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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软土地区高路堤支挡结构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软土地区高路堤施工领域，

尤其是一种减小高路堤占用面积，降低高路堤工

后沉降，降低工程造价，减少施工工期，实现模块

化、流水线作业的软土地区高路堤支挡结构，包

括成对设置的C30钢筋混凝土预制板，所述C30钢

筋混凝土预制板之间设置有路基填料和拉力锚

杆，所述C30钢筋混凝土预制板上设置有泄水孔，

C30钢筋混凝土预制板底部设置于连系梁的凹槽

中，连系梁之间设置有两层高强度复合土工布，

两层高强度复合土工布之间设置粗砂垫层，每个

连系梁底部个设置有微型桩群。本实用新型施工

速度快，施工效率高，施工工期短，工程造价相对

较低，填方路基工后沉降变形小等优点，尤其适

用于软土地区高速公路或高等级公路高路堤施

工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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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软土地区高路堤支挡结构，其特征在于：包括成对设置的C30钢筋混凝土预制板(1)，

所述C30钢筋混凝土预制板(1)之间设置有路基填料(12)和拉力锚杆(2)，所述C30钢筋混凝

土预制板(1)上设置有泄水孔(16)，C30钢筋混凝土预制板(1)底部设置于连系梁(5)的凹槽

中，连系梁(5)之间设置有两层高强度复合土工布(14)，两层高强度复合土工布(14)之间设

置粗砂垫层(13)，每个连系梁(5)底部个设置有微型桩群。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软土地区高路堤支挡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微型桩群均由3根

花钢管组成的微型桩(7)构成，其中，每侧的3根微型桩(7)包含一根竖直的微型桩(7)及2根

倾斜的微型桩(7)，倾斜微型桩(7)与竖直线夹角为30度。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软土地区高路堤支挡结构，其特征在于：竖直的微型桩(7)桩端

进入连系梁(5)0.5米。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软土地区高路堤支挡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拉力锚杆(2)的预

留孔位于C30钢筋混凝土预制板(1)长边的中线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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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土地区高路堤支挡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软土地区高路堤施工领域，尤其是一种软土地区高路堤支挡结

构。

背景技术

[0002] 软土地区软土层深厚，软土呈可塑～流塑状，地基承载力低。采用放坡法修建高速

公路或高等级公路高路堤时，高路堤工后沉降时间长，工后沉降变形大。当采用桥梁通过该

路段时，造价高昂，施工工期长。当采用抗滑桩+桩间板修建软土地区高路堤时，抗滑桩造价

较高，施工工期较长，且不适用于淤泥及淤泥质土地区。

[0003] 现有公开发表的论文及实用新型专利(准平原地区软弱地基土高路堤装配式修筑

方法及装置)(授权公告号CN  103821071  B)涉及一种软弱地基土分布的准平原地区高路堤

修筑方法，特别涉及的是一种准平原地区软弱地基土高路堤装配式修筑方法及装置。技术

方案如下：  (1)预制挡土板和挡土桩；(2)确定拉结索尺寸和锚具型号；(3)确定路堤修筑的

占地范围；  (4)清理植被和耕植土层，确定路堤两侧挡土桩的坐标位置；(5)打或压入挡土

桩；(6)装配拉结索和锚具；(7)自地面向上逐块装配挡土板，两侧挡土板对称装配，同时填

筑路堤填料并碾压密实，直至路堤顶面；(8)实时调节锚具螺栓；(9)重复步骤(5)至(8)；

(10)  对锚具螺栓进行终调；(11)高路堤修筑成后，适当静置。这种方法按路堤高度预制挡

土桩，再打或压入挡土桩，桩长相对较大，挡土桩造价相对较高。且需自地面向上逐块装配

挡土板，施工工序较复杂，施工工期较长。

[0004] 现有公开发表的论文及实用新型专利(高速铁路深厚土质地基的加固结构)(授权

公告号  CN  202466342  U)涉及一种涉及高速铁路深厚土质地基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高速铁

路深厚土质地基的加固结构。技术方案如下：包括钢筋混凝土薄板和贯入深厚土质地基中

的多根桩基，钢筋混凝土薄板与桩基的顶部锚固连接。在钢筋混凝土薄板上放坡施工高路

堤。这种方法在钢筋混凝土薄板上按设计坡比放坡堆填高路堤，高路堤占用面积较大。贯入

深厚土质地基中的桩基数量较多，工程造价相对较高。

[0005] 现有公开发表的论文及实用新型专利(基岩上覆软土地基的高路堤稳定侧向约束

加固构造)(授权公告号CN  204325837  U)涉及岩土工程，特别涉及一种基岩上覆软土地基

的高路堤稳定侧向约束加固构造。技术方案如下：包括在路堤两侧坡脚下纵向间隔对称设

置左侧钢筋混凝土钻孔灌注桩、右侧钢筋混凝土钻孔灌注桩，其桩顶分别设置与左侧钢筋

混凝土钻孔灌注桩、右侧钢筋混凝土钻孔灌注桩固结为一体的左侧钢筋混凝土冠梁、右侧

钢筋混凝土冠梁，左侧钢筋混凝土冠梁、右侧钢筋混凝土冠梁之间沿路堤延伸方向间隔设

置其两端分别与之锚固连接的锚索。这种方法适用于深厚软土地区，且按设计坡比放坡堆

填高路堤，高路堤占用面积较大。

[0006] 现有公开发表的论文及实用新型专利(一种倾斜布置的微型桩结构)(申请公布号

CN  105804100  A)涉及一种倾斜布置的微型桩结构，技术方案如下：倾斜布置的微型桩结构

包括至少一组穿过滑坡体与基岩固定连接的微型桩组合，每组微型桩组合包括至少三根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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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桩以及设置在滑坡体的表面用于将所述微型桩连接为一体的顶板；微型桩包括第一微型

桩、第二微型桩和第三微型桩，第二微型桩垂直于滑坡体的表面布置，第一微型桩迎着滑坡

体推力的施加方向倾斜布置，第三微型桩顺着滑坡体推力的施加方向倾斜布置；位于滑坡

体内部分的第一微型桩与滑坡体之间设置有润滑夹层。顶板上设置有与微型桩对应的过孔

部，微型桩穿过顶板的过孔部，并在顶板另一侧的微型桩端部套设有弹性部件，以及将弹性

部件固定在顶板上的固定螺母。这种方法利用螺母将微型桩结构与顶板连接在一起，其横

向稳定性相对较差。

实用新型内容

[0007] 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减小高路堤占用面积，降低高路堤工

后沉降，降低工程造价，减少施工工期，实现模块化、流水线作业的软土地区高路堤支挡结

构。

[0008] 本实用新型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软土地区高路堤支挡结构，包

括成对设置的C30钢筋混凝土预制板，所述C30钢筋混凝土预制板之间设置有路基填料和拉

力锚杆，所述C30钢筋混凝土预制板上设置有泄水孔，C30钢筋混凝土预制板底部设置于连

系梁的凹槽中，连系梁之间设置有两层高强度复合土工布，两层高强度复合土工布之间设

置粗砂垫层，每个连系梁底部个设置有微型桩群。

[0009] 进一步的是，所述微型桩群均由3根花钢管组成的微型桩构成，其中，每侧的3根微

型桩包含一根竖直的微型桩及2根倾斜的微型桩，倾斜微型桩与竖直线夹角为30度。

[0010] 进一步的是，竖直的微型桩桩端进入连系梁0.5米。

[0011] 进一步的是，所述拉力锚杆的预留孔位于C30钢筋混凝土预制板长边的中线处。

[0012]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本实用新型具有模块化制作的预制板，流水线施工，无

需人工架立高路堤支挡结构模板及人工拆除高路堤支挡结构模板，可多点同时施工，施工

速度快，施工效率高，施工工期短，工程造价相对较低，填方路基工后沉降变形小等优点，尤

其适用于软土地区高速公路或高等级公路高路堤施工之中。

附图说明

[0013]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结构剖视图。

[0014] 图2是图1的侧视图。

[0015] 图中标记为：C30钢筋混凝土预制板1、拉力锚杆2、钢垫板3、螺母4、连系梁5、M30 

水泥砂浆6、微型桩7、排水沟8、地面9、路面10、PVC套管11、路基填料12、粗砂垫层  13、高强

度复合土工布14、软土15、泄水孔16、施工缝17。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说明。

[0017] 如图1、图2所示的软土地区高路堤支挡施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a、首先，根据路

堤高度及路堤稳定性需要，在预制场地制作C30钢筋混凝土预制板1，其中，C30钢筋混凝土

预制板1长度根据路堤高度确定，C30钢筋混凝土预制板1上设置有拉力锚杆2的预留孔以及

设置有泄水孔16；b、然后，在软土地区道路两侧施工微型桩群；c、其次，往微型桩7内灌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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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浆；d、再在左右两侧微型桩群之间开挖软土15，然后在软土15开挖处设置两层高强度复

合土工布14，所述两层的高强度复合土工布14之间设置粗砂垫层13；e、在高强度复合土工

布14顶部表层设置路基填料12；f、采用螺纹钢筋与上述的左右两侧的微型桩7焊接连接，螺

纹钢筋在路基填方处外套PVC套管11，从而形成微型桩群超静定体系；g、然后在两侧微型桩

群现浇C30钢筋混凝土的连系梁5，其中连系梁5内设置有凹槽；h、利用吊车将C30  钢筋混凝

土预制板1吊装至左右两侧的连系梁5处，并让C30钢筋混凝土预制板1的底端设置于连系梁

5的凹槽中；i、然后灌注M30水泥砂浆至连系梁5的凹槽空隙处，确保C30钢筋混凝土预制板1

与连系梁5固结；j、在左右两侧的C30钢筋混凝土预制板1之间的空隙处进行路基填料12的

施工，并应分层碾压路基填料12，直至填至公路路床底面；k、当路基填方接近每层的拉力锚

杆2的预留孔高度时，在左右两侧C30钢筋混凝土预制板1的预留孔处分层施工拉力锚杆2；

l、连系梁5与C30钢筋混凝土预制板1沿道路路线方向的施工缝17内设置泡沫板；m、完成软

土地区高路堤支挡施工。

[0018] 本实用新型可分段分步骤施工微型桩7、现浇钢筋混凝土连系梁5、吊装C30钢筋混

凝土预制板1等作业，具有模块化制作预制板，流水线施工，无需人工架立高路堤支挡结构

模板及人工拆除高路堤支挡结构模板，可多点同时施工，施工速度快，施工效率高，施工工

期短，工程造价相对较低，填方路基工后沉降变形小等优点。该软土地区高路堤支挡结构及

施工方法具有广泛的实用价值。一般的，优选应用于软土地区道路为高速公路或高等级公

路。对于步骤b的微型桩群施工中，若遇到淤泥及淤泥质土地区则采用静压桩方式施工，若

遇到其他软土地区则采用打入桩或钻孔桩方式施工。

[0019] 为了保证理想的力学效果，在步骤a中，如图1所示，可以选择让所述拉力锚杆2的

预留孔位于C30钢筋混凝土预制板1长边的中线处。

[0020] 为了获得较好的泄水效果，在步骤a中，如图1所示，可以选择所述泄水孔16设置于 

C30钢筋混凝土预制板1壁面。

[0021] 如图1和图2所述，作为优选的结构，步骤b中，两侧施工的微型桩群均由3根花钢管

组成的微型桩7构成，其中，每侧的3根微型桩包含一根竖直的微型桩7及2根倾斜的微型桩

7，倾斜微型桩7与竖直线夹角为30度。在此基础上，优选步骤g中竖直的微型桩7桩端进入连

系梁0.5米。

[0022] 为了获得理想的注浆效果，可以采用这样的软土地区高路堤支挡施工方法，步骤c

中，水泥浆水灰比为0.4～0.5，采用多次加压注浆工艺，第一次注浆压力0.4MPa，加压5分

钟，确保水泥浆冲开注浆孔及微型桩尖圆锥状底部透明胶布；第二次注浆压力3MPa，桩顶采

用细石填充。

[0023] 另外，步骤k中，拉力锚杆2预张拉力根据施工期间及运营期路面沉降情况动态通

过螺母调整，从而增加施工的灵活性。

[0024] 由上述施工方法得到的软土地区高路堤支挡结构，包括成对设置的C30钢筋混凝

土预制板1，所述C30钢筋混凝土预制板1之间设置有路基填料12和拉力锚杆2，所述C30钢筋

混凝土预制板1上设置有泄水孔16，C30钢筋混凝土预制板1底部设置于连系梁5的凹槽中，

连系梁5之间设置有两层高强度复合土工布14，两层高强度复合土工布14之间设置粗砂垫

层13，每个连系梁5底部个设置有微型桩群。

[0025] 实施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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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本实施例首先根据路堤高度及路堤稳定性计算要求，在预制场地制作C30钢筋混

凝土预制板1，预制板长度根据路堤高度确定，宽度3米，厚度0.5米。预制板设置拉力锚杆2

预留孔，孔径0.1米，预留孔位于预制板长边中线处，孔间距3米。采用PVC套管11在预制板上

设置泄水孔16，孔径0.1米，孔间距2×2米。然后在软土地区高速公路或高等级公路高路堤

两侧施工微型桩群，淤泥及淤泥质土地区可采用静压桩，其他软土地区可采用打入桩或钻

孔桩，两侧微型桩群均由3根微型桩(直径159毫米花钢管)组成，微型桩桩长根据地基承载

力等计算确定。每侧3根微型桩包含一根竖直微型桩及2根倾斜微型桩，倾斜微型桩与竖直

线夹角为30度。每根微型桩桩内设置3根直径28毫米钢筋，3根直径28毫米钢筋呈品字形帮

焊成型。微型桩全长设置梅花形注浆孔，注浆孔孔径20毫米，孔间距0.5米，为防止软土进入

微型桩内，采用透明胶布粘贴注浆孔。微型桩底部焊接成尖圆锥状，为防止软土进入微型桩

内，采用透明胶布粘贴微型桩底部。微型桩内灌注水泥浆，水泥浆水灰比0.4～0.5，采用多

次加压注浆工艺，第一次注浆压力0.4MPa，加压5分钟，确保水泥浆冲开注浆孔及微型桩尖

圆锥状底部透明胶布；第二次注浆压力3MPa，桩顶采用细石填充。在左右两侧微型桩群之间

开挖0.55米厚软土，然后在软土开挖处设置双层高强度复合土工布，两层高强度复合土工

布之间设置300毫米厚的粗砂垫层。土工布具有过滤、排水、隔离、加筋、防渗、防护作用，同

时具有重量轻、抗拉强度高、渗透性好、耐高温、抗冷冻、耐老化、耐腐蚀等特点，特别适用于

软土地区。在第二层高强度复合土工布表层设置200毫米厚路基填料层。采用直径32毫米螺

纹钢筋与左右两侧6根微型桩焊接连接，螺纹钢筋在路基填方处外套直径0.1米  PVC管，从

而形成微型桩群超静定体系。然后在两侧微型桩群现浇C30钢筋混凝土连系梁，竖直微型桩

桩端进入连系梁0.5米。连系梁根据计算配置钢筋，连系梁底宽1.5米，高3米。连系梁表面中

部设置凹槽，凹槽宽0.7米，深2米。利用吊车将C30钢筋混凝土预制板吊装至左右两侧连系

梁处，应确保预制板底端放置在连系梁凹槽中。然后灌注M30水泥砂浆至连系梁凹槽空隙

处，确保预制板与连系梁固结。在左右两侧预制板空隙处进行路基填料施工，并应分层碾压

路基填料，直至填至公路路床底面。当路基填方接近每层拉力锚杆预留孔高度时，在左右两

侧预制板拉力锚杆预留孔处分层施工拉力锚杆(直径32毫米螺纹钢筋)，拉力锚杆外露预制

板板面0.1米，拉力锚杆外套直径0.1米PVC管，然后在拉力锚杆处设置钢垫板(长度0.2米，

宽度0.2米，厚0.01米)，钢垫板外侧旋紧螺母。施工期间及运营期根据公路路面沉降情况动

态通过螺母调整拉力锚杆预张拉力。连系梁与预制板沿路线方向均在其侧面设置0.02米厚

施工缝(沉降缝)。

[0027] 本实施例可分段分步骤施工微型桩、现浇钢筋混凝土连系梁、吊装C30钢筋混凝土

预制板等作业。该高路堤支挡结构具有模块化制作预制板，流水线施工，无需人工架立高路

堤支挡结构模板及人工拆除高路堤支挡结构模板，可多点同时施工，施工速度快，施工效率

高，施工工期短，工程造价相对较低，填方路基工后沉降变形小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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