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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花岗岩嵌面混凝土护栏及

其施工方法，护栏朝向路面侧的下部设花岗岩

板，花岗岩板与护栏混凝土浇筑为一体，能有效

防止盐或除冰雪剂对混凝土及钢筋的腐蚀，延长

混凝土护栏的使用寿命，而且还能提升混凝土护

栏的美观。花岗岩嵌面混凝土护栏施工过程中，

花岗岩嵌面部分不设模板，在护栏钢筋骨架上设

置支撑钢筋支撑在花岗岩板内侧，通过槽钢背楞

和拉杆将花岗岩板固定，既节省了模板，降低了

施工成本，又能提升护栏施工质量，保证花岗岩

板与混凝土结合牢固，以及线型顺畅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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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花岗岩嵌面混凝土护栏，护栏主体采用混凝土浇筑，混凝土内设有钢筋骨架，其

特征在于：在护栏朝向路面侧的下部设有花岗岩嵌面，所述花岗岩嵌面包括沿护栏纵向的

多块花岗岩板；花岗岩板朝向路面侧的下部为竖面，与路面垂直，上部为斜面，向护栏混凝

土倾斜；花岗岩板与护栏混凝土浇筑为一体。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花岗岩嵌面混凝土护栏，其特征在于：花岗岩板朝向护栏混凝

土侧设有多条横向的沟槽。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花岗岩嵌面混凝土护栏，其特征在于：所述沟槽宽5mm，槽深3

～5mm，相邻槽间距中心为1.5cm。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花岗岩嵌面混凝土护栏，其特征在于：每块花岗岩板沿护栏纵

向的长度为75cm或100cm；左右相邻的两花岗岩板间设5～7mm拼缝。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花岗岩嵌面混凝土护栏，其特征在于：所述花岗岩板底边与路

面间设一层水泥砂浆调平层。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花岗岩嵌面混凝土护栏，其特征在于：所述花岗岩板与路面垂

直部分和向护栏混凝土倾斜部分为整体结构。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花岗岩嵌面混凝土护栏，其特征在于：所述花岗岩板与路面垂

直部分和向护栏混凝土倾斜部分为分体结构。

8.一种花岗岩嵌面混凝土护栏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护栏钢筋骨架绑扎完成后，测量放样出花岗岩板的安装位置，根据每块花岗岩板的

设计安装位置，在钢筋骨架上对应每块花岗岩板内侧面的焊接至少4根支撑钢筋，每根支撑

钢筋与花岗岩板内侧面垂直，支撑钢筋长度与花岗岩板内侧面到钢筋骨架的距离相等；在

钢筋骨架上正对左右相邻的两花岗岩板间拼缝焊接两根拉杆螺栓，两根拉杆螺栓由两花岗

岩板间拼缝穿出，并分别与花岗岩板外侧面的竖面和斜面垂直；

(2)按花岗岩板设计安装位置的底边浇筑一层水泥砂浆调平层，将路面调平；在水泥砂

浆调平层上安装花岗岩板，每块花岗岩板的内侧面与支撑钢筋的端部顶紧；

(3)沿护栏纵向在花岗岩板外侧面的竖面设置一根横向槽钢，横向槽钢正对左右两花

岗岩拼缝处设有螺孔；沿护栏纵向在花岗岩板外侧面的斜面上设置两根有一定间隔的方

木，在方木上正对每两花岗岩板间的拼缝设一纵向槽钢，纵向槽钢上也设有螺孔；横向槽钢

和竖向槽钢的槽口均朝向花岗岩板外侧面，拉杆螺栓前端由槽钢上的螺孔穿出，并螺接螺

母将槽钢压紧；

(4)安装护栏混凝土浇筑模板，模板安装时在花岗岩板处不设模板；

(5)浇筑护栏混凝土；混凝土浇筑采用料斗或泵管布料，浇筑混凝土过程中采用插入式

振捣棒振捣，振捣时振捣棒不能与花岗岩板接触；

(6)混凝土强度满足要求后，拆除模板，拆模后继续养护至混凝土设计强度；花岗岩板

拼缝采用聚合物防水砂浆封缝。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花岗岩嵌面混凝土护栏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当花岗岩板的

竖面部分和斜面部分为整体结构时，正对每块花岗岩板的4个角设置4根支撑钢筋；当花岗

岩板的竖面部分和斜面部分为分体结构时，对应竖面部分的内侧面下方两个角设置至少两

根支撑钢筋，对应斜面部分内侧面的4个角设置4根支撑钢筋。

10.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花岗岩嵌面混凝土护栏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在路面上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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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向槽钢2-3cm每隔一定间距钻设一插孔，插孔内插入竖向的钢筋，在钢筋与槽钢之间塞入

木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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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花岗岩嵌面混凝土护栏及其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公路施工技术领域，涉及一种道路或桥梁两侧设置的混凝土护栏，特

别涉及一种花岗岩嵌面混凝土护栏的结构及其施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桥梁及路基两侧及中间隔离带常根据所处路段的危险等级设置防撞护栏来确保

车辆及行人通行安全，防撞护栏常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在冬季降雪天气，为了确保通行安

全，常在道路上撒盐或除冰雪剂，但盐或除冰雪剂会对护栏混凝土及混凝土内的钢筋产生

严重的腐蚀作用，破坏混凝土护栏的结构，影响混凝土护栏的外观质量，缩短混凝土护栏的

使用寿命。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传统混凝土护栏不耐腐蚀的缺点，提供一种花岗岩嵌面混凝

土护栏，利用花岗岩硬度高、耐磨损、耐腐蚀等特点，提升混凝土护栏的使用寿命；提供一种

针对花岗岩嵌面混凝土护栏的结构特点的施工方法。

[0004]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花岗岩嵌面混凝土护栏，护栏主体采用混凝土浇筑，混凝土内

设有钢筋骨架，其特征在于：在护栏朝向路面侧的下部设有花岗岩嵌面，所述花岗岩嵌面包

括沿护栏纵向的多块花岗岩板；花岗岩板朝向路面侧的下部为竖面，与路面垂直，上部为斜

面，向护栏混凝土倾斜；花岗岩板与护栏混凝土浇筑为一体。

[0005]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花岗岩嵌面混凝土护栏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0006] (1)护栏钢筋骨架绑扎完成后，测量放样出花岗岩板的安装位置，根据每块花岗岩

板的设计安装位置，在钢筋骨架上对应每块花岗岩板内侧面的焊接至少4根支撑钢筋，每根

支撑钢筋与花岗岩板内侧面垂直，支撑钢筋长度与花岗岩板内侧面到钢筋骨架的距离相

等；在钢筋骨架上正对左右相邻的两花岗岩板间拼缝焊接两根拉杆螺栓，两根拉杆螺栓由

两花岗岩板间拼缝穿出，并分别与花岗岩板外侧面的竖面和斜面垂直；

[0007] (2)按花岗岩板设计安装位置的底边浇筑一层水泥砂浆调平层，将路面调平；在水

泥砂浆调平层上安装花岗岩板，每块花岗岩板的内侧面与支撑钢筋的端部顶紧；

[0008] (3)沿护栏纵向在花岗岩板外侧面的竖面设置一根横向槽钢，横向槽钢正对左右

两花岗岩拼缝处设有螺孔；沿护栏纵向在花岗岩板外侧面的斜面上设置两根有一定间隔的

方木，在方木上正对每两花岗岩板间的拼缝设一纵向槽钢，纵向槽钢上也设有螺孔；横向槽

钢和竖向槽钢的槽口均朝向花岗岩板外侧面，拉杆螺栓前端由槽钢上的螺孔穿出，并螺接

螺母将槽钢压紧；

[0009] (4)安装护栏混凝土浇筑模板，模板安装时在花岗岩板处不设模板；

[0010] (5)浇筑护栏混凝土；混凝土浇筑采用料斗或泵管布料，浇筑混凝土过程中采用插

入式振捣棒振捣，振捣时振捣棒不能与花岗岩板接触；

[0011] (6)混凝土强度满足要求后，拆除模板，拆模后继续养护至混凝土设计强度；花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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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板拼缝采用聚合物防水砂浆封缝。

[0012] 本发明把花岗岩用于混凝土护栏，不仅能有效防止盐或除冰雪剂对混凝土及钢筋

的腐蚀，保证混凝土护栏的结构安全，延长混凝土护栏的使用寿命，而且还能进一步提升混

凝土护栏的美观。该种护栏结构尤其适用严寒地区。

[0013] 本发明提供的花岗岩嵌面混凝土护栏施工方法，在护栏混凝土浇筑时，花岗岩嵌

面部分不设模板，在护栏钢筋骨架上设置支撑钢筋支撑在花岗岩板内侧，通过槽钢背楞和

拉杆将花岗岩板固定，既节省了模板，降低了施工成本，又能提升护栏施工质量，保证花岗

岩板与混凝土结合牢固，以及线型顺畅美观。

附图说明

[0014] 图1是花岗岩嵌面混凝土护栏的一种实施方式横断面示意图，花岗岩板的竖面部

分和斜面部分为整体结构；

[0015] 图2是花岗岩嵌面混凝土护栏的另一种实施方式横断面示意图，花岗岩板的竖面

部分和斜面部分为分体结构；

[0016] 图3是花岗岩板内侧面上的刻槽结构示意图；

[0017] 图4是整体式花岗岩板的安装固定结构沿护栏横向示意图；

[0018] 图5是整体式花岗岩板的安装固定结构沿护栏纵向示意图；

[0019] 图6是分体式花岗岩板的安装固定结构沿护栏横向示意图；

[0020] 图7是分体式花岗岩板的安装固定结构沿护栏纵向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如图1、图2所示，本发明提供的一种花岗岩嵌面混凝土护栏，护栏主体采用混凝土

1浇筑，混凝土1内设有钢筋骨架2；在护栏朝向路面侧的下部设有花岗岩嵌面，所述花岗岩

嵌面包括沿护栏纵向的多块花岗岩板3；花岗岩板朝向路面侧的下部为竖面31，与路面垂

直，上部为斜面32，向护栏混凝土倾斜；花岗岩板3与护栏混凝土浇筑为一体。

[0022] 如图3所示，为保证花岗岩板3与混凝土的结合强度，可在花岗岩板3朝向护栏混凝

土侧刻多条横向的沟槽33。作为一种具体实施方式，所述沟槽宽5mm，槽深3～5mm，相邻槽间

距中心为1.5cm。

[0023] 本发明具体实施时，每块花岗岩板沿护栏纵向的长度可采用75cm，或100cm；左右

相邻的两花岗岩板间设5～7mm拼缝。

[0024] 为保证花岗岩嵌面的顺直度，可在花岗岩板底边与路面间设一层水泥砂浆调平层

4。

[0025] 本发明具体实施时，嵌面花岗岩可有两种结构形式。第一种为整体结构，如图1所

示，花岗岩板3竖面部分31和斜面部分32为整体，该结构优点是花岗岩板间接缝少，施工简

便，缺点为造价高；第二种为两块组合式结构，如图2所示，花岗岩板竖面部分31和斜面部分

32为分体结构，采用两块花岗岩板，该结构优点为造价低，缺点是两块板间有水平接缝，整

体性差，花岗岩板薄，施工固定困难。

[0026] 传统的护栏混凝土浇筑，是在绑扎好钢筋骨架后，在钢筋骨架外围整体设置模板。

本发明所提供的花岗岩嵌面混凝土护栏是一种新的结构形式，如果仍采用传统的浇筑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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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要将花岗岩板包裹在钢模板内，花岗岩板不易固定，花岗岩板间接缝不易控制，线型效

果差，而且浪费模板，施工费用较高。

[0027]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针对花岗岩嵌面混凝土护栏的施工方法，如图4、图5、图6、图7

所示，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28] (1)护栏钢筋骨架2绑扎完成后，测量放样出花岗岩板3的安装位置，根据每块花岗

岩板的设计安装位置，在钢筋骨架上对应每块花岗岩板内侧面的焊接至少4根支撑钢筋5，

每根支撑钢筋5与花岗岩板3内侧面垂直，支撑钢筋长度与花岗岩板内侧面到钢筋骨架的距

离相等；在钢筋骨架上正对左右相邻的两花岗岩板间拼缝焊接两根拉杆螺栓6，两根拉杆螺

栓6由两花岗岩板间拼缝穿出，并分别与花岗岩板外侧面的竖面31和斜面32垂直；

[0029] (2)在花岗岩板设计安装位置的底边浇筑一层水泥砂浆调平层4，将路面调平；在

水泥砂浆调平层4上安装花岗岩板3，每块花岗岩板的内侧面与支撑钢筋5的端部顶紧；

[0030] (3)沿护栏纵向在花岗岩板外侧面的竖面设置一根横向槽钢7，横向槽钢7正对左

右两花岗岩拼缝处设有螺孔；沿护栏纵向在花岗岩板外侧面的斜面上设置两根有一定间隔

的方木8，在方木8上正对每两花岗岩板间的拼缝设一纵向槽钢9，纵向槽钢上也设有螺孔；

横向槽钢7和竖向槽钢9的槽口均朝向花岗岩板外侧面，拉杆螺栓6前端由槽钢上的螺孔穿

出，并螺接螺母10将槽钢压紧；

[0031] (4)安装护栏混凝土浇筑模板，模板安装时在花岗岩板处不设模板，护栏朝向路面

侧的模板沿花岗岩板的顶边安装；

[0032] (5)浇筑护栏混凝土1，混凝土浇筑采用料斗或泵管布料，浇筑混凝土过程中采用

插入式振捣棒振捣，振捣时振捣棒不能与花岗岩板接触；

[0033] (6)混凝土强度满足要求后，拆除模板，拆模后继续养护至混凝土设计强度；花岗

岩板拼缝采用聚合物防水砂浆封缝。

[0034] 当花岗岩板的竖面部分和斜面部分为整体结构时，如图4、图5所示，正对每块花岗

岩板的4个角设置4根支撑钢筋5；当花岗岩板的竖面部分和斜面部分为分体结构时，如图6、

图7所示，对应竖面部分的内侧面下方两个角设置至少两根支撑钢筋5，对应斜面部分内侧

面的4个角设置4根支撑钢筋。

[0035] 混凝土浇筑时，花岗岩板受到向外侧的挤压力较大，为保证花岗岩板结构稳定，可

在路面上距横向槽钢2-3cm每隔一定间距钻设一插孔，插孔内插入竖向的钢筋，在钢筋与槽

钢之间插入木楔塞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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