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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适用于悬崖峭壁路段老路扩宽的大悬

挑结构，包括老路、下边坡悬崖和上边坡峭壁，下

边坡悬崖和上边坡峭壁分别位于老路的两侧；所

述老路上设置有条形基础、抗拔桩和桩帽，条形

基础靠近下边坡悬崖设置，且条形基础沿老路长

度方向设置，抗拔桩靠近上边坡峭壁设置，桩帽

设置于抗拔桩上；所述老路上设置有预制横梁，

预制横梁设置于条形基础和桩帽上，且预制横梁

底部部分内嵌于老路内；与现有技术相比，适用

范围广，施工安全，避免施工期间安全隐患，施工

方便、快捷，安全可靠度高，排水顺畅，易达到、易

维护，全寿命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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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适用于悬崖峭壁路段老路扩宽的大悬挑结构，包括老路(101)、下边坡悬崖

(102)和上边坡峭壁(103)，下边坡悬崖(102)和上边坡峭壁(103)分别位于老路(101)的两

侧；其特征在于，所述老路(101)上设置有条形基础(202)、抗拔桩(203)和桩帽(204)，条形

基础(202)靠近下边坡悬崖(102)设置，且条形基础(202)沿老路(101)长度方向设置，抗拔

桩(203)靠近上边坡峭壁(103)设置，桩帽(204)设置于抗拔桩(203)上；所述老路(101)上设

置有预制横梁(201)，预制横梁(201)设置于条形基础(202)和桩帽(204)上，且预制横梁

(201)底部部分内嵌于老路(101)内；相邻所述预制横梁(201)上设置有桥面系(301)，桥面

系(301)与老路(101)之间形成排水通道(305)；所述桥面系(301)包括压型钢板(401)、焊钉

(402)、混凝土板(403)和沥青铺装层(404)。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适用于悬崖峭壁路段老路扩宽的大悬挑结构，其特征在

于，所述上边坡峭壁(103)的坡脚位置处设置有排水边沟(304)，排水边沟(304)与排水通道

(305)相连通。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适用于悬崖峭壁路段老路扩宽的大悬挑结构，其特征在

于，所述抗拔桩(203)埋设于老路(101)内，多个抗拔桩(203)沿老路(101)的长度方向等距

排布，桩帽(204)对应设置于抗拔桩(203)上。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适用于悬崖峭壁路段老路扩宽的大悬挑结构，其特征在

于，所述条形基础(202)埋设于老路(101)内，条形基础(202)顶部位于老路(101)路面下方。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适用于悬崖峭壁路段老路扩宽的大悬挑结构，其特征在

于，所述焊钉(402)竖直且固定设置于压型钢板(401)上表面，混凝土板(403)铺设于压型钢

板(401)上，沥青铺装层(404)铺设于混凝土板(403)上。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适用于悬崖峭壁路段老路扩宽的大悬挑结构，其特征在

于，所述桥面系(301)靠近下边坡悬崖(102)处设置有悬崖侧护栏(302)，桥面系(301)靠近

上边坡峭壁(103)处设置有峭壁侧护栏(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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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适用于悬崖峭壁路段老路扩宽的大悬挑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道路扩宽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适用于悬崖峭壁路段老路扩

宽的大悬挑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山区悬崖峭壁路段，老路拓宽工程往往面临两难选择：即向山体内侧拓宽，则需大

面积开挖山体，高陡边坡刷坡严重，环境破坏大且施工风险高；向山体外侧拓宽，由于悬崖

地形过陡使得挡墙或桥墩无法建造。因此，对于悬崖峭壁路段，采用大悬挑结构进行老路拓

宽是最合适的方案。

[0003] 目前，山区悬崖峭壁路段的老路拓宽技术存在以下缺点：

[0004] 1、现有路基拓宽技术，在悬崖峭壁地形路段由于地形差异而不适用。如中国专利

号CN109989312A和CN105236872针对斜坡地形而非悬崖地形，在悬崖峭壁路段挡墙无落脚

点而实际无法施工。

[0005] 2、现有悬挑结构技术，施工复杂，且施工风险高，存在安全隐患。如中国专利号

CN201962558U，在老路外侧设置钢筋混凝土长柱桩，由于桩基靠近临空面，容易塌孔，桩基

无法施工。在悬崖坡面上设置土钉或锚杆，需施工人员下悬崖施工，安全隐患大。

[0006] 3、现有悬挑结构技术，抗倾覆安全措施较弱，采用锚杆作为抗倾覆构件。锚杆构件

在土中易腐蚀，耐久性差，寿命短，安全度低。一旦锚杆失效，悬挑结构将向悬崖侧倾覆，后

果严重。

[0007] 4、现有悬挑结构技术，桥面板施工不便。桥面板主要采用支架现浇结构或预制板

拼装结构。支架现浇需搭设支架，在悬崖峭壁路段无法施工；预制板拼装结构对施工精度要

求高，预制板繁多，桥面板整体性差，后期病害较多，维修困难。

[0008] 5、现有悬挑结构技术，未充分考虑排水措施，使用期存在水毁风险。

实用新型内容

[0009] 本实用新型是为了克服上述现有技术中的缺陷，提供一种构造简单，施工便捷，结

构安全，保护环境，建设成本低的适用于悬崖峭壁路段老路扩宽的大悬挑结构。

[0010] 为了达到以上目的，本实用新型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适用于悬崖峭壁路段

老路扩宽的大悬挑结构，包括老路、下边坡悬崖和上边坡峭壁，下边坡悬崖和上边坡峭壁分

别位于老路的两侧；所述老路上设置有条形基础、抗拔桩和桩帽，条形基础靠近下边坡悬崖

设置，且条形基础沿老路长度方向设置，抗拔桩靠近上边坡峭壁设置，桩帽设置于抗拔桩

上；所述老路上设置有预制横梁，预制横梁设置于条形基础和桩帽上，且预制横梁底部部分

内嵌于老路内；相邻所述预制横梁上设置有桥面系，桥面系与老路之间形成排水通道；所述

桥面系包括压型钢板、焊钉、混凝土板和沥青铺装层。

[0011]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优选方案，所述上边坡峭壁的坡脚位置处设置有排水边

沟，排水边沟与排水通道相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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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优选方案，所述抗拔桩埋设于老路内，多个抗拔桩沿老路

的长度方向等距排布，桩帽对应设置于抗拔桩上。

[0013]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优选方案，所述条形基础埋设于老路内，条形基础顶部位

于老路路面下方。

[0014]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优选方案，所述焊钉竖直且固定设置于压型钢板上表面，

混凝土板铺设于压型钢板上，沥青铺装层铺设于混凝土板上。

[0015]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优选方案，所述桥面系靠近下边坡悬崖处设置有悬崖侧护

栏，桥面系靠近上边坡峭壁处设置有峭壁侧护栏。

[0016] 一种适用于悬崖峭壁路段老路扩宽的大悬挑结构的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7] 步骤A：在老路靠近上边坡峭壁侧进行抗拔桩的设置，抗拔桩采用人工挖孔桩进行

施工，并在抗拔桩顶部设置相对应的桩帽；

[0018] 步骤B：在老路靠近下边坡悬崖侧进行开槽施工，在老路开槽内铺设钢筋，并进行

条形基础的浇筑；

[0019] 步骤C：在老路上开挖槽口，并对开挖形成的槽口的槽底进行清理，槽口位于桩帽

与下边坡悬崖之间；

[0020] 步骤D：在工厂内进行预制横梁的预制加工，将预制横梁运至现场，在老路的槽口

内铺设一层水泥砂浆，并将预制横梁底部插入老路的槽口，预制横梁底部与条形基础和桩

帽相抵；

[0021] 步骤E：将预制横梁与桩帽先进行临时连接，再浇筑混凝土刚接；

[0022] 步骤F：在相邻预制横梁之间进行桥面系的施工，在相邻预制横梁上设置压型钢

板，并在压型钢板底部安装焊钉，在压型钢板上铺设钢筋并整体现浇混凝土板，在混凝土板

养护完成后在混凝土板顶部铺摊沥青铺装层；

[0023] 步骤G：在桥面系两侧预埋安装悬崖侧护栏和峭壁侧护栏；

[0024] 步骤H：在上边坡峭壁坡脚处开挖形成排水边沟。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优选方

案，所述。

[0025]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优选方案，所述步骤C中老路的槽口宽度不小于预制横梁

的宽度，步骤E在预制横梁与桩帽连接后，对预制横梁与槽口之间形成的槽壁采用无收缩小

石子混凝土回填。

[0026]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优选方案，所述步骤E在预制横梁施工完成后对预制横梁

进行预应力钢束张拉。

[0027]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优选方案，所述桥面系与老路路面之间形成间隙，该间隙

为排水通道，排水通道与排水边沟相连通。

[0028]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与现有技术相比：

[0029] 1、适用范围广。

[0030] 本实用新型即适合陡坡路段，亦适合悬崖路峭壁段。特别是可以解决在悬崖峭壁

路段，山体外侧挡墙施工和山体内侧边坡施工无法实施的技术问题。

[0031] 2、施工安全，避免施工期间安全隐患。

[0032] 本实用新型老路靠悬崖侧设置条形基础，即可保证条形基础整体受力，避免不均

匀沉降，又可避免采用桩基施工时由于桩基距离悬崖侧临空面过近产生的塌孔风险。

说　明　书 2/5 页

4

CN 211922133 U

4



[0033] 本实用新型所有施工步骤，施工人员均在老路上操作，无需下至悬崖侧壁上施工，

保证施工人员安全，避免安全隐患。

[0034] 3、施工方便、快捷。

[0035] 本实用新型桥面系采用压型钢板技术，施工无需搭设支架，节约悬崖侧临空面支

架搭设困难的技术问题。桥面系采用整体现浇施工，避免小型预制板施工预制、吊装繁杂的

问题，加快施工速度。

[0036] 4、安全可靠度高

[0037] 本实用新型采用抗拔桩作为抗倾覆措施，通过抗拔桩与土的侧摩阻力以及桩侧被

动土压力抵挡倾覆弯矩。结构安全度高，不存在锚杆失效的问题。

[0038] 本实用新型桥面系整体现浇，将多个大悬挑预制横梁和抗拔桩联合受力，整体抗

倾覆能力强。

[0039] 本实用新型桥面系采用压型钢板技术，压型钢板作为结构安全储备可参与桥面系

受力，桥面系强度高，后期病害少。

[0040] 5、排水顺畅

[0041] 山洪水毁是影响山区公路安全的主要因素。本实用新型在桥面系下预留排水通

道，可保证山洪自由排水，减轻水毁自然灾害。

[0042] 6、易达到、易维护，全寿命设计

[0043] 公路养护人员可以方便进入排水通道进行维护、检修、疏通工作，方便后期养护，

提高结构耐久性，延长结构使用寿命。

附图说明

[0044]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横断面示意图；

[0045] 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侧视图；

[0046] 图3是本实用新型的仰视图；

[0047] 图4是老路的横断面示意图；

[0048] 图5是桥面系横断面示意图；

[0049] 图中附图标记：老路101，下边坡悬崖102，上边坡峭壁103，预制横梁201，条形基础

202，抗拔桩203，桩帽204，桥面系301，悬崖侧护栏302，峭壁侧护栏303，排水边沟304，排水

通道305，压型钢板401，焊钉402，混凝土板403，沥青铺装层404。

具体实施方式

[0050]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作详细说明。

[0051] 如图1-5所示，一种适用于悬崖峭壁路段老路扩宽的大悬挑结构，包括老路101、下

边坡悬崖102和上边坡峭壁103，下边坡悬崖102和上边坡峭壁103分别位于老路101的两侧，

老路101上设置有条形基础202、抗拔桩203和桩帽204，条形基础202靠近下边坡悬崖102设

置，且条形基础202沿老路101长度方向设置，条形基础202的长度与所要扩宽的老路长度一

致，抗拔桩203靠近上边坡峭壁103设置，桩帽204设置于抗拔桩203上。

[0052] 老路101上设置有预制横梁201，预制横梁201设置于条形基础202和桩帽204上，预

制横梁201搁置于条形基础202和桩帽204上，条形基础202和桩帽204位于条形基础202的两

说　明　书 3/5 页

5

CN 211922133 U

5



端，且预制横梁201底部部分内嵌于老路101内。

[0053] 预制横梁201的数量和相邻预制横梁201之间的间距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设置，预制

横梁201沿老路101的宽度方向设置，预制横梁201的长度大于老路的宽度，预制横梁201部

分延伸至老路外，形成悬空结构，在预制横梁201的基础上，对老路进行适当的扩宽，预制横

梁201的长度根据实际需要进行设计，预制横梁201上设置有桥面系301，桥面系301与老路

101之间形成排水通道305，桥面系301形成扩宽的新路，桥面系301包括压型钢板401、焊钉

402、混凝土板403和沥青铺装层404。

[0054] 上边坡峭壁103的坡脚位置处设置有排水边沟304，排水边沟304与排水通道305相

连通，排水边沟304沿着上边坡峭壁103的坡脚处设置。

[0055] 抗拔桩203埋设于老路101内，多个抗拔桩203沿老路101的长度方向等距排布，桩

帽204对应设置于抗拔桩203上。

[0056] 条形基础202埋设于老路101内，条形基础202顶部位于老路101路面下方，条形基

础202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保证条形基础202整体受力。条形基础202距离悬崖预留一定襟

边，保证条形基础202基底受力安全。

[0057] 焊钉402竖直且固定设置于压型钢板401上表面，混凝土板403铺设于压型钢板401

上，沥青铺装层404铺设于混凝土板403上，桥面系301采用压型钢板401现浇混凝土结构，压

型钢板401作为混凝土浇筑底模，可实现无支架施工，解决悬崖外侧临空位置支架搭设困难

的技术问题，混凝土整体现浇，保证大悬挑结构整体受力，增强抗倾覆能力及抗震能力，保

证结构安全。

[0058] 桥面系301靠近下边坡悬崖102处设置有悬崖侧护栏302，桥面系301靠近上边坡峭

壁103处设置有峭壁侧护栏303，悬崖侧护栏302采用刚性护栏，避免车辆冲出悬崖；峭壁侧

护栏303采用刚性护栏，增加大悬挑结构峭壁侧自重已提高抗倾覆弯矩，亦可采用柔性护

栏，节约工程造价，并减少事故车辆碰撞伤害。

[0059] 一种适用于悬崖峭壁路段老路扩宽的大悬挑结构的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60] 步骤A：在老路101靠近上边坡峭壁103侧进行抗拔桩203的设置，抗拔桩203采用人

工挖孔桩进行施工，并在抗拔桩203顶部设置相对应的桩帽204。

[0061] 抗拔桩203为采用人工挖掘方法进行成孔，然后安放钢筋笼，浇注混凝土而成的

桩，人工挖孔桩施工方便、速度较快、不需要大型机械设备，挖孔桩要比木桩、混凝土打入桩

抗震能力强，造价比冲锥冲孔、冲击锥冲孔、冲击钻机冲孔、回旋钻机钻孔、沉井基础节省，

桩帽204焊接在抗拔桩203的最前端，在管桩下沉施工时安装在抗拔桩203上，起引导和封堵

作用，桩帽204带抗拔桩203的桩身进入土层,以免造成桩头破坏及桩身倾斜(垂直度控制),

并能较好得进入持力层。

[0062] 步骤B：在老路101靠近下边坡悬崖102侧进行开槽施工，在老路101开槽内铺设钢

筋，并进行条形基础202的浇筑，条形基础202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保证条形基础202整体

受力。条形基础202距离悬崖预留一定襟边，保证基底受力安全。

[0063] 步骤C：在老路101上开挖槽口，并对开挖形成的槽口的槽底进行清理，槽口位于桩

帽204与下边坡悬崖102之间，槽口宽度不小于预制横梁201的宽度。

[0064] 步骤D：在工厂内进行预制横梁201的预制加工，将预制横梁201运至现场，在老路

101的槽口内铺设一层水泥砂浆，加强槽底平整及与预制横梁201的粘结性，并将预制横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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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底部插入老路101的槽口，预制横梁201底部与条形基础202和桩帽204相抵。

[0065] 步骤E：将预制横梁201与桩帽204先进行临时连接，再浇筑混凝土刚接，在预制横

梁201与桩帽204连接后，对预制横梁201与槽口之间形成的槽壁采用无收缩小石子混凝土

回填，老路101和预制横梁201之间形成嵌固机制，增强大悬挑预制横梁201的抗倾覆稳定

性，并对预制横梁201进行预应力钢束张拉。

[0066] 步骤F：在相邻预制横梁201之间进行桥面系301的施工，在相邻预制横梁201上设

置压型钢板401，并在压型钢板401底部安装焊钉402，在压型钢板401上铺设钢筋并整体现

浇混凝土板403，在混凝土板403养护完成后在混凝土板403顶部铺摊沥青铺装层404。

[0067] 压型钢板401作为混凝土浇筑底模，可实现无支架施工，解决悬崖外侧临空位置支

架搭设困难的技术问题，混凝土整体现浇，保证大悬挑结构整体受力，增强抗倾覆能力及抗

震能力，保证结构安全。

[0068] 焊钉402焊接在压型钢板401，以保证压型钢板401与整体现浇混凝土板403共同工

作。整体现浇混凝土板403上铺设沥青铺装404，作为行车路面。

[0069] 步骤G：在桥面系301两侧预埋安装悬崖侧护栏302和峭壁侧护栏303。

[0070] 步骤H：在上边坡峭壁103坡脚处开挖形成排水边沟，防止上边坡峭壁103雨水冲

刷。山洪期间，可通过排水边沟304以及老路101路面和桥面系301之间的排水通道305进行

排洪。上边坡峭壁103与桥面系301保持合适的水平距离，可作为预制横梁201的张拉空间，

以及可作为公路养护人员进行维护、检修的通道，并可避免峭壁滚石落下损伤桥面系301及

行驶车辆。

[0071] 桥面系301与老路101路面之间形成间隙，该间隙为排水通道305，排水通道305与

排水边沟相连通。

[0072] 对所公开的实施例的上述说明，使本领域专业技术人员能够实现或使用本实用新

型。对这些实施例的多种修改对本领域的专业技术人员来说将是显而易见的，本文中所定

义的一般原理可以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的精神或范围的情况下，在其它实施例中实现；因

此，本实用新型将不会被限制于本文所示的这些实施例，而是要符合与本文所公开的原理

和新颖特点相一致的最宽的范围。

[0073] 尽管本文较多地使用了图中附图标记：老路101，下边坡悬崖102，上边坡峭壁103，

预制横梁201，条形基础202，抗拔桩203，桩帽204，桥面系301，悬崖侧护栏302，峭壁侧护栏

303，排水边沟304，排水通道305，压型钢板401，焊钉402，混凝土板403，沥青铺装层404等术

语，但并不排除使用其它术语的可能性；使用这些术语仅仅是为了更方便地描述和解释本

实用新型的本质；把它们解释成任何一种附加的限制都是与本实用新型精神相违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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