表示与其左侧钢束的相对位置，采用连续描述，以“+”、“*”号连接，例如

“1.5+0.3+0.3+0.3”，横向位置均表示钢束未平弯时的位置。 

 

图 2.2.2.2-1  顶板钢束横向布置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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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数方式输入钢束信息： 

 

图 2.2.2.2-2  顶板钢束-参数方式-竖弯 

要点 1：“钢束位置”下拉框有中支点、中跨和边跨，用户根据顶板钢束实际情况选择，竖弯参数表

格跟随逻辑显示；“中支点”、“中跨”钢束竖弯参数相同；注意：选择中支点时，“通过跨号”

应该为“A-B”形式；选择中跨或边跨时，“通过跨号”输入跨号即可。 

要点 2：“钢束横向布置”同顶板钢束导线方式。 

要点 3：竖弯参数意义参考界面提示，参照下图输入即可。“钢束位置”为中支点时，参考线为主墩

中心线；“钢束位置”为中跨时，参考线为合拢段中心线。 

 

图 2.2.2.2-3  顶板钢束-参数方式-钢束竖弯参数输入示意-中支点、中跨 

 

图 2.2.2.2-4  顶板钢束-参数方式-钢束竖弯参数输入示意-边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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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 4：钢束复制功能：中支点钢束选择复制到 n 号中支点；边跨和中跨钢束选择复制到第 n 跨。

参考钢束与所选复制到钢束类型不一致时，点击“确定”，会有相应错误提示。 

 

图 2.2.2.2-5  顶板钢束-参数方式-钢束编辑-复制功能 

要点 5：顶板钢束平弯参数意义同 2.2.2.1 腹板钢束-参数形式-平弯参数。 

2.2.2.3  底板钢束 

1.导线方式输入钢束信息： 

除以下要点说明外，其余参数均同 2.2.2.1 腹板钢束意义。 

要点 1：底板钢束横向布置位置；面向桩号增大方向，第一根钢束布置表示距箱梁左侧腹板底缘距

离，其他钢束位置表示与其左侧钢束的相对位置，采用连续描述，以“+”、“*”号连接。 

 

图 2.2.2.3-1  底板钢束横向布置示意 

2.参数方式输入钢束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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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2.3-2  底板钢束-参数方式-竖弯 

要点 1：“钢束位置”下拉框有边跨和中跨。钢束竖弯表格根据选择逻辑显示。输入边跨钢束时，“起

终点对称”暗显；输入中跨钢束时，“起终点对称”亮显。 

要点 2：“钢束横向布置”同底板钢束导线方式。 

要点 3：竖弯参数意义参考界面提示，参照下图输入即可。 

 

图 2.2.2.3-3  底板钢束-参数方式-钢束竖弯参数输入示意-中跨 

       

图 2.2.2.3-4  底板钢束-参数方式-钢束竖弯参数输入示意-边跨 

要点 4：钢束复制到下拉框为第 n 跨，根据实际情况输入即可。 

要点 5：底板钢束平弯参数意义同 2.2.2.1 腹板钢束-参数形式-平弯参数。 

2.2.2.4  横向钢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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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2.4-1  横向钢束 

要点 1：标准钢束：表示箱梁顶板内通常意义的横向钢束，梁端钢束：表示在梁段翼板加厚时，加

厚区单独设置的横向钢束。 

要点 2：钢束纵向布置输入沿道路设计线的顺桥向布置，采用连续描述方式。注意钢束到实际施工

缝的距离。 

 

图 2.2.2.4-2  横向钢束-纵向布置 

要点 3：横向钢束竖弯参数按下图示意输入即可。箱梁顶有横坡时，z 值表示钢束点距离箱梁顶的竖

向距离。 

 

图 2.2.2.4-3  横向钢束-竖弯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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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5  竖向钢束 

 

图 2.2.2.5-1  竖向钢束 

要点 1：竖向钢束位置采用横向布置描述与纵向布置描述。横向布置主要指在横断面腹板中的布置

（与纵向钢束布置原则相同），纵向布置主要指在沿道路设计线的顺桥向上布置。按下图示

意输入即可。 

 

图 2.2.2.5-2  竖向钢束-纵向布置 

 

图 2.2.2.5-3  竖向钢束-横向布置 

2.2.3  箱梁钢筋 

箱梁普通梁段钢筋及合拢段钢筋，均在“箱梁钢筋”节点设置。 

【纵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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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按图 2.2.3-1 输入即可。 

 

 

图 2.2.3-1  箱梁钢筋-纵筋示意图 

 

【横筋与箍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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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按图 2.2.3-2 输入即可。 

 

图 2.2.3-2  箱梁钢筋-横筋与箍筋示意图 

要点 1：底板架立筋可以在 1~N 号梁段选择设置。 

要点 2：底板和腹板圆弧倒角时，箍筋及其圆弧范围内纵筋可以选择是否随圆弧倒角变化。 

【倒角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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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按图 2.2.3-4 输入即可。 

 

图 2.2.3-3  箱梁钢筋-倒角筋 

 

图 2.2.3-4  箱梁钢筋-倒角筋示意图 

要点 1：【横断面信息-基本信息】中设置悬臂变化段时，“翼板和腹板倒角横筋”参数亮显；否则暗

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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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 2：【横断面信息-基本信息】中设置翼板与腹板圆弧倒角时，“翼板和腹板圆弧倒角横筋”参数

亮显；否则暗显。圆弧倒角处，倒角筋支持直线型和圆弧型布置两种方式。 

要点 3：倒角筋锚固长度值，用户可自定义，也可以程序自动计算：自动计算时，按与其它横筋或

纵筋相交后的实际长度布置。 

【勾筋】： 

 

参数按图 2.2.3-5 输入即可。 

 

图 2.2.3-5  箱梁钢筋-勾筋示意图 

2.2.4  边跨现浇段 

边跨现浇段含起点边跨现浇段和终点边跨现浇段，本节一起进行描述。 

2.2.4.1  横梁骨架 

参数意义可参照界面提示，按图 2.2.4.1-2 输入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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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4.1-1  边跨现浇段-横梁骨架 

 

 

图 2.2.4.1-2  边跨现浇段-横梁骨架示意图 

要点 1：在【横断面信息-支点信息】中选择是否设置起终点边跨现浇段横梁骨架。 

要点 2：骨架纵向布置：横梁钢束纵向布置位置。第一根钢束布置表示距小桩号侧横梁边缘距离，

其他钢束位置表示与其小桩号侧钢束的相对位置，采用连续描述，以“+”、“*”连接，例如

“0.3+2*0.5”。如图 2.2.4.1-3 所示。 

要点 3：共同受力主筋配置：程序支持顶板配置受力主筋、底板配置受力主筋、顶底板共同配置受

力主筋 3 种情况。如图 2.2.4.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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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4.1-3  边跨现浇段-横梁骨架纵向布置 

要点 4：骨架斜筋连接：用户输入需要连接的斜筋序号，数值间用“，”连接；序号为所有斜筋（不

含短斜筋）从左往右由 1 开始编号；左侧斜筋必须和右侧斜筋相连，不能左侧斜筋和左侧斜

筋相连，右侧斜筋和右侧斜筋相连；所有连接不能存在交叉情况，程序自动判断连接位置，

自动生成连续弯起筋。 

2.2.4.2  边跨现浇段钢筋 

边跨现浇段钢筋主要有纵筋、横筋与箍筋、倒角筋、勾筋、检查孔钢筋，前四项参数

与箱梁钢筋基本类似，此处略。 

用户点击界面按钮“同箱梁钢筋参数”，钢筋参数被赋予与箱梁钢筋参数同样的值，加

快建模速度。本节主要列出不同项。 

【纵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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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按图 2.2.4.2-1 输入即可。 

 

图 2.2.4.2-1  边跨现浇段钢筋-纵筋直线绘制示意图 

 

图 2.2.4.2-2  边跨现浇段钢筋-纵筋弯折绘制示意图 

要点 1：顶板底层纵筋、底板顶层纵筋、腹板内侧防裂纵筋均有两种绘制方式：直线绘制和折线绘

制。选择直线绘制时，锚固长度指到横梁内侧的距离；选择折线绘制时，纵筋在倒角方向弯

折，并顺着延长锚固长度，此时不再绘制倒角筋。 

【横筋与箍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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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按图 2.2.4.2-3 输入即可。 

 

图 2.2.4.2-3  边跨现浇段钢筋-横筋与箍筋 

【倒角筋】：与 2.2.3【箱梁钢筋-倒角筋】相比较，增加了顶、底板与横梁倒角纵筋、

腹板与横梁倒角纵筋、腹板与横梁倒角竖筋，可参照图 2.2.4.2-1 输入。其余参数参照图

2.2.3-4 输入。 

 

图 2.2.4.2-4  边跨现浇段钢筋-倒角筋 

【勾筋】：同 2.2.3【箱梁钢筋-勾筋】。 

【检查孔钢筋】：在【槽口与翼板、人孔】设置检查孔形式，检查孔钢筋根据辅助示

意图输入即可。 

2.2.4.3  横梁钢筋 

横梁钢筋包括横筋、箍筋与防裂筋、勾筋与支座网片、翼板加厚钢筋、人孔钢筋。 

端横梁支持设置骨架与否。 

不设置骨架时，界面中横筋参数亮显，可输入横筋数据，如图 2.2.4.3-1 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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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骨架时，界面中横筋参数暗显，不需输入，如图 2.2.4.3-2 示意。 

其余参数按照示意图及界面提示输入即可，此处略。 

 

图 2.2.4.3-1  边跨现浇段横梁钢筋（不设置骨架） 

 

图 2.2.4.3-2  边跨现浇段横梁钢筋（设置骨架） 

 

【横筋、箍筋与防裂筋】：参数按照 2.2.4.3-3 和图 2.2.4.3-4 输入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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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4.3-3  边跨横梁钢筋-立面示意图 

 

 

图 2.2.4.3-4  边跨现浇段横梁钢筋-横筋纵向布置示意图 

要点 1：程序支持顶、底板横筋设置加强筋。用户可以指定与加强筋的距离，也可以选择竖向并置，

见图 2.2.4.3-4 示意。 

要点 2：顶、底板横筋共用参数“纵向布置”，布置原理同横梁骨架纵向布置，见 2.2.4.1 要点 2。 

要点 3：主筋编号：顶底横筋或骨架，按由小桩号到大桩号顺序从 1 开始自然编号。设置多肢箍筋

时，输入箍筋起终点所箍主筋编号即可。 

要点 4：每个支座左右侧可以设置箍筋是否加密。根据辅助示意图及界面提示输入加密间距及个数

即可。 

【勾筋与支座网片】：勾筋参数按照界面提示及辅助示意图输入即可。支座网片参数

按照 2.2.4.3-5 输入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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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4.3-5  边跨现浇段横梁钢筋-支座网片示意图 

【翼板加厚钢筋】、【人孔钢筋】：界面根据【槽口与翼板、人孔】中设置情况逻辑

显示。参数根据设置形式逻辑亮暗显。按照界面提示及辅助示意图输入即可。 

2.2.5   0 号块 

程序支持 0 号块箱室个数为 0~3 个，在【纵向信息-支点信息】中设置。 

0 号块为实体时，即 0 个箱室，程序支持设置横梁骨架，在【横断面信息-支点信息】

中设置。工作树中钢筋节点有：横梁骨架、0 号块钢筋、横梁钢筋。其中，横梁骨架根据

设置与否逻辑显示，横梁钢筋界面中参数根据是否设置骨架逻辑亮暗显显示。具体见2.2.5.1

中详细描述。横梁参数同边跨现浇段横梁骨架，见 2.2.4.1 节。 

0 号块 1~3 个箱室时，程序不支持设置横梁骨架，在【横断面信息-支点信息】中自动

暗显。工作树中钢筋节点有：0 号块钢筋、横梁钢筋。其中，横梁钢筋支持两种布置方式：

“标准箍筋+防裂钢筋”和“钢筋网片”形式。具体见 2.2.5.2 中详细描述。 

共同节点“0 号块钢筋”具体见 2.2.5.3 中详细描述。 

2.2.5.1  横梁钢筋（0箱室） 

0 号块横梁骨架同边跨现浇段-横梁骨架，见 2.2.4.1，此处略。0 箱室横梁钢筋由横筋、

箍筋与防裂筋、勾筋与支座网片、人孔钢筋组成。设置横梁时，顶底层横筋参数暗显；不

设置横梁时，顶底层横筋参数亮显。如图 2.2.5.1-1 和图 2.2.5.1-2 所示。 

箍筋、防裂筋、勾筋与支座网片、人孔钢筋与边跨现浇段-横梁钢筋意义相同，详见

2.2.4.3。顶底层横筋参数可参照界面提示、辅助示意图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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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5.1-1  0 号块-横梁钢筋（0 箱室、设置骨架） 

 

图 2.2.5.1-2  0 号块-横梁钢筋（0 箱室、不设置骨架） 

2.2.5.2  横梁钢筋（1~3箱室） 

程序支持两种横梁钢筋布置方式：标准箍筋+防裂钢筋、钢筋网片形式，参数如图

2.2.5.2-1 和图 2.2.5.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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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5.2-1  0 号块-横梁钢筋（1~3 箱室、箍筋+防裂筋） 

 

图 2.2.5.2-2  0 号块-横梁钢筋（1~3 箱室、钢筋网片） 

要点 1：0 号块 1 箱室时，中肋参数暗显，不需输入。 

要点 2：横梁钢筋选择“钢筋网片”形式时，按下图 2.2.5.1-3 和图 2.2.5.1-4 输入即可。 

要点 3：勾筋与支座网片、人孔钢筋参照边跨现浇段-横梁钢筋输入，见 2.2.4.3，此处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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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5.2-3  0 号块-横梁钢筋钢筋网片立面示意图 

 

图 2.2.5.2-4  0 号块-横梁钢筋钢筋网片纵向示意图 

2.2.5.3  0号块钢筋 

0 钢筋主要包括纵筋、横筋与箍筋、倒角筋、勾筋。 

用户点击界面按钮“同箱梁钢筋参数”，钢筋参数被赋予与箱梁钢筋参数同样的值，加

快建模速度。本节主要列出不同项。 

【纵筋】：顶板底层纵筋、底板顶层纵筋、内腔腹板防裂纵筋，程序均提供四种布置

方式：断开直线布置、断开折线布置、直线通长布置、弯折通长布置，如图 2.2.5.3-1~图

2.2.5.3-3 示意。 

其余参数请参考界面提示和辅助示意图输入即可，此处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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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5.3-1  0 号块钢筋-顶板底层、底板顶层纵筋断开布置 

 

图 2.2.5.3-2  0 号块钢筋-顶板底层、底板顶层纵筋直线通长布置 

 

图 2.2.5.3-3  0 号块钢筋-顶板底层、底板顶层纵筋弯折通长布置 

要点 1：纵筋断开布置时，用户自定义锚固长度。直线断开时，锚固长度从倒角点按直线开始计算；

弯折断开时，锚固长度从倒角点按弯折方向计算。如图 2.2.5.3-1 所示。 

【横筋与箍筋】：除框中参数外，其余均同 2.2.3【箱梁钢筋-横筋与箍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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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5.3-4  0 号块钢筋-横筋与箍筋 

要点 1：用户可以根据实际工程选择是否设置横梁顶、底横筋。如下图所示。 

 

图 2.2.5.3-5  0 号块钢筋-横筋与箍筋-不设置横梁顶底横筋示意 

【倒角筋】：参数意义同边跨现浇段钢筋-倒角筋，详见 2.2.4.2。 

【勾筋】：参数意义同边箱梁钢筋-勾筋，详见 2.2.3。 

2.2.6  跨间横隔梁钢筋 

在【纵向信息-基本信息】中选择是否设置跨间横隔梁。每跨均支持设置多个横隔梁、

且支持宽度不同。 

钢筋主要包括横向钢筋、箍筋及倒角筋、人孔钢筋。参照界面提示及辅助示意图输入

即可。 



Smart BDS (桥梁建模与绘图信息平台) 

90 

 

 

要点 1：“顶层横向钢筋-距梁顶距离”、“底层横向钢筋-距梁底距离”，是指竖向距离。 

要点 2：防裂钢筋由底层横筋处开始向上，布置到不超过顶层横筋止。 

要点 3：倒角区横向筋、纵向筋、竖向筋“直径”设置一次即可。 

2.2.7  绘图参数 

【主菜单-施工图】中可以设置绘图参数。包括桥梁、连续箱梁和桥墩、桥台。 

1．桥梁：主要包含出图控制、桥型布置图和桥面高程控制表。 

 

图 2.2.7-1  绘图参数-桥梁-出图控制 

桥型布置图主要包含绘图比例、是否绘制搭板、锥坡、相交道路、相交河流、钻孔参

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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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7-2  绘图参数-桥梁-桥型布置图 

 

图 2.2.7-3  绘图参数-桥梁-桥面高程控制表 

2．连续箱梁：主要包括出图控制、所有图纸的绘制方式、绘制比例等。 

【出图控制】：控制每张图纸是否出图，方便用户调整模型参数，加快出图速度。 

 

图 2.2.7-4  绘图参数-连续箱梁-出图控制 

【构造】：支持直线和实际曲线绘制。设置绘图比例。 

【纵束】、【横束】、【竖束】：支持直线和实际曲线绘制。设置绘图比例、各钢束

参考线、钢束直线或曲线绘制方式、钢束编号等。 



Smart BDS (桥梁建模与绘图信息平台) 

92 

 

 

图 2.2.7-5  绘图参数-连续箱梁-纵束 

要点 1：钢束曲线绘制时，在钢束大样上直接标注几何要素；折线绘制时，钢束大样可以直接标注

几何要素，也可以绘制几何要素表。 

要点 2：腹板、顶底板钢束绘制参考线有箱梁顶缘线、箱梁底缘线。立面图中腹板钢束与顶底板钢

束可以分开绘制、合并绘制。 

【钢筋】：支持直线和实际曲线绘制。设置绘图比例。0 号块钢筋支持 0 号块单独出

图、0 号块和 1 号块共同出图。 

 

图 2.2.7-6  绘图参数-连续箱梁-0 号块钢筋 

3．桥墩、桥台：设置每个墩台所含每张图纸的绘图比例。 

要点 1：在“桥梁”级别下：点击“绘图参数-桥梁”，直接弹出桥型布置图绘图参数对话框；点击“绘

图参数-连续箱梁”或“绘图参数-桥墩/桥台”，需要选择所编辑的构件。 

要点 2：在“第 n 联“级别下，点击“绘图参数-连续箱梁” 直接弹出桥梁对话框；可以编辑桥型布置

图等绘图参数，不能编辑下部结构绘图参数。同理，适用于“绘图参数-桥墩/桥台”。 

2.3  满堂浇筑连续箱梁 

满堂浇筑和悬臂浇筑变高连续箱梁建模流程相同，操作类似。本节主要介绍满堂浇筑

建模时与 2.2 节悬臂浇筑连续箱梁差异点。用户可参照 2.2 节悬臂浇筑要点，也可参照满

堂浇筑界面提示和辅助示意图输入参数建模。 

2.3.1  构造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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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只需顺序修改工作树中各构件信息节点中的参数值即可完成构件信息的输入。主

要有基本信息、纵向信息、横断面信息和槽口与翼板、人孔。 

2.3.1.1  基本信息 

构造-基本信息同悬臂浇筑变高连续箱梁，见 2.2.1.1。 

2.3.1.2  纵向信息 
 

主要定义与箱梁纵向线形相关的参数，包括梁高及底板曲线变化、腹板加厚、跨间横

隔梁设置、中横梁及端横梁。 

 

图 2.3.1.2-1  构造信息-纵向信息-基本信息 

 

图 2.3.1.2-2  构造信息-纵向信息-支点信息 

要点 1：与悬臂浇筑相比，满堂浇筑不需设置梁段长度、边跨合拢段长度。如图 2.3.1.2-1~图 2.3.1.2-2

界面所示，其余参数与悬浇箱梁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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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 2：曲线变化控制点参数含义同悬臂浇筑。输入时应注意：梁高曲线变化段起点、梁高直线变

化段起点及底板直线变化段起点，均用到中横梁墩顶的距离来定义输入。一般曲线变化段起

点值大于直线变化段起点值。如图 2.3.1.2-3 所示。底板曲线变化段起点，与梁高曲线变化段

起点共用参数。 

要点 3：梁高、底板曲线变化长度在参数“梁高曲线变化段长度“下分别设置，输入一个数值时，代

表长度相等。从曲线变化段起点向中横梁墩顶方向变化。如图 2.3.1.2-3 所示。 

 

图 2.3.1.2-3  构造信息-纵向信息-曲线变化控制点信息示意 

 

图 2.3.1.2-4  构造信息-纵向信息-端横梁信息示意 

2.3.1.3  横断面信息 

主要定义箱梁构造的横断面尺寸信息，包括箱室宽度、悬臂长度、厚度及变化段、顶

板倒角变化、腹板形式及圆弧倒角。除以下说明外，均同悬臂浇筑变高连续箱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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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1.3-1  构造信息-横断面信息 

要点 1：满堂浇筑变高连续箱梁支持端横梁和中横梁设置钢束，在横断面信息-支点信息中设置。工

作树中横梁钢束节点逻辑显示。 

2.3.1.4  槽口与翼板、人孔 

槽口与翼板、人孔同悬臂浇筑变高连续箱梁，见 2.2.1.4。 

2.3.1.5  计算信息 

满堂浇筑变高连续箱梁导入 Civil 程序需要的单元划分、施工阶段信息等在此界面设

置。 

 

图 2.3.1.5-1  构造信息-计算信息 

2.3.2  钢束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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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束信息同悬臂浇筑变高连续箱梁，见 2.2.2。 

2.3.3  箱梁钢筋 

箱梁钢筋主要包含：纵筋、横筋与箍筋、倒角筋、勾筋和检查孔钢筋。 

【纵筋】： 

 

顶板底层纵筋、底板顶层纵筋、内腔腹板防裂纵筋，程序均提供四种布置方式：按跨

直线布置、按跨折线布置、按联直线布置、按联折线布置见图 2.3.3-1~图 2.3.3-2 示意。 

其他参数按照辅助示意图及界面提示信息输入即可，此处略。 

 

图 2.3.3-1  箱梁钢筋-纵筋断面及平面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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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3-2  箱梁钢筋-纵筋立面示意 

【横筋与箍筋】： 

 

参数按照图 2.3.3-3 输入即可。 

   

图 2.3.3-3  箱梁钢筋-横筋与箍筋示意 

【倒角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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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按照图 2.3.3-4 输入，部分参数见图 2.3.3-1 和图 2.3.3-2。 

 

图 2.3.3-4  箱梁钢筋-横筋与箍筋示意 

【勾筋】：同悬臂浇筑箱梁钢筋，详见 2.2.3 节。 

【检查孔钢筋】：在【槽口与翼板、人孔】设置检查孔形式，检查孔钢筋根据辅助示

意图输入即可。 

2.3.4  端横梁 

端横梁构造信息在【纵向信息-支点信息】中设置，支持横梁钢束、横梁骨架，在【横

断面信息-支点信息】中设置。 

2.3.4.1  横梁钢束 

参数按照图 2.3.4.1-1 界面提示输入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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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4.1-1  端横梁-横梁钢束 

要点 1：横梁钢束纵向布置：第一根钢束表示距小桩号侧横梁边缘距离，其他钢束表示其小桩号侧

钢束的相对距离，采用连续描述，以“+”、“*”连接。例如“0.3+2*0.5”。 

要点 2：横梁钢束支持从.dwg 文件中导入钢束线形，具体操作见 2.2.2.1 节要点 5。 

要点 3：坐标原点为左翼板外缘竖直线与参考线的交点。x 正方向指向箱梁右侧。参考线为梁顶和梁

底。z 值指相对于参考线的距离，始终输入正值。 

2.3.4.2  横梁骨架 

参数意义可参照界面提示，按图 2.3.4.2-1 输入即可。 

 

图 2.3.4.2-1  端横梁-横梁骨架示意图 

要点 1：在【横断面信息-支点信息】中选择是否设置起终点端横梁-横梁骨架。 

要点 2：骨架纵向布置：横梁钢束纵向布置位置。第一根钢束布置表示距小桩号侧横梁边缘距离，

其他钢束位置表示与其小桩号侧钢束的相对位置，采用连续描述，以“+”、“*”连接，例如

“0.3+2*0.5”。如图 2.3.4.2-2 所示。 

要点 3：共同受力主筋配置：程序支持顶板配置受力主筋、底板配置受力主筋、顶底板共同配置受

力主筋 3 种情况。如图 2.3.4.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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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4.2-2  端横梁-横梁骨架纵向布置 

要点 4：骨架斜筋连接：用户输入需要连接的斜筋序号，数值间用“，”连接；序号为所有斜筋（不

含短斜筋）从左往右由 1 开始编号；左侧斜筋必须和右侧斜筋相连，不能左侧斜筋和左侧斜

筋相连，右侧斜筋和右侧斜筋相连；所有连接不能存在交叉情况，程序自动判断连接位置，

自动生成连续弯起筋。 

2.3.4.3  横梁钢筋 

横梁钢筋包括横筋、箍筋与防裂筋、勾筋与支座网片、翼板加厚钢筋、人孔钢筋。 

端横梁支持设置骨架与否。 

不设置骨架时，界面中横筋参数亮显，可输入横筋数据，，如图 2.3.4.3-1 示意。 

设置骨架时，界面中横筋参数暗显，不需输入，如图 2.3.4.3-2 示意。 

其余参数按照示意图及界面提示输入即可，此处略。 

 

图 2.3.4.3-1  端横梁-横梁钢筋（不设置骨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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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4.3-2  端横梁-横梁钢筋（设置骨架） 

【横筋、箍筋与防裂筋】：参数按照 2.3.4.3-3 和图 2.3.4.3-4 输入即可。 

 

图 2.3.4.3-3  端横梁-横梁钢筋立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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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4.3-4  端横梁-横梁钢筋-横筋纵向布置示意图 

要点 1：程序支持顶、底板横筋设置加强筋。用户可以指定与加强筋的距离，也可以选择竖向并置，

见图 2.2.4.3-4 示意。 

要点 2：顶、底板横筋共用参数“纵向布置”，布置原理同横梁骨架纵向布置，见 2.2.4.1 要点 2。 

要点 3：主筋编号：顶底横筋或骨架，按由小桩号到大桩号顺序从 1 开始自然编号。设置多肢箍筋

时，输入箍筋起终点所箍主筋编号即可。 

要点 4：每个支座左右侧可以设置箍筋是否加密。根据辅助示意图及界面提示输入加密间距及个数

即可。 

【勾筋与支座网片】：勾筋参数按照界面提示及辅助示意图输入即可。支座网片参数

按照 2.3.4.3-5 输入即可。 

 

图 2.3.4.3-5  端横梁-横梁钢筋-支座网片示意图 

【翼板加厚钢筋】、【人孔钢筋】：界面根据【槽口与翼板、人孔】中设置情况逻辑

显示。参数根据设置形式逻辑亮暗显。按照界面提示及辅助示意图输入即可。 

2.3.5  中横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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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1  横梁钢束 

中横梁 0~3 箱室均支持横梁钢束，在【横断面信息-支点信息】中设置。 

中横梁钢束参数同端横梁钢束，见 2.3.4.1 节。 

2.3.5.2  横梁骨架 

中横梁 0 箱室支持横梁骨架，在【横断面信息-支点信息】中设置。 

中横梁骨架参数同端横梁骨架，见 2.3.4.2 节。 

2.3.5.3  横梁钢筋 

横梁钢筋包括横筋、箍筋与防裂筋、勾筋与支座网片、翼板加厚钢筋、人孔钢筋。 

中横梁 0 箱室时支持设置骨架与否。 

不设置骨架时，界面中横筋参数亮显，可输入横筋数据，如图 2.3.5.3-1 示意。 

设置骨架时，界面中横筋参数暗显，不需输入，如图 2.3.5.3-2 示意。 

其余参数按照示意图及界面提示输入即可，此处略。 

中横梁 1~3 箱室时不支持设置骨架。 

 

图 2.3.5.3-1  端横梁-横梁钢筋（不设置骨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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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5.3-2  中横梁-横梁钢筋（不设置骨架） 

2.3.6  跨间横隔梁钢筋 

跨间横隔梁同悬臂浇筑变高连续箱梁，见 2.2.6。 

2.3.7  绘图参数 

【主菜单-施工图】中可以设置绘图参数。包括桥梁、连续箱梁和桥墩、桥台。 

1．桥梁：主要包含出图控制、桥型布置图、桥面高程控制表。桥型布置图主要包含

绘图比例、是否绘制搭板、锥坡、相交道路、相交河流、钻孔参数等。 

 

图 2.3.7-1  绘图参数-桥型布置图 

2．连续箱梁：主要包括出图控制、所有图纸的绘制方式、绘制比例等。 

【出图控制】：控制每张图纸是否出图，方便用户调整模型参数，加快出图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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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7-2  绘图参数-连续箱梁-出图控制 

【构造】：支持直线和实际曲线绘制。设置绘图比例。 

【纵束】、【横束】、【竖束】、【横梁钢束】：支持直线和实际曲线绘制。设置绘

图比例、各钢束参考线、钢束直线或曲线绘制方式、钢束编号等。 

 

 

图 2.3.7-3  绘图参数-连续箱梁-纵束 

【箱梁钢筋】：支持直线和实际曲线绘制。设置绘图比例。 

【横梁钢筋】、【跨间横隔梁钢筋】：设置绘图比例。 

3．桥墩、桥台：设置每个墩台所含每张图纸的绘图比例。 

要点 1：在“桥梁”级别下：点击“绘图参数-桥梁”，直接弹出桥梁绘图参数对话框；点击“绘图参数-

连续箱梁”或“绘图参数-桥墩/桥台”，需要选择所编辑的构件。 

要点 2：在“第 n 联“级别下，点击“绘图参数-连续箱梁” 直接弹出桥梁对话框；可以编辑桥型布置

图等绘图参数，不能编辑下部结构绘图参数。同理，适用于“绘图参数-桥墩/桥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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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等高等宽连续箱梁 

Smart BDS 支持满堂浇筑预应力混凝土等高连续箱梁、分段浇筑预应力混凝土等高连

续箱梁和普通钢筋混凝土等高连续箱梁建模、预处理、导入 midas Civil、出图功能。 

此章用来描述等高连续箱梁主要支持功能、程序流程以及操作要点。 

3.1  功能介绍 

等高连续箱梁主要支持以下功能： 

① 施工方法 

预应力混凝土等高箱梁支持满堂浇筑和分段浇筑；普通混凝土等高箱梁支持满堂

浇筑。 

② 模型建立 

支持直桥、弯桥桥模型建立。 

③ 跨数与跨长 

支持桥梁任意跨数的模型建立。 

支持桥梁任意跨长的模型建立。 

④ 布孔线偏角 

支持任意斜交角度、直桥。预应力混凝土分段浇筑等高箱梁只支持直桥。 

⑤ 箱室截面形式 

支持箱梁单箱 1 室~单箱 10 室。 

⑥ 腹板及加宽 

支持等宽直边腹板、等宽斜边腹板、变宽斜边腹板； 

支持各跨各腹板分别设置加宽。 

⑦ 底板加厚 

支持各跨起终点底板设置加厚。 

⑧ 左右悬臂长度 

支持左右侧悬臂长度不同。 

⑨ 槽口与翼板 

程序支持起终点位置设置伸缩缝槽口；支持起终点翼板加厚。 

⑩ 钢束 

程序支持设置纵向钢束（包括腹板钢束、顶板钢束、底板钢束）、横梁钢束。 

纵向钢束支持导线输入方式与参数输入方式，以满足用户不同建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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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钢筋 

腹板箍筋支持加密；腹板加宽区箍筋支持双筋并置和四肢箍筋的形式。 

横梁支持设置钢筋骨架。 

○12 支持设置跨间横隔梁 

○13 支持构件导入导出功能，支持预处理功能，支持一键导入 civil 功能。 

3.2  构造信息 

用户只需顺序修改工作树中各构件信息节点中的参数值即可完成构件信息的输入。主

要有基本信息、标准横断面、横梁、槽口与翼板、加宽加厚和计算信息。 

本节主要以预应力混凝土满堂浇筑箱梁为例说明，普通混凝土和预应力分阶段浇筑箱

梁与之不同之处在操作要点中说明。 

3.2.1  基本信息 

主要包括理论梁高位置、腹板形式、箱梁顶横坡、布孔线到梁端距离、支承线到梁端

距离、滴水槽等附属设施信息。分段浇筑箱梁可以设置施工段分段信息。如图 3.2.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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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1  构造信息-基本信息 

要点 1：边腹板形式下拉选择：“等宽直边腹板”“等宽斜边腹板”“变宽斜边腹板”。 

 

图 3.2.1-2  基本信息-边腹板形式 

要点 2：梁底水平：梁顶双坡时，梁底恒为水平，用户不需设置此参数；梁顶单坡时，“梁底水平”

表示箱梁横桥向梁高不相等；“梁底不水平”表示箱梁横桥向梁高相等。 

要点 3：理论梁高到左翼缘板端部距离：“理论梁高”指用户输入的标准梁高，此参数表示标准梁高

在横断面上的位置，只能输入正值，如图 3.2.1-3 中“b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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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3  基本信息-理论梁高到左翼缘板端部距离示意 

要点 4：分阶段施工箱梁需要输入施工段末端到左侧梁端的距离及指定施工顺序号。按照界面提示

输入即可。 

3.2.2  标准横断面 

主要定义箱梁构造的横断面尺寸信息，包括箱室宽度、顶底板厚度、腹板宽度、悬臂

尺寸和倒角设置等参数信息。 

 

参数位置参照辅助示意图，如图 3.2.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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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1  基本信息-标准横断面示意 

要点 1：各箱室宽度：面向桩号增大方向，从左至右依次输入各箱室宽度；各数值用“+”、“*”连续

输入，最外侧箱室宽度为边腹板外侧与底板交点到第一个中腹板中心的距离，其余箱室宽度

为相邻中腹板中心间距。 

要点 2：输入两个参数的对话框，中间用“，”连接。 

要点 3：用户输入参数时应该注意：悬臂端部厚度＜悬臂变化段厚度＜悬臂根部厚度，不符合要求

数据检查不通过。 

要点 4：倒角设置输入“0”表示不设置倒角。用户输入时，应避免因倒角设置过大而导致顶底板宽度

和竖向高度标准段长度小于 0。 

3.2.3  横梁 

用户可以通过此对话框定义箱梁构造中横梁的布置信息，包括墩顶横梁及跨间横隔

梁。 

 

图 3.2.3-1  基本信息-横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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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 1：横梁的倒角值设置根据辅助示意图输入即可，应该避免倒角过大而导致横梁竖向高度标准

段长度小于 0。 

要点 2：横梁宽度：斜桥中，指横梁垂直于布跨线的法向宽度。跨间横隔梁宽度：指横隔梁的法向

宽度。 

要点 3：支承横向布置：面向桩号增大方向，第一个数值表示支承位置距离梁底左边缘的距离，其

余数值为相邻支承位置的距离，数值均为相对设计线的法向距离，用“+”、“*”号连续输入，

如 “1.5+2.5*2.5”。用户输入参数时应注意支座布置不要超出底板宽度范围。 

要点 4：跨间横梁倒角：只需输入一个值，表示横隔梁倒角长度、宽度均相同，默认全联一致。 

要点 5：横隔梁布置：第一跨为横梁宽度中心线距离起点梁端的距离，其余跨为横梁宽度中心线距

离相应跨起点布跨线距离，弯桥时，数值为道路设计线上曲线长度；支持“+”、“*”连续输入

多个横隔梁；仅支持在标准横断面中布置横隔梁。用户输入参数时应注意跨间横隔梁布置不

能超出箱梁纵向跨长。 

要点 6：跨间横隔梁角度：横隔梁相对于道路设计线的有偏角。直桥时，横梁角度默认 90 度；斜桥

时，可以自由设置角度。 

3.2.4  槽口与翼板 

用户可以通过此对话框定义箱梁构造的伸缩缝槽口设置信息，以及箱梁翼板加厚信

息。 

 

图 3.2.4-1  基本信息-槽口与翼板 

要点 1：输入参数时应注意：伸缩缝槽口横向长度不能超过箱梁顶宽度。 

要点 2：伸缩缝纵向长度 lR 不应大于翼板加厚段长度 lYD；翼板加厚厚度不应该小于悬臂根部厚度。

如图 3.2.4-2 所示。 

 

图 3.2.4-2  基本信息-伸缩缝槽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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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加宽加厚 

用户可以通过此对话框定义箱梁构造的腹板加宽以及底板加厚信息。 

 

图 3.2.5-1  基本信息-加宽加厚 

参数按照辅助示意图提示输入即可。 

 

图 3.2.5-2  基本信息-加宽加厚-腹板加宽 

 

图 3.2.5-3  箱梁基本信息-加宽加厚-底板加厚 

3.2.6  计算信息 

等高连续箱梁导入 Civil 程序需要的单元划分、施工阶段信息等在此界面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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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6-1  箱梁基本信息-计算信息 

SmartBDS 中横梁计算时，采用下面三种方法计算主梁恒载的影响：等效重量法、等

效剪力法和腹板剪力法。 

在采用上述三种方法对横梁进行计算前，首先确定主梁在永久作用荷载时产生的此横

梁下支座反力 GZ 和横梁模型的重量 GL 。 

1. 等效重量法： 

此方法假定：提高横梁自重提高系数可以等效为箱梁对横梁本身的外荷载。 

0j                            （3.2.6-1） 

式中： 

βj —— 计算中的横梁自重提高系数。 

β0 —— 横梁模型材料的自重系数。 

β —— 横梁自重转化系数；β= Gz/GL。 

实际就是横梁计算模型的材料自重×[横梁自重提高系数]的方式。 

2. 等效剪力法 

此方法假定：箱梁是通过箱梁与横梁模型的全部接触面积上的剪力对横梁进行加载。  

确定横梁模型的端部位置截面中每个高度变化位置距离左梁端距离和横梁高度变化

点位置的荷载转化值。 

q i τ H i [ ] [ ]                      （3.2.6-2） 

式中： 

q[i]  —— 荷载的转化值； 

τ —— 剪应力；τ=（Gz-GL）/Aj，Aj为主梁与横梁的全部接触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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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  —— 横梁高度变化点位置的实体高度之和。 

实际就是在横梁上加载上述力值的方法（如图 3.2.6-2）。 

 

图 3.2.6-2 等效剪力法 

3. 腹板剪力法 

此方法假定：箱梁是通过箱梁与横梁模型的腹板接触面积上的剪力对横梁进行加载，

忽略上下顶板、倒角对横梁的作用。  

确定横梁模型的端部位置截面中每个高度变化位置距离左梁端距离和横梁高度变化

点位置的荷载转化值。 

fq i τ H i [ ] [ ]                     （3.2.6-3） 

式中： 

q[i] —— 荷载的转化值。 

τf —— 剪应力：τf =（Gz-GL）/Ajf；Ajf为主梁与横梁的腹板接触面积。Ajf= 

nFz*Az+Al+Ar；nFz 为中腹板的个数，Az 为单个中腹板的面积，Al为

左边腹板的面积，Ar为右边腹板的面积。 

H[i] —— 横梁高度变化点位置的实体高度之和。 

实际就是在横梁上加载上述力值的方法（如图 3.2.6-3）。 

 

图 3.2.6-3 腹板剪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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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钢束信息 

本节主要介绍预应力混凝土满堂浇筑等高箱梁和预应力分阶段浇筑等高箱梁钢束信

息。都主要包括腹板钢束、顶板钢束、底板钢束和横梁钢束。程序提供两种输入方式：导

线方式和参数方式。其中，导线方式支持从.dwg 文件中导入钢束线形，方便用户从已有

CAD 图纸中导入钢束，具体操作见 2.3.2.1 腹板钢束要点 5。 

参数方式注意要点在节 3.3.1~3.3.3 中详细说明。 

本节以预应力混凝土满堂浇筑等高箱梁为例，重点介绍操作要点以及与预应力分阶段

浇筑钢束信息的差别点。 

3.3.1  腹板钢束 

1.导线方式输入钢束信息： 

 

图 3.3.1-1  分阶段浇筑-腹板钢束-导线方式 

要点 1：组编号和出图编号的区别与联系：组编号表示竖弯相同的钢筋变量组，仅需要输入第一根

钢束的竖弯几何参数。在竖弯相同的同一组钢束中，各个钢束平弯可能不同，出图编号用来

区分这种不同，图纸中实际绘制中以出图编号显示。同一组编号钢束平弯也相同时，出图编

号可以和组编号一样。 

要点 2：腹板钢束横向布置；各个腹板的输入必须用括号分隔，必须给出括号；一个括号内的数值

表示一个腹板内钢束的布置；一个腹板内钢束输入的数值均表示到腹板中心线的距离，中心

线左边为负数，右边为正数，以“（）”、“*” 及“，”号连接，例如“（-0.2，0，0.2）+2*（-0.1，

0，-0.1）+（-0.2，0，0.2）”；“*”表示相邻几个腹板布置相同，横向位置均表示钢束未平弯

时的位置。 

要点 3：钢束坐标 X、Y、Z、R 值及参考线的定义参照界面提示及辅助示意图。竖弯线形输入时，

原点为为箱梁端部竖向构造线与底板构造线交点。注意竖弯与平弯中的起终点 X 坐标值应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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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 4：分阶段浇筑时，用户可以自行选择于施工缝处是否截断。对应钢束特性值中可以选择钢束

连接器信息。还应注意连接器处钢束的平弯输入。 

2.参数方式输入钢束信息： 

 

图 3.3.1-2  分阶段浇筑-腹板钢束-参数方式-竖弯信息 

 

图 3.3.1-3  分阶段浇筑-腹板钢束-参数方式-平弯信息 

要点 1：梁端处、墩顶处、梁底处参数：按图 3.3.1-4 输入即可。 

 

图 3.3.1-4  梁端处参数输入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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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 2：分阶段施工钢束可以选择在施工缝处是否断开，如图 3.3.1-2 中红框所示。支持设置施工缝

处平弯信息，如图 3.3.1-5 所示。 

 

图 3.3.1-5  施工缝处钢束平弯示意 

要点 3：起点侧、终点侧平弯参数：按图 3.3.1-6 示意输入。 

 

图 3.3.1-6  施工缝处平弯示意 

3.3.2  顶板钢束 

1.导线方式输入钢束信息： 

除以下要点说明外，其余参数均同 3.3.1 腹板钢束意义。 

要点 1：顶板钢束横向布置位置；面向桩号增大方向，第一根钢束布置表示距箱梁左翼板边缘距离，

其他钢束位置表示与其左侧钢束的相对位置，采用连续描述，以“+”、“*”号连接，例如

“1.5+0.3+0.3+0.3”，横向位置均表示钢束未平弯时的位置。 

 

图 3.3.2-1  顶板钢束横向布置示意 

2.参数方式输入钢束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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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2-2  顶板钢束-参数方式-竖弯 

要点 1：“钢束横向布置”同顶板钢束导线方式。 

要点 2：竖弯参数意义参考界面提示，参照下图输入即可。 

 

图 3.3.2-3  顶板钢束-参数方式-竖弯参数输入示意 

要点 3：顶板钢束平弯参数意义以及分阶段浇筑和满堂浇筑的区别同 3.3.1 腹板钢束。 

3.3.3  底板钢束 

除以下变量外，其他参数同“腹板钢束”。 

底板钢束横向布置：底板钢束横向布置位置；面向桩号增大方向，第一根钢束布置表

示距箱梁左侧腹板底缘距离，其他钢束位置表示与其左侧钢束的相对位置，采用连续描述，

以“+”、“*”号连接，例如“1+0.5+0.5+0.5”，横向位置均表示钢束未平弯时的位置；钢束横

向布置示意图如图 3.3.3-1。 

 

图 3.3.3-1  底板钢束横向布置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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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横梁钢束 

 

图 3.3.4-1  钢束-横梁钢束 

除以下变量外，其他参数同“腹板钢束-导线方式”。 

钢束纵向布置：横梁钢束纵向布置位置；第一根钢束布置表示距小桩号侧横梁边缘距

离，其它钢束位置表示与其小桩号侧钢束的相对位置，采用连续描述，以“+”号及“*”连接，

例如“0.3+2*0.5”，斜横梁时，横梁钢束纵向位置按横梁的径向宽度布置；钢束纵向布置示

意图如图 3.3.4-2。 

 

图 3.3.4-2  横梁钢束纵向布置示意 

3.4  钢筋信息 

3.4.1  箱梁骨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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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1-1  箱梁骨架 

要点 1：斜筋弯起角度：骨架内所有斜筋的弯起角度，程序只支持所有骨架斜筋弯起角度相同。 

要点 2：各支座斜筋是否相同：选择各支座位置斜筋布置信息是否相同，相同时，只需输入第一号

支座位置斜筋布置信息即可，不同时，所有支座位置斜筋布置信息均需输入。 

要点 3：加强筋布置：选择加强筋布置方式，程序支持 4 中布置方式：顶板布置、底板布置、顶底

板布置、不布置。 

要点 4：骨架横向布置：骨架横向布置位置。各个腹板的输入必须用括号分隔，必须给出括号；一

个括号内的数值表示一个腹板内骨架的布置；一个腹板内骨架输入的数值均表示到腹板中心

线的距离，中心线左边为负数，右边为正数，以“（）”、“*” 及“，”号连接，例如“（-0.2，

0， 0.2）+2*（-0.1，0，-0.1）+（-0.2，0， 0.2）”；“*”表示相邻几个腹板布置相同。骨架

横向布置示意如图 3.4.1-2。 

 

图 3.4.1-2  箱梁骨架横向布置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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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 5：左侧斜筋布置：起点墩顶斜筋布置第一个数值表示第一根斜筋距离梁端距离，中墩顶斜筋

布置第一个数值表示第一根斜筋距离相应布孔线距离，后面数值表示其他斜筋距离其右侧斜

筋距离，以“+”、“*”号连接，例如“0.4+2*0.5”；起点梁端位置，此参数无效。 

要点 6：右侧斜筋布置：终点墩顶斜筋布置第一个数值表示第一根斜筋距离梁端距离，中墩顶斜筋

布置第一个数值表示第一根斜筋距离相应布孔线距离，后面数值表示其他斜筋距离其左侧斜

筋距离，以“+”、“*”号连接，例如“0.4+2*0.5”；终点梁端位置，此参数无效； 

 

图 3.4.1-3  箱梁骨架斜筋布置参数 

要点 7：骨架斜筋连接：用户输入需要连接的斜筋序号，设置通长弯起筋或局部弯起筋而连接的标

准斜筋号；数值间用“，”连接；标准斜筋号为此联所有标准斜筋从箱梁起点到终点的连续序

号，从 1 开始编号；标准斜筋号不能超出标准斜筋布置的根数；左侧斜筋必须和右侧斜筋相

连，不能左侧斜筋和左侧斜筋相连，右侧斜筋和右侧斜筋相连；所有连接不能存在交叉情况，

程序自动判断连接位置，自动生成连续弯起筋。 

3.4.2  横梁骨架 

除以下要点说明外，其他参数可参考辅助示意图或 3.4.1“箱梁骨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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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2-1  横梁骨架 

要点 1：骨架纵向布置：横梁钢束纵向布置位置。第一根钢束布置表示距小桩号侧横梁边缘距离，

其他钢束位置表示与其小桩号侧钢束的相对位置，采用连续描述，以“+”、“*”连接，例如

“0.3+2*0.5”，斜横梁时，横梁钢束纵向位置按横梁的径向宽度布置，不允许钢束布置到横梁

外侧。骨架纵向布置示意如图 3.4.2-2。 

 

图 3.4.2-2  横梁骨架纵向布置示意 

要点 2：共同受力主筋配置：程序支持顶板配置受力主筋、底板配置受力主筋、顶底板共同配置受

力主筋 3 种情况。共同受力主筋间距：指共同受力主筋纵桥向布置标准间距，用户可定义受

力主筋配置范围内受力主筋标准间距，如存在调整间距，程序自动计算布置。 

3.4.3  箱梁钢筋（P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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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3-1  箱梁普通钢筋（PSC） 

（1）一般信息 

横向筋布置方式：选择箱梁横向钢筋布置方式，程序支持 2 种布置方式：中间正布、

两端斜布，如图 3.4.3-2；按横向角度差调整，如图 3.4.3-3。 
 

 

图 3.4.3-2  箱梁钢筋-横向钢筋布置-中间正布、两端斜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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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3-3  箱梁钢筋-横向钢筋布置-按横向角度差调整 

 

横向筋角度差允许值：按横向角度差调整时，相邻布孔线角度差小于等于允许值时，

横向筋按钢筋角度不同逐渐调整钢筋角度布置，角度差大于允许值时，每跨起终点侧均平

行于跨径线布置，直到跨中重叠为止。 

内腔纵向钢筋布置方式：选择箱梁内腔纵向图箱梁钢筋-内腔纵向钢筋布置方式，程

序支持 2 种布置方式：按联布置，如图 3.4.3-4，按孔布置，如图 3.4.3-5、图 3.4.3-6。 

 

图 3.4.3-4  箱梁钢筋-内腔钢筋布置方式-按联布置 

 

各孔内腔纵向钢筋布置：选择箱梁各孔内腔纵向钢筋布置方式，程序支持 2 种布置方

式：直线布置，如图 3.4.3-5，折线布置，如图 3.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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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3-5  箱梁钢筋-各孔内腔钢筋布置-直线布置 

 

 

图 3.4.3-6  箱梁钢筋-各孔内腔钢筋布置-折线布置 

腹板纵向防裂筋与箍筋的位置关系：选择箱梁腹板纵向防裂筋与箍筋的位置关系，程

序支持 2 种布置方式：防裂筋位于箍筋外侧，如图 3.4.3-7；防裂筋位于箍筋内侧，如图

3.4.3-8。 

 

图 3.4.3-7  箱梁钢筋-腹板纵向防裂筋与箍筋的位置关系-防裂筋位于箍筋外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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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3-8  箱梁钢筋-腹板纵向防裂筋与箍筋的位置关系-防裂筋位于箍筋内侧 

（2）箍筋 

腹板箍筋布置方式：选择箱梁腹板箍筋布置方式，程序支持 2 种布置方式：与顶底板

横向筋对齐，各腹板等间距。 

腹板加宽段箍筋布置方式：选择箱梁腹板加宽段箍筋布置方式，程序支持 3 种布置方

式：箍筋双筋布置，如图 3.4.3-9；四肢箍筋，如图 3.4.3-10，无。 

 

图 3.4.3-9  箱梁钢筋-腹板加宽段箍筋布置方式-箍筋双筋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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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3-10  箱梁钢筋-腹板加宽段箍筋布置方式-四肢箍筋 

 

选择腹板箍筋是否加密：选择腹板箍筋是否加密，选择加密，箱梁腹板聚集加密布置，

间距为标准间距的一半；不选择加密，箱梁腹板箍筋按标准间距布置。 

其他属性页参数按辅助示意图及界面提示输入即可，此处略。 

3.4.4  箱梁钢筋（RC） 

 

 

图 3.4.4-1  箱梁普通钢筋(RC) 

（1）一般信息 

横向筋布置方式：同箱梁钢筋（PSC）。 

横向筋角度差允许值：同箱梁钢筋（PSC）。 

内腔纵向钢筋布置方式：同箱梁钢筋（PSC）。 



Smart BDS (桥梁建模与绘图信息平台) 

128 

 

各孔内腔纵向钢筋布置：同箱梁钢筋（PSC）。 

（2）主筋配筋方案 

顶板顶层主筋配筋方案：共 2 种配筋方案：主筋搭接，如图 3.4.4-2。主筋通长，如图

3.4.4-3。 

 

图 3.4.4-2 主筋搭接 

 

图 3.4.4-3 主筋通长 

底板底层主筋配筋方案：共 2 种配筋方案：主筋搭接，如图 3.4.4-2，主筋搭接；主筋

通长，如图 3.4.4-3。 

（3）加密主筋配筋方案 

顶板顶层加密主筋配筋方案：共 2 种配筋方案：加密主筋搭接，如图 3.4.4-4；各中支

点受拉区加密，如图 3.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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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4-4 加密主筋搭接 

 

图 3.4.4-5 加密主筋局部加强示意 

 

底板底层加密主筋配筋方案：加密主筋搭接，如图 3.4.4-4；各跨跨中加密，如图 3.4.4-5。 

（4）箍筋 

腹板箍筋布置方式：同箱梁钢筋（PSC）。 

腹板加宽段箍筋布置方式：同箱梁钢筋（PSC）。 

选择腹板箍筋是否加密：同箱梁钢筋（PSC）。 

其他属性页参数按辅助示意图及界面提示输入即可，此处略。 

3.4.5  横梁钢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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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5-1  端横梁钢筋 

参数按界面文字描述和辅助示意图直接输入即可，此处略。 

3.4.6  跨间横隔梁钢筋 

 

图 3.4.6-1  跨间横隔梁钢筋 

参数按界面文字描述和辅助示意图直接输入即可，此处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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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下部结构 

Smart BDS 支持 3 种肋板桥台、3 种柱式桥台以及 9 种柱式墩的建模、出图功能。结

构形式依次为：框架承台肋板桥台、实体承台肋板桥台、扩基肋板桥台；桩柱式桥台、桩

接盖梁桥台、扩基柱式桥台；桩柱式桥墩、桩接盖梁桥墩、桩柱式桥墩（无盖梁）、实体

式承台柱式桥墩、框架式承台柱式桥墩、实体式承台柱式桥墩（无盖梁）、框架式承台柱

式桥墩（无盖梁）、扩基柱式桥墩、扩基柱式桥墩（无盖梁）。 

此章用来描述变下部结构主要支持功能、程序流程以及操作要点。 

4.1  功能和操作流程 

下部结构主要支持以下功能： 

① 【构件 3D 显示】 

 支持所有桥台、桥墩构件单独 3D 显示。  

② 【盖梁】 

 支持钢筋骨架、支点和跨中短主筋设置。骨架提供两种设置方式：A 骨架（有内

侧斜筋）和 B 骨架（无斜筋）。  

③ 【挡土板与挡块】 

 桥台盖梁支持挡土板的设置。  

 所有盖梁支持挡块的设置。  

④ 【耳背墙形式】 

 背墙支持 3 种形式：直墙式、台阶式及牛腿式。 

 耳墙支持两侧设置和单侧设置。 
 

⑤ 【肋板台身】 

 肋板桥台支持肋板台身横桥向个数的设置。 

⑥ 【扩大基础】 

 背墙支持 3 种形式：直墙式、台阶式及牛腿式。 

 扩基式桥台和桥墩支持设置 1~3 层基础。 

⑦ 【墩身形式】 

 支持圆形和矩形两种形式。 
 

⑧ 【系梁】 

 支持设置桩系梁。 

 桩柱式桥墩、桩柱式桥墩（无盖梁）也支持设置柱系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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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桩基】 

 框架承台与实体承台肋板桥台、桥墩支持设置横桥向和顺桥向桩基个数。 
 

⑩ 【支持构件导入导出功能】 

下部结构程序流程与上部结构操作一样：建模-出图-发布图纸，可参考 2.2 节变高程

序流程与 1.2.2 节墩台信息。 

4.2  桥台 

肋板桥台和柱式桥台具体类型及图纸如表 1 所示。6 种桥台有相同的参数设置，用户

只需顺序修改工作树中各构件信息节点中的参数值即可完成构件信息的输入。 

本节主要介绍桥台建模时的操作要点及注意事项。 

表 1-桥台类型及图纸 

图纸        类型 

肋板桥台 柱式桥台 

框架承台

肋板桥台 

实体承台

肋板桥台 

扩基肋

板桥台 

桩柱式

桥台 

桩接盖梁

桥台 

扩基柱

式桥台 

一般构造图 √ √ √ √ √ √ 

桥台盖梁钢筋图 √ √ √ √ √ √ 

桥台挡块钢筋图 √ √ √ √ √ √ 

耳背墙钢筋图 √ √ √ √ √ √ 

肋板台身钢筋图 √ √ √    

框架承台钢筋图 √      

实体承台钢筋图  √     

桩基础钢筋图 A √ √     

扩大基础钢筋图   √   √ 

桩柱一体钢筋图    √   

桩基础钢筋图 B     √  

柱式台身钢筋图      √ 

 

4.2.1  构造信息 

【构造信息-盖梁】参数详细意义可参考辅助示意图和界面提示，要点中给出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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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1-1 构造信息-盖梁 

要点 1：“盖梁左端到道路设计线距离”：斜桥时，指沿布孔线方向至道路设计线的斜向距离；盖梁

左端在道路设计线左侧时输入正值，在道路设计线右侧时输入负值。 

      有盖梁的下部结构墩台定位与此值有关，设置不合理时，3D 显示中会出现下图中的分离状态。 

 

图 4.2.1-2 构造信息-盖梁与上部结构分离 

要点 2：“盖梁斜长”：斜桥时，直接输入沿布孔线方向斜长度。 

【构造信息-耳背墙】参数详细意义可参考辅助示意图和界面提示，要点中给出注意事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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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1-3 构造信息-背墙 

 

图 4.2.1-4 构造信息-耳墙 

要点 1：背墙支持直墙式、台阶式及牛腿式。斜桥时，背墙参数全部输入布孔线法向距离，即垂直

距离。一般构造图中，侧面图均为垂直距离。 

 

图 4.2.1-5 构造信息-背墙形式 

要点 2：耳墙长度参数在“桥梁信息-墩台信息-桥台长度”设置，输入斜长。耳墙底长度输入斜长。

耳墙厚度指与道路设计线垂直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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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1-6 构造信息-耳墙 

【构造信息-台身】、【承台】、【桩基】、【扩基】参考辅助示意图和界面提示输入。 

【高程计算】一般构造图中，高程计算如下图所示： 

 

图 4.2.1-7 构造-高程计算示意图 

要点 1：设计高程：指道路设计线路面标高，各个桩号高程根据“路线信息-竖曲线-设计高程”计算

得。 

要点 2：盖梁顶高程：指道路设计线处盖梁顶高程，由（设计高程－桥面铺装厚度－箱梁高度－支

座高度）计算得到。盖梁有坡度时，据此高程按坡度计算挡块内侧高程。 

要点 3：盖梁底高程：盖梁顶高程－盖梁高度计算得到。盖梁有坡度时，由此高程计算台身顶高程。 

要点 4：肋板底高程：在构造信息-台身中设置。盖梁横坡由台身高度调整。 

要点 5：桩底高程：在构造信息-桩基中设置。 

4.2.2  盖梁钢筋 

盖梁钢筋主要包括骨架信息、钢筋信息和钢筋布置。三个属性页中有关联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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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架信息】主要包括骨架 A 中斜筋及墩顶短斜筋的设置。 

 

图 4.2.2-1 盖梁钢筋-骨架信息 

要点 1：骨架 A 是指有内外侧斜筋。边柱轴线以外，依次对外侧斜筋编号。其余为内侧斜筋，从轴

线向外依次编号。斜筋角度默认 45°。 

 

图 4.2.2-2 盖梁钢筋-内外侧斜筋 

要点 2：斜筋表格为自动添加，根据用户输入显示。 

要点 3：内外侧斜筋不连接时，为短斜筋，焊接在骨架上。连接分支点连接、跨中连接和通长连接。

请注意内外侧斜筋钢筋编号与连接类型的选择。 

 

图 4.2.2-3 盖梁钢筋-斜筋连接 

【钢筋信息】主要包括所有钢筋材料信息、短主筋设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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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2-4 盖梁钢筋-钢筋信息 

要点 1：参数“主筋间距”指骨架间距和端主筋间距。图 4.2.2-5 中骨架钢筋的行数根据盖梁宽度及主

筋间距自动计算显示。 

要点 2：支持支点短主筋和跨中短主筋设置。图 4.2.2-5 中选择短主筋时，这部分参数在图纸中绘制。 

要点 3：箍筋可以分别设置跨中间距及其余间距，用以盖梁两端箍筋加密。所箍主筋根数用户直接

输入。 

【钢筋设置】主要包括所有骨架、短主筋选择布置情况。 

 

图 4.2.2-5 盖梁钢筋-钢筋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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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 1：固定表格行数根据主筋间距计算显示。 

要点 2：支点处可以选择设置：A 骨架、B 骨架、短主筋及无骨架。跨中处根据支点处设置逻辑显示。 

要点 3：B 骨架不含斜筋。选择设置 B 骨架时，图 4.2.2-1 中内外侧斜筋不绘制。 

4.2.3  肋板台身钢筋 

肋板台身竖向钢筋、箍筋及横向钢筋按照界面参数、辅助示意图输入。 

 

图 4.2.3-1 肋板台身钢筋 

要点 1：盖梁有斜坡时，通过台身高度调整。图纸中竖筋长度、箍筋个数等参照肋板钢筋参数表。 

4.2.4  框架承台钢筋 

框架承台齿凸和系梁钢筋按照界面参数、辅助示意图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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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4-1 框架承台钢筋 

要点 1：肋板台身中心与框架承台齿凸中心重合，承台长度=肋板台身间距+齿凸长度。 

 

图 4.2.4-2 框架承台长度 

要点 2：框架承台齿凸钢筋和系梁钢筋参数分别设置。 

要点 3：支持设置底层钢筋网，竖向钢筋可以深入钢筋网。 

实体承台钢筋输入与框架承台钢筋类似。 

4.2.5  桩基础钢筋 

桩基础钢筋分为普通箍筋（桩基础钢筋 A）和螺旋箍筋（桩基础钢筋 B）两种。 

框架承台肋板桥台和实体承台肋板桥台桩基础钢筋是 A 类，桩接盖梁桥台桩基础钢筋

是 B 类。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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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5-1 桩基础钢筋 A 

 

图 4.2.5-2 桩基础钢筋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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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 1：桩基础钢筋 A 适用于有承台的桥台和桥墩。桩基础钢筋 B 适用于有盖梁的桥台和桥墩。 

要点 2：A 类桩基桩顶加密需设置加密个数和加密间距；B 类桩基设置桩顶加密段和加密间距。 

要点 3：定位钢筋和加强箍筋设置间距相同，由中间向两端布置。 

4.2.6  桩柱一体钢筋 

桩柱一体钢筋适用于桩柱式桥台和桩柱式桥墩。按照界面提示及辅助示意图输入即

可。 

 

图 4.2.6-1 桩柱一体钢筋图 

要点 1：柱和桩钢筋参数分开设置。 

要点 2：柱顶底均可设置加密段和加密间距，为螺旋箍筋。 

要点 3：桩柱结合箍筋为普通箍筋。桩加密段从桩柱结合段后开始，为螺旋箍筋。 

4.2.7  桩柱台身钢筋 

柱式台身钢筋适用于扩基式柱式桥台。按照界面提示及辅助示意图输入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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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7-1 柱式台身钢筋 

要点 1：柱式台身钢筋深入盖梁和基础的弯折角度、长度及箍筋间距等参数分别设置。 

要点 2：柱顶和柱底分别设置箍筋加密长度和加密间距。 

4.2.8  其他钢筋 

挡块钢筋、耳背墙钢筋是桥台通用钢筋。扩大基础钢筋适用于扩基肋式桥台和扩基柱

式桥台，按照界面提示及辅助示意图输入。 

4.3  桥墩 

柱式桥墩具体类型及图纸如表 2 所示。9 种桥墩有与桥台相同的参数设置，用户只需

顺序修改工作树中各构件信息节点中的参数值即可完成构件信息的输入。 

本节主要介绍桥墩建模时的操作要点及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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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桥墩类型及图纸 

         桥

墩 

图纸 

桩接

盖梁

桥墩 

桩柱式桥墩 
桩柱式桥墩

（无盖梁） 

实体承台

柱式桥墩 

实体承台柱式桥

墩（无盖梁） 

框架承台

柱式桥墩 

框架承台柱式

桥墩（无盖梁） 

扩基柱式

桥墩 

扩基柱式桥

墩（无盖梁） 

桥墩一般构造图 √ √ √ √ √ √ √ √ √ 

桥墩盖梁钢筋图 √ √  √  √  √  

桥墩挡块钢筋图 √ √  √  √  √  

桩柱一体钢筋图  √ √       

柱系梁钢筋图  √ √ √ √ √ √ √ √ 

桩系梁钢筋图  √ √       

桩基础钢筋图 A    √ √ √ √   

桩基础钢筋图 B √         

柱式桥墩钢筋图    √ √ √ √ √ √ 

实体承台钢筋图    √ √     

框架承台钢筋图      √ √   

扩大基础钢筋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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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 1：桩柱式桥墩、实体承台柱式桥墩、框架承台柱式桥墩和扩基柱式桥墩按有无盖梁细分。 

要点 2：桩柱一体钢筋图根据有无盖梁有区别，详见 4.2.6 和 4.3.3 节。 

要点 3：柱式桥墩墩身有矩形和圆形，同时也因有无盖梁有区别，详见 4.3.4 节。柱式桥墩钢筋（圆

形有盖梁）可参照 4.2.7 节。 

4.3.1  构造信息 

桥墩构造信息与 4.2.1 桥台构造信息大部分设置相同。本节主要介绍不同点。 

要点 1：支持设置柱系梁和桩系梁。 

要点 2：有盖梁桥墩柱间距在界面参数中直接输入，无盖梁桥墩桩柱间距同支座距离，在第 1 联-构

造信息-横梁-支座横向布置中设置，第一个数代表第一个支座距离梁底左边缘位置，其余值

代表支座间距离。支持一个支座和多个支座输入，即支持独柱和多柱。 

 

图 4.3.1-1 无盖梁柱间距设置 

要点 3：实体承台柱式桥墩、框架承台柱式桥墩及扩基柱式桥墩，墩身支持圆形和矩形两种形式。 

4.3.2  盖梁钢筋 

桥墩盖梁钢筋基本同 4.2.2 节桥台盖梁钢筋，按照界面提示及辅助示意图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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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2-1 桥墩盖梁钢筋 

4.3.3  桩柱一体钢筋 

桩柱一体钢筋分为有盖梁和无盖梁两种情况。有盖梁时，钢筋同 4.2.6 桩柱式一体钢

筋。本节描述桩柱一体钢筋（无盖梁）。 

 

图 4.3.3-1 桩柱一体钢筋（无盖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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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 1：适用于桩柱式桥墩（无盖梁）。 

要点 2：与图 4.2.6-1 桩柱一体钢筋（有盖梁）相比，删除深入盖梁钢筋数据，增加柱顶保护层。 

要点 3：柱顶、柱底、桩加密长度及距离设置同 4.2.6。 

4.3.4  柱式桥墩钢筋图 

柱式桥墩钢筋图（无盖梁）适用于实体承台桥墩（无盖梁）、框架承台桥墩（无盖梁）

和扩基桥墩（无盖梁）。柱式桥墩钢筋图（有盖梁）适用于实体承台桥墩、框架承台桥墩

和扩基桥墩。 

按形状分为圆形和矩形，适用于上面 6 种桥墩形式。 

 

 

图 4.3.4-1 柱式矩形桥墩钢筋（有盖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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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4-2 柱式矩形桥墩钢筋（无盖梁） 

 

图 4.3.4-3 柱式圆形桥墩钢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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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 1：柱式桥墩钢筋（无盖梁）与柱式桥墩钢筋（有盖梁）相比，只是盖梁部分的差别，其余参

数设置均相同。 

要点 2：圆形墩身和矩形墩身根据界面提示和辅助示意图输入参数即可。 

4.3.5  其他钢筋 

框架承台钢筋等参照 4.2.4 节。桩基础钢筋参照 4.2.5 节。 

挡块钢筋、系梁钢筋、扩大基础钢筋根据界面提示和辅助示意图输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