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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旧路加宽结构及其施工

方法，在既有挡土墙的墙背侧依次设置第二承载

管、第一承载管和浆固回填体；在既有挡土墙的

墙面侧支设横梁模板；横向锚梁与墙背填料之间

设置第一加筋体，与作物种植槽之间设置连接筋

板，上部设置横向承载梁和间隙填充体；在第二

加筋体的外侧设置第二筋侧注浆体和筋侧排水

体；在挡土墙墙面与挡墙基础相接处设置墙角补

强板和墙角防冲刷体；在挡墙基础的下部和墙趾

外侧设置补强固化体；在补强筋板上部依次设置

界面加筋网和应力吸收层；同步在应力吸收层和

旧路结构层上部设置新铺筑面层。本发明既可实

现既有挡土墙的留用和受力性能的改善，又可提

升旧路加宽结构的整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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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旧路加宽结构，其特征在于：在既有挡土墙（1）的墙背侧依次设置第一承载管

（2）和第二承载管（3）；在所述第一承载管（2）的上部管段侧壁上设置浆液渗出孔（4），下部

管段内填充轻质填充体（5），并在所述浆液渗出孔（4）外侧注浆形成管侧固化体（6）；在所述

第二承载管（3）内部设置轻质填充体（5）；在所述第一承载管（2）和所述第二承载管（3）的上

部设置浆固回填体（7），并在所述浆固回填体（7）与所述既有挡土墙（1）之间设置横向连接

筋（8）；在所述既有挡土墙（1）的墙面侧支设横梁模板（9）并浇筑混凝土形成横向锚梁（10）；

所述横向锚梁（10）与墙背填料（11）之间设置第一加筋体（12），与作物种植槽（13）之间设置

连接筋板（14），上部设置横向承载梁（15）和间隙填充体（16）；自墙面向所述墙背填料（11）

内设置第二加筋体（17），并在所述第二加筋体（17）的外侧设置第二筋侧注浆体（18）和筋侧

排水体（19）；在挡土墙墙面（20）与挡墙基础（21）相接处设置墙角补强板（22）和墙角防冲刷

体（23），自所述墙角补强板（22）向斜下方打设墙趾锚筋（24）；在所述挡墙基础（21）的下部

和墙趾外侧的地基土层（54）内设置补强固化体（25）；在所述既有挡土墙（1）、浆固回填体

（7）和横向承载梁（15）的上部设置竖向连接筋（26），并使所述竖向连接筋（26）与补强筋板

（27）连接；在所述补强筋板（27）上部依次设置界面加筋网（28）和应力吸收层（29），同时在

所述应力吸收层（29）和旧路结构层（30）上部设置新铺筑面层（31）。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旧路加宽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横梁模板（9）与支撑横

板（32）和支撑立杆（33）之间设置模板支撑杆（34）；所述横梁模板（9）布设时，将上部撑梁

（35）与所述竖向连接筋（26）连接，并在所述上部撑梁（35）与竖向连柱（36）之间设置限位螺

栓（37）；在所述竖向连柱（36）的底部设置下部撑梁（38），外侧设置安全防护板（39），在所述

下部撑梁（38）的上部设置梁顶踏板（40）；在所述梁顶踏板（40）上设置轨道限位槽（41），所

述支撑横板（32）与所述轨道限位槽（41）之间设置滑移轨道（42），所述支撑横板（32）上部设

置支撑立杆（33）；所述下部撑梁（38）与既有挡土墙（1）之间设置梁底斜撑（43）和压力分散

板（44），并在所述梁底斜撑（43）上设置斜撑螺栓（46），所述梁底斜撑（43）与所述压力分散

板（44）相接处设置转动铰（45）。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旧路加宽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加筋体（12）的外侧

设置第一筋侧注浆体（47）；所述作物种植槽（13）的侧壁上设置漏水孔（48），内部设置种植

土壤（49）；所述横向承载梁（15）的上部设置梁顶连接筋（50）；所述连接筋板（14）的插入端

设置浆体存放囊袋（51）。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旧路加宽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筋侧排水体（19）采用粒

径均匀的散体材料，设置在所述第二加筋体（17）外侧靠近所述既有挡土墙（1）侧，并在所述

第二筋侧注浆体（18）和所述筋侧排水体（19）之间设置挡浆体（52）。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旧路加宽结构，其特征在于：在所述第二加筋体（17）与所

述挡土墙墙面（20）相接处设置锚垫板（53）。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旧路加宽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浆固回填体（7）采用所

述旧路结构层（30）上部材料的铣刨材料与粘结材料的混合料。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旧路加宽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粘结材料采用无机结合

料或沥青材料。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旧路加宽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加筋体（12）采用螺

纹钢筋或钢绞线，相对于水平面的方向为斜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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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旧路加宽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加筋体（17）采用钢

管，相对于水平面的方向为斜向上。

10.一种旧路加宽结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施工步骤：

1）补强固化体施工：在既有挡土墙（1）的挡墙基础（21）下部和墙趾外侧的地基土层

（54）内引孔注浆，形成补强固化体（25）；

2）墙趾锚筋及墙角防冲刷体施工：自挡墙基础（21）的墙趾上表面向下打设墙趾锚筋

（24），并使所述墙趾锚筋（24）与墙角补强板（22）连接牢固，随后浇筑混凝土形成墙角防冲

刷体（23）；

3）第二加筋体施工：自所述既有挡土墙（1）向墙背填料（11）内引孔，并插入第二加筋体

（17）；对第二加筋体（17）外侧挡浆体（52）至第二加筋体（17）最里端注浆形成第二筋侧注浆

体（18）；自第二加筋体（17）的布设孔口向孔内吹填散体材料形成筋侧排水体（19）；

4）旧路结构层上部结构铣刨：采用铣刨机械对旧路结构层（30）上部的材料进行铣刨，

铣刨深度为5~10cm，并将墙背浆固回填体（7）范围内的土体挖除；

5）第一承载管和第二承载管施工：分别在第一承载管（2）和第二承载管（3）的位置引孔

取土，先插入所述第一承载管（2）和所述第二承载管（3），再分别向所述第一承载管（2）的内

部和所述第二承载管（3）的下部管段内填充轻质填充体（5），对所述第二承载管（3）的上部

管段及其外侧土体注浆，形成管侧固化体（6）；

6）浆固回填体及竖向连接筋施工：在所述既有挡土墙（1）墙背已开挖范围内引孔植入

横向连接筋（8），向已开挖的所述墙背填料（11）和旧路结构层（30）上部结构的铣刨材料内

掺加粘结材料，形成浆固回填体（7），在所述浆固回填体（7）和所述既有挡土墙（1）的上表面

设置竖向连接筋（26）；

7）悬挂支撑平台设置：将上部撑梁（35）与所述竖向连接筋（26）连接，并在所述上部撑

梁（35）与竖向连柱（36）之间设置限位螺栓（37），在所述竖向连柱（36）的底部设置下部撑梁

（38），外侧设置安全防护板（39），在所述下部撑梁（38）的上部设置梁顶踏板（40），在所述下

部撑梁（38）与所述既有挡土墙（1）之间设置梁底斜撑（43）和压力分散板（44）；

8）第一加筋体施工：在所述梁顶踏板（40）上进行施工作业，向所述既有挡土墙（1）的墙

背填料（11）内引孔，插入第一加筋体（12）后，对所述第一加筋体（12）外侧注浆形成第一筋

侧锚固体（47）；

9）横梁模板设置：调整所述梁顶踏板（40）的高度，在所述梁顶踏板（40）上铺设轨道限

位槽（41），并使支撑横板（32）下部的滑移轨道（42）与所述轨道限位槽（41）连接，在所述支

撑横板（32）上设置支撑立杆（33），在所述支撑横板（32）和所述支撑立杆（33）与横梁模板

（9）之间设置模板支撑杆（34），向横梁模板（9）内浇筑混凝土形成承载横梁（10），并在所述

承载横梁（10）上设置与连接筋板（14）连接的插入槽；

10）横向承载梁设置：在承载横梁上部设置高度满足要求的横向承载梁（15），在所述横

向承载梁（15）的外侧设置间隙填充体（16），上部设置梁顶连接筋（50）；

11）新铺筑面层施工：使所述竖向连接筋（26）和梁顶连接筋（50）与补强筋板（27）连接，

并在所述补强筋板（27）上部依次设置界面加筋网（28）和应力吸收层（29），同步在所述应力

吸收层（29）和旧路结构层（30）上部设置新铺筑面层（31）；

12）作物种植槽施工：使作物种植槽（13）与横向锚梁（10）通过连接筋板（14）连接牢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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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在作物种植槽（13）内填充种植土壤（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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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旧路加宽结构及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公路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可同步实现既有挡土墙留用、节省建筑

材料的旧路加宽结构及其施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城市经济快速发展及交通量的迅猛增长，使道路的交通压力越来越大，无论

是道路的承载力，还是通行能力，都已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交通运输要求，因此，有必要对

既有公路进行改建或扩建以满足日益膨胀的交通运输需求。

[0003] 现有技术中已有一种新旧路基加宽拼接路基技术，其特征在于在新路基与旧路基

之间的拼接面上设有多个台阶，台阶包括水平拼接面和竖直拼接面，在水平拼接面和竖直

拼接面上分别设置水平加强筋和竖直加强筋，其中水平加强筋的一端延伸至旧路基中，另

一端延伸至新路基中，所述新路基由上到下依次包括沥青面层、沥青碎石排水基层、稳定碎

石层和级配碎石排水垫层。该技术可在一定程度上增强新旧路基加宽拼接结构的整体，但

是既有挡土墙留用和墙顶加宽，以及建筑材料利用率提升等方面尚存可改进之处。

[0004] 综上所述，现有旧路加宽技术在适宜的工况下取得了一定的工程效果，但是在有

效提高拼接结构整体性、节省工程造价、降低施工难度等方面尚有待提高。鉴于此，为有效

改善既有挡土墙的受力性能、提升道路结构的耐久性、提高现场施工质量和效率，目前亟待

发明一种不但可以实现既有挡土墙的留用和受力性能的改善，又可提升加宽结构整体性的

旧路加宽结构及施工方法。

发明内容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第一方面提供了一种旧路加宽结构，在既有挡土墙

的墙背侧依次设置第一承载管和第二承载管；在所述第一承载管的上部管段侧壁上设置浆

液渗出孔，下部管段内填充轻质填充体，并在所述浆液渗出孔外侧注浆形成管侧固化体；在

所述第二承载管内部设置轻质填充体；在所述第一承载管和所述第二承载管的上部设置浆

固回填体，并在所述浆固回填体与所述既有挡土墙之间设置横向连接筋；在所述既有挡土

墙的墙面侧支设横梁模板并浇筑混凝土形成横向锚梁；所述横向锚梁与墙背填料之间设置

第一加筋体，与作物种植槽之间设置连接筋板，上部设置横向承载梁和间隙填充体；自墙面

向所述墙背填料内设置第二加筋体，并在所述第二加筋体的外侧设置第二筋侧注浆体和筋

侧排水体；在挡土墙墙面与挡墙基础相接处设置墙角补强板和墙角防冲刷体，自所述墙角

补强板向斜下方打设墙趾锚筋；在所述挡墙基础的下部和墙趾外侧的地基土层内设置补强

固化体；在所述既有挡土墙、浆固回填体和横向承载梁的上部设置竖向连接筋，并使所述竖

向连接筋与补强筋板连接；在所述补强筋板上部依次设置界面加筋网和应力吸收层，同时

在所述应力吸收层和旧路结构层上部设置新铺筑面层。

[0006] 其中，所述横梁模板与支撑横板和支撑立杆之间设置模板支撑杆；所述横梁模板

布设时，将上部撑梁与所述竖向连接筋连接，并在所述上部撑梁与竖向连柱之间设置限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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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栓；在所述竖向连柱的底部设置下部撑梁，外侧设置安全防护板，在所述下部撑梁的上部

设置梁顶踏板；在所述梁顶踏板上设置轨道限位槽，所述支撑横板与所述轨道限位槽之间

设置滑移轨道，所述支撑横板上部设置支撑立杆；所述下部撑梁与既有挡土墙之间设置梁

底斜撑和压力分散板，并在所述梁底斜撑上设置斜撑螺栓，所述梁底斜撑与所述压力分散

板相接处设置转动铰。

[0007] 其中，所述第一加筋体的外侧设置第一筋侧注浆体；所述作物种植槽的侧壁上设

置漏水孔，内部设置种植土壤；所述横向承载梁的上部设置梁顶连接筋；所述连接筋板的插

入端设置浆体存放囊袋。

[0008] 其中，所述筋侧排水体采用粒径均匀的散体材料，设置在所述第二加筋体外侧靠

近所述既有挡土墙侧，并在所述第二筋侧注浆体和所述筋侧排水体之间设置挡浆体。

[0009] 其中，在所述第二加筋体与所述挡土墙墙面相接处设置锚垫板。

[0010] 其中，所述浆固回填体采用所述旧路结构层上部材料的铣刨材料与粘结材料的混

合料。

[0011] 其中，所述粘结材料采用无机结合料或沥青材料。

[0012] 其中，所述第一加筋体采用螺纹钢筋或钢绞线，相对于水平面的方向为斜向下。

[0013] 其中，所述第二加筋体采用钢管，相对于水平面的方向为斜向上。

[0014] 本发明第二方面提供了一种旧路加宽结构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施工步骤：

1）补强固化体施工：在既有挡土墙的挡墙基础下部和墙趾外侧的地基土层内引孔注

浆，形成补强固化体；

2）墙趾锚筋及墙角防冲刷体施工：自挡墙基础的墙趾上表面向下打设墙趾锚筋，并使

所述墙趾锚筋与墙角补强板连接牢固，随后浇筑混凝土形成墙角防冲刷体；

3）第二加筋体施工：自所述既有挡土墙向墙背填料内引孔，并插入第二加筋体；对第二

加筋体外侧挡浆体至第二加筋体最里端注浆形成第二筋侧注浆体；自第二加筋体的布设孔

口向孔内吹填散体材料形成筋侧排水体；

4）旧路结构层上部结构铣刨：采用铣刨机械对旧路结构层上部的材料进行铣刨，铣刨

深度为5~10cm，并将墙背浆固回填体范围内的土体挖除；

5）第一承载管和第二承载管施工：分别在第一承载管和第二承载管的位置引孔取土，

先插入所述第一承载管和所述第二承载管，再分别向所述第一承载管的内部和所述第二承

载管的下部管段内填充轻质填充体，对所述第二承载管的上部管段及其外侧土体注浆，形

成管侧固化体；

6）浆固回填体及竖向连接筋施工：在所述既有挡土墙墙背已开挖范围内引孔植入横向

连接筋，向已开挖的所述墙背填料和旧路结构层上部结构的铣刨材料内掺加粘结材料，形

成浆固回填体，在所述浆固回填体和所述既有挡土墙的上表面设置竖向连接筋；

7）悬挂支撑平台设置：将上部撑梁与所述竖向连接筋连接，并在所述上部撑梁与竖向

连柱之间设置限位螺栓，在所述竖向连柱的底部设置下部撑梁，外侧设置安全防护板，在所

述下部撑梁的上部设置梁顶踏板，在所述下部撑梁与所述既有挡土墙之间设置梁底斜撑和

压力分散板；

8）第一加筋体施工：在所述梁顶踏板上进行施工作业，向所述既有挡土墙的墙背填料

内引孔，插入第一加筋体后，对所述第一加筋体外侧注浆形成第一筋侧锚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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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横梁模板设置：调整所述梁顶踏板的高度，在所述梁顶踏板上铺设轨道限位槽，并使

支撑横板下部的滑移轨道与所述轨道限位槽连接，在所述支撑横板上设置支撑立杆，在所

述支撑横板和所述支撑立杆与横梁模板之间设置模板支撑杆，向横梁模板内浇筑混凝土形

成承载横梁，并在所述承载横梁上设置与连接筋板连接的插入槽；

10）横向承载梁设置：在承载横梁上部设置高度满足要求的横向承载梁，在所述横向承

载梁的外侧设置间隙填充体，上部设置梁顶连接筋；

11）新铺筑面层施工：使所述竖向连接筋和梁顶连接筋与补强筋板连接，并在所述补强

筋板上部依次设置界面加筋网和应力吸收层，同步在所述应力吸收层和旧路结构层上部设

置新铺筑面层；

12）作物种植槽施工：使作物种植槽与横向锚梁通过连接筋板连接牢固后，在作物种植

槽内填充种植土壤。

[0015] 本发明提供的旧路加宽结构，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1）本发明在既有挡土墙的顶部设置横向锚梁和横向承载梁，并使横向锚梁与墙背填

料通过第一加筋体连接，可实现既有挡土墙的墙顶加宽；

（2）本发明在墙背填料内设置第一承载管和第二承载管，并在承载管内部设置轻质填

充体；同步在既有挡土墙的墙背侧设置了浆固回填体，有助于减小既有挡土墙承受的土压

力。

[0016] （3）本发明在既有挡土墙与墙背填料间设置了第二加筋体，可同步满足排水和增

强横向连接的作用。

[0017] （4）本发明在挡墙基础部位设置了墙角补强板、墙角防冲刷体、墙趾锚筋、补强固

化体，可有效改善挡土墙抗冲刷、滑移、倾覆的能力。

[0018] （5）本发明补强筋板与竖向连接筋和梁顶连接筋连接，并在补强筋板的上部依次

设置界面加筋网和应力吸收层，可有效隔断裂缝的反射通道，减少路面病害的发生概率。

附图说明

[0019]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方式中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

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发明的一些实施方式，对应本领域的普

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20]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旧路加宽结构的横断面结构示意图；

图2是图1中作物种植槽的横断面结构示意图；

图3是图1中横梁模板支设结构示意图；

图4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旧路加宽结构的施工流程图；

附图中附图标记所对应的名称为：1-既有挡土墙，2-第一承载管，3-第二承载管，4-浆

液渗出孔，5-轻质填充体，6-管侧固化体，7-浆固回填体，8-横向连接筋，9-横梁模板，10-横

向锚梁，11-墙背填料，12-第一加筋体，13-作物种植槽，14-连接筋板，15-横向承载梁，16-

间隙填充体，17-第二加筋体，18-第二筋侧注浆体，19-筋侧排水体，20-挡土墙墙面，21-挡

墙基础，22-墙角补强板，23-墙角防冲刷体，24-墙趾锚筋，25-补强固化体，26-竖向连接筋，

27-补强筋板，28-界面加筋网，29-应力吸收层，30-旧路结构层，31-新铺筑面层，32-支撑横

板，33-支撑立杆，34-模板支撑杆，35-上部撑梁，36-竖向连柱，37-限位螺栓，38-下部撑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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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安全防护板，40-梁顶踏板，41-轨道限位槽，42-滑移轨道，43-梁底斜撑，44-压力分散

板，45-转动铰，46-斜撑螺栓，47-第一筋侧注浆体，48-漏水孔，49-种植土壤，50-梁顶连接

筋，51-浆体存放囊袋，52-挡浆体，53-锚垫板，54-地基土体。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以下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

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视为本发

明的保护范围。

[0022]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旧路加宽结构，如图1~3所示，在既有挡土墙1的墙背侧依次设

置第一承载管2和第二承载管3；在所述第一承载管2的上部管段侧壁上设置浆液渗出孔4，

下部管段内填充轻质填充体5，并在所述浆液渗出孔4外侧注浆形成管侧固化体6；在所述第

二承载管3内部设置轻质填充体5；在所述第一承载管2和所述第二承载管3的上部设置浆固

回填体7，并在所述浆固回填体7与所述既有挡土墙1之间设置横向连接筋8；在所述既有挡

土墙1的墙面侧支设横梁模板9并浇筑混凝土形成横向锚梁10；所述横向锚梁10与墙背填料

11之间设置第一加筋体12，与作物种植槽13之间设置连接筋板14，上部设置横向承载梁15

和间隙填充体16；自墙面向所述墙背填料11内设置第二加筋体17，并在所述第二加筋体17

的外侧设置第二筋侧注浆体18和筋侧排水体19；在挡土墙墙面20与挡墙基础21相接处设置

墙角补强板22和墙角防冲刷体23，自所述墙角补强板22向斜下方打设墙趾锚筋24；在所述

挡墙基础21的下部和墙趾外侧的地基土层54内设置补强固化体25；在所述既有挡土墙1、浆

固回填体7和横向承载梁15的上部设置竖向连接筋26，并使所述竖向连接筋26与补强筋板

27连接；在所述补强筋板27上部依次设置界面加筋网28和应力吸收层29，同时在所述应力

吸收层29和旧路结构层30上部设置新铺筑面层31。

[0023] 所述横梁模板9与支撑横板32和支撑立杆33之间设置模板支撑杆34；所述横梁模

板9布设时，将上部撑梁35与所述竖向连接筋26连接，并在所述上部撑梁35与竖向连柱36之

间设置限位螺栓37；在所述竖向连柱36的底部设置下部撑梁38，外侧设置安全防护板39，在

所述下部撑梁38的上部设置梁顶踏板40；在所述梁顶踏板40上设置轨道限位槽41，所述支

撑横板32与所述轨道限位槽41之间设置滑移轨道42，所述支撑横板32上部设置支撑立杆

33；所述下部撑梁38与既有挡土墙1之间设置梁底斜撑43和压力分散板44，并在所述梁底斜

撑43上设置斜撑螺栓46，所述梁底斜撑43与所述压力分散板44相接处设置转动铰45。

[0024] 所述第一加筋体12的外侧设置第一筋侧注浆体47；所述作物种植槽13的侧壁上设

置漏水孔48，内部设置种植土壤49；所述横向承载梁15的上部设置梁顶连接筋50；所述连接

筋板14的插入端设置浆体存放囊袋51；所述筋侧排水体19采用粒径均匀的散体材料，设置

在所述第二加筋体17外侧靠近所述既有挡土墙1侧，并在所述第二筋侧注浆体18和所述筋

侧排水体19之间设置挡浆体52；在所述第二加筋体17与所述挡土墙墙面20相接处设置锚垫

板53；所述浆固回填体7采用所述旧路结构层30上部材料的铣刨材料与粘结材料的混合料；

所述粘结材料采用无机结合料或沥青材料；所述第一加筋体12采用螺纹钢筋或钢绞线，相

对于水平面的方向为斜向下；所述第二加筋体17采用钢管，相对于水平面的方向为斜向上。

[0025] 本发明提供的旧路加宽结构，所述既有挡土墙1为重力式挡土墙，墙高6m，墙顶宽

1m；所述第一承载管2和所述第二承载管3均采用直径200mm的钢管，钢管壁厚1mm，其中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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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承载管2的长度为3m，所述第二承载管3的长度为1.5m；所述浆液渗出孔4直径为10mm，

径向间距为20cm；轻质填充体5采用轻质混凝土，重度为0.7t/m3；所述管侧固化体6为水泥

浆液与土体凝结固化而成；所述浆固回填体7采用旧路结构层30上部结构层的铣刨材料与

水泥材料的混合料；横向连接筋8采用直径为22mm的螺纹钢筋；所述横梁模板9采用钢模板，

模板厚度为1mm；所述横向锚梁10采用钢筋混凝土材料制成，高度为300mm、宽度为400mm，混

凝土强度等级为C35；所述墙背填料11为砂性土材料；所述第一加筋体12采用螺纹钢筋，直

径为25mm，相对于水平面的夹角为斜向下10°，长度为8m；所述第二加筋体17采用钢管，直径

为60mm，相对于水平面的夹角为斜向上10°；所述作物种植槽13宽度为20cm，深度为40cm，采

用厚度为2mm的不锈钢板轧制而成；所述连接筋板14采用厚度为2mm的钢板，宽度为5cm、长

度为10cm；所述横向承载梁15采用规格为400×400×13×21的H型钢；所述间隙填充体16采

用轻质泡沫板；所述第二筋侧注浆体18采用水泥砂浆材料，砂浆强度等级为M20；所述筋侧

排水体19采用均匀粒径的中砂；所述挡土墙墙面20位于既有挡土墙1的临空面；所述挡墙基

础21采用钢筋混凝土基础，高度为30cm、宽度为3m；所述墙角补强板22采用厚度为2mm的钢

板轧制而成；所述墙角防冲刷体23采用混凝土材料浇筑而成，高度为30cm，混凝土强度等级

为C35。

[0026] 墙趾锚筋24采用直径为32mm的螺纹钢筋，长度为0.5m；所述补强固化体25为水泥

浆液与土体固化而成，位于挡墙基础21下部的厚度为0.2m；所述竖向连接筋26采用直径为

25mm的螺纹钢筋；所述补强筋板27采用厚度为1mm的钢板轧制而成，总宽度为0.6m；所述界

面加筋网28采用钢纤维格栅；所述应力吸收层29采用中粒式沥青稳定碎石材料摊铺而成，

厚度为3cm；所述旧路结构层30和新铺筑面层31均为沥青混凝土材料层，厚度分别为10cm和

5cm；所述支撑横板32采用厚度为2mm的钢板制成；所述支撑立杆33和模板支撑杆34均直径

为100mm的钢管；所述上部撑梁35采用规格为440×300×11×18的H型钢；所述竖向连柱36

采用直径为200mm的钢管，壁厚为2mm；所述限位螺栓37采用直径20mm的螺栓；所述下部撑梁

38采用规格为340×250×9×14的H型钢；所述安全防护板39采用厚度为1cm的PVC管；所述

梁顶踏板40采用厚度为2mm的钢板制成；所述轨道限位槽41采用厚度为2mm的钢板轧制而

成，其底部宽度为20cm，高度为6cm；所述滑移轨道42采用厚度为1mm的钢板轧制而成，宽度

为10cm，与轨道限位槽41相接处设置直径为1cm的钢珠；所述梁底斜撑43采用直径为100mm

的钢管；所述压力分散板44采用厚度为2mm的钢板切割而成，平面尺寸为30cm×30cm；所述

转动铰45采用直径10cm的球铰；所述斜撑螺栓46采用内径100mm的螺栓；所述第一筋侧锚固

体47采用水泥浆材料固化而成；所述漏水孔48的直径为1cm；所述种植土壤49采用粘性土；

所述梁顶连接筋50采用直径32mm的螺纹钢筋切割而成；所述浆体存放囊袋51采用厚度为

0.2mm的橡胶膜制成，容积为0.1L；所述挡浆体52采用厚度为1cm的橡胶板制成；所述锚垫板

53采用厚度为2cm的钢板，平面尺寸为30cm×30cm；所述地基土层54为硬塑状态黏性土。

[0027] 本发明提供的旧路加宽结构通过以下步骤进行施工，施工流程图如图4所示：

1）补强固化体施工：在既有挡土墙1的挡墙基础21下部和墙趾外侧的地基土层54内引

孔注浆，形成补强固化体25；

2）墙趾锚筋及墙角防冲刷体施工：自挡墙基础21的墙趾上表面向下打设墙趾锚筋24，

并使所述墙趾锚筋24与墙角补强板22连接牢固，随后浇筑混凝土形成墙角防冲刷体23；

3）第二加筋体施工：自所述既有挡土墙1向墙背填料11内引孔，并插入第二加筋体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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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第二加筋体17外侧挡浆体52至第二加筋体17最里端注浆形成第二筋侧注浆体18；自第二

加筋体17的布设孔口向孔内吹填散体材料形成筋侧排水体19；

4）旧路结构层上部结构铣刨：采用铣刨机械对旧路结构层30上部的材料进行铣刨，铣

刨深度为5~10cm，并将墙背浆固回填体7范围内的土体挖除；

5）第一承载管和第二承载管施工：分别在第一承载管2和第二承载管3的位置引孔取

土，先插入所述第一承载管2和所述第二承载管3，再分别向所述第一承载管2的内部和所述

第二承载管3的下部管段内填充轻质填充体5，对所述第二承载管3的上部管段及其外侧土

体注浆，形成管侧固化体6；

6）浆固回填体及竖向连接筋施工：在所述既有挡土墙1墙背已开挖范围内引孔植入横

向连接筋8，向已开挖的所述墙背填料11和旧路结构层30上部结构的铣刨材料内掺加粘结

材料，形成浆固回填体7，在所述浆固回填体7和所述既有挡土墙1的上表面设置竖向连接筋

26；

7）悬挂支撑平台设置：将上部撑梁35与所述竖向连接筋26连接，并在所述上部撑梁35

与竖向连柱36之间设置限位螺栓37，在所述竖向连柱36的底部设置下部撑梁38，外侧设置

安全防护板39，在所述下部撑梁38的上部设置梁顶踏板40，在所述下部撑梁38与所述既有

挡土墙1之间设置梁底斜撑43和压力分散板44；

8）第一加筋体施工：在所述梁顶踏板40上进行施工作业，向所述既有挡土墙1的墙背填

料11内引孔，插入第一加筋体12后，对所述第一加筋体12外侧注浆形成第一筋侧锚固体47；

9）横梁模板设置：调整所述梁顶踏板40的高度，在所述梁顶踏板40上铺设轨道限位槽

41，并使支撑横板32下部的滑移轨道42与所述轨道限位槽41连接，在所述支撑横板32上设

置支撑立杆33，在所述支撑横板32和所述支撑立杆33与横梁模板9之间设置模板支撑杆34，

向横梁模板9内浇筑混凝土形成承载横梁10，并在所述承载横梁10上设置与连接筋板14连

接的插入槽；

10）横向承载梁设置：在承载横梁上部设置高度满足要求的横向承载梁15，在所述横向

承载梁15的外侧设置间隙填充体16，上部设置梁顶连接筋50；

11）新铺筑面层施工：使所述竖向连接筋26和梁顶连接筋50与补强筋板27连接，并在所

述补强筋板27上部依次设置界面加筋网28和应力吸收层29，同步在所述应力吸收层29和旧

路结构层30上部设置新铺筑面层31；

12）作物种植槽施工：使作物种植槽13与横向锚梁10通过连接筋板14连接牢固后，在作

物种植槽13内填充种植土壤49。

[0028] 以上实施例仅表达了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其描述较为具体和详细，但并不能

因此而理解为对本发明专利范围的限制。应当指出的是，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

在不脱离本发明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变形和改进，这些都是属于本发明的保护

范围。因此，本发明专利的保护范围应以所附权利要求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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