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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大学生开放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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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技能证书（不完全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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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大学生创新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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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 实践教学组织与管理

3.1工程实验

3.1.1课表

附表 3.1 2014~2015年第二学期 2013级卓越工程师班实验技能培训课程表

日期 星期一（4月 25日） 星期二（4月 26日） 星期三（4月 27日） 星期四（4月 28日） 星期五（4月 29日）

1-2节
液塑限试验

3号实验楼 214
丁立（卓越 3班）

固结试验

3号实验楼 334
丁立（卓越 3班）

直剪试验

3号实验楼 333
丁立（卓越 3班）

击实试验

3号实验楼 124
丁立（卓越 3班）

3-4节
液塑限试验

3号实验楼 214
丁立（卓越 4班）

固结试验

3号实验楼 334
丁立（卓越 4班）

直剪试验

3号实验楼 333
丁立（卓越 4班）

击实试验

3号实验楼 124
丁立（卓越 4班）

5-6节
回弹法检测砼强度

结构试验大厅

李子奇、刘尊稳（卓越 3、4班）

低碳钢剪切实验

土木学院加西楼 142
施琪（卓越 3、4班）

简支钢桁架静载试验

结构试验大厅

李子奇、刘尊稳（卓越 3、4班）

结构实体钢筋保护层厚度及间距检测

结构试验大厅

李子奇、刘尊稳（卓越 3、4班）

7-8节
超声法检测混凝土缺陷

结构试验大厅

李子奇、刘尊稳（卓越 3、4班）

简支梁自振特性参数测定实验

结构试验大厅

李子奇、刘尊稳（卓越 3、4班）

日期 星期一（5月 2日） 星期二（5月 3日） 星期三（5月 4日） 星期四（5月 5日） 星期五（5月 6日）

1-2节
应变片粘贴实验

3号实验楼

施琪（卓越 3班）

砂有害物质测定

3号实验楼 221
孟芳（卓越 3班）

砂有害物质测定

3号实验楼 221
孟芳（卓越 4班）

混凝土电通量测定

3号实验楼 326
赵彦华（卓越 3班）

3-4节
应变片粘贴实验

3号实验楼

施琪（卓越 3班）

砂有害物质测定

3号实验楼 221
孟芳（卓越 3班）

砂有害物质测定

3号实验楼 221
孟芳（卓越 4班）

混凝土电通量测定

3号实验楼 326
赵彦华（卓越 4班）

5-6节
应变片粘贴实验

3号实验楼

施琪（卓越 4班）

应变片粘贴实验

土木学院加西楼 242
施琪（卓越 4班）

砂有害物质测定

3号实验楼 221
孟芳（卓越 3班）

砂有害物质测定

3号实验楼 221
孟芳（卓越 4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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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2 2015~2016年第二学期 2012级卓越工程师班实验技能培训课程表

日期 星期一（5月 11日） 星期二（5月 12日） 星期三（5月 13日） 星期四（5月 14日） 星期五（5月 15日）

1-2节
砂有害物质测定

3号实验楼 221
孟芳（卓越 3班）

混凝土电通量测定

3号实验楼 326
赵彦华（卓越 3班）

砂有害物质测定

3号实验楼 221
孟芳（卓越 4班）

简支钢桁架静载试验

结构试验大厅

刘尊稳

3-4节
砂有害物质测定

3号实验楼 221
孟芳（卓越 3班）

砂有害物质测定

3号实验楼 221
孟芳（卓越 4班）

混凝土电通量测定

3号实验楼 326
赵彦华（卓越 4班）

回弹法检测砼强度

结构试验大厅

刘尊稳

5-6节
砂有害物质测定

3号实验楼 221
孟芳（卓越 3班）

应变片粘贴实验

土木学院加西楼 242
施琪

砂有害物质测定

3号实验楼 221
孟芳（卓越 4班）

超声法检测混凝土缺陷

结构试验大厅

刘尊稳

7-8节
应变片粘贴实验

土木学院加西楼 242
施琪

日期 星期一（5月 18日） 星期二（5月 19日） 星期三（5月 20日） 星期四（5月 21日） 星期五（5月 22日）

1-2节
结构实体钢筋保护层厚度及间距检测

结构试验大厅

刘尊稳

简支梁自振特性参数测定

结构试验大厅

刘尊稳

直剪试验

3号实验楼 333
丁立

3-4节
击实试验

3号实验楼 124
李健宁

固结试验

3号实验楼 334
丁立

5-6节
液塑限试验

3号实验楼 214
李健宁

应变片粘贴实验

土木学院加西楼 242
施琪

7-8节
应变片粘贴实验

土木学院加西楼 242
施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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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工程试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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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卓越论坛

高级工程师程小春应邀作《铁路站房施工技术交流》专题技术讲座

兰州轨道交通公司总工程师杨志团应邀作《城市轨道交通规划、设计技术要点》专题技术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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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二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教授级高工尹亚雄副院长应邀作《浅谈不同等级铁路路基的特点与设计》专题报告

宁贵霞教授作《桥梁概念设计》专题报告 韩峰教授作《青藏线无缝线路设计与管理》专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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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3 企业实训

3.3.1企业实训指导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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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企业实训专业课程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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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企业实训安排

（1）双选（学生选导师及企业）签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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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学生实训期间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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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企业实训和毕业设计实训组织与管理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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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企业实训实施（照片）

实训动员 校企对接 中期抽查

返校座谈 实训介绍 答辩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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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实训与设计指导与答辩验收

现场指导 随机抽取 设计介绍

企业专家提问 督导检查 会后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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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实训期间的学习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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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实训隧道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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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实训桥梁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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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实训路基现场



66

参观兰州西客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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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企业实训实习日志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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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毕业设计

3.4.1 毕业设计选题

附表 3.3 2012级土木工程“卓越计划”毕业设计题目

指导

教师

学生

姓名
毕业设计（论文）题目 毕业设计类型

丁南宏 杨少博 太原-中卫铁路 78+3×134+78 m预应力混凝土刚构-连续梁桥设计 工程设计

丁南宏 田刚 胶济铁路某 80m+110m+80m预应力混凝土连续箱梁设计 工程设计

丁南宏 黄亦雅 太原-中卫铁路 70m+4×120m+70m预应力混凝土刚构-连续梁桥设计 工程设计

丁南宏 杨峥嵘 胶济铁路某 75m+120m+75m预应力混凝土连续箱梁设计 工程设计

丁南宏 李高鹏 32m+59m+32m铁路预应力混凝土连续梁设计 工程设计

丁南宏 柳兴成 40m+64m+64m+40m铁路预应力混凝土连续梁设计 工程设计

郭健 汤作兵 新建连盐铁路跨乌水河（48+80+48）m连续梁施工方案及施工支架设计 工程设计

郭健 李亚栋 京沈顺义特大桥第 320#墩至 321#墩跨越北木路(48+80+48)m连续梁施工方案及施工支架设计 工程设计

郭健 李祖龙 京沈顺义特大桥第 320#墩至 321#墩跨越北木路(40+64+40)m连续梁施工方案及施工支架设计 工程设计

郭健 鲁永明 洪排河特大桥主桥施工方案及施工支架设计 工程设计

郭健 骆付泉 新建连盐铁路跨乌水河（44+72+44）m连续梁施工方案及施工支架设计 工程设计

韩峰 梁浩 既有铁路纵断面优化程序设计 工程设计

韩峰 胡小刚 银西客专轨道结构及施工工艺分析 工程设计

韩峰 何通梓 兰新铁路线路检测及养护方法 工程设计

韩峰 周镇东 兰新第二双线路基变形控制及调整方法分析 工程设计

韩峰 李响 兰新第二双线线路检测及养护方法 工程设计

韩峰 刘鑫 既有铁路纵断面优化算法设计 工程设计

金学军 李凯 S17线金永高速马家山湾大桥（7×20m预应力混凝土连续空心板）上部结构设计 工程设计

金学军 刘文 S17线金永高速马家山湾大桥（7×20m预应力混凝土连续空心板）下部结构设计 工程设计

金学军 柳艺明 S409#路主桥（45m+60m+45m变高度连续箱梁）上部结构设计 工程设计

金学军 匡泓霖 S409#路主桥（45m+60m+45m变高度连续箱梁）下部结构设计 工程设计

李波 王龙 临白高速公路改性沥青生产质量控制技术研究 工程设计

李波 张彦波 临白高速公路沥青路面施工质量控制技术研究 工程设计

李波 刘成浩 沙漠地区抗裂水泥稳定碎石基层施工技术研究 工程设计

李波 肖利坤 临白高速公路沥青混合料配合比设计优化 工程设计

李波 罗玉忠 临白高速公路沥青路面抗车辙技术研究 工程设计

李波 毛强强 镇商高速公路（第二合同段）初步设计 工程设计

李晓钟 张峰铭 祊河桥主塔拼装施工辅助支撑设计 工程设计

李晓钟 李晓通 地铁下穿楼体托换系统设计与方案编制 工程设计

李晓钟 闫文毅 下穿高速托换梁支撑系统优化设计 工程设计

李晓钟 华夏 平转桥现浇支架设计及落架方案对比分析与编制 工程设计

李晓钟 叶旗伟 拱桥竖转支架设计计算与方案编制 工程设计

李晓钟 张鹏程 贵阳地铁某施工工法专项方案编制 工程设计

刘志强 刘平 上石桥双线铁路隧道设计 工程设计

刘志强 连博 烂泥沟双线铁路隧道设计 工程设计

刘志强 黄贤豪 温泉双线铁路隧道设计 工程设计

刘志强 杨宝胜 武胜驿双线铁路隧道设计 工程设计

刘志强 张伟 北山 3号双线铁路隧道设计 工程设计

刘志强 刘学锐 定军山 2号双线铁路隧道设计 工程设计

马华军 曹秉乾 20m预应力混凝土公路简支梁桥上部结构设计 工程设计

马华军 韩领 施工钢栈桥设计 工程设计

马华军 刘成 某高速铁路简支梁桥上部结构设计 工程设计

马华军 杨班王 某工业学院人行桥设计 工程设计

宁贵霞 刘勇 蔡家沟大桥下部结构设计 工程设计

宁贵霞 田涛 青银高速改扩建三道沟中桥施工组织设计 工程设计

宁贵霞 牛方杰 用荷载板试验进行场地施工的地基承载力实测与分析 论文

宁贵霞 张转军 场地施工的压实度实测与分析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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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

教师

学生

姓名
毕业设计（论文）题目 毕业设计类型

宁贵霞 薛艳平 场地施工的地基系数实测与分析 论文

宁贵霞 杨炎炎 用静力触探进行场地施工的地基承载力实测与分析 论文

孙建琴 郭立平 田家炳教学楼结构设计 工程设计

孙理想 马进才 太平沟大桥上部结构设计 工程设计

孙理想 沈宇驰 超长钢筋笼吊装设计 工程设计

孙理想 全国志 老鸦峡湟水河 I号特大桥上部结构设计 工程设计

孙理想 刘龙麟 锦屏牛头河特大桥（48+64+48）m连续梁悬臂施工挂篮设计 工程设计

孙理想 刘爽 GZ45临清段高速公路 K112+756中桥 工程设计

孙理想 李源 茅茨岘系杆拱桥支架设计 工程设计

夏文传 孙广文 60+100+60m连续梁桥上部结构设计 工程设计

夏文传 朱永宏 60+100+60m连续梁桥上部结构设计 工程设计

夏文传 姚栋园 80+150+80m预应力混凝土连续梁拱组合桥上部结构设计 工程设计

夏文传 高贵杰 45+70+45m连续梁桥上部结构设计 工程设计

夏文传 周志勇 64+112+64m铁路连续梁桥上部结构设计 工程设计

夏文传 张鹏举 40+64+40m铁路连续梁桥上部结构设计 工程设计

夏修身 罗玉栋 石太客运专线西小坪特大桥（48+80+48）连续梁主桥上部结构设计 工程设计

夏修身 周子康 石太客运专线西小坪特大桥（48+80+48）连续梁主桥下部结构设计 工程设计

夏修身 姚鑫 石武客运专线（80+128+80）连续梁主桥上部结构设计 工程设计

夏修身 尹进华 石武客运专线（80+128+80）连续梁主桥下部结构设计 工程设计

夏修身 刘越 京津客运专线新开河特大桥（48+80+48）连续梁主桥上部结构设计 工程设计

夏修身 王晓文 京津客运专线新开河特大桥（48+80+48）连续梁主桥下部结构设计 工程设计

杨俊杰 成晓峰 比奥理论在某工程地基中的应用 论文

杨俊杰 刘亚斌 九石公路南盘江大桥(120+220+120)m上部结构设计 工程设计

杨俊杰 邓雄 昭待高速牛栏江特大桥(90+170+90)m上部结构设计 工程设计

杨俊杰 刘修平 成贵铁路落脚河大桥(68+128+68)m连续刚构初步设计 工程设计

杨俊杰 马俊军 国道 317线九架棚大桥(66+120+66)m上部结构设计 工程设计

杨俊杰 张富全 富砚高速苏古特大桥(65+110+65)m上部结构设计 工程设计

杨俊杰 郑利龙 乐广高速江口汛北江特大桥(80+150+80)m上部结构设计 工程设计

表 3.4 2013级土木工程“卓越计划”毕业设计题目

指导

教师

学生

姓名
毕业设计（论文）题目 毕业设计类型

刘世忠 杨军伟 广州至珠海铁路新建工程（48+72+48）m连续箱梁桥上部结构设计 工程设计

刘世忠 李亚龙 兰渝铁路大砂坪特大桥（40+64+40）m连续梁桥上部结构设计 工程设计

刘世忠 王明 24m公路简支钢箱梁上部结构设计 工程设计

刘世忠 常金伟 西关大街跨火烧沟（21+35+21m）三跨连续梁桥上部结构设计 工程设计

丁南宏 陈欢欢 32m+56m+32m铁路预应力混凝土连续梁设计 工程设计

丁南宏 杨林 40m+64m+64m+40m铁路预应力混凝土连续梁设计 工程设计

丁南宏 刘仁杰 广元至巴中高速公路 14m+22m+14m斜腿刚构桥设计 工程设计

丁南宏 王瑞 40m+64m+40m铁路预应力混凝土连续梁设计 工程设计

丁南宏 康金刚 广元至巴中高速公路 11m+22m+11m斜腿刚构桥设计 工程设计

张永亮 丁永胜 25m预应力混凝土简支板桥设计 工程设计

张永亮 张建操 汤阴东八号公路桥上部结构设计 工程设计

张永亮 汪振新 关山沟高架桥上部结构设计 工程设计

冀伟 李佳伟 厦门快速公交(BRT)桥梁工程（3×25m）混凝土箱梁桥上部结构设计 工程设计

冀伟 马彪 厦门快速公交(BRT)桥梁工程（4×30m）混凝土箱梁桥上部结构设计 工程设计

冀伟 崔生金 厦门快速公交(BRT)桥梁工程（25+30+25）混凝土箱梁桥上部结构设计 工程设计

冀伟 秦天国 厦门快速公交(BRT)桥梁工程（3×30m）混凝土箱梁桥上部结构设计 工程设计

冀伟 徐汪豪 兰州雁白黄河大桥（90+165+90）m波形钢腹板 PC连续箱梁桥的腹板抗剪力学性能研究 论文

冀伟 谢祥雨 厦门快速公交(BRT)桥梁工程（25+40+25）混凝土箱梁桥上部结构设计 工程设计

夏文传 王许兵 岳家中桥支架设计 工程设计

夏文传 包玉强 前杜家沟大桥支架设计 工程设计

夏文传 李曰强 前杜家沟中桥支架设计 工程设计

夏文传 何灿灿 石公河大桥支架设计 工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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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文传 孔令飞 无定河大桥支架设计 工程设计

夏文传 鲍日辉 40+64+40m铁路连续梁桥上部结构设计 工程设计

夏文传 张旭凯 32+48+32m铁路连续梁桥上部结构设计 工程设计

夏文传 易乐 64+112+64m铁路连续梁桥上部结构设计 工程设计

杨俊杰 王军 重庆高岩嘴(60+110+60)m连续刚构桥上部结构设计 工程设计

杨俊杰 姚龙龙 广惠高速角洞水库(70+115+70)m连续刚构桥上部结构设计 工程设计

杨俊杰 刘军年 富砚高速苏古(65+110+65)连续刚构桥上部结构设计 工程设计

杨俊杰 魏鹏飞 国道 317线九架棚(66+120+66)m连续刚构桥上部结构设计 工程设计

黄志军 范祥辉 某地区 12米深基坑工程围护结构设计 工程设计

黄志军 雒昱臣 柴达尔至木里铁路 DK133-136段路基工程设计 工程设计

黄志军 孙亮 某地区深基坑土钉墙支护设计 工程设计

黄志军 陈志强 柴达尔至木里铁路 DK127-133段路基工程设计 工程设计

黄志军 金玉娇 某地区 10米深基坑支护方案选型及支护结构设计 工程设计

黄志军 韩强 柴达尔至木里铁路 DK117-119+500段路基工程设计 工程设计

黄志军 李智勇 临江大道一标段软基地区道路路基设计 工程设计

黄志军 张静江 兰青铁路 DK111-114段黄土地区路基工程设计 工程设计

黄志军 张辉 兰青铁路 DK119-121段黄土地区路基工程设计 工程设计

梁庆国 宋威 高速铁路黄土隧道结构设计（Ⅵ级围岩） 工程设计

梁庆国 马得森 高速铁路黄土隧道结构设计（Ⅴa级围岩） 工程设计

梁庆国 韩喜伟 兰州南绕城高速公路黄土隧道结构设计（Ⅵ级围岩） 工程设计

梁庆国 李卓远 兰州南绕城高速公路黄土隧道结构设计（Ⅴa级围岩紧急停车带） 工程设计

梁庆国 刘钦 兰州南绕城高速公路黄土隧道结构设计（Ⅴb级围岩紧急停车带） 工程设计

梁庆国 王宁 兰州南绕城高速公路黄土隧道结构设计（Ⅴa级围岩） 工程设计

梁庆国 陈克霖 高速铁路黄土隧道结构设计（Ⅴb级围岩） 工程设计

梁庆国 李海龙 兰州南绕城高速公路黄土隧道结构设计（Ⅳb级围岩紧急停车带） 工程设计

李斌 吕宇锋 兰青线 K14+720——K21+000段增建第二线设计 工程设计

李斌 郭玉才 兰青线 K18+500——K26+000段增建第二线设计 工程设计

李 波 刘琛 基于互联网+BIM技术的某特大桥施工管理 论文

李 波 张海斌 七瓜公路盐渍土路基修筑技术 论文

李 波 罗忠庆 七瓜公路水泥稳定碎石基层施工技术 论文

于本田 马全忠 兰合铁路（30+50+30）预应力混凝土连续梁桥上部结构设计 工程设计

于本田 陈亚虎 兰合铁路（40+56+40）预应力混凝土连续梁桥上部结构设计 工程设计

于本田 张燊 兰合铁路（48+80+48）预应力混凝土连续梁桥上部结构设计 工程设计

于本田 肖杰 兰合铁路（40+64+40）预应力混凝土连续梁桥上部结构设计 工程设计

于本田 黄小林 兰合铁路（34+56+34）预应力混凝土连续梁桥上部结构设计 工程设计

于本田 张莹莹 兰合铁路（32+48+32）预应力混凝土连续梁桥上部结构设计 工程设计

刘廷滨 包泽山 25m装配式预应力混凝土连续 T梁上部结构设计 工程设计

刘廷滨 王升文 30m装配式预应力混凝土连续 T梁上部结构设计 工程设计

刘廷滨 侯路正 20m装配式后张法预应力混凝土简支空心板梁上部结构设计 工程设计

刘廷滨 何烨 25m装配式预应力混凝土箱形连续梁桥上部结构设计 工程设计

刘廷滨 韩尚红 30m装配式预应力混凝土箱形连续梁桥上部结构设计 工程设计

刘廷滨 刘玉言 2×25m现浇等截面预应力混凝土箱形连续梁桥上部结构设计 工程设计

张戎令 白富荣 钢管混凝土不同缺陷位置补强后力学性能变化规律研究 工程设计

张戎令 张鑫 系杆拱桥吊杆张拉力对结构性能的影响 论文

张戎令 闫凝 系杆拱桥吊杆张拉顺序对结构性能的影响 论文

张戎令 许磊 钢管混凝土缺陷检测试验及实际工程应用 论文

孙理想 王文涛 银西客专 60+100+60m连续梁悬臂浇筑施工设计 工程设计

孙理想 潘海双 郑万高铁 40+72+40m连续梁悬臂浇筑施工设计 工程设计

孙理想 李志强 郑万高铁 48+80+48m连续梁悬臂浇筑施工设计 工程设计

孙理想 张舒阳 银西客专 40+2*64+40m连续梁悬臂浇筑施工设计 工程设计

孙理想 谭琳琳 银西客专 32+48+32m连续梁悬臂浇筑施工设计 工程设计

孙理想 刘健 银西客专 40+56+40m连续梁悬臂浇筑施工设计 工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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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土木工程专业（卓越计划）毕业设计指导书

一、 选题

毕业设计本着训练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提高动手能力、培养实践技能、创新意识和团队

精神的目的出发，从已建及在建工程中选定工点，桥梁方向以特大桥、大桥为主，卓越计划从毕

业实训的角度出发，结合实训内容进行选题；结合桥梁工程设计、施工技术及组织设计和施工质

量检测等方面的相关问题进行选题。

题目分为工程设计型和论文型。工程设计行的经过方案比选后在桥型方面确定出设计桥梁的

推荐方案，结合工点规模以自由组合原则进行分组，每组内按照同学就业去向、根据设计内容的

难易程度和工作量分配设计任务；论文型结合工作内容可选择不同的理论和方法进行分析研究。

每位同学按指导教师的要求，独立完成自己设计或研究工作内容。

二、 资料
（一）工程设计型题目

选定工点提供勘测设计的原始资料：

1.桥址的设计说明

2.桥址处的平面图

3.桥轴纵断面图、钻孔位置和地质资料

4.相应地区的气象资料和水文地质等情况的资料。（另发或搜集）

（二）论文型题目

工程的类型和概况、施工内容、施工方法、检测内容等

三、 采用规范、标准图和参考书
（一）勘察设计规范、施工规范、检测规范及相关规定

1.铁路（2005年及 2015年的新版本）线、桥、隧设计、施工、检测和验收 规范

例：设计系列

(1)《铁路桥涵设计基本规范》

(2)《铁路桥涵钢筋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土桥涵设计规范》

(3)《铁路桥涵地基与基础设计规范》

(4)《铁路桥涵混凝土与砌体结构设计规范》

(5)《铁路柔性墩设计规范》

(6)《铁路工程抗震设计规范》

(7)《铁路工程地质勘察规范》

(8)《铁路工程水文勘察规范》

(9)《客货共线、客运专线设计规范》

施工、检测、验收系列内容同上

2.公路线、桥、隧设计、施工、检测和验收规范

采用与上述相应的 2004年和 2015年的新旧版本的公路桥梁设计系列规范

（二）标准图

铁路、公路标准跨径的上部结构、下部结构标准图。

（三）参考书

1.教材

结构力学、结构设计原理、荷载的横向分布、桥梁工程和基础工程（公路、铁路）、水文与

桥渡设计、桥梁施工和施工组织设计等。

2.手册及定额

公路、铁路桥梁设计与施工手册、墩台与基础设计手册、水文与桥渡设计手册；公路、铁路

桥涵概算定额。

3.杂志

土木工程学报、岩土工程学报、岩土力学学报、铁道学报、铁道建筑技术、桥梁建设、国外

（世界）桥梁、铁道标准设计、国防交通工程与技术、路基工程及建筑结构等方面的现刊和过刊。

4.建设丛书与技术总结

海沧大桥建设丛书以及有关大线（成昆线、秦沈线、杭州湾大桥、青岛海湾大桥及海底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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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术总结等。

5.外文文献

从图书馆网上的外文电子期刊库中查找、下载。

四、 设计内容（具体设计内容在设计组内进行合理合作和分工）
1.按指定桥位资料，进行桥式方案比选；

2.对所选定的桥式方案进行桥渡设计；

3.对推荐（或指定）方案进行桥梁结构设计；

4.结合桥梁设计和施工技术进行相关问题的研究；

5.按照工程类型和规模完成概、预算；

6.进行施工组织设计。

五、 基本要求
（一）熟悉和搜集资料阶段

资料的阅读及整理

根据桥址所在地区阅读并查阅工点的原始资料，按照任务书的要求明确所设计桥梁所在位置

的线路类型、等级及其平、纵断面线形，桥梁跨越既有线路的情况；设计等级和标准;掌握桥址处

的线路条件（直线、曲线）、桥中心里程、线路的设计坡度；地形（桥址平面图、桥址纵断面图

和河床横断面图）、地质（钻孔位置、各土层的顶面标高和厚度及其物理力学指标等）地震烈度、

水文（设计水位、常水位、地下水位及水质，洪水期等）与气象（年温变化、冻结深度和冻结期、

基本风压值）、通航（跨河、跨谷和排洪）等。

经过工程图纸的资料阅读整理并整理出进行桥梁设计所需基础资料如下：

1.桥梁平面线形(直线或曲线),立面线形(平坡、单向坡或竖曲线)；各钻孔中各个土层的物理力

学指标统计与计算;设计水位和流量的推算；土质、水质分析结果等。

2.工程内容及方法、检测内容、方法及要求等等

3.收集、查找所需参考资料

4.针对基本设计资料查找参考书籍和规范、手册，供设计中使用。

5外文文献

6.结合自己的设计内容，查阅相关外文文献，要求按照科技文献的要求至少将一篇译成汉语，

注意专业术语的使用。最后与毕业设计一起装订。

（二）设计阶段

1.方案比选与设计方案的确定

在阅读设计资料和文献查取的基础上，每人根据所给工点的勘察资料提出至少三种桥型、桥

式方案，并进行方案比选。通过技术（桥型、受力、施工和安全等）、经济（造价、环保）比较，

推出设计方案。用计算机绘出方案总体布置图（对推荐方案要绘出平面、立面、墩断面和台断面

详图，其他方案只绘出立面图），并且注明各墩的中心（桥台应标明台前和台尾）里程、各部位

的控制标高和相关构造尺寸。

论文型提出主要工作内容

2.对所选方案进行桥渡设计（结合自己的设计任务对以下内容进行选择）

（1）所给勘察资料的基础上，进行设计流量的确定；

（2）设计水位的推算；

（3）桥下净空及桥长的确定；

（4）根据桥梁平面线形进行梁的布置；

（5）计算一般和局部冲刷深度，确定基础埋深；

（6）推算河滩路堤和沿河路堤的顶面设计标高，导流堤堤顶的设计标高；

（7）说明所采用的导流堤的形式及护坡、堤面防护方式。

论文型：研究方案和技术路线

3.结构设计（组内按照就业去向分工）

根据自己的设计内容进行桥跨结构及墩台基础结构设计。本部分可利用结构计算程序或自己

编写程序进行内力计算和配筋；最后绘出各个部分的构造和配筋图，在钢筋图上应标明钢筋编号，

绘出各号钢筋的大样和钢筋数量表。

（1）尺寸拟订和建筑材料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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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推荐方案的上部结构和下部结构确定具体结构类型及详细尺寸拟订，初步确定梁跨、墩（台）

及基础的材料类型及标号。

（2）梁跨设计计算与检算

对梁跨结构进行内力计算、配筋并完成有关检算项目（进行材料标号和结构尺寸的调整）；

绘出梁的构造及配筋图，并附上钢筋大样和材料表。

（3）墩台设计计算与检算

对所选结构进行计算，得出作用于墩台上的荷载。计算出墩台的内力，并进行配筋、进行相

应的有关检算（包括材料标号和结构尺寸的调整）；绘出墩台的构造及配筋图，并附上钢筋大样

和材料表。

（4）基础设计计算与检算

由作用于基顶的荷载，计算出基础内力和基底的应力大小，对基础进行和配筋计算和检算（包

括材料标号和结构尺寸的调整）；进行地基承载力的检算，调整基础埋深。

*在完成本部分内容过程中，组内的几位同学相互复合，并在设计图纸上进行签字。

4.设计和施工相关问题的研究

（1）结合设计中的关键问题选题

（2）结合施工中的关键问题选题

*在完成该部分内容时，结合选题说明目前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并且提出分析方案；指出研究

解决问题的方法、原理，写出分析过程；通过算例验证，得出相关结论。

论文型：针对工程施工、检测的内容、方法和要求，进行数据收集、整理和分析

5.施工监控、组织设计及概预算

对所设计的桥梁进行施工方案、监控方案设计，在具体的方案下进行场地平面布置，初步拟

订施工组织设计，确定施工进度和工期并绘出网络图或横道图。

对概预算内容，将计算表格按照顺序排列编排页码，并汇总出各分项工程的造价和总造价，

在装订时将该页装订在计算表格之前。

（三）文整阶段

设计型的说明书和图纸为毕业设计的成果，论文型的写出论文。要求行文过程叙述流畅，原

理正确、方法得当、结果可靠、图面整洁清晰。

1.要求

文整工作应严格按《兰州交通大学本科生毕业设计撰写规范》执行。

2.正文内容安排

根据设计内容分成具体章节（例如可以将设计内容作为章，梁跨、桥墩、桥台、基础设计及

施工组织与概预算作为节）进行编写。写明各部分设计内容相应的设计依据、设计原理、计算（或

检算）公式（明确符号意义），用表格形式进行整理具体计算的结果，并得出检算结论。并说明

采用计算程序所在的附录号。

第一部分 设计资料（绪论）
对所提供的设计资料进行整理，例如：地形状况、线路条件、地质、水文、气象条件（年内

最高、最低气温，最大温差、冻结深度等）、地震烈度、设计标准、设计荷载及其他特殊要求等），

该桥上跨、下跨道路（或结构物）的状况，将以上内容分项写进设计资料部分，放在正文部分最

前面。

第二部分 方案及比选（选做）（原理）
根据桥址的纵断面，选择适合该地形、线路条件的桥梁类型，进行桥式方案拟定。该部

分首先对于桥长、桥面宽度、桥梁的跨径、桥下净空确定的依据进行说明。针对所拟定的各个方

案一定要明确桥跨组合，并从其适用、设计、施工角度对技术特点进行评述，同时还应对于各个

方案进行工程造价的概算，进行经济方面的比较。由此进行综合比选，说明最后推出设计方案的

理由。

本部分结束，绘出方案比选图（大图）。

第三部分 尺寸拟定
每人按照分工，进行结构细部尺寸拟定，在文整中绘出构造插图，并说明拟定的依据。

本部分结束，绘出设计部分的构造图（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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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荷载及结构内力计算（研究内容）
对于指定的设计内容，进行荷载计算、组合、进而计算出结构内力。由于该部分可采用结构

计算分析程序完成，在该部分文整过程中的基本要求如下：

荷载计算与组合：说明恒载、活载的布置，并在文中插入活载布置图，对于其形式、集度大

小进行描述。结合所设计的结构，明确计算图式，按照规范的要求对于不同设计工况进行荷载组

合。

内力计算：对于设计对象进行单元划分，确定出控制截面，将控制截面的内力计算结果可用

表格列出，并在文中绘出加载图示、内力图的插图。

第五部分 配筋及检算（结论）
按照公路、铁路规范的要求，进行配筋设计，在文中插入控制断面的配筋布置插图。

本部分结束绘出设计部分的配筋图（大图）。

第六部分 施工
施工方案、场地布置、施工组织等内容。

本部分应绘出场地布置图、施工作业程序图、施工网络图等（大图）

3.结束语

计算说明书的正文的最后应进行小结（结束语）：设计方案的合理性、设计过程中使用的基

本原理和计算方法，不足之处和存在的问题等，提出改进的方案和处理措施。

4.外文文献翻译

将外文献译成汉语后，进行排版整理，要求图、文清晰，条理清楚。

5.附录

将在结构设计计算中所采用的计算程序及计算结果，按顺序对附录依次排列编号，并装订于

设计说明书正文内容之后。

6.附图

（1）将设计资料、方案比选、桥渡设计、结构设计和施工组织设计中的所有图按编号顺序进

行排列。

（2）统一采用三号图标准宽度（297cm），若长度不够可按制图标准进行加长。

（3）每张图中采用统一标题栏（大样见下表），标明图名和图号，并在指导、设计、复合栏

目中签名（必须手写）。

标题栏大样图

兰州交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桥名）

（图名）
班级 设计

指导 复核 日期 图号 BYSJ-

（4）附图部分单独装订成册，并作封皮。

大标题：××桥××设计（按设计内容写）

专业：土木工程（桥梁）

设计： ×××
小组成员：×××
2016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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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装订

毕业设计按封面、任务书、开题报告、自查表、中、英文摘要（附有关键词）、目录（列到

三级标题并标明页码）、正文（设计资料、计算（设计说明）书（含结束语））、致谢、参考文

献、附录（译文列入其中之一）、附图和封底顺序进行装订。

（五）答辩

毕业设计完成后，应认真准备好答辩准备。根据自己的设计内容写出答辩提纲，参加优秀毕

业设计及抽到参加公开答辩的同学最好准备好 ppt、挂图等。

在答辩中，在规定时间内陈述自己的设计工作，简明扼要地叙述出设计的依据、内容和成果。

并对答辩委员提出的问题认真地给与作答。

（六）资料管理

1．在毕业设计期间，需要专门笔记本做好该阶段的学习笔记（任务、内容、进度、问题）。

2．对于自己的设计内容一边设计一边文整，保留草稿并将电子文档做好备份。

3．从指导老师处借得的资料要登记、并且由专人保管，用完后及时归还。对于原始资料，进

行复印、粘贴；将原底按照规定的时间归还。

4．按照进程要求，每个阶段需以草稿的形式形成设计稿，以备指导教师不定期检查和学院以

及教务处的定期监督。

（六）进度安排

第 1-2周：熟悉资料、整理原始资料、拟比选方案、进行技术经济比较并绘出总体布置图

第 3-4周：根据组内分工、拟定细部尺寸、绘出构造图

第 5-6周：进行荷载计算、荷载组合

第 7-10周：建模进行内力计算、细部尺寸调整、修改构造图；

第 11-13周：配筋计算、绘配筋图

第 14-15周：验收草稿、文整、图纸及修改完善

第 16周：提交毕业设计及送审

第 17周：答辩

除此以外，在此期间，按毕业设计要求完成规定数量的外文翻译工作。

（七）学生管理

1.校外（卓越计划除外）

（1）外出到工作单位进行毕业设计的同学，应该按照规定的程序办理请、销假手续。

（2）到工作单位后，应在单位配有指导老师，在校内外老师的指导下完成工作内容。

（3）每周以邮件或短信方式向校内指导教师汇报进展情况。

（4）在外出期间内根据完成的工作内容，按照毕业设计的撰写规范进行整理，并提前两周返

校，准备答辩。

2.校内

（1）每天工作时间不少于 6-8 小时，实行考核、监督制度；每周在指定教室集中答疑 2-3 次，

其他时间可通过 QQ群及电话随时沟通解答问题。

（2）不得擅自外出，有事按照学校规定需办理请假手续方可离开学校。

附录

一、分组及任务分配

二、毕业设计任务书

三、工作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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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工 作 记 录
日

期
工作内容 遇到或存在问题 处理意见

签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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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毕业设计指导记录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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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毕业设计答辩实证材料

毕业设计（论文）答辩评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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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书 开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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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查表 评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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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重检测报告 答辩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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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实训报告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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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实训成绩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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