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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路基工程领域，特别是路堑地段

无砟轨道抗上拱路基结构、施工及设计方法，其

中，路基结构包括沿线路纵向设置的承载板，所

述承载板两侧分别连接有竖向设置的立臂板，所

述立臂板用于阻挡路堑对应侧的边坡土体，所述

承载板的至少一侧伸出对应的所述立臂板，并伸

入对应侧的所述边坡土体中，所述承载板连接有

预应力锚索，所述预应力锚索底部伸入持力层

中，所述承载板底部设置有弹性压缩层，至少一

个所述预应力锚索贯穿所述弹性压缩层。本发明

所述的一种路堑地段无砟轨道抗上拱路基结构，

能够有效控制软岩深路堑地段无砟轨道路堑地

段上拱变形，同时保证边坡稳定，以满足高速铁

路对线路平顺性和边坡稳定性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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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路堑地段无砟轨道抗上拱路基结构的设计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路堑地段无

砟轨道抗上拱路基结构包括沿线路纵向设置的承载板(1)，所述承载板(1)两侧分别连接有

竖向设置的立臂板(2)，所述立臂板(2)用于阻挡路堑对应侧的边坡土体(6)，所述承载板

(1)的至少一侧伸出对应的所述立臂板(2)，并伸入对应侧的所述边坡土体(6)中，所述承载

板(1)连接有预应力锚索(5)，所述预应力锚索(5)底部伸入持力层(8)中，所述承载板(1)底

部设置有弹性压缩层(4)，至少一个所述预应力锚索(5)贯穿所述弹性压缩层(4)；

该设计方法包含以下步骤：

S1.基于所述路堑地段无砟轨道抗上拱路基结构的结构形式及尺寸参数建立路基结构

设计模型；

S2.将土体自重GS输入所述路基结构设计模型，输出单个所述预应力锚索(5)的最小设

计参数，并根据所述最小设计参数选取最终的所述预应力锚索(5)的尺寸参数，其中，所述

土体自重GS为沿线路纵向每延米所述承载板(1)承载的所述边坡土体(6)的土体重量，其

中，

S21.根据路堑地段的边坡尺寸建立边坡土体模型，并使所述边坡土体模型满足：当输

入所述承载板(1)伸入所述边坡土体(6)的深度时，输出所述土体自重GS，

S22.将所述土体自重GS输入所述路基结构设计模型，输出单个所述预应力锚索(5)的最

小设计参数；

S23.根据所述最小设计参数选取最终的所述预应力锚索(5)的尺寸参数。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设计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承载板(1)的两侧均伸出对

应的所述立臂板(2)，并伸入对应侧的所述边坡土体(6)中。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设计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承载板(1)与所述立臂板(2)

为一体浇筑成型的结构件。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设计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弹性压缩层(4)与所述承载

板(1)相适配，所有所述预应力锚索(5)贯穿所述弹性压缩层(4)。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设计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弹性压缩层(4)为橡胶板、

SBS改性沥青板或聚苯乙烯泡沫板制成的结构件，所述弹性压缩层(4)的压缩模量低于上拱

软岩层(7)的压缩模量。

6.根据权利要求1‑5任意一项所述的一种设计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预应力锚索(5)

为若干根，至少一根所述预应力锚索(5)与所述承载板(1)伸出所述立臂板(2)的部分相连

接。

7.一种基于权利要求1‑6任意一项所述的设计方法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施工方

法用于形成所述路堑地段无砟轨道抗上拱路基结构，该施工方法包含以下步骤：

A1.分级开挖路堑边坡，边坡坡脚开挖至所述承载板(1)标高；

A2.整平基底，在所述基底上纵向开挖沟槽，并在所述沟槽中铺设所述弹性压缩层(4)；

A3.在所述弹性压缩层(4)上进行所述承载板(1)和所述立臂板(2)施工，并在所述承载

板(1)上预留用于安装所述预应力锚索(5)的索孔；

A4.施作预应力锚索(5)，并对所述预应力锚索(5)伸入所述持力层(8)的部分进行压力

注浆，待浆液凝固后张拉所述预应力锚索(5)；

A5.分层回填并压实所述承载板(1)伸出所述立臂板(2)部分上方的边坡土体(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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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A3具体为：

A31.在所述弹性压缩层(4)上架设施工模板；

A32.在所述施工模板内放置所述承载板(1)的钢筋笼和所述立臂板(2)的钢筋笼，并采

用焊接将所述承载板(1)的主筋和所述立臂板(2)的主筋相连接，确定每个所述预应力锚索

(5)的位置，并预留用于安装所述预应力锚索(5)的索孔；

A33.在所述施工模板内浇筑混凝土，成型所述承载板(1)和所述立臂板(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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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堑地段无砟轨道抗上拱路基结构的施工及设计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路基工程领域，特别是一种路堑地段无砟轨道抗上拱路基结构、施工

及设计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我国高速铁路的飞速发展，在建设过程中不可避免会遇到软岩深路堑地段，

软岩深路堑地段包括地基和地基两侧的边坡土体，所述地基包括由上往下设置的上拱软岩

层和持力层。软岩普遍具有遇水膨胀和卸荷流变的性质，二者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路基上

拱病害的出现，严重威胁高速铁路的运营安全。而且高速铁路无砟轨道对路基变形控制极

为严格，轨道扣件可调整量小，且运营期上拱病害整治困难。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针对现有技术存在，软岩普遍具有遇水膨胀和卸荷流变的性

质，会严重威胁高速铁路的运营安全；高速铁路无砟轨道对路基变形控制极为严格，运营期

上拱病害整治困难的问题，提供路堑地段无砟轨道抗上拱路基结构、施工及设计方法，能够

有效控制软岩深路堑地段无砟轨道路堑地段上拱变形，同时保证边坡稳定，以满足高速铁

路对线路平顺性和边坡稳定性的要求。

[0004]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为：

[0005] 一种路堑地段无砟轨道抗上拱路基结构，包括沿线路纵向设置的承载板，所述承

载板两侧分别连接有竖向设置的立臂板，所述立臂板用于阻挡路堑对应侧的边坡土体，所

述承载板的至少一侧伸出对应的所述立臂板，并伸入对应侧的所述边坡土体中，所述承载

板连接有预应力锚索，所述预应力锚索底部伸入持力层中，所述承载板底部设置有弹性压

缩层，至少一个所述预应力锚索贯穿所述弹性压缩层。

[0006] 本发明所述的一种路堑地段无砟轨道抗上拱路基结构，包括沿线路纵向设置的承

载板，所述承载板两侧分别连接有竖向设置的立臂板，所述立臂板用于阻挡路堑对应侧的

边坡土体，以保证边坡稳定，所述承载板的至少一侧伸出对应的所述立臂板，并伸入对应侧

的所述边坡土体中，能充分利用路堑两侧边坡土体的自重反压承载板，进而增强本方案路

基结构的抗上拱能力；所述承载板底部设置有弹性压缩层，通过弹性压缩层预留一定上拱

余量，大大降低上拱软岩层上拱对无砟轨道的影响；所述承载板连接有预应力锚索，所述预

应力锚索底部伸入持力层中，至少一个所述预应力锚索贯穿所述弹性压缩层，利用锚索的

张拉力，能大幅提高结构的抗上拱能力。

[0007] 综上所述，本发明所述的一种路堑地段无砟轨道抗上拱路基结构，能够有效控制

软岩深路堑地段无砟轨道路堑地段上拱变形，同时保证边坡稳定，以满足高速铁路对线路

平顺性和边坡稳定性的要求。

[0008] 优选地，所述承载板的两侧均伸出对应的所述立臂板，并伸入对应侧的所述边坡

土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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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优选地，所述承载板与所述立臂板为一体浇筑成型的结构件。

[0010] 将承载板、立臂板和翼板浇筑为一个整体，提升了结构的封闭性，能有效降低由水

环境变化引起的基底上拱。

[0011] 优选地，所述弹性压缩层与所述承载板相适配，弹性压缩层的面积与承载板面积

相对应，避免承载板底部与上拱软岩层直接接触，更好地消除上拱软岩层上拱对无砟轨道

的影响。

[0012] 优选地，所述弹性压缩层包括若干弹性压缩层单元，所有所述弹性压缩层单元沿

所述线路横向间隔设置。

[0013] 优选地，所述弹性压缩层为橡胶板、SBS改性沥青板或聚苯乙烯泡沫板制成的结构

件，所述弹性压缩层的压缩模量低于上拱软岩层的压缩模量。

[0014] 优选地，所述弹性压缩层的厚度为0.4‑0.6m，在现有规范设计条件下，所述弹性压

缩层的厚度为0.4‑0.6m，即能满足消能要求，又不浪费弹性压缩层，性价比最高。

[0015] 优选地，所述预应力锚索为若干根，至少一根所述预应力锚索与所述承载板伸出

所述立臂板的部分相连接。

[0016] 设置多根预应力锚索，而且至少有一根预应力锚索与承载板伸出所述立臂板的部

分相连接，使得预应力锚索施加于承载板的预拉力更加合理，利用锚索的张拉力，能更好地

提高结构的抗上拱能力。

[0017] 优选地，相邻所述预应力锚索间隔设置。

[0018] 本申请还公开了一种用于形成所述路堑地段无砟轨道抗上拱路基结构的施工方

法，包含以下步骤：

[0019] A1.分级开挖路堑边坡，边坡坡脚开挖至所述承载板标高；

[0020] A2 .整平基底，在所述基底上纵向开挖沟槽，并在所述沟槽中铺设所述弹性压缩

层；

[0021] A3.在所述弹性压缩层上进行所述承载板和所述立臂板施工，并在所述承载板上

预留用于安装所述预应力锚索的索孔；

[0022] A4.施作预应力锚索，并对所述预应力锚索伸入所述持力层的部分进行压力注浆，

待浆液凝固后张拉所述预应力锚索；

[0023] A5.分层回填并压实所述承载板伸出所述立臂板部分上方的边坡土体。

[0024] 本发明所述的一种用于形成所述路堑地段无砟轨道抗上拱路基结构的施工方法，

整个施工过程简单，施工合理，能够有效地实现所述路堑地段无砟轨道抗上拱路基结构满

足高速铁路对线路平顺性和边坡稳定性的要求的能力，而且，整个过程不需要额外的大型

机械辅助，经济合理。

[0025] 优选地，所述步骤A3具体为：

[0026] A31.在所述弹性压缩层上架设施工模板，

[0027] A32.在所述施工模板内放置所述承载板的钢筋笼和所述立臂板的钢筋笼，并采用

焊接将所述承载板的主筋和所述立臂板的主筋相连接，确定每个所述预应力锚索的位置，

并预留用于安装所述预应力锚索的索孔；

[0028] A33.在所述施工模板内浇筑混凝土，成型所述承载板和所述立臂板。

[0029] 本申请还公开了一种路堑地段无砟轨道抗上拱路基结构的设计方法，包含以下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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骤：

[0030] S1.基于本申请所述的路堑地段无砟轨道抗上拱路基结构的结构形式及尺寸参数

建立路基结构设计模型；

[0031] S2.将土体自重GS输入所述路基结构设计模型，输出单个所述预应力锚索的最小

设计参数，并根据所述最小设计参数选取最终的所述预应力锚索的尺寸参数，其中，所述土

体自重GS为沿线路纵向每延米所述承载板承载的所述边坡土体的土体重量。

[0032] 本申请所述的一种路堑地段无砟轨道抗上拱路基结构的设计方法，能够科学合理

地开展无砟轨道路基上拱起结构的抗上拱设计，且力学原理明确、推导思路清晰、计算过程

简单，保证了本发明结构的受力安全，为工程设计计算提供可靠的依据。

[0033] 优选地，步骤S2具体为：

[0034] S21 .根据路堑地段的边坡尺寸建立边坡土体模型，并使所述边坡土体模型满足：

当输入所述承载板伸入所述边坡土体的深度时，输出所述土体自重GS，

[0035] S22.将所述土体自重GS输入所述路基结构设计模型，输出单个所述预应力锚索的

最小设计参数；

[0036] S23.根据所述最小设计参数选取最终的所述预应力锚索的尺寸参数。

[0037] 综上所述，由于采用了上述技术方案，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38] 1、本发明所述的一种路堑地段无砟轨道抗上拱路基结构，能够有效控制软岩深路

堑地段无砟轨道路堑地段上拱变形，同时保证边坡稳定，以满足高速铁路对线路平顺性和

边坡稳定性的要求。

[0039] 2、本发明所述的一种路堑地段无砟轨道抗上拱路基结构，将承载板、立臂板和翼

板浇筑为一个整体，提升了结构的封闭性，能有效降低由水环境变化引起的基底上拱。

[0040] 3、本发明所述的一种路堑地段无砟轨道抗上拱路基结构，所述弹性压缩层与所述

承载板相适配，弹性压缩层的面积与承载板面积相对应，避免承载板底部与上拱软岩层直

接接触，更好地消除上拱软岩层上拱对无砟轨道的影响

[0041] 4、本发明所述的一种路堑地段无砟轨道抗上拱路基结构，设置多根预应力锚索，

而且至少有一根预应力锚索与承载板伸出所述立臂板的部分相连接，使得预应力锚索施加

于承载板的预拉力更加合理，利用锚索的张拉力，能更好地提高结构的抗上拱能力。

[0042] 5、本发明所述的一种用于形成所述路堑地段无砟轨道抗上拱路基结构的施工方

法，整个施工过程简单，施工合理，能够有效地实现所述路堑地段无砟轨道抗上拱路基结构

满足高速铁路对线路平顺性和边坡稳定性的要求的能力，而且，整个过程不需要额外的大

型机械辅助，经济合理。

[0043] 6、本申请所述的一种路堑地段无砟轨道抗上拱路基结构的设计方法，能够科学合

理地开展无砟轨道路基上拱起结构的抗上拱设计，且力学原理明确、推导思路清晰、计算过

程简单，保证了本发明结构的受力安全，为工程设计计算提供可靠的依据。

附图说明

[0044] 图1是本发明的一种路堑地段无砟轨道抗上拱路基结构结构示意图(横截面)。

[0045] 图2是本发明的一种路堑地段无砟轨道抗上拱路基结构结构示意图(俯视)。

[0046] 图标：1‑承载板；2‑立臂板；3‑翼板；4‑弹性压缩层；5‑预应力锚索；6‑边坡土体；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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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拱软岩层；8‑持力层；9‑无砟轨道。

具体实施方式

[0047]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详细的说明。

[0048]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

本发明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用以解释本发明，并不

用于限定本发明。

[0049] 实施例1

[0050] 如图1‑2所示，本实施例所述的一种路堑地段无砟轨道抗上拱路基结构，包括沿线

路纵向设置的承载板1，所述承载板1两侧分别连接有竖向设置的立臂板2，所述立臂板2用

于阻挡路堑对应侧的边坡土体6，所述承载板1的至少一侧伸出对应的所述立臂板2，并伸入

对应侧的所述边坡土体6中，所述承载板1连接有预应力锚索5，所述预应力锚索5底部伸入

持力层8中，所述承载板1底部设置有弹性压缩层4，至少一个所述预应力锚索5贯穿所述弹

性压缩层4。

[0051] 本申请的路堑地段无砟轨道抗上拱路基结构，包括承载板1、立臂板2、翼板3、弹性

压缩层4、预应力锚索5，所述钢筋混凝土承载板1与两端分别设有立臂板2，所述立臂板2外

侧设有翼板3，利用路堑两侧边坡土体6的自重反压承载板1，进而增强抗上拱路基结构的抗

上拱能力，所述承载板1、立臂板2和翼板3均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且固结为一整体，其中，翼

板3即为承载板1伸出所述立臂板2，并伸入至所述边坡土体6中的部分，提升了结构的封闭

性，能有效降低由水环境变化引起的基底上拱，所述承载板1、翼板3与路堑开挖基底面之间

设置弹性压缩层4，通过预留一定上拱余量方法，消除基底上拱对无砟轨道9的影响，所述承

载板1、翼板3上成排间隔设有多根竖向预应力锚索5，所述预应力锚索5穿过上拱软岩层7锚

固于持力层8内，利用锚索的张拉力，能大幅提高结构的抗上拱能力。

[0052] 在上述基础上，进一步优选的方式，所述弹性压缩层4的压缩模量低于所述上拱软

岩层7的压缩模量，可采用橡胶板、SBS改性沥青或聚苯乙烯泡沫板。所述弹性压缩层4厚度

范围为0.4‑0.6m，优选值为0.5m。

[0053] 在上述基础上，进一步优选的方式，所述弹性压缩层4包括若干弹性压缩层单元，

所有所述弹性压缩层单元沿所述线路横向间隔设置。

[0054] 本实施例的有益效果：本实施例所述的一种路堑地段无砟轨道抗上拱路基结构，

在承载板1外侧设置翼板3，能充分利用路堑两侧边坡土体6的自重反压翼板3，进而增强结

构的抗上拱能力；将承载板1、立臂板2和翼板3固结为一个整体，提升了结构的封闭性，能有

效降低由水环境变化引起的基底上拱；在承载板下设置弹性压缩层4，通过预留一定上拱余

量方法，消除基底上拱对无砟轨道9的影响；设置预应力锚索5，利用锚索的张拉力，能大幅

提高结构的抗上拱能力。该结构不仅能有效解决软岩深路堑地段无砟轨道路基上拱问题，

而且施工简单、经济合理，应用前景广阔。

[0055] 实施例2

[0056] 参照图1和图2，本发明的一种路堑地段无砟轨道抗上拱路基结构的施工方法，包

括如下步骤：

[0057] A1.分级开挖路堑边坡，边坡坡脚开挖至翼板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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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8] A2.整平基底，纵向间隔开挖沟槽，并在所述沟槽中铺设弹性压缩层4；

[0059] A3.在弹性压缩层4上架设施工模板，放置承载板1、立臂板2、翼板3的钢筋笼，并采

用焊接将其主筋相连，准确确定各预应力锚索5位置，预留索孔，然后浇筑混凝土；

[0060] A4.施作所述预应力锚索5，并对锚固段进行压力注浆，待浆液凝固后张拉预应力

锚索5,其中，所述锚固段为所述预应力锚索5伸入所述持力层8的部分；

[0061] A5.分层回填压实翼板上部土体，并施作边坡防护与排水措施。

[0062] 在步骤A2中，沟槽有很多条，所有所述沟槽沿线路横向间隔设置。

[0063] 本实施例的有益效果：本实施例所述的一种用于形成所述路堑地段无砟轨道抗上

拱路基结构的施工方法，整个施工过程简单，施工合理，能够有效地实现所述路堑地段无砟

轨道抗上拱路基结构满足高速铁路对线路平顺性和边坡稳定性的要求的能力，而且，整个

过程不需要额外的大型机械辅助，经济合理。

[0064] 实施例3

[0065] 参照图1和图2，本实施例所述的一种用于实施例1所述的路堑地段无砟轨道抗上

拱路基结构的设计方法，包含以下步骤：

[0066] 基于实施例1所述的路堑地段无砟轨道抗上拱路基结构的结构形式及尺寸参数建

立路基结构设计模型；

[0067] 根据路堑地段的边坡尺寸建立边坡土体模型；并使所述边坡土体模型满足：当输

入所述承载板1伸入所述边坡土体6的深度以及所述承载板1与水平面之间的夹角时，输出

土体自重GS，

[0068] 将所述土体自重GS输入所述路基结构设计模型，输出单个所述预应力锚索5的最

小设计参数；

[0069] 根据所述最小设计参数选取最终的所述预应力锚索5的尺寸参数。

[0070] 其中，所述土体自重GS为沿线路纵向每延米所述承载板1承载的所述边坡土体6的

土体重量。

[0071] 上述方案具体包含以下步骤：

[0072] (1) .测试深路堑地段单位面积软岩地基的上拱力fh；

[0073] (2) .计算纵向每延米抗上拱结构受到软岩地基的上拱力，不计入弹性压缩层的作

用，将其作为安全余量考虑：

[0074] Fh＝fh×b

[0075] 式中：

[0076] Fh为纵向每延米抗上拱结构受到软岩地基的上拱力，单位kN/m；

[0077] b为抗上拱结构宽度，单位m；

[0078] (3) .计算纵向每延米所述承载板1两侧翼板3上部承载的土体自重，所述承载板1

水平设置：

[0079] Gs＝2γsdyh

[0080] 式中：

[0081] GS为沿线路纵向每延米所述承载板1承载的所述边坡土体6的土体重量，kN/m；

[0082] dy翼板宽度，及即所述承载板1伸入所述边坡土体6的深度，m；

[0083] γs为上拱起结构两侧翼板上部土体的重度，kN/m3，地下水位以下取浮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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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4] h为立臂板背土体高度，m。

[0085] 严格来说，沿线路纵向每延米所述承载板1承载的所述边坡土体6的土体重量GS与

边坡坡度有关，但从工程上来讲，可以不考虑与边坡相关的上部三角形土，这样也可作为反

压的安全余量。

[0086] (4)计算纵向每延米荷载效应组合的设计值：

[0087] S＝Fh‑Gz‑Gg‑Gs
[0088] 式中：

[0089] S为纵向每延米荷载效应组合的设计值，kN/m；

[0090] Gz为纵向每延米承载板、立臂板与翼板总重，kN/m，地下水位以下取浮重；

[0091] Gg为纵向每延米轨道结构自重，kN/m。

[0092] (5)利用极限状态设计表达式计算纵向每延米结构构件抗力的设计值：

[0093] R≥γ0S

[0094] 式中：

[0095] R为纵向每延米结构构件抗力的设计值；

[0096] γ0为结构重要性系数，建议取值1.1，参考《建筑边坡工程技术规范》。

[0097] (6)计算每孔预应力锚索所需提供的抗拔力设计值Nak：

[0098]

[0099] 式中：

[0100] Nak为每孔预应力锚索所需提供的抗拔力设计值，kN；

[0101] n为垂直于线路方向预应力锚索设置排数；

[0102] s为沿线路方向预应力锚索设置间距，m。

[0103] (6)计算预应力锚索截面面积As：

[0104]

[0105] 式中：

[0106] As为预应力锚索截面面积，m2；

[0107] fpy为预应力预应力锚索5抗拉强度设计值，kPa；

[0108] Kb为预应力锚索索体抗拉安全系数，建议取值2.2，参考《建筑边坡工程技术规

范》。

[0109] (7)计算预应力锚索锚固段长度la，锚固段长度取下面两式的大值：

[0110]

[0111]

[0112] 式中：

[0113] K为预应力锚索锚固体抗拔安全系数，建议取值2.6，参考《建筑边坡工程技术规

范》；

说　明　书 6/8 页

9

CN 111676740 B

9



[0114] la为锚杆锚固段长度，m；

[0115] frbk为岩土层与锚固体极限粘结强度标准值，kPa；

[0116] D为锚固段钻孔直径，m；

[0117] n为预应力锚索5根数；

[0118] d为预应力锚索5直径，m；

[0119] fb为预应力锚索5与锚固砂浆间的粘结强度设计值，kPa。

[0120] 本实施例的有益效果：该方法能够科学合理地开展无砟轨道路基上拱起结构的抗

上拱设计，且力学原理明确、推导思路清晰、计算过程简单，保证了本发明结构的受力安全，

为工程设计计算提供可靠的依据。

[0121] 实施例4

[0122] 参照图1和图2，本实施例所述的一种用于实施例1所述的路堑地段无砟轨道抗上

拱路基结构的设计方法，包含以下步骤：

[0123] 某高速铁路软岩深路堑结构，深路堑地段单位面积软岩地基的上拱力f h＝

7.25MPa；抗上拱结构宽度为b＝17m，其中翼板3宽度为dy＝2m，立臂板高度h为6m，轨道荷载

为Gg＝85.84kN，垂直于线路方向预应力锚索设置5排，沿线路方向预应力锚索设置间距为

5m。预应力锚索5抗拉强度设计值fpy为360N/mm2，岩土层与锚固体极限粘结强度标准值frbk
为500kPa，预应力锚索5与锚固砂浆间的粘结强度设计值fb为3.4MPa，预应力锚索5钻孔直

径为1.1m。

[0124] (1)计算每延米抗上拱结构受到软岩地基的上拱力：

[0125] Fh＝fh×b＝7250×17＝123250kN/m

[0126] (2)计算纵向每延米承载板两侧翼板上部承载的土体自重：

[0127] Gs＝2γsdyh＝2×2.1×103×2×6＝5.04×104kN/m

[0128] (3)计算纵向每延米荷载效应组合的设计值：

[0129] Gz＝2.5×103×29＝72500kN/m

[0130] S＝Fh‑Gz‑Gg‑Gs＝123250‑72500‑85.84‑50400＝264.16kN/m

[0131] (4)纵向每延米结构构件抗力的设计值：

[0132] R＝γ0S＝1.1×264.16＝290.58kN/m

[0133] (5)计算每孔预应力锚索所需提供的抗拔力设计值

[0134]

[0135] (6)预应力锚索截面面积：

[0136]

[0137]

[0138] (7)计算预应力锚索锚固段长度

[0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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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40]

[0141] 锚固段长度取大值4.37m。

[0142]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

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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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1/1 页

12

CN 111676740 B

12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DES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ES00009
	DES00010
	DES00011

	DRA
	DRA00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