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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适用于滩涂地层的装配

式道路及其施工方法，包括主钢板(1)，主钢板

(1)上方设置凸台(5)，下方与凸台(5)对应处设

置圆筒(2)，圆筒(2)侧面焊接钢板(9)，使之成为

带有翼缘的“十”字形钢制圆筒(2)，所述主钢板

(1)、凸台(5)和圆筒(2)上分别预留有若干孔洞

(6)，空心钢管桩(4)通过各孔洞依次穿过圆筒

(2)、主钢板(1)、凸台(5)，将三者连接，所述凸台

(5)和圆筒(2)的分别与空心钢管桩(4)卡接。本

发明的可循环装配式施工便道，连接稳固，其构

件可以循环利用，减少成本，使用完成之后可以

随时拆除以供下次使用，装配完成的施工便道可

以满足混凝土罐车、货车等施工车辆的施工需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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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适用于滩涂地层的装配式道路，其特征在于：包括主钢板(1)，主钢板(1)上方设

置凸台(5)，下方与凸台(5)对应处设置圆筒(2)，圆筒(2)侧面焊接钢板(9)，使之成为带有

翼缘的“十”字形钢制圆筒(2)，所述主钢板(1)、凸台(5)和圆筒(2)上分别预留有若干孔洞

(6)，空心钢管桩(4)通过各孔洞依次穿过圆筒(2)、主钢板(1)、凸台(5)，将三者连接，所述

凸台(5)和圆筒(2)的分别与空心钢管桩(4)卡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适用于滩涂地层的装配式道路，其特征在于：所述凸台(5)的

孔洞(6)中焊接两个短卡槽(71)、(72)，圆筒(2)的孔洞(6)中焊接两个长卡槽(73)，(74)，对

应的空心钢管桩(4)在上部有设置两个长卡件(81)、(82)，下部设置两个短卡件(83)、(84)，

长卡件与短卡槽相对应，短卡件与长卡槽对应，并且设计卡件、卡槽长度时，使下部的短卡

件不会与凸台(5)孔洞中的短卡槽相连接，使空心钢管桩(4)固定。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适用于滩涂地层的装配式道路，其特征在于：所述主钢板(1)

靠近滩涂的一边有卡件，远离滩涂的一边有卡槽，相互配合使各主钢板(1)连接起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适用于滩涂地层的装配式道路，其特征在于：所述钢板9上焊

接钢条(3)。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适用于滩涂地层的装配式道路，其特征在于：所述主钢板(1)、

圆筒(2)、钢板(9)、钢条(3)、空心钢管桩(4)、凸台(5)均设置吊环。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适用于滩涂地层的装配式道路的施工方式，其特征在于：包括

如下步骤：

步骤一、定位：按照滩涂淤泥的面积确定主钢板(1)的大小与数量，确定圆筒(2)以及凸

台(5)的数量；

步骤二、制作构件：圆筒(2)上焊接钢板(9)，使之成为“十”字形钢制无盖圆筒，钢条(3)

焊接到钢板(9)上；

步骤三、连接构件：把制作好的构件送到施工现场，按照设计要求，把“十”字形钢制无

盖圆筒放在滩涂淤泥定位的地点，等到它沉下去后，把主钢板(1)放到“十“字形钢制无盖圆

筒上，再把凸台(5)放到主钢板(1)的上方，把空心钢管桩(4)插入凸台(5)，主钢板(1)和圆

筒(2)留有的相对应的孔洞中，将孔洞中的对应的卡件、卡槽卡接；

步骤四、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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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适用于滩涂地层的装配式道路及其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道路及其施工方法，特别涉及一种适用于滩涂地层的装配式道路及其

施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滩涂淤泥具有含水量大，强度低等不利的特点，所以必须对其进行相应的施工处

理才能合理利用，施工便道能保证施工车辆能顺利进出现场。

[0003] 目前的施工便道为现场铺设钢筋现场浇筑混凝土的便道，该方法安装时间长，在

使用完成后还要进行拆除，产生大量的废弃物，不仅不经济而且极不环保。

发明内容

[0004] 发明目的：本发明目的是提供一种适用于滩涂地层的装配式道路。

[0005] 本发明的另一目的是提供所述适用于滩涂地层的装配式道路的施工方法。

[0006] 技术方案：本发明提供一种适用于滩涂地层的装配式道路及其施工方法，包括主

钢板，主钢板上方设置凸台，下方与凸台对应处设置圆筒，圆筒侧面焊接钢板，使之成为带

有翼缘的“十”字形钢制圆筒，所述主钢板、凸台和圆筒上分别预留有若干孔洞，空心钢管桩

通过各孔洞依次穿过圆筒、主钢板、凸台，将三者连接，所述凸台和圆筒的分别与空心钢管

桩卡接。

[0007] 进一步地，所述凸台的孔洞中焊接两个短卡槽，圆筒的孔洞中焊接两个长卡槽，，

对应的空心钢管桩在上部有设置两个长卡件，下部设置两个短卡件，长卡件与短卡槽相对

应，短卡件与长卡槽对应，并且设计卡件、卡槽长度时，使下部的短卡件不会与凸台孔洞中

的短卡槽相连接，使空心钢管桩固定。

[0008] 进一步地，所述主钢板靠近滩涂的一边有卡件，远离滩涂的一边有卡槽，相互配合

使各主钢板连接起来。

[0009] 进一步地，所述钢板上焊接钢条。

[0010] 进一步地，所述主钢板、圆筒、钢板、钢条、空心钢管桩、凸台均设置吊环。

[0011] 所述的适用于滩涂地层的装配式道路的施工方式，包括如下步骤：

[0012] 步骤一、定位：按照滩涂淤泥的面积确定主钢板的大小与数量，确定圆筒以及凸台

的数量；

[0013] 步骤二、制作构件：圆筒上焊接钢板，使之成为“十”字形钢制无盖圆筒，钢条焊接

到钢板上；

[0014] 步骤三、连接构件：把制作好的构件送到施工现场，按照设计要求，把“十”字形钢

制无盖圆筒放在滩涂淤泥定位的地点，等到它沉下去后，把主钢板放到“十“字形钢制无盖

圆筒上，再把凸台放到主钢板的上方，把空心钢管桩插入凸台，主钢板和圆筒留有的相对应

的孔洞中，将孔洞中的对应的卡件、卡槽卡接；

[0015] 步骤四、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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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上述技术方案中设计的原理或效果阐述如下：

[0017] 所述空心钢管桩插入到钢制无盖圆筒的孔洞上，所述垂直于钢板上部分的凸台，

凸台侧面倾斜有着固定的角度，可以作为倾斜插入的空心钢管桩的“导轨”，按照凸台左右

两边倾斜的角度，空心钢管桩可以以相同的角度插入到凸台，钢板和“十”字形钢制圆筒的

孔洞中。由于存在倾斜插入的空心钢管桩，不能准确的定位，所以在凸台孔洞的直径的中心

处，可采用用直径小于空心钢管桩的钢筋先插入到钢制圆筒的孔洞中，作为“导线”，空心钢

管桩的中心沿着钢筋的角度插入到凸台中保证操作的准确性。

[0018] 圆筒由钢板焊接而成的带有翼缘的“十”字形圆筒是为了增加其接触面积，提高承

载力，其中空心钢管桩可以呈一定角度插入到“十”字形钢制无盖圆筒中，两两相交分布，可

以使钢板上的荷载更广的传递到下部分各个方向的滩涂淤泥中，加大此结构的抗倾覆力，

钢板上的凸台的左右的两个边是呈固定角度的，作为空心钢管桩的“导轨”，空心钢管桩可

以准确的插入到凸台和钢制圆筒的孔洞中。

[0019] 设计卡槽、卡件长度时，使空心钢管桩到孔洞的距离要比最短卡槽和最短卡件的

距离之和要大，这样，最短卡件就不能与最短卡槽相对应，而最长卡槽的长度可以使最短卡

件卡住，所以最长卡槽和最短卡件相互对应，在空心钢管桩下方卡住时，上方的最长卡件也

与凸台的最短卡槽相互对应，这样一方面可以固定住空心钢管桩，另一方面可以使空心钢

管桩连接的凸台、钢板、钢制圆筒彼此更加稳定。

[0020] 在“十”字形钢制圆筒的翼缘上再焊接小钢条是在钢板上加上一个类似的“钢筋”，

以提高整体的承载力。

[0021] 为了避免相邻钢制圆筒中的空心钢管桩相互碰撞，所述钢制圆筒在钢板上呈交叉

分布，空心钢管桩有竖直的有倾斜的，其分布方式为两两相交的分布方式。

[0022] 有益效果：本发明施工简单：本发明只需制作好相应构件就可以通过装配的方式

直接运用到滩涂淤泥中，可以大大提高工作效率；经济性好：本发明连接稳固，可以循环使

用多次，节省工程成本；可循环利用：在本发明使用完成之后，可以把所有构件通过吊车拆

卸的方式进行回收，以供下次使用。

附图说明

[0023] 图1为本发明可循环装配式施工便道结构侧视图；

[0024] 图2为本发明凸台、圆筒、空心钢管桩连接示意图；

[0025] 图3为本发明空心钢管桩上方和孔洞的卡槽卡件连接示意图；

[0026] 图4为本发明空心钢管桩下方和孔洞的卡槽卡件连接示意图；

[0027] 图5为本发明带有翼缘的“十”字形钢制圆筒结构示意图；

[0028] 图6为本发明钢板之间的卡槽、卡件示意图；

[0029] 图7为本发明各钢板的相互连接示意图；

[0030] 图8为本发明可循环装配式施工便道结构正视图；

[0031] 图9为本发明可循环装配式施工便道结构俯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如图1所示，本发明用在滩涂淤泥上的可循环装配式施工便道，包括主钢板1，凸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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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钢制无盖圆筒2，焊接的钢板9，焊接的小钢条3，空心钢管桩4。

[0033] 如图5所示，包括钢制无盖圆筒2，在其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焊接钢板9，使之成为带

有翼缘的“十”字形圆筒，增大圆筒的受力面积，在其翼缘上再焊接若干小钢条3，充当钢筋，

增加承载力。

[0034] 钢制无盖圆筒2，主钢板1，小钢条3均作抛沙、抛丸处理，增加其粗糙程度，增加它

们在滩涂淤泥中的摩擦力。

[0035] 如图1所示，凸台5侧面有固定的角度，倾斜的空心钢管桩4可以沿着凸台5的角度

插入到各个构件中的孔洞中。

[0036] 如图2、3、4、6、7、8、9所示孔洞6和空心钢管桩4上连接好最长卡槽73、74，最短卡槽

71、72，最长卡件81、82，最短卡件83、84，把空心钢管桩4插入预留的孔洞6中，设计卡槽、卡

件长度时，使空心钢管桩4到孔洞6的距离要比最短卡槽71、72和最短卡件83、84的距离之和

要大，使最长卡件81、82和最短卡槽71、72相对应卡住，最短卡件83、84和最长卡槽73、74相

对应卡住，这样可以使空心钢管桩4固定好，也可以让空心钢管桩4连接的各构件更稳定。

[0037] 本发明用在滩涂淤泥上的临时搭接基础进行施工及回收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38] 步骤一：根据滩涂淤泥的面积，由于主钢板1尺寸过大会使吊车运输不方便，尺寸

过小容易被碾压破坏，所以，预设尺寸为2.0*1.0*0.5。在工厂中生产出相应数量的主钢板

1，凸台5，钢制无盖圆筒2，焊接的钢板9，焊接的小钢条3，空心钢管桩4，以及直径小于空心

钢管桩4的钢筋，把主钢板1，凸台5，钢制无盖圆筒2，根据凸台5的左右的固定角度打好相应

的孔洞6，在其孔洞6上连接好相应的卡槽，卡件，并把钢制无盖圆筒2，焊接的钢板9，焊接的

小钢条3作抛沙、抛丸处理。

[0039] 步骤二：把钢制无盖圆筒2沿着其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焊接钢板9，使之成为带有翼

缘的“十”字形圆筒2，制作完成之后运送到施工现场，用吊车吊住钢制圆筒中的吊环，放到

指定位置，在上面放入主钢板1，同样用吊车把钢板吊到指定位置，在主钢板1相应的位置放

入若干凸台5，凸台5作为倾斜空心钢管桩4的“导轨”，沿着凸台5左右两个边的角度先插入

钢筋作“导线”，然后把空心钢管桩4沿着钢筋的角度插入到凸台5的孔洞中，并使空心钢管

桩4与孔洞6中的卡槽与卡件相互咬合住，使各构件连接成为一个整体。

[0040] 步骤三：由于本发明为绿色装配式结构，待该结构使用完成之后，依次把空心钢管

桩4，凸台5，主钢板1，钢制无盖圆筒2，依次取出，这些构件可以循环使用，等待下一次需要

的时候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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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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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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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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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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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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