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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公路应急避险装置

(57)摘要

本申请涉及一种公路应急避险装置，涉及交

通安全附属装置领域，其包括车辆引道和避险车

道，所述车辆引道用于连接公路与所述避险车

道，所述避险车道沿行车方向具有上升坡度，所

述避险车道上设置有截止组件和排水组件，所述

截止组件包括减速制动层，所述减速制动层铺设

在避险车道面层上，所述排水组件包括排水渠和

透水管网，所述排水渠设置于所述减速制动层沿

行车方向的两侧，所述透水管网设置于所述避险

车道和减速制动层之间，且与所述排水渠连通。

本申请具有降低减速制动层的维护频率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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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公路应急避险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车辆引道（1）和避险车道（2），所述车辆引

道（1）用于连接公路（6）与所述避险车道（2），所述避险车道（2）沿行车方向具有上升坡度，

所述避险车道（2）上设置有截止组件（3）和排水组件（4），所述截止组件（3）包括减速制动层

（31），所述减速制动层（31）铺设在避险车道（2）面层上，所述排水组件（4）包括排水渠（41）

和透水管网（42），所述排水渠（41）设置于所述减速制动层（31）沿行车方向的两侧，所述透

水管网（42）设置于所述避险车道（2）和减速制动层（31）之间，且与所述排水渠（41）连通。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公路应急避险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透水管网（42）由若干纵

横交错的透水管连通制成。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公路应急避险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避险车道（2）面层上开

设有用于铺设透水管网（42）的导水沟（21）。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公路应急避险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减速制动层（31）包括过

渡段（311）和制动段（312），所述过渡段（311）设置于靠近车辆引道（1）一侧，所述过渡段

（311）长度为30‑60m，所述过渡段（311）的初端厚度为5‑10cm，所述过渡段（311）的终端厚度

和所述制动段（312）的厚度均不小于90cm，且所述过渡段（311）初端到过渡段（311）终端厚

度均匀增加。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公路应急避险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减速制动层（31）设置为

砾石层。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公路应急避险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避险车道（2）一侧还设

置有救援车道（5），所述救援车道（5）设置于所述避险车道（2）远离公路（6）一侧，且所述救

援车道（5）入口处设置有警示档杆（51）。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公路应急避险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截止组件（3）还包括设

置于避险车道（2）上的护栏（32）和截止栏（33），所述减速制动层（31）沿行车方向的两侧均

设置有所述护栏（32），且所述护栏（32）设置于所述排水渠（41）内侧，所述截止栏（33）设置

于所述避险车道（2）终止端。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公路应急避险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护栏（32）和截止栏（33）

内侧均设置有弹性缓冲体（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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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公路应急避险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申请涉及交通安全附属装置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公路应急避险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公路通车里程发生了跨越式的增长，山岭地

带公路密度也迅速增长。在山岭地带因为地势变化，不可避免的会存在连续下坡路段，车辆

连续在下坡路段行驶，长时间使用点刹制动，使得制动系统出现热衰退现象，尤其是大货车

运输货物较重，极易发生刹车失灵现象，对道路运输安全造成严重的安全隐患。

[0003] 申请号为201420678473.2的中国实用新型专利公开了一种避险车道，包括沿行车

方向具有上升坡度的地基，所述地基上表面与水平面之间的夹角为20°～40°，所述地基两

侧均设置有护栏，所述地基沿行车方向终止端横向设置有迫使车辆停止运动的截止栏，所

述地基上侧铺设有减速制动层，所述减速制动层为鹅卵石层，所述减速制动层沿行车方向

的起始端厚度为30～50cm，所述减速制动层沿行车方向的终止端厚度为90～110cm，所述减

速制动层的厚度从其起始端到其终止端渐变均匀增厚。制动失效的车辆冲入避险车道后，

减速制动层对车轮提供阻力，使得车辆行车速度降低，最终帮助车辆安全停止。

[0004] 针对上述中的相关技术，发明人认为鹅卵石易受雨水冲刷裹挟向地基坡底滚动，

导致减速制动层厚度分布情况受到影响，存在维护频率高的缺陷。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为了降低减速制动层的维护频率，本申请提供一种公路应急避险装置。

[0006] 本申请提供的一种公路应急避险装置采用如下的技术方案：

[0007] 一种公路应急避险装置，包括车辆引道和避险车道，所述车辆引道用于连接公路

与所述避险车道，所述避险车道沿行车方向具有上升坡度，所述避险车道上设置有截止组

件和排水组件，所述截止组件包括减速制动层，所述减速制动层铺设在避险车道面层上，所

述排水组件包括排水渠和透水管网，所述排水渠设置于所述减速制动层沿行车方向的两

侧，所述透水管网设置于所述避险车道和减速制动层之间，且与所述排水渠连通。

[000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降雨天气时，雨水落在减速制动层上，并由减速制动层的

空隙向下渗透，被透水管网吸收，并经透水管网流动至排水渠中排走；设计的排水组件，将

雨水快速排离减速制动层，减少雨水对减速制动层的冲刷，降低雨水裹挟减速制动层的制

动材料向避险车道底部滚动的可能，进而降低对避险车道的维护频率，增加避险车道的可

用时间，提升避险车道的实用性。

[0009] 可选的，所述透水管网由若干纵横交错的透水管连通制成。

[001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采用透水管制成透水管网，利用透水管集吸水、透水以及

排水为一体的特性，使得透水管网能够将减速制动层中的空隙水快速排出，提升减速制动

层的结构稳定性，保证减速制动层的实用性。

[0011] 可选的，所述避险车道面层上开设有用于铺设透水管网的导水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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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设计的导水沟，用于承载透水管网，一方面减少减速制动

层的制动材料对透水管网的压力，另一方面降低减速制动层对失控车辆进行制动后结构变

化而导致透水管网受损的可能，保证透水管网能够正常使用。

[0013] 可选的，所述减速制动层包括过渡段和制动段，所述过渡段设置于靠近车辆引道

一侧，所述过渡段长度为30‑60m，所述过渡段的初端厚度为5‑10cm，所述过渡段的终端厚度

和所述制动段的厚度均不小于90cm，且所述过渡段初端到过渡段终端厚度均匀增加。

[0014]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设计的过渡段和制动段，使得减速制动层对失控车辆的

阻力逐渐增大，使得车辆减速过程更加平缓，进而降低车辆冲上减速制动层后车速骤减而

导致侧翻或者货物前冲伤害驾乘人员的可能，提升对驾乘人员的保护效果，增强使用安全

性。

[0015] 可选的，所述减速制动层设置为砾石层。

[001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采用砾石层作为减速制动层，由于砾石滚动阻力系数较

高且耐久性好，而砾石层孔隙率较大，不易自锁，且不易板结，易使车轮陷入，使得砾石层作

为减速制动层时能快速消耗车辆动能，利于车辆减速、制动，实用性强。

[0017] 可选的，所述避险车道一侧还设置有救援车道，所述救援车道设置于所述避险车

道远离公路一侧，且所述救援车道入口处设置有警示档杆。

[001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设计的救援车道，供救援车辆通行，便于将制动后的失控

车辆自减速制动层中移出，保证避险装置能快速重新投入使用；设计的警示档杆，对失控车

辆驾驶人员进行示警，防止失控车辆驾驶人员因紧张或其他原因将失控车辆开上救援车

道，避免救援车道的设立对避险车道的正常使用造成影响，提升避险车道使用安全性。

[0019] 可选的，所述截止组件还包括设置于避险车道上的护栏和截止栏，所述减速制动

层沿行车方向的两侧均设置有所述护栏，且所述护栏设置于所述排水渠内侧，所述截止栏

设置于所述避险车道终止端。

[002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设计的护栏和截止栏，对失控车辆进行进一步保护，降低

失控车辆因方向难以掌控或未完全制动而冲出避险车道的可能性，保证避险车道的避险作

用。

[0021] 可选的，所述护栏和截止栏内侧均设置有弹性缓冲体。

[002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设计的弹性缓冲体，降低避险车辆与护栏或者截止栏碰

撞是车辆收到的冲击力，降低车辆损伤，保护驾乘人员的生命安全。

[0023] 综上所述，本申请包括以下至少一种有益技术效果：

[0024] 1.设计的排水组件，将雨水快速排离减速制动层，减少雨水对减速制动层的冲刷，

降低雨水裹挟减速制动层的制动材料向避险车道底部滚动的可能，进而降低对避险车道的

维护频率，增加避险车道的可用时间，提升避险车道的实用性；

[0025] 2.设计的过渡段和制动段，使得减速制动层对失控车辆的阻力逐渐增大，使得车

辆减速过程更加平缓，进而降低车辆冲上减速制动层后车速骤减而导致侧翻或者货物前冲

伤害驾乘人员的可能，提升对驾乘人员的保护效果，增强使用安全性；

[0026] 3.设计的救援车道，供救援车辆通行，便于将制动后的失控车辆自减速制动层中

移出，保证避险装置能快速重新投入使用；设计的警示档杆，对失控车辆驾驶人员进行示

警，防止失控车辆驾驶人员因紧张或其他原因将失控车辆开上救援车道，避免救援车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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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对避险车道的正常使用造成影响，提升避险车道使用安全性。

附图说明

[0027] 图1是本申请实施例的公路应急避险装置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8] 图2是图1中避险车道和救援车道部分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3是未铺设减速制动层的避险车道的结构示意图。

[0030] 图4是图3中A部分的放大示意图。

[0031] 附图标记说明：1、车辆引道；2、避险车道；21、导水沟；3、截止组件；31、减速制动

层；311、过渡段；312、制动段；32、护栏；33、截止栏；34、弹性缓冲体；4、排水组件；41、排水

渠；42、透水管网；5、救援车道；51、警示档杆；6、公路。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以下结合附图1‑4对本申请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3] 本申请实施例公开一种公路应急避险装置。参照图1和图2，公路应急避险装置包

括车辆引道1、避险车道2以及救援车道5，车辆引道1将公路6与避险车道2和救援车道5连

通，避险车道2设置于公路6一侧，且与公路6之间的夹角为15°，救援车道5设置于避险车道2

远离公路6一侧，避险车道2和救援车道5均沿行车方向具有上升坡度，本实施例中，上升坡

度为13°。救援车道5入口处放置有警示档杆51，警示档杆51上贴设有反光条。

[0034] 参照图2，避险车道2上设置有截止组件3和排水组件4，截止组件3包括减速制动层

31、护栏32和截止栏33。减速制动层31设置为砾石层，铺设在避险车道2面层上，减速制动层

31包括过渡段311和制动段312，过渡段311设置于靠近车辆引道1一侧，过渡段311长度为

30‑60m，过渡段311的初端厚度为5‑10cm，过渡段311的终端厚度和制动段312的厚度均不小

于90cm，且过渡段311初端到过渡段311终端厚度均匀增加。本实施例中，过渡段311长度为

50m。过渡段311出端的砾石厚度为10cm，过渡段311终端和制动段312厚度均为90cm。护栏32

设置在减速制动层31沿行车方向的两侧，截止栏33设置于避险车道2终止端，护栏32和截止

栏33均预埋固定在避险车道2的基础中。护栏32上还涂刷有标高线，用于标示减速制动层31

的面层设计高度，便于减速制动层31使用后复原。护栏32和截止栏33内侧均设置有弹性缓

冲体34，本实施中，弹性缓冲体34设置为废旧轮胎，废旧轮胎绑扎固定在护栏32或者截止栏

33上。

[0035] 参照图3和图4，排水组件4包括排水渠41和透水管网42。排水渠41设置于减速制动

层31沿行车方向的两侧，具体设置于两侧护栏32的外；避险车道2面层上开设有导水沟21，

透水管网42铺设与导水沟21中，减速制动层31覆盖在透水沟上方。透水管网42由若干纵横

交错的透水管通过尼龙绳捆扎连通得到，且透水管网42靠近排水渠41的端部伸入排水渠41

中与排水渠41连通。

[0036] 本申请实施例一种公路应急避险装置的实施原理为：当失控车辆高速驶入该避险

车道2时，由于砾石层铺设的减速制动层31与水平面之间有一定的倾角，且砾石层与车辆轮

胎之间存在一定阻力，从而可以有效降低车辆的行车速度。若在避险车道2内，驾驶人无法

有效控制车辆的行车方向，避险车道2两侧设置的护栏32可以防止车辆驶出避险车道2，护

栏32内侧布设的多个具有缓冲功能的弹性缓冲体34防止车辆和护栏32直接猛烈碰撞。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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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险车道2内车辆的行驶速度过快，减速制动层31无法使车辆停止运动时，截止栏33可以将

车辆截停，放置车辆冲出避险车道2，保证车辆和驾乘人员安全。

[0037] 降雨天气时，雨水落在减速制动层31上，并由砾石的空隙向下渗透，被透水管网42

吸收，并经透水管网42流动至排水渠41中排走，降低雨水裹挟砾石向避险车道2底部滚动的

可能。

[0038] 以上均为本申请的较佳实施例，并非依此限制本申请的保护范围，故：凡依本申请

的结构、形状、原理所做的等效变化，均应涵盖于本申请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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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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