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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止桥慈善基金2007年成立至今，我见证了基金从一开始为村民设计网箱桥渡河，到近几年基金不断改良设计而建造的贝雷桥。
正因著这道桥，两地村民得以相连，生活有了来往。同时，人与人之间有了互相理解、沟通和欣赏。我们搭建的是实体的桥梁，也搭
通了人与人的心桥。

在此我特别感谢无止桥慈善基金项目委员会前主席何祝崑先生。何先生通过多年指导建设人行便桥公益项目，敏锐地发掘到传统
军用型贝雷桥的优势，并将其技术原理改良、应用到无止桥在遍远山区建桥项目中。何先生及其团队包括李有威先生、李国良先生、
李耀华先生、李亮华先生、陈翔先生及李德伟先生等一众项目委员及义工多年参与建桥公益项目，为了有效传递和分享建桥技术和
实践经验，特指导本次无止贝雷桥建造手册的出版。同时，我衷心感谢同济大学桥梁系吴迅教授及昆明理工大学建筑学院黎南老
师一如既往支持大学无止桥团队的发展，带领同学们共同研究和改良无止贝雷桥的设计方案。

无止贝雷桥建造手册的出版，有赖多年无私奉献的导师和大学志愿者共同努力的成果，汇聚多年香港及内地大学生跨院校合作的建桥
经验和智慧，为协助服务内地偏远及有需要的村民建立人行便桥，及改善村里生活环境条件。值得可喜的是，就在手册即将定稿之
际， 由无止桥慈善基金和同济大学联合申请的《一种轻型装配式人行贝雷桥》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授予实用新型专利权。该专利的获
得，为未来无止贝雷桥的推广提供了权威认证和技术保障，与手册出版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这手册见证了基金各参与者的「无止」
求进步的精神，在项目发展技术上推进另一新的里程碑。我实在衷心感谢每一位为手册付出的大学生、志愿者、导师、社会人士、村
民和赞助商。

桥无止，爱无限。盼这本手册能为更多有需要的地区和村民造福。

纪文凤女士 GBS, SBS, JP
无止桥慈善基金发起人及荣誉会长
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第十至十二届云南省政协委员

序





沈祖尧教授 SBS, JP
无止桥慈善基金主席

无止桥慈善基金不仅为相隔河道两岸的村民连接起来，更重要的是在共建心桥。过去十年，我有机会带领无止桥学生团队到国内
进行农村服务，见证来自不同地区和专业的学生团队共建便桥、改善民生条件、体验农村智慧。我与学生生活在一起，一起睡在
简陋床榻，一起吃乡的农家菜，一起修桥筑路，生活虽然比较艰苦朴素，却留下不少回忆。很多学生经过在偏远有需要的农村体
验服务后，最能够体会到的是幸褔不是必然，学生变得珍惜生命、更珍惜家人、更珍惜自己。

这本无止贝雷桥建造手册汇聚多年多届志愿者学生团队和社会专业人士共同研习实践后总结累积经验出来的成果。在此我感谢无
止桥慈善基金项目委员会各位成员、参与无止桥项目的村民和各大学无止桥团队师生，及各赞助商的鼎力支持，希望无止贝雷桥
的技术和经验能够得以推广，帮助更多有需要的村民渡河，搭建彼此之间的信任和心桥。

还记得有一次在甘肃建桥竣工以后，村民欢送我们之际，写下如此的对联：「架起的是桥梁，留下的是友谊。」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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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
旨

无
止
桥

无止桥慈善基金于2007年在香港成立之注册慈善团体(编号：91/8739)，旨在鼓

励香港和内地大学生运用环保理念，义务为国内有需要和偏远的农村设计和修建

便桥及村庄设施，藉以：

1. 促进香港和内地的沟通、了解与融和

2. 改善内地偏远贫困农村的生活环境和质素

3. 启发社会尊重、欣赏和保护地方文化、传统和环境，提倡可持续理念

4. 提供大学生服务学习的机会，亲身为村民带来实质改变

1



项
目

无
止
桥

无止桥慈善基金（简称：无止桥）通过建立人行便桥、绿色环保建筑、学生体验学习及小区民生改善项目，促进

乡村可持续发展及民生得到改善，同时，香港和内地学生得以互相连接共建心桥。学生在参与项目的过程

中，加深对内地的了解，并培养对社会及生命的热诚及承担。

项目的工作主要由属专业人士的志愿者以及内地和香港两地大学职员和大学生组成的工作队伍共同完成。在

建设便桥、生态民居和其他小型村落设施时，项目注重环保建筑理念，尽可能就地取材，选取耐用的物料，发

掘和改良民间智慧。过程中，志愿团队和当地村民紧密合作，向村民传授使用的建筑技术和物料知识，让他

们日后能进行维修和保护的工作。

无止桥项目由多家大学共同参与，给予学生踏足偏远乡村、了解和欣赏农村文化与生活的机会，并为有需要的

村民提供重要的基础设施。更重要的是，让学生通过体验服务来学习反思，在人文服务里，承载着爱、关怀与友

谊的「心桥」也随项目建立起来。

无止桥慈善基金今年踏入第十三周年，截至现在，无止桥已组织超过25个大学团队，完成超过60个项目，包括52

座便桥、3个村庄建设示范、3个村民活动中心建设及一系列的民生改善项目，参与的志愿者达4,000人次，受惠村民

达6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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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止桥历年来带领学生开展无止建桥和民生项目，鼓

励香港和内地大学生运用环保理念，义务为国内有需

要和偏远的农村设计和修建便桥及村庄设施。基金为

大学生提供了一个完善外展服务学习平台，尤其是工程学

系同学和志愿者可身体力行为村民带来实质改变，与内地

同学和山区村民通过建桥和民生项目，如环保建筑，环

保太阳能路灯，卫生厕所，小路铺盖，焚化炉建设，垃圾分

类，电路装置等等配套设施，形成了学生志愿者和村民

之间的互动，从而让学生了解自己，充实自我，增强自

信，从建桥和民生项目中更学会和体验珍惜，知足和感恩

的重要性和乐趣性。

前
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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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止贝雷桥源起:

无止桥初期项目侧重漫水行人便桥的兴建，以网箱为笼，

积石为趸，钢架为梁，竹板为面的结构，其实用性有所

限制，只适用于平坦河床，水深不过2米的河溪，常年可

适用百分之九十的日子，如河水高过桥面，即年均有数

十天不能安全使用。

经历多年建桥项目经验，有鉴于网箱桥的自身限制，不能

适用于复杂崎岖的山区，无止桥项目委员会决心要设计

一种适应性更高，能造福落后地区的行人便桥。

无止贝雷桥发展史：

始源于2010年，无止桥在云南绿春县埃洞村开展首条20

米钢结构椼架桥的建造，当时的建桥数据参考取材于英

国援助在斯理兰卡乡村的建桥项目。但是该项目架设工

程主要靠当地建筑队施工，桥架重量超越四吨，同学参与

的程度则有所限制。

由该次起，无止桥项目委员会不断探索改良版本，设计一

条可全由基金专业义工和工程学系学生主导架设的轻

便组装桥。目的是减低架设风险，降低项目成本，避免各

院校五花八门的设计。

2015年，项目委员会主席何祝崑先生提出将二战发展

出来的贝雷桥简化缩减作为基金建桥项目使用，当时

委托了建桥表现出色，敢于接受挑战的同济大学无止桥

团队及重庆交通大学无止桥团队去作探讨性研究方

案。

无止桥提出的方案要求是，单一组件不能超过120公斤，

以方便配合六位同学或村民人力搬运和抬举装配，以避

免有任何身体损伤 。

根据过往建桥项目纪录，最轻组件是毛寺村280公斤，结

果要12-16位村民和同学才能举起安放，以后的项目单一

组件都超越此重量。最脱节是2014年位于甘肃省三岔村

的项目，当时的桥架重达900公斤，结果要由路过甘肃

省救援队出动吊重机帮助架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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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止贝雷桥的立项设 计，其中要点 是不需要重型机

械架设，取消了搭建临时工作台架来承托桥架的安装，

这样减少了木材的使用和消耗，同时减轻了建造成本约

百分之二十，更避免了因缺乏工作经验的同学在河上临时

平台架上工作时的意外和风险，使建桥项目更容易、更

安全和更快捷完成，而同学可参于建桥项目的程度亦

大大提高。

经过过往几年累计六个项目十座便桥建设的考验和经

验，项目委员成员何祝崑先生、李国良先生、李有威

先生、李 耀华先生等人和同济大学无止桥团队 经 过

无数 次的改良才确定现今的设 计版本 。标 准桥架一

跨是16米长，主体由8片2米组件和横梁并合而成，最

重一片组件重约110公斤，桥架净重二公吨多，行人载

重安全系数 超 越10以上。再 者，国内因 保育 政 策出

台，山区一 般 都禁止伐木，很多老旧木桥均缺乏保养

修葺，刚好我们设计的无止贝雷桥可补上这缺口的用

途。

首座无止贝雷桥架设于2016年在重庆市彭水县润溪乡麻池

村落成。其后，2016年四川南充市黄龙场村项目，2017

年贵州雪山镇谢家村项目二期，2017年云南文山州八

嘎乡六主村项目，2018年云南丽江市黎明乡黎光村的

河上组、河下组及吾吉后项目，直到2019年黎明乡美乐

村及广西百色市中停村项目，完成了10次无止贝雷桥的

建设实践，本操作手册是经过多次改良而成的版本。

设计和建造无止贝雷桥以“安全第一、人力为主、确

保安全、持续使用、引进科技、融汇先进技术”为前期主

要考虑的特点。经过多年来项目委员和大学团队的努力，

实地操作及更新改良，基金从最初建立网箱桥到现在

的无止贝雷桥，其实用和效率进入了更高的台阶，也

体验了“无止境”的不断改良理念和求进步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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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2016-2019年度无止贝雷桥建设照片：

1. 2016年重庆市彭水县润溪乡麻池村项目:

2. 2016年四川南充市黄龙场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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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17年贵州雪山镇谢家村项目二期（河沙坝桥点）:

4. 2017年贵州雪山镇谢家村项目二期（木桥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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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17年云南文山州八嘎乡六主村项目:

6. 2018年云南丽江市黎明乡黎光村河上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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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018年云南丽江市黎明乡黎光村河下组项目:

8. 2018年云南丽江市黎明乡黎光村吾吉后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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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2019年云南丽江市黎明乡美乐村项目:

10. 2019年广西百色市乐业县中停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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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贝雷桥背景介绍

最初的贝雷军用钢桥是由英国的唐纳德·贝雷(Donald Coleman Bailey, 1901-1985)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

期设计，其设计理念是以最少种类的单元构件拼装成适用于不同荷载、不同跨径的桥梁。贝雷钢桥只需利用

一般的中型卡车即可进行运输，并且不需要熟练工人进行拼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种军用钢桥被大量

用於欧洲及远东战场。

*照片来源: The history of the bailey bridge https://www.strijdbewijs.nl/hinder/baileybridge.htm

概
述

无
止
贝
雷
桥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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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贝雷钢桥直接应用于无止桥项目的特別用意

无止桥项目通常包含民生和桥梁两部分内容，相较于一般的道路交通桥梁建设项目，具有其特殊性：

     建设规模：

无止桥的规模为造价低的小型桥，是便利于村民日常出行的人行便桥。

无止桥作为农村人行便桥，禁止机动车及各种农用机械通行，其设计荷载较常规桥梁要小得多，通常取3kN/m2。

     参加人员：

无止桥建造人员以香港和内地的大学生为主，还包括专业技术人员、社会各界志愿者及当地村民。

     建桥目的：

无止桥慈善基金旨在通过项目实施，促进香港和内地的沟通、了解和融合；改善内地偏远、贫困农村的生活环境

和质素；启发社会尊重、欣赏和保护地方文化、传统和环境，提出可持续理念；提供大学生服务学习的机会，亲

身为村民带来实质改变。实用和效率进入了更高的台阶，也体验了“无止境”的不断改良理念和求进步的精神。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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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无止贝雷桥

经过多年探讨和不同大学合作经验，成功将贝雷桥的优点，选材优化用于无止桥项目应用，具有重大

意义。无止桥慈善基金委托同济大学的老师和无止桥团队开展了贝雷桥方案的轻型化设计。桥架

方案设计综合考虑了功能需求、自然条件、技术可行性、交通（材料运输）、项目造价、志愿者参与度

等。2016年4月，无止桥慈善基金首座轻型人行贝雷桥（以下简称无止贝雷桥）在麻池村落成。

由于设计荷载较小，因此，通过重新设计贝雷片构件来减轻重量，以满足经济性、运输、施工、参与度

等各方面要求。经过重新设计的贝雷片，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冲破了上述标准贝雷桥的局限性，将其

应用于无止桥项目具有独特的优势。

     轻型化设计：

无止贝雷桥的设计以标准贝雷片结构构造为基础，设计单一贝雷片最重不多于120公斤，长度2米。重量减

轻的同时可降低桥梁造价及消耗资源，使得无止桥的建设具有经济性及可持续性。

     运输方便：

无止桥项目的桥点多位处山区，道路崎岖，运输条件差，一般需人力将工具材料等二次运输到桥位所在

地。无止贝雷桥组件可散装运输、现场拼装，同时，贝雷片重量减小，便于人力二次搬运。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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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小结

无止贝雷桥最大程度继承了贝雷钢桥的特点，但任何桥式

方案都具有其自身的特点和局限性，无止贝雷桥也不例

外。因此，在无止桥设计时应充分考虑偏远乡村的环境

条件和功能需求，评估设计方案是否能发挥最大效益以

达到建桥目的。

     施工难度适中：

无止贝雷桥的主要组件都经过了简约丶轻量和标

准化，主要是避免要使用重型施工机械，这样降

低了专业技术的要求，志愿者参与施工程度得以

提高并充分显现无止桥活动的价值。

     耐久性好：

无止贝雷桥构件均采用开口型材，避免雨水、灰尘

等积累，提高结构耐久性。通过整体结构镀锌的

方法，构件进一步提高结构耐久性，同时避免使用

一般防腐蚀防锈油漆对河水带来污染。

     跨越能力强：

无止贝雷桥相对比无止网箱便桥跨越能力大，可减

少桥墩数量，避免河道开挖，减少桥墩对河道的挤

压，保护桥点地貌。

3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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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无止贝雷桥适用范围

无止贝雷桥是一种轻型人行便桥，它是一种装配式钢桥：由主要受力构件贝雷架、次要受力构件钢横梁、桥

面板以及其他相关支撑构件及连接螺栓、销钉拼装而成；具有结构简单、预制组件标准化、成本可控、只需

依靠人力及小型机械进行施工，施工速度快等优点。无止贝雷桥可作为人行联通便桥适用于各类农村地区、山

区。

无止贝雷桥作为农村便桥，原则上仅为人及常见农用牲畜提供通行，不适用于机动车及各类农用机械通过。目

前在已设计采用的无止贝雷桥的方案中，横向两榀贝雷架中心距具有1300mm以及1500mm两种规格（净宽

分别为1250mm及1450mm）。如图3.1，后者宽度规格更适用有牲畜通行需求的地区。无止贝雷桥净宽原

则上不宜大于1500mm，以防止机动车、农用机械的违规上桥使用行为，做出超越它安全的荷载情况。

设
计
总
说
明

无
止
贝
雷
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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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无止贝雷桥两种宽度规格 (单位:mm):

(a) 1300mm规格 (b) 1500mm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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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设计原则

3.2.1 设计基准期

无止贝雷桥设计作为农村人行便桥，在没有滥用超荷载情况下，桥主体结构及相关构件在恒常维护中可提供不少於

10年的正常使用期。

3.2.2 一般要求

无止贝雷桥设计与施工应注意以下要求[参考文献1-6]：

1. 无止贝雷桥桥底标高应当距离近10 ~20年最高水位线高度以上至少50 0 mm，防止夏季丰水期洪水冲下的 
 枯木、山石破坏桥梁结构；

2. 无止贝雷桥梁单跨不宜大于16米（8节），以保证结构的稳定性满足要求；

3. 无止贝雷桥桥面净宽不宜大于1.5米，以确保桥梁结构仅用作人畜通行；

4. 无止贝雷桥桥面板需考虑防滑、人畜通行便利、安装方便等因素，根据实际使用需求进行设计选择，桥面板 
 结构不纳入计算模型考虑；

5. 结构设计计算可按照梁单元进行建模分析，可不考虑节点的铰接或者半刚性影响，因而结构在满跨恒+活荷 
 载标准值作用下最大挠度限值，偏于安全地取为单跨的1/500；

6. 进行屈曲稳定验算时，整体结构第一阶屈曲活荷载的极限荷载系数不得小于4.0；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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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受压构件（含可能受压的斜撑）长细比不得大于100，其他构件最大长细比不得大于130；

8. 结构竖向振动频率应大于3Hz，保证人行舒适性；

9. 贝雷架及横梁等受力构件应采用通用热轧型钢截面，以保证截面强度、韧性以及局部稳定性；

10. 工厂构件施工应严格按照规范操作，焊缝应满足设计要求，完工后应对钢材切割、焊接而产生的毛边、焊渣 

 进行打磨修整处理；

11. 所有孔眼、套筒在加工完毕并检验合格后，应立即加涂工业凡士林或者固体润滑油，桁架销钉和螺栓应涂防 

 锈油，其他构件则应采用喷砂丸除锈、并进行表层镀锌或者无机富锌涂料处理，增加结构钢材防锈能力；

12. 各构件上孔眼 必须先焊后钻，各孔壁需与杆 件表面垂直并形成圆柱孔，孔壁光洁度需满足设计施工要求， 

 结构连接采用的螺栓、螺母、垫圈以及销钉均应满足国家标准；

13. 贝雷桥架拼装过程中，抗风拉杆需要通过调节花篮螺栓至完全拉紧状态；

14. 杆件因施工局部弯曲轴线出现偏差，偏差值不得超出如下范围：

 （1） 各受力构件（贝雷架与横梁）型钢截面杆件为各杆件长度的1/1000；横梁在立面与平面上的偏差绝对 
        值均不得超过2mm；

 （2） 桥面板平面偏差不得超过长度的1/1000，并在立面上偏差不得超过2mm；

 （3） 斜撑与抗风拉杆为杆件长度的1.5/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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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桥台或桥墩设计与施工应满足以下要求：

 （1） 纵 向受力 钢 筋直径不应小于12 m m ，净距 不应小于5 0 m m ，且不应 大于35 0 m m ，全 部 纵 向 钢 筋 配 
        筋率不宜超过5%；

 （2）箍筋应做成闭合式，其直径不得小于8mm；墩台角部宜配置角筋；  

 （3）箍筋间距不得大于纵向受力钢筋直径的15倍，且不大于400mm；

 （4）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于C20；

 （5） 桥点河流流量大水速急时，可在桥上游侧酌情配置分水尖与防护设施； 

 （6） 如墩台仅有一个方向的受力钢筋，在垂直受力筋方向应设置直径不小于12mm，间距不大于250 mm 
        的构造筋；

 （7） 桥台桥墩基础设计与构造细节应满足相关地基基础设计规范要求；

         其他详细请参阅技术指标附录B:无止贝雷桥结构验算(桥宽15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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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设计荷载

无止贝雷桥结构设计计算过程中主要考虑竖向恒荷载与活荷载的组合作用，风

荷载作为水平荷载，一般通过抗风拉杆作为构造构件承受荷载，不考虑地震荷

载以及风荷载对于结构的竖向作用。由于本手册贝雷桥结构仅用作人行便桥，荷

载组合中活荷载仅考虑桥面人行荷载[参考文献7]。

其中恒载包括结构自重以及桥面板自重，恒载中结构自重在软件计算模型中可

直接取自重，考虑到实际结构中螺栓销钉、节点板、阴阳头的存在，结构自重系

数可偏于安全地取1. 2；桥面板自重可按照桥面板体积计算得到，钢材容重取

78.5kN/m3，桥面板自重可转化为均布线荷载或者集中荷载作用在结构的横梁

上。桥面活荷载为桥面人群荷载，取3kN/m2，按照桥面净宽计算等效为均布线

荷载作用在结构的横梁。

由于双跨贝雷桥也可偏于安全地采用单跨简支梁模型进行计算分析，因而荷载

组合只需考虑桥面满载的标准组合与基本组合，即：

1. 基本组合：1.2×自重荷载+1.2×桥面板荷载+1.4×满跨人行荷载

2. 标准组合：1×自重荷载+1×桥面板荷载+1×满跨人行荷载

其中荷载的基本组合用于整体结构与连接节点、焊缝的强度、承载力验算，以及

构件的稳定验算，而荷载的标准组合则用于结构的刚度（挠度）验算。整体结构

的稳定分析采用极限荷载系数法，即计算结构发生屈曲失稳时的荷载系数=最

小人群荷载（已经减去结构恒荷载）/设计采用的人群荷载。



27

3.3 材料与性能

3.3.1 钢材

贝雷桥架所用钢材宜选用Q235钢、Q345钢，其质量应分别符合现行《碳素结构钢》（GB/T700）和《低合金高强度

结构钢》（GB/T1591），钢材等级的选择需要考虑桥点当地冬季最低气温，建议钢材等级选择B及以上。

钢材的强度设计值应根据钢材的不同厚度按照表3.1采用。

表3.1 钢材强度设计值（MPa）

结构完工后结构钢表面需进行无机富锌涂料处理，采用富锌涂料质量需符合现行《富锌底漆》（HG/T 3668），并配

合合适的中间漆、面漆，其质量需符合现行规范，如《环氧云铁中间漆》（HG/T 4340）、《溶剂型聚氨酯涂料(双组

份)》（HG/T 2454）等，涂料的选用和搭配需保证涂料对于结构防腐年限达到10年以上。

27

钢材

牌号

Q235钢

Q345钢

厚度(mm)
抗拉抗压抗弯f 抗剪f 端面承压f

≤16

16~40

40~100

≤16

16~40

40~63

63~80

80~100

190

180

170

275

270

260

250

245

110

105

100

160

155

150

145

140

280

355

cdv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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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连接

贝雷架连接销钉宜采用优质碳素结构钢锻制或者轧制钢材，其材质应符合现行《优质碳素结构钢》（GB/T699）。

本手册贝雷桥螺栓连接不作为主要受力构件，可采用普通螺栓，普通螺栓应符合现行《六角头螺栓C级》（GB/T5780）和《六角头螺栓》

（GB/T5782），也可采用高强螺栓代替。螺栓规格需与构件开孔尺寸对应。

焊接材料应与主体钢材相匹配，对于手工焊接采用的焊条应符合现行《碳钢焊条》（GB/T5117）或者《低合金钢焊条》（GB/T5118）；自动焊

和半自动焊的焊丝和焊剂应符合现行《熔化焊用钢丝》（GB/T14957）、《气体保护电弧焊用碳钢、低合金钢焊丝》（GB/T8110）、《碳钢药芯焊

丝》（GB/T10045）、《低合金钢药芯焊丝》（GB/T17493）、《埋弧焊用碳钢焊丝和焊剂》（GB/T5293）或《埋弧焊用低合金钢焊丝和焊剂》

（GB/T12470）的规定。焊接施工需满足现行《钢结构焊接规范》（GB50661）规定，焊缝需通过外观检测，对应钢材牌号的焊缝强度

设计值应按照表3.2规定采用。

表3.2 焊缝的强度设计值（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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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材

牌号

Q235钢

厚度(mm)

Q345钢

抗压f 抗拉f 抗剪f

对接焊缝
角焊缝f

td,wcd,w vd,w

fd

140

175

110

105

100

160

155

150

145

140

160

155

145

235

230

220

215

210

190

180

170

275

270

260

250

245

≤16

16~40

40~100

≤16

16~40

40~63

63~80

8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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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贝雷桥主要由桁架体系组成，每节桁架由两片贝雷

片构成，中间通过横梁与拉杆连接，并在两侧设有

斜撑增加侧向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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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桁架设计

贝雷片的上下 弦 杆均采用两根 C 6 . 3型号的槽 钢 组 成 ，两根 槽 钢 之间间距 为

50mm，上下弦杆中心线间距1137mm。中部直腹杆为两根C5型号的槽钢对焊后

插入上下弦杆的双槽钢间隙之中（弦杆的槽钢间隙50mm正好与竖杆C5型钢尺寸

契合），并在上下两端与弦杆连接处与其焊接。两端的竖腹杆则采用单根C5型号

槽钢，同样与上下弦杆焊接。斜腹杆采用单根C5型号槽钢，形状为v型，与两端竖

腹杆用节点板焊接，与下弦杆直接焊接。相邻两个贝雷片之间通过阴阳头连接。图

4.1.1-图4.1.3为桁架具体构造及尺寸图，图4.1.4为无止贝雷桥实物图。

图4.1.1 贝雷片立面图(单位: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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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4 无止贝雷桥实物图
图4.1.3 竖杆详图(单位:mm)

(a)中竖杆, (b)阳头竖杆, (c)阴头竖杆

图4.1.2 弦杆平面图(单位：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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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横梁及桥面板设计

横梁与桥面板的作用为将人群荷载传递到主桁结构上。

4.2.1 横梁设计

横 梁有 两种类型，一种是短横 梁，通 过主桁下弦 杆上的

两个节点板利用螺栓连接，长度与下弦杆最外侧边缘距离

相同。长横梁除了传递荷载以外，还满足与平面外斜撑连接

的构造要求，于是比短横梁长620mm，其也是通过节点板

与螺栓与下弦杆相连。长短横梁均为8号工字钢，受力上更

为均匀，由于构造需求，第一节贝雷片需要多设这一根长

横梁。长短横梁具体尺寸如图4.2.1-4.2.4所示（所示示例为

1500mm宽贝雷桥，具体节点板号等细部构造参照图纸）：

图4.2.1 短横梁立面图(单位:mm)

图4.2.2 短横梁平面图(单位:mm)

图4.2.3 长横梁立面图(单位:mm)

图4.2.4 长横梁平面图(单位: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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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限位角钢设计

限位角钢主要作用为限制桥面板横向位移，防止桥面板从贝雷桥上滑落，并使得桥面板边缘受力更均匀。限位角钢采

用L5角钢，在底部与长横梁、短横梁通过高强螺栓相固定，桥面板直接搁置在角钢上。限位角钢上预留的螺栓孔道为

长圆孔，这样可以方便螺栓固定，避免螺栓孔位和桥面板扁钢冲突的情况。限位角钢主要尺寸如图4.2.5所示（所示

示例为1500mm宽贝雷桥）:

图4.2.5 限位角钢尺寸示意图(单位:mm) 图4.2.6 限位角钢实物图

限位角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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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桥面板设计

桥面板采用格栅板，通过M夹码与横梁

上 的 搁 置 板 连 接 固 定 。格 栅 板 为扁 钢

与麻花钢相互焊接形成，沿横桥向为扁

钢 ，均为5 m m 厚 。沿 纵 桥向 除了两端

外，其余为Φ6麻花钢，两端为与沿横桥

两端相同规格的扁钢。格栅板有两种规

格，一 号格栅板要比二号格栅板长，具

体尺寸间距如下图4. 2.7与4. 2.8所示（

所示示例为1500mm宽贝雷桥桥面板）

，图4.2.9及4.2.10为第一节与第二节贝

雷片立面图和平面图：

图4.2.8 二号格栅板(单位:mm)图4.2.7 一号格栅板(单位: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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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便于规格化加工，第一节贝雷片的2号格栅板要长于主桁端部，美观上稍有欠缺，但不会影响结构安全与使用。

图4.2.10 横梁与格栅板架设后平面图(

第一节与第二节)(单位:mm)

图4.2.9 横梁、限位角钢与格栅板架设

后立面图(第一节与第二节)(单位: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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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斜撑设计

斜撑主要作用为防止贝雷桥出现横向屈曲，使结构更稳定。斜撑采用L5角钢，在

底部与长横梁通过节点板与高强螺栓相连，顶部也是通过节点板与螺栓和主桁

相连。主要尺寸如下图4.3.1与图4.3.2所示（所示示例为1500mm宽无止贝雷

桥）:

图4.3.1 斜撑详图(单位:mm)

图4.3.2 带斜撑断面图(单位: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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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抗风拉杆设计

抗风拉杆主要用来抵抗横向荷载，例如风荷载等。每节抗风拉杆由两根钢结构圆

杆构成X型，两端有钩子与长横梁上的搁置板相连，中间用花篮螺栓调节拉杆长

度，具体尺寸如下图4.4.1与图4.4.2所示（所示示例为1500m宽无止贝雷桥）：

图4.4.1 抗风拉杆详图(单位:mm)

图4.4.2 带抗风拉杆结构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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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无止贝雷桥结构设计图及门架设计图

关于无止贝雷桥的结构设计及门架设计，可参考本手册附录 C《无止贝雷桥结构

设计图》及 附录 E《导梁及门架图》。

4.6 无止贝雷桥构件加工

贝雷桥构件属于预制拼装构件，需要保证足够的精度和焊接质量，在加工完成

后需要对构件进行预拼装，确保构件能够在现场快速拼接成功。最后，贝雷桥

构件需进行镀锌防腐处理，建议选择具有相关加工经验和施工资质的公司制作

贝雷桥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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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施工场地要求（平整耕地用作临时引道）

施工场地选取首要考虑的因素是施工方便。确定桥址时，建议选取两岸地基稳定，河道笔直，且至少一侧具

有足够纵深的平整土地的地方（为贝雷片的拼装和顶推提供场地），并平整两侧耕地以用作临时引道。

如图5.1.1所示，橙色线框区域显示出项目主体施工时，贝雷桥拼装及顶推侧施工场地的位置和大小长度如桥的

跨度（长度）一样，是一处比较理想的作业位置。如遇两边桥台附近没有如上述那长度来作装拼场地，最少也包

括桥台架要有4000mm长*2000mm宽的平台空间以便能容纳2片贝雷桥片的装拼。

图5.1.1顶推侧施工场地地形示意图

施
工
要
点

无
止
贝
雷
桥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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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规划顶推侧施工场地时，场地宽度需大于贝雷桥结构最大宽度,理想场地长度（指该侧桥台至场地

末端的距离）是大于桥跨的2/3，以满足结构安装需要。

图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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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六主村

项
目
示
例

无
止
贝
雷
桥

6

6.1 项目概况

示范项目位于云南省文山州砚山县八嘎乡六主村。桥梁采用无止贝雷桥结构型式，两跨连续通过河道，单跨

径16米，总长32米，桥面总宽为1430mm，人行宽度1250mm，桥高1200mm，单片贝雷片约重110公斤，整

桥重约6.3吨，贝雷片腹杆充当栏杆扶手。下部结构材料为钢筋混凝土，两端设置桥台，中间设置桥墩。桥台

处设有长约28米永久混凝土引道连接桥梁两端，在施工中也起到施工平台的作用。整体建设预期效果如图

6.1.1所示。

图6.1.1 桥梁整体渲染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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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于2017年2月立项，由香港特区政府民政事务局赞助，无止桥慈善基金支持，

得到云南省各级政府、六主村村委会的协助。在村民的热情帮助下，来自同济大学、

昆明理工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理工大学、清华大学、香港教育大学的60余位志

愿者共同努力下，于2017年8月建成一座32米的无止贝雷桥及28米的引道，最终建成

后如图6.1.2所示。

图6.1.2 建成后的实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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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结构设计

6.2.1 贝雷片

贝雷片是整个贝雷桥最为核心和关键的部分，贝雷片是

将上弦杆、下弦杆、直腹杆、斜腹杆、节点板等整合成为

一个整体。本项目中单片贝雷片重约110公斤，在运输

不方便的农村，单片贝雷片可以进行人工进行短距离搬

运，利用推车等辅助工具可以进行稍长距离搬运。贝雷

片一般运输到距离施工现场较近位置处叠合堆放，如图

6.2.1所示，这样方便贝雷桥拼装，短途运输可以通过人

工实现。

图6.2.1 贝雷片堆放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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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横梁

如图6.2.2所示，横梁为贝雷桥关键构件之一，除具有

承托桥面板的作用之外，还有连接两片贝雷片，稳定整

个结构的作用。横梁分为长横梁与短横梁，长横梁端部

需要连接支撑，底部需要连接抗风拉杆，上部承托桥面

板。横梁运输到现场之后需要分类摆放好，因横梁属于

较小构件，如若施工场地处无人员看护，建议横梁另行

存放，不建议直接放置于施工现场。待贝雷桥拼装开始

之后，再将横梁运往现场。

图6.2.2 横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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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斜撑

斜撑构件为角钢两端开孔，起到增加整个结构稳定性的

作用，如图6.2.3所示。斜撑构件同样也属于较小构件，

建议另行存放，待贝雷桥拼装开始之后，再将斜撑运往

现场。支撑开孔比螺栓直径需要稍大，因加工及拼装误

差累积，支撑往往难以对准螺栓孔，所以需要通过增大

开孔直径来消减误差，减少拼装难度。根据无止桥项目

经验，开孔直径建议比螺栓直径大4mm。

图6.2.3 安装后的斜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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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 抗风拉杆

抗风拉杆是贝雷桥重要构件之一。抗风拉杆不仅有抵抗

横向荷载的作用，也有保证桥梁整体稳定性的作用，图

6.2.4为安装后的抗风拉杆。抗风拉杆利用花篮螺栓实现

抗风拉杆的长短调节，可以先用钩子钩在长横梁底部的

节点板上，然后收紧花篮螺栓，再用独立螺母收紧压死

花篮，以防松脱，这样拼装起来十分方便快捷，同时，可

以更好的调节每节桥宽度。抗风拉杆同样也属于较小构

件，建议另行存放，待贝雷桥拼装开始之后，再将抗风拉

杆运往现场。

图6.2.4 安装后的抗风拉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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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 桥面板

桥面板如采用花纹钢板，泥或雪巴往往会积在花纹钢

板上，造成桥面湿滑。经过二次改良，方案采用格栅板

作为桥面板，格栅板不容易积泥和冰雪，雨水可以冲刷

桥面板，且刚度也能够满足条件，是一种比较理想的农

村便桥桥面板。格栅板采用M型夹码与横梁连接，如图

6.2.5所示，横梁上的搁置板开长圆孔，避免出现加工误

差导致格栅板无法固定的问题。桥面板一般运输到距离

施工现场较近位置处分类叠合堆放，这样方便安装桥

面板，短途运输可以通过人工实现。安装后的格栅板整

体效果如图6.2.6所示，格栅板与贝雷桥配合在农村中使

用，美观且适宜。

图 6.2.5 图6.2.6 安装后的格栅板



53



54

6.3 结构施工

6.3.1 门架安装

门架作为桥架顶推施工的借力及安全保护装置至关重

要，门架的设计需要依托于桥墩与桥台的尺寸，即两者

需要 相互配合。其安装步骤如下所述，安装过程如图

6.3.1所示：

1. 开孔

2. 安装竖杆

3. 安装斜杆

4. 安装横梁

图6.3.1 门架安装示意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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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贝雷片拼装

1. 贝雷片对接:

图6.3.2 贝雷片对接 图6.3.4 安装销钉 图6.3.5 放置长横梁

图6.3.3 阴阳头节点对接 图6.3.6 拧紧螺栓

3. 长、短横梁安装:2. 销钉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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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8 安装抗风拉杆图6.3.7 安装斜撑

4. 斜撑安装: 5. 抗风拉杆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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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桥架顶推

六主村无止桥一共由16对贝雷片(32米)拼裝而成，当拼装到第7对时，开始

顶推工作，之后在保证未顶推贝雷片自重大于已顶推贝雷片自重的条件

下，每拼装几个节段顶推一段距离。

由于本次桥梁跨径布置为16米+16米，并且顶推场地为新修水泥路，平整引

道长度超过20米，所以在顶推至12米时，桥架前段导梁可到达中间桥墩，顶

推方向是从保地村侧顶推到小石山侧。在桥架顶推过程中，钢缆对桥架进

行辅助悬挂，通过手拉葫芦连接将桥架悬挂在空中，桥架底稍高于对岸桥墩

面。由于本项目在设计跨径布置时已经考虑在不设置钢缆的情况下如何防

止顶推过程中的倾覆问题，所以钢缆悬吊桥架只是一个辅助的安全措施，但

从现场实际情来看，钢缆也起到了很好的安全保障作用。待桥顶推到门架下

面，用滑轮、手拉葫芦将钢缆与贝雷连起来，这样可以将贝雷桥的一部分重

量通过钢缆分担给门架，在顶推过程中，还能利用门架牵引贝雷桥向前推进

和调整贝雷桥位置；另外，顶推结束时，还可以利用滑轮、手拉葫芦将贝雷

桥吊起取出滚轮。

在中间桥墩、小石山一侧桥台上同样安装有一个门架，用于牵引和吊起贝雷

桥。从力学角度讲，此时对岸的牵引绳是斜向的，既有水平牵引的力存在，

同时也对悬在半空中的桥有一个向上的作用力，以消除桥的倾覆力矩。

导梁可以起到减少贝雷桥悬臂长度，尽早支承到桥墩及桥台的作用，一般在

拼装完成2~3个节段即可开始安装导梁。导梁直接安装在第一节段贝雷片

前，通过销钉及螺栓分别与贝雷片的上下弦连接，如图6.3.9所示为导梁安

装过程。

图6.3.9 安装导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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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顶推过程如图6.3.10所示，详细顶推步骤见 

附录D《无止贝雷桥顶推施工步骤图》。

图6.3.10 无止贝雷桥顶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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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推过程可采用推拉双重方式，如图6.3.11所示，在桥

架前段可以利用门架、手拉葫芦、安全带等拉住导梁中

间横梁，利用手拉葫芦收紧铰链，将桥架拉到桥墩及桥

台处。

六主项目采用16+16=32米两跨连续过河，顶推至中间

桥墩后，中间桥墩起到支点作用，在接下来的顶推过程

中不需要准备多余的贝雷片或者其他重物压重，可以节

约工程费用和缩短工期；另外滚轮的引进使得顶推阻力

减小很多。充分的设计考虑和施工准备使得六主无止桥

在三天半的时间内顺利完工。

图6.3.11 在中间桥墩利于进行牵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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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 桥面板安装

桥面板虽然只需要两个人就可以将其抬上桥梁，但由于

桥面板宽度大，安装空间小，所以需要4人协同安装桥

面板。将桥面板放置在对应贝雷片上后，四人负责对齐

自己所在位置的桥面板螺栓孔，将螺栓插入螺栓孔但不

拧紧螺栓，在另外一名同学的统一调整后，确保桥面板

平齐后，再逐一拧紧螺栓，如图6.3.12为桥面板安装过

程。

图6.3.12 安装桥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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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5 其他内容

1. 螺栓检查及补防锈漆

如图6.3.13所示检查螺栓，本项工作的内容就是重新拧

紧螺栓，检查贝雷片之间的连接，检查贝雷片与长横梁

之间的连接，检查贝雷片与短横梁之间的连接，检查贝

雷片与斜撑之间的连接，检查桥面板与所有横梁的连接

等，并对销钉、螺栓和在施工过程造成的桥表面镀锌有

磨损的地方进行补漆工作。如图6.3.14为桥架磨损处补

漆。

图6.3.13 螺栓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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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14 补防锈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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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安装支座，主桥就位

利用门架吊起桥架；拆除所有滚轮和其他支撑物，安放

支座；将桥架落在支座上，主桥就位。同时在桥台上贝

雷桥下弦杆外侧打膨胀螺栓限制桥梁的横向位移，防止

桥梁坠落。

3. 拆除门架、清理现场、完成施工

拆除门架上的安全绳，并拆除门架；清点现场各种施工

材料和施工工具（包括木板、贝雷片以及各种工具）；清

理现场环境，打扫各类垃圾并尽量恢复之前的地形地

貌。图6.3.15为完成各项清理工作后桥梁结构的竣工示

意图。

6.3.6 施工工具清单

关于无止贝雷桥所需用的施工工具，详见附录A《施工

工具清单》。

图6.3.15 贝雷桥施工完成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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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桥梁施工安全管理

6.4.1 一般安全规定

1、参与施工的支持工作人员，要有适当工地工作专业培训。

2、施工人员应熟知并遵循各项安全技术操作规程。

3、参与者进入施工现场必须使用个人安全保护用品，尤在有危害和高处坠

落下的工作环境。

4、施工前应对施工现场、机具设备及安全防护设施等开展全面检查，确认

符合安全标准和系数，方可施工。

6.4.2 高处作业安全规定

选择合适工作人员，培训如何使用高空工作个人用具。工地需做足防坠措

施，实时安全督导。

6.4.3 缆索安装施工安全规定

1、设立统一指挥系统，并组织参加吊装人员开展安全教育，对施工难度、

危险性较大的作业项目要先作专门培训。

2、吊装前应做严密的准备工作，要由指定的安全监督对机具设施开展全面

检查，确保符合安全作业方可施工。

3、禁止人员在桥点下方工作或走动，以避免有任何物件下坠而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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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4 门架安装安全规定

1、门架安装完成后，应该检查螺栓紧固情况，以及钢材焊接情况。

2、门架拆除时，应制定安全技术措施。

6.4.5 安全监督

1、施工现场每边桥台应当配置一位安全督导员，安全督导员负责监察桥台

上工作安全。

2、建桥工地上，设置一位总工程监督，负责审核所有安全措施，符合要求

后，可开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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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检查和维护保养无止贝雷桥

检查与养护

桥梁构件

桥墩台以及支座

贝雷片

每月一次

每月一次

1. 桥墩台是否有裂缝。

2. 护坡是否破损。

1．若发现细小裂缝，则用水泥砂浆填补，防止内部 
 钢筋受腐蚀。

2．护坡若破损，应该及时用片石加水泥砂浆填补。

1. 保持主梁的干燥，经常清理桥面，保持桥面卫生。

2. 打磨锈蚀部位，涂刷防锈漆。

需及时上报，向政府反馈主梁及其他构件的 
缺失情况。

先暂停使用并及时上报，向专业人员寻求帮助。

若比较严重，则应该立即更换支座（最好请专业人士
更换）。

支座变形或者破损是否严重。

钢材是否锈蚀。

钢材构件是否完整。

钢材是否明显变形或者位移。

检查项目 养护方式 频率

检查和维护保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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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与养护

桥梁构件

螺栓

桥面板

桥梁引道

每月一次

随行观察

随行观察

螺栓及连接情况。

桥面板是否缺失。 先暂停使用并及时安装新桥面板。

桥面板是否破损严重。 及时更换新桥面板。

桥梁引道是否有破损开裂， 
路基是否有冲蚀。

检查螺栓是否松动，是否脱落，贝雷桥连接处是否
松动。若存在松动或者脱落，应该及时拧紧或者更
换。

若发现小裂缝或破损，由村委会自行修补；若发生
较大破损，应该及时联系设计方，商讨解决方案。

注意：1. 每次洪峰之后，必须对无止贝雷桥进行上述检查，需要修补或更换构件时，应及时处理； 2. 无止贝雷桥墩台和主梁发生严重变形和破坏时，应禁止通行，并及时上报桥梁后期管理维护部门； 3. 禁止车辆通行； 
4. 严禁偷盗、破坏、拆卸无止贝雷桥各个部件； 5. 当发生自然灾害时，如地震、洪水等，无止贝雷桥严禁通行。

检查项目 养护方式 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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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结语及鸣谢
手册的编写凝聚了大家的心血与汗水，无止桥慈善基金在此恳切表达我们

的期望和谢意。无止贝雷桥是取材自比较成熟的车行贝雷桥基础上做出修

改、论证、实践形成的人行桥方案。这种轻型便桥架设速度快、安全、轻巧、

美观，十分适合应用在交通不便的山区。新方案的成熟总是艰辛的，荣幸得

到业界专家、前辈、无止桥慈善基金项目委员会、同济大学无止桥团队、镇江

长城重工公司以及其他大学无止桥团队的共同努力，手册得以顺利出版，现

一并再作致谢。

首先，本手册要特别感谢无止桥慈善基金项目委员会主席何祝崑先生。何先

生是无止桥慈善基金发起人之一，通过多年指导建设人行便桥公益项目，何

先生敏锐的发掘到传统军用型贝雷桥的优势，并将其改造、应用到无止桥在

遍远山区建桥项目的巨大空间。在何先生的发起下，及李有威先生、李国良

先生、李耀华先生、李亮华先生及李德伟先生等一众项目委员的参与下，无

止桥慈善基金于2016年的重庆麻池村建桥项目中，首次设计并顺利建造一

座无止贝雷桥。在之后的三期项目中，基金项目委员会委员通过不断实践及

改良，对设计方案不断优化，为最终结构设计定型做出了巨大贡献。

基金亦十分感谢同济大学设计院的支持与帮助。在无止贝雷桥方案成形的

过程中轉化項目概念为实践性的研究, 再通过同学们的设计模拟测试，为无

止贝雷桥的安全性以及耐久性做出确认，使方案能够落实。

基金更感谢同济大学桥梁系吴迅教授。吴迅教授作为同济大学无止桥团队

的指导老师，带领同学们共同研究讨论人行贝雷桥的方案。吴教授结合自己

丰富的工程经验和专业知识，为无止贝雷桥的改进提出了建设性建议，为无

止贝雷桥以及本手册的面世提供了很大帮助。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感谢同济

大学桥梁系的吴培峰老师，吴培峰老师作为同济大学无止桥团队的另一位

指导老师，积极在学院以及学校层面为学生打造一个可以发挥才能的平台

和培训学生团队义务工作，为大学无止桥团队的发展以及手册的面世发挥

了很大贡献。

我们还要感谢镇江长城重工公司，为我们的无止贝雷桥提出许多中肯的建

议，使学生能在其工厂进行实体组装测试, 并能将无止贝雷桥得以进一步的

优化，进而批量生产。基金会亦感谢同济大学无止桥团队的张振宇、刘畅 、 

王嘉祺、李昂、邱爽、陈贤俊、黄李观、陈昭、易道远、劳天鹏、高展、王聪、

应宇锋等同学。他们参与了本手册的编撰工作，其中大部分成员都曾参与第

一代、二代无止贝雷桥的设计优化工作，并带领团队参与到钢桥厂实习、无

止贝雷桥施工工地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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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要感谢参与到无止贝雷桥建设项目中的所有无止桥大学团队师生，

师生们在亲身参与人行贝雷桥的施工活动中，摸索出了一系列无止贝雷桥施

工的经验，并在一次次项目中对设计及施工提出优化建议，使得无止贝雷桥

的总体设计及使用更趋完善。

无止桥慈善基金再次感谢历届无止贝雷桥项目的赞助人士和机构，大家的爱

心善举，不仅为香港学生提供外展服务、更协助他们一次次了解内地农村，

与内地大学学生团队服务内地遍远山区少数民族村民的宝贵机会。通过资

助基金无止贝雷桥项目，不但培养了大批实践人才，也为无止贝雷桥的设计

及完善提供了一次又一次的机会。在此代表基金特别鸣谢：

·陈张敏聪慈善基金有限公司历年资助无止桥项目；

·香港离岛扶轮社资助2016年重庆麻池村无止贝雷桥项目；

·莫华升先生资助2016年四川黄龙场村无止贝雷桥项目；

·九龙仓集团有限公司资助2017年贵州谢家村无止贝雷桥项目；

·香港民政事务局资助2017年云南六主村无止贝雷桥项目；

·九龙仓集团有限公司资助2018年云南黎光村河上河下无止贝雷桥项目；

·香港民政事务局资助2018年云南黎光村吾吉后无止贝雷桥项目；

·九龙仓集团有限公司资助2019年云南美乐村无止贝雷桥项目；

·香港民政事务局资助2019年广西中停村无止贝雷桥项目。

我们期望这手册为后续参与者和同学能提供借鉴，做出不断完善，提升同学

们的工匠精神, 大家共同进步，为服务社会再次作出贡献。

无止桥慈善基金编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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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附录
附录A 无止贝雷桥施工工具清单

序号 序号

1 4

2 5

3 6

名称 名称

手拉葫芦 手套

承重吊带

承重吊带扣 固定扳手

用途 用途

牵引贝雷片 志愿者使用

配合手拉葫芦

使用

拼装门架、 
桥架、导梁、 

M夹等

拼装门架、 
桥架、导梁、 

M夹等

套筒扳手 

(M16/M12)

牵引贝雷桥

图片 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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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序号

7 10

8 11

9 12

名称 名称

防锈油漆 安全带

对讲机 安全带滑轮

用途 用途

螺丝防锈

安装门架 安全带扣

保护志愿者

电钻+钻头(M-

16/M-20)

配合安全带使用

配合安全带使用志愿者使用

图片 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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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序号 序号

13 16

14 17

15 18

名称 名称

门架 滚轮

滑轮扣导梁

千斤顶 帐篷

用途 用途

牵引贝雷片 牵引贝雷片

盛放施工器具

辅助桥架伸延

安全

连接钢缆和 

葫芦

顶升贝雷桥

图片 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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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序号

19 22

20 23

21 24

名称 名称

警戒带 16mm钢缆线

手锤 油漆刷

用途 用途

划分施工区域

撬棍 钢绞线扣 扣住钢缆线

刷润滑油

辅助拼装 
贝雷片

牵引贝雷桥及 
保护志愿者

安装连接销钉

图片 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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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序号 序号

25 28

26 29

27 30

名称 名称

润滑油 卷尺

安全帽施工警示牌

米尺 磨机

用途 用途

辅助销钉安装

安全文明施工

测量

志愿者使用

现场打磨 
贝雷片阴阳头

丈量场地大小

图片 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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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序号

注：以上工具仅根据无止桥慈善基金以往项目经验摘录，具体施工工具需根据实际情况合理选择。

31 34

32

33

名称 名称

花篮螺栓 M夹螺栓扳手

M20和M16

用途 用途

锉刀

拧M夹螺栓

打磨阴阳头 
销钉孔

拧紧抗风 
拉杆，另多配 
一粒右牙丝母 

用作固定 
花篮用

膨胀螺栓

图片 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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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可登入无止桥网站https://www.bridgetochina.org.hk/，下载手册供参考用。 如中丶英文版本有任何抵触或歧义，应以中文版本为准。 

如有查询，欢迎联系无止桥慈善基金办事处(+852) 27424668，或电邮至 info@bridgetochina.org.hk 进行查询及交流。

附录B 无止贝雷桥. 结构验算 (桥宽1500mm)
附录C 无止贝雷桥. 设计图
附录D 无止贝雷桥. 顶推施工步骤图
附录E 导梁及门架设计图
https://www.bridgetochina.org.hk/sc/resource/pub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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