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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具有防空洞的公路路基施

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在已施工好的土路基的

一侧的地基施工基底处理结构；在基底处理结构

上搭建防空洞；在土路基设置防空洞的一侧填筑

泡沫轻质土路基使得防空洞埋设在泡沫轻质土

路基内部，且防空洞内部空间能够与泡沫轻质土

路基的外部空间连通，采用本发明的施工方法，

能够使防空洞稳定的设置在路基内部，实现了路

基空间的二次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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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有防空洞的公路路基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在已施工好的土路基的一侧的地基施工基底处理结构；

在基底处理结构上搭建防空洞；

在土路基设置防空洞的一侧填筑泡沫轻质土路基使得防空洞埋设在泡沫轻质土路基

内部，且防空洞内部空间能够与泡沫轻质土路基的外部空间连通。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防空洞的公路路基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基底处

理结构的施工方法为：在已施工好的土路基一侧的地基上铺设碎石回填层，在碎石回填层

上施工排水结构。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具有防空洞的公路路基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排水结

构包括沿路基纵向设置的两条排水沟，排水沟设置在碎石回填层沿路基横向的两端，两条

排水沟之间设有多个排水管，排水管与排水沟连通，两条排水沟之间铺设透水层，透水层内

的水能够进入排水管，并利用排水管将水汇流至排水沟。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具有防空洞的公路路基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透水层

由级配碎石铺设而成。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防空洞的公路路基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防空洞

的搭建方法为：在碎石回填层上搭建防空洞的侧墙，在侧墙底部搭建底板，在侧墙的顶部搭

建顶板，形成防空洞的主体结构，在防空洞的主体结构内部安装防空洞设施。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具有防空洞的公路路基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顶板采

用拱形顶板，在拱形顶板上表面浇注轻质泡沫土层，并对轻质泡沫土层上表面进行整平。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具有防空洞的公路路基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泡沫轻质

土层上表面填筑吸能层。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具有防空洞的公路路基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吸能层

由EPS吸能材料铺设而成。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防空洞的公路路基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防空洞

主体结构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或钢结构。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防空洞的公路路基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填筑泡沫

轻质土路基之前，对土路基的侧面开挖出台阶结构，并在台阶面上插入锚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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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防空洞的公路路基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道路工程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具有防空洞的公路路基施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这里的陈述仅提供与本发明相关的背景技术，而不必然地构成现有技术。

[0003] 伴随交通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非农业用地数量激增，土地的人口压力越来越大。

因此，在未来的交通基础设施规划建设中，合理协调工程建设与土地占用、环境及文物保

护，研发高效集约节约用地技术，综合利用建设空间，大力推进绿色交通的快速发展，已成

为必然的发展趋势。

[0004] 为实现空间利用的最大化，近年来地下结构物在城市建设中得到了极大的推广与

应用，包括地下停车场、人防商城、防空洞等，取得了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而公路路基占

地面积大、耗用土方多，若能结合防空洞建设，则可充分利用路基内部的空间，为军事战备、

管线布局、农业生产、道路养护等提供大量的储藏空间，节约大量的土方用量，具有显著的

应用前景。然而，发明人发现，由于传统路基填料为散体土颗粒，路基自重大、整体性差、路

基施工机械振动对下部结构影响显著，在进行路基防空洞建设时缺乏可实施性。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了一种具有防空洞的公路路基施工

方法，使得在公路路基内部设置防空洞成为可能，且公路路基的施工不会影响防空洞。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7] 本发明的实施例提供了一种具有防空洞的公路路基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8] 在已施工好的土路基的一侧的地基施工基底处理结构；

[0009] 在基底处理结构上搭建防空洞；

[0010] 在土路基的设置防空洞的一侧分层填筑泡沫轻质土路基使得防空洞埋设在泡沫

轻质土路基内部，且防空洞内部空间能够与泡沫轻质土路基的外部空间连通。

[0011] 可选的，所述基底处理结构的施工方法为：在已施工好的土路基一侧的地基上铺

设碎石回填层，在碎石回填层上施工排水结构。

[0012] 可选的，所述排水结构包括沿路基纵向设置的两条排水沟，排水沟设置在碎石回

填层沿路基横向的两端，两条排水沟之间设有多个排水管，排水管与排水沟连通，两条排水

沟之间铺设透水层，透水层内的水能够进入排水管，并利用排水管将水汇流至排水沟。

[0013] 可选的，所述透水层由级配碎石铺设而成。

[0014] 可选的，所述防空洞主体结构的搭建方法为：在碎石回填层上搭建防空洞的侧墙，

在侧墙底部搭建底板，在侧墙的顶部搭建顶板，形成防空洞的主体结构，在防空洞的主体结

构内部安装防空洞设施。

[0015] 可选的，所述顶板采用拱形顶板，在拱形顶板上表面浇注轻质泡沫土层，并对轻质

泡沫土层上表面进行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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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可选的，在泡沫轻质土层上表面填筑吸能层。

[0017] 可选的，所述吸能层由EPS吸能材料铺设而成。

[0018] 可选的，所述防空洞主体结构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或钢结构。

[0019] 可选的，防空洞主体结构与已施工好的土路基之间的空间填筑泡沫轻质土之前，

对土路基的侧面开挖出台阶结构，并在台阶面上插入锚杆。

[0020]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21] 1 .本发明的路基施工方法，在防空洞主体结构与土路基之间填筑泡沫轻质土，泡

沫轻质土与土路基共同构成整个公路路基，泡沫轻质土具有自重轻、整体性好、无需碾压振

动、保温、防潮、减震性能优良等技术优势，作为填充材料，可以减少防空洞主体结构顶板的

上覆荷载，保持防空洞主体的受力平衡，维持防空洞结构稳定，使得公路路基内部设置防空

洞成为可能，实现路基内部空间的二次开发与利用，空间利用率高，而且利用泡沫轻质土的

保温、防潮作用，可以保证防空洞内温度湿度适宜，可以军需物质储备、村民储物空间、临时

避难区以及养护施工堆料区，同时可作为地下综合管廊，实现地下空间的高度利用。

[0022] 2.本发明的路基施工方法，所述防空洞主体结构的侧墙、底板和顶板均采用钢筋

混凝土结构或钢筋结构，能够进行提前预制，吊装施工，施工速度快，施工周期短，且泡沫轻

质土的自立性强，施工简便，减小施工现场的大面积占地，减少人力物力的消耗。

[0023] 3.本发明的路基施工方法，在防空洞主体结构上方设置泡沫轻质土层及吸能层，

能够进一步降低路基施工对防空洞的影响，保证防空洞的稳定性。

附图说明

[0024] 构成本申请的一部分的说明书附图用来提供对本申请的进一步理解，本申请的示

意性实施例及其说明用于解释本申请，并不构成对本申请的限定。

[0025]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1施工方法流程图；

[0026]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1施工后的公路路基示意图；

[0027]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1防空洞的主体结构示意图；

[0028] 其中，1.土路基，2.地基，3.碎石回填层，4.排水沟，5.透水层，6.防空洞，6‑1 .侧

墙，6‑2.底板，6‑3.顶板，7.泡沫轻质土层，8.吸能层，9.锚杆，10.泡沫轻质土路基。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实施例1

[0030] 本实施例公开了一种具有防空洞的公路路基施工方法，所述公路路基由土路基和

泡沫轻质土路基共同构成，如图1‑图2所示，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1] 步骤1：对土路基1进行施工，所述土路基的施工方法采用现有的公路路基施工方

法即可，在此不进行详细叙述。

[0032] 步骤2：对土路基用于设置防空洞一侧的地基2施工基底处理结构，用作防空洞的

承载结构。

[0033] 如图3所示，所述基底处理结构包括回填层和设置在回填层上的排水结构。

[0034] 所述回填层采用碎石回填层3，由设定等级的碎石铺设而成，满足承载力需求。所

述碎石回填层的截面采用U型结构，内部具有用于施工排水结构的施工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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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所述排水结构包括两条沿公路路基纵向设置的排水沟4，所述排水沟由混凝土砌

筑而成，所述排水沟设置在碎石回填层沿公路路基横向的两侧，排水沟贴合设置在施工槽

的侧部槽面上，施工槽的深度大于排水沟的深度，可以防止雨水倒灌。

[0036] 两条排水沟之间设置有多个沿公路路基横向设置的排水管，所述排水管两端分别

与两个排水沟连通。

[0037] 在碎石回填层上施工完排水结构后，在两条排水沟之间铺设透水层5，透水层将排

水管埋设在其内部，作为承载机构。

[0038] 所述透水层采用级配碎石铺设而成。

[0039] 通过设置排水结构，能够增强防空洞排水性能，维持孔洞的干燥，并实现地基与防

空洞主体结构之间的过渡，增加防空洞的耐久性及使用寿命。

[0040] 步骤3：在基底处理结构上搭建防空洞6，首先搭建防空洞的主体结构，然后安装防

空洞的内部设施。

[0041] 所述防空洞的主体结构包括竖向设置的侧墙6‑1，所述侧墙具有三个，三个侧墙围

合呈一端敞口的结构，所述侧墙放置在碎石回填层的上表面，所述侧墙的底部设有凸台，所

述凸台处放置有底板6‑2，所述侧墙的顶部设有放置槽，侧墙顶部通过放置槽能够放置顶板

6‑3，从而利用侧墙、顶板和底板共同构成防空洞的主体结构。

[0042] 防空洞主体结构搭建时，首先在碎石回填层上表面搭建三个侧墙，然后在侧墙底

部搭建底板，在侧墙顶部搭建顶板。

[0043] 进一步的，为了提高顶板的承载能力，所述顶板采用拱形顶板，优选的采用连续拱

结构，拱柱间距为5m‑8m。

[0044] 所述侧墙、顶板和底板均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或钢结构，能够在工厂预制而成，使

用时运输至施工现场即可，可采用装配式施工模式，快速安装、建造成型，连接一体，施工速

度快，施工周期短。

[0045] 施工完拱形顶板后，在拱形顶板的上表面填筑泡沫轻质土，形成泡沫轻质土层7，

并对泡沫轻质土层的上表面进行整平。所述泡沫轻质土在施工现场进行拌和与泵送。

[0046] 泡沫轻质土层上表面整平后，在泡沫轻质土层的上表面施工吸能层8，优选的，所

述吸能层采用EPS吸能材料铺设而成，EPS吸能材料具有适中的刚度和良好的压缩性能，对

防空洞主体的钢筋混凝土结构及后期覆盖在其上方的泡沫轻质土结构起到应力过渡作用。

[0047] 防空洞的主体结构施工完成后，在防空洞内安装通风设施及照明设施，优选的，所

述照明设施采用太阳能照明设施，在防空洞主体结构的敞口出安装开关门，所述开关门采

用推拉型洞门。

[0048] 步骤4：先将以施工好的土路基的侧面开挖出台阶结构，形成多个台阶面，在台阶

面上插入锚杆9，然后在土路基的一侧由下至上分层填筑泡沫轻质土，直至填筑的泡沫轻质

土顶面与土路基的顶面相平齐，形成泡沫轻质土路基10，泡沫轻质土路基与土路基共同构

成整个公路路基。所填筑的泡沫轻质土在施工现场进行拌和与泵送，步骤3搭建的防空洞位

于泡沫轻质土路基内部，填筑的泡沫轻质土路基的外侧边界与防空洞的外侧边界相平齐，

使得防空洞的内部空间能够与泡沫轻质土路基的外部空间连通，方便人员进入和离开防空

洞。

[0049] 所述泡沫轻质土采用由下向上的分层填筑，泡沫轻质土利用锚杆与土路基进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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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固定。

[0050] 当泡沫轻质土填筑至上表面与土路基上表面平齐后，停止填筑，泡沫轻质土路基

与土路基共同构成公路路基，完成了公路路基的施工。

[0051] 本实施例的施工方法，泡沫轻质土具有自重轻、整体性好、无需碾压振动、保温、防

潮、减震性能优良等技术优势，作为填充材料，可以减少防空洞主体结构顶板的上覆荷载，

保持防空洞主体的受力平衡，维持防空洞结构稳定，使得公路路基内部设置防空洞成为可

能，实现了路基空间的二次开发利用。

[0052] 上述虽然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进行了描述，但并非对本发明保护范

围的限制，所属领域技术人员应该明白，在本发明的技术方案的基础上，本领域技术人员不

需要付出创造性劳动即可做出的各种修改或变形仍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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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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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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