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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Abstract: A rail support beam low track and viaduct transition section structure for a medium-low-speed magnetic suspension
traffic project. The structure comprises a roadbed, a bridge abutment (2), rail support beams (1), grouting pipes (5), and drainage
ditches (7). The bridge abutment (2) comprises an abutment back body (2. 1) and abutment cones (2.3). Each rail support beam (1)
comprises a bottom slab ( 1.2) and an upper structure (1. 1) disposed on the bottom slab (1.2), and the bottom slab i s buried in the
roadbed, and the bottom slab (1.2) extends downwards to form tenons ( 1.3) corresponding to tenon grooves (2.2). Each tenon (1.3)
i s placed in the corresponding tenon groove (2.2), and round corners are disposed on the tenons ( 1.3) and the tenon grooves (2.2), so
that the tenons ( 1.3) can rotate in the tenon grooves (2.2). There are multiple grouting pipes (5), and the grouting pipes (5) are dis -
posed in the roadbed. The rail support beams of a low track are in lap joint with the tenon grooves of a viaduct, so that settlement
and slab staggering between the low track and the viaduct caused by different foundation treatment measures are avoided, the effect
that settlement and slab staggering of a magnetic suspension F rail at the junction position of the low track and the abutment are
avoided i s ensured, and the requirements for smoothness of the F rail at the transition section between a viaduct structure and the
low track of the magnetic suspension traffic project i s effectively satisfied.

(57) 摘要：
[见续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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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中低速磁悬浮交通工程承轨梁低置线路与高架桥过渡段结构，包括路基、桥梁桥台(2)、承轨梁 (1)、注浆
管(5)和排水沟 (7)，桥梁桥台(2)包括台背主体 (2. 1)和桥台锥体 (2.3); 承轨梁 (1)包括底板 ( 1.2)及设置在底板 (1.2)上
的上部结构 ( 1.1)，底板埋在路基 内，底板 ( 1.2)向下延伸有与榫槽 (2.2)相应的凸榫 ( 1.3)，凸榫 ( 1.3)放置于榫槽
(2.2)内，凸榫 ( 1.3)和榫槽 (2.2)上均设置圆角，以使凸榫 ( 1.3)能在榫槽(2.2) 内转动；注浆管 (5)为多根并且这些注
浆管(5)设置于路基内。通过低置线路承轨梁设置凸榫与高架桥梁榫槽搭接，避免了二者之间因地基处理措施
不同造成的沉降错台，确保了磁浮 F轨在低置线路与桥台相连位置不会产生沉降错台，有效满足磁悬浮交通
工程高架结构与低置线路过渡段 F轨的平顺性要求。



隱 领域]

本发 明属于 中低速磁浮交通工程低置线路结构领域，更具体地 ，涉及

一种 中低速磁悬浮交通工程承轨梁低置线路与高架桥过渡段结构 。

〔背景技术]

中低速磁悬浮轨道交通属于一种新型交通方式，目前国内外的研究成

果较少 ，全世界开通运营的线路更是少数 。目前只有 2005 年 3 月 日本建设

开通的中低速磁悬浮铁路商业运行线-东部丘陵线和 2014 年 6月韩 国开通的

中低速磁悬浮铁路商务运行线。而 中国的中低速磁悬浮交通 目前只有国防

科技大学试验线、青城 山试验线、唐山实验线，但没有投入运营的正式线

路，且均 以高架结构为主，鲜见有关高架结构与低置线路过渡段结构方面

的研究与应用 。

在轮轨高速铁路中，存在大量的桥路过渡段路基，高速铁路过渡段路

基大多采用了梯形结构，梯形范围内采用了级配碎石掺水泥填筑 ，并采用

了比非过渡段路基更高的压实要求 。在已建成的高速铁路运营过程中，桥

路过渡段范围，常发生无砟轨道隆起、离缝、冒浆等病害。这种病害的原

因，大多是 由于过渡段路基仍然是 由岩土构成的土工结构物，过渡段路基

铺轨后 ，仍然会发生一定沉降，与桥台存在一定的工后沉降差 （规范允许

工后沉降差不大于 5mm) ，由于高速铁路采用无缝线路钢轨，在规范允许工

后沉降差范围内，并不影响正常运营，但会导致无砟轨道隆起、离缝、冒

浆等病害，需要及时检修维护。

中低速磁浮交通线的 F 轨是 由一节节的短轨采用接板现场拼接而成，

并留有轨间缝，满足磁浮列车平稳运行要求的 F 轨的平顺性，基本要靠轨

下结构物保证。低置线路地段，承轨梁下基础是 由岩土构成的土工结构物，



受地形 、地质条件等 因素影 响，质量相对不 易控制 ，在荷载及各种 自然环

境 因素作用下易产生不均匀沉 降，难免会发生与高架结构桥 台不一致 的工

后沉 降，产生工后沉降差 ，低置线路与桥 台位置 出现 了沉降差 ，必然影 响 F

轨 的平顺性 ，甚至可能导致 F 轨产生错 台、变形等 问题，严重时 ，将影响

磁浮车辆 的正常运营 。因此 ，高速铁路过渡段路基处理方法不能直接用于

磁浮交通工程 。

[发明内容]

针对现有技术 的以上缺陷或改进 需求 ，本发 明提供 了一种用于 中低速

磁悬浮交通工程 的低置线路 凸榫承轨梁过渡段结构 。该结构既要满足高架

结构与低置线路之 间的刚度与沉 降过渡，保证磁悬浮交通工程高架结构与

低置线路过渡段 F 轨 的平顺性要求，又要满足磁浮交通工程低置线路过渡

段轨下基础 的强度 、长期稳定性要求，且施工质量可控性强。

为实现上述 目的，按照本发 明，提供 了一种 中低速磁悬浮交通工程承

轨梁低置线路与高架桥过渡段结构 ，其特征在于 ，包括路基 、桥梁桥 台、

承轨梁 、注浆管和排水沟 ，其中，

所述桥梁桥 台包括 台背主体和桥 台锥体 ，所述台背主体抵靠在路基上 ，

所述 台背主体沿前后方 向设置有榫槽 ，所述榫槽横截面呈倒梯形 ，所述桥

台锥体为两个 并且 这两个 桥 台锥体 分别设置在所述 台背主体 的前侧和 后

侧 ，并且每个桥 台锥体顶部在对应于榫槽 的位置均设置所述排水沟 ，以用

于将所述榫槽 内的积水排 出；

所述承轨梁 的长度沿左右方 向延伸 ，其包括底板及设置在底板上 的上

部结构 ，所述底板埋在路基 内，所述底板靠近 台背主体 的一端 向下延伸有

与所述榫槽相应 的凸榫 ，所述 凸榫放置于所述榫槽 内，以使 台背主体支撑

所述承轨梁 ，此外 ，所述 凸榫和榫槽上均设置 圆角 ，以使 凸榫能在榫槽 内

转动 ，从而使承轨梁相对于所述 台背主体转动；

所述注浆管为多根并且这些注浆管设置于所述路基 内，以在路基发生



沉 降时注浆充填路基 。

优选地 ，所述路基包括垫层和梯形填筑体 ，所述垫层采用素混凝土浇

注而成并且其设置于所述承轨梁和所述梯形填筑体之 间，所述梯形填筑体

采用级配碎石掺水泥建筑而成 ，所述桥梁桥 台与所述梯形填筑体之间设置

无砂混凝土作反滤层 ，所述反滤层 内设置排水管 ，以用于将反滤层 内的水

引出。

优选地 ，所述路基靠近榫槽 的一端设置有端墙 ，以用于支撑及遮挡形

成 的路基的填料 。

优选地 ，还包括耐磨滑动层 ，所述耐磨滑动层设置于凸榫与榫槽之间。

优选地 ，所述排水沟 的沟顶与承轨梁底板 的底端面平齐 ，其沟底不高

于所述榫槽 的槽底 ，并且所述排水沟 的沟宽 比所述榫槽的槽底 宽度大 20cm

以上 ，以便观察所述榫槽 的槽底 内的情况 。

优选地 ，所述排水沟 的坡度不小于 4%。

优选地 ，每根注浆 管均采用 内径为 3cm 的不锈钢管并且在不锈钢管上

开设 多个直径 5mm 的注浆孔 眼 ，所有 的注浆管沿左右方向设置并且每间隔

0.6m 设置一根 。

优选地 ，所述耐磨滑动层 由聚酯长丝复合聚 乙烯土工膜制成 。

总体而言 ，通过本发 明所构思的 以上技术方案与现有技术相 比，能够

取得下列有益效果 ：

( 1) 将低置线路承轨梁底板靠近高架桥梁的端部设置 凸榫 ，高架桥梁

墩 台设置榫槽 ，将低置线路承轨梁 凸榫搭接在桥 台榫槽 中成活动铰接 ，避

免 了二者之 间因地基处理措施不 同造成 的沉 降错 台，确保 了磁浮 F 轨在低

置线路与桥 台相连位置不会产生错 台，有效实现磁悬浮交通工程 高架结构

与低置线路过渡段 F 轨的平顺性要求 。

(2) 低置线路承轨梁底板凸榫榫头采用倒圆角处理 ，低置线路承轨梁

底板 凸榫与桥 台榫槽 间设置耐磨滑动层 ，既在一定程度上释放 了承轨梁在



差异沉 降、温度等荷载作用下可能出现的转动约束 ，并对磁浮列车传递至

桥梁墩 台的动应力起缓冲作用 ，降低 了作用在桥 台上 的动应力与磁浮车辆

制动冲击力 ，同时又避免 了因凸榫与榫槽之 间相互挤压 引起应力集中造成

结构 的局部承压破坏 。

( 3 ) 高架桥台后低置线路承轨梁下垫层底与垫层下的土工基础间预埋

注浆管 ，当承轨梁下的土工基础发生过大沉 降导致承轨梁与梁下土工基础

发生离缝时，可通过预埋 的注浆管进行注浆封堵充填离缝 ，使低置线路承

轨梁与梁下土工基础密贴 ，避免 了承轨梁 因底部离缝导致 的结构受力不均

带来 的危害 ，保证 了承轨梁结构 的耐久性与长期安全性 。

(4) 低置线路承轨梁两侧对应桥 台榫槽位置设置排水沟，靠低置线路

侧设置端墙 ，端墙与桥 台榫槽排水沟做成整体 ，既有利于桥 台榫槽中的水

及时排 出，又有利于承轨梁 凸榫与桥 台凸榫 凹槽检修与维护 ，保证其长期

使用功能。

[ 附图说明]

图 1 是本发 明的纵断面示意 图；

图 2 是本发 明中榫槽处的细节部分结构示意 图；

图 3 是图 1 中沿 I-I 线的断面示意 图；

图 4 是图 1 中沿 Π - Π 线 的断面示意图；

图 5 是本发 明中端墙与排水沟的示意图。

〔具体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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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施例仅仅用 以解释本发 明，并不用于限定本发 明。此外 ，下面所描述 的

本发 明各个实施方式 中所涉及到的技术特征 只要彼此之 间未构成冲突就可

以相互组合 。

参照 图 1〜图 5，一种 中低速磁悬浮交通工程承轨梁 1 低置线路与高架



桥过渡段结构 ，包括路基 、桥梁桥 台 2、承轨梁 1、注浆管 5 和排水沟 7，

其 中，

所述桥梁桥 台 2 包括 台背主体 2 .1 和桥 台锥体 2.3 ，所述 台背主体 2 .1

抵靠在路基上，所述台背主体 2 .1 沿前后方 向设置有榫槽 2.2，所述榫槽 2.2

横截面呈倒梯形，所述桥 台锥体 2.3 为两个并且这两个桥 台锥体 2.3 分别设

置在所述台背主体 2 .1 的前侧和后侧 ，并且每个桥 台锥体 2.3 在对应于榫槽

2.2 的位置均设置所述排水沟 7，以用于将所述榫槽 2.2 内的积水排 出；优

选地 ，还包括耐磨滑动层 3，所述耐磨滑动层 3 设置于 凸榫 1.3 与榫槽 2.2

之 间，避免 凸榫 1.3 和 台背主体 2 .1 的磨损另外 ，所述排水沟 7 的坡度不小

于 4% ，以便于将榫槽 2.2 内的水排 出。优选地 ，所述耐磨滑动层 3 由聚酯

长丝复合聚乙烯土工膜制成 。

所述承轨梁 1 包括底板 1.2 及设置在底板 1.2 上 的上部结构 1. 1，所述

底板 1.2 埋在路基 内，所述底板 1.2 靠近台背主体 2 .1 的一端 向下延伸有与

所述榫槽 2.2 相应的凸榫 1.3，所述凸榫 1.3 放置于所述榫槽 2.2 内，以使 台

背主体 2 .1 支撑所述承轨梁 1，此外，所述凸榫 1.3 和榫槽 2.2 上均设置 圆

角 ，以使凸榫 1.3 能在榫槽 2.2 内转动 ，从而使承轨梁 1相对于所述 台背主

体 2 .1 转动 ；凸榫 1.3 能在榫槽 2.2 内能发生 比较微小的相对位移转动，能

对磁浮列车传递至桥梁墩 台的动应力起缓冲作用 ，降低 了作用在桥台上 的

动应力与磁浮车辆制动冲击力 ，同时又避免 了因凸榫与榫槽之 间相互挤压

引起应力集 中造成结构的局部承压破坏 。

所述注浆管 5 为多根并且这些注浆管 5 设置于所述路基 内，以在路基

发生沉 降时注浆充填路基 。

进一步 ，所述路基包括垫层 4 和梯形填筑体 6，所述垫层 4 采用素混凝

土浇注而成并且其设置于所述承轨梁 1 和所述梯形填筑体 6 之间，所述梯

形填筑体 6 采用级配碎石掺水泥建筑而成 ，所述桥梁桥台 与所述梯形填

筑体 6 之 间设置无砂混凝土作反滤层 ，所述反滤层 内设置排水管 ，以用于



将反滤层 内的水引出，优选地，所述注浆管 5 设置于所述垫层 4 内。

进一步 ，所述路基靠近榫槽 2 . 2 的一端设置有端墙 8，以用于支撑及遮

挡形成 的路基 的填料 ，防止填料进入排水沟 7 内，影 响排水沟 7 的排水与

承轨梁 凸榫 1. 3 及桥 台榫槽 2 . 的检修维护 。

进一步 ，所述排水沟 的沟顶与承轨梁 1底板 1.2 的底端面平齐 ，其沟

底不高于所述榫槽 2.2 的槽底 ，并且所述排水沟 7 的沟宽 比所述榫槽 2.2 的

槽底宽度大 20cm 以上，以便观察所述榫槽 2.2 的槽底 内的情况 。

进一步 ，每根注浆管均水平设置 ，其采用 内径为 3cm 的不锈钢管并且

在不锈钢管上开设多个直径 5mm 的注浆孔眼，所有 的注浆管沿左右方向设

置并且每间隔 0.6m 设置一根。当承轨梁下土工基础发生沉降，承轨梁底有

离缝时 ，通过预埋 的注浆管注浆充填 ，避免 因地基沉 降引起承轨梁底脱空

恶化承轨梁 的受力条件 。

承轨梁 1 由承轨梁上部结构 1. 1、承轨梁底板 1.2 组成 ，承轨梁底板靠

桥 台的端部设置 凸榫 1.3; 桥梁桥 台 2 的台背 2 . 1 在承轨梁 凸榫对应位置设

置桥 台榫槽 2.2 ，承轨梁凸榫 1.3 搭接在桥梁桥台榫槽 2.2 中。低置线路承

轨梁 凸榫 1.3 搭接在桥 台榫槽 2.2 处 ，受力模式为铰接 ，可释放低置线路承

轨梁 的转动约束 ，保 留了竖 向和纵 向约束 ，可释放温度力 ，避免 了承轨梁

发生翘 曲、开裂 ；同时，低置线路承轨梁与桥 台搭接位置沉 降一致，避免

了桥 台 2 与低置线路承轨梁结构 1 间产生错 台沉降；低置线路承轨梁另一

端埋置于稳定 的低置线路结构 中，其沉降与低置线路结构一致 ，由于低置

线路结构经地基处理及填筑压实后沉 降值处于可控范 围内，因此 ，承轨梁

两端之 间的沉 降位于桥 台 2 与低置线路结构之 间，接近线性变化 ，从而实

现 了高架桥梁结构与低置线路结构 间的沉 降过渡 ，也避免 了错 台，为效保

证 了过渡段范围 F 轨 的平顺性 。

耐磨滑动层 3 设置在承轨梁 凸榫 1.3 与桥梁桥台 2 榫槽 2.2 之 间，承轨

梁 凸榫 1.3 的榫头位置采用倒 圆角处理 ，桥梁桥台 2 榫槽 2.2 也采用倒圆角



处理，通过耐磨滑动层 3 的作用，可一定程度上释放 了承轨梁 1 在差异沉

降、温度等荷载作用下可能出现的转动约束，并对磁浮列车传递至桥梁墩

台 2 的动应力起缓冲作用，也避免了承轨梁凸榫 1.3 与桥台榫槽 2.2 间的磨

损，同时避免了因凸榫 1.3 与桥台榫槽 2.2 之间相互挤压引起应力集中造成

结构的局部承压破坏。

排水沟 7对应桥台榫槽 2.2 设置在两侧桥台锥体 2.3 顶部，沟顶与承轨

梁底板底平齐，沟底不高于榫槽底，沟底宽每侧大于榫槽底不少于 10cm，

一方面方便榫槽中水顺利排出，另一方面便于承轨梁凸榫与桥台榫槽的检

查与维护。排水沟横向排水坡不小于 4% ，并经路基边坡排水槽排出路基坡

脚外。

端墙 8 设置在排水沟 7 靠近低置线路的一侧，端墙 8 顶部平低置线路

回填层顶面，端墙 8 基础底位于排水沟 7 底不少于 20cm ，端墙 8 与排水沟

7 一般采用 C25 混凝土整体浇筑，二者之间采用钢筋连接。

低置线路承轨梁下土工基础参照高速铁路桥路过渡段结构形式设置，

梯形填筑体 6 采用级配碎石掺水泥填筑，同时满足相应的压实要求以及地

基处理沉降控制要求，级配碎石与桥台之间设置无砂混凝土反滤层，同时

设置排水管将水引出路基外。

本发明提出的中低速磁悬浮交通工程承轨梁低置线路与高架桥的过渡

段结构，就是将低置线路承轨梁采用凸榫搭接在桥台榫槽 中成活动铰接，

并在承轨梁凸榫与桥台榫槽间设置滑动耐磨层，承轨梁下预埋注浆管等技

术，有效释放 了承轨梁在差异沉降、温度等荷载作用下可能出现的转动约

束，降低了作用在桥台上的动应力与磁浮车辆制动冲击力，实现了高架结

构与低置线路之间的刚度及沉降过渡，避免二者之间产生较大的刚度差异

与沉降错台，施工质量易于控制，易于检修维护，能够满足磁浮列车安全、

舒适运营对线下基础刚度与沉降平缓过渡、以及长期稳定的要求。

本发明的具体制造过程如下：



( 1) 施工高架桥梁结构桥台，浇筑桥梁台身混凝土前做好榫槽模板的

制作、定位等工作，施工桥台与桥台榫槽 。

(2) 回填桥台基础基坑，平整台后低置线路地段场地，根据地基条件

进行必要的地基处理；地基处理完成后，按过渡段设计要求填筑台后低置

线路承轨梁下土工基础，台后承轨梁下土工基础与桥台锥体同步填筑施工。

填筑时根据各部位填料类型及压实度要求，过渡段范围与非过渡段区同步

分层填筑，下一层填筑检测符合要求后再填筑上一层。

( 3 ) 承轨梁下土工基础填筑施工完成后，施工预埋注浆管。预埋注浆

管施工时，先在预埋位置开挖一条宽、深均为 10cm 的槽，槽底夯拍紧密平

整后，安放注浆管，承轨梁底横断面范围回填砂砾石，其他范围采用原开

挖的土工基础填料回填，并采用小平板碾压机碾压密实。注浆管埋在土中

的一端采用铁片悍封堵，另一端露出边坡不少于 30cm ，注浆管管头采用带

丝扣的管帽保护，便于 以后连接注浆软管。位于承轨梁底范围的每根注浆

管上开设直径 5mm 的注浆孔眼，孔眼孔距 10〜 15cm ，环向 3 孔，交错布

置 。

(4) 进行沉降观测，经沉降评估符合要求后，施工垫层，待承轨梁底

板垫层达到设计强度后，铺设耐磨滑动层 。

( 5 ) 施工承轨梁。根据设计要求，测量定位，安装凸榫承轨梁模板，

安装承轨梁端与桥台缝隙间的沥青木丝板及防水层，绑扎钢筋，承轨梁梁

体与梁底板下的凸榫一次性浇筑混凝土成形，按设计要求进行混凝土养护，

达到设计强度后拆除模板。

(6) 施工低置线路两侧的排水沟与排水沟旁的端墙，排水沟与端墙采

用混凝土整体浇筑施工形成，排水沟与端墙混凝土达到设计强度后拆除模

板，然后按设计要求施工低置线路级配碎石顶面的回填层、封闭层、相关

附属构筑物，按设计施工桥台锥体顶面封闭层等，施工边坡防护、排水工

程等。



( 7 ) 进行低置 线路及高架结构轨 排铺设及 相关 附属工程 的安装与施

工 ，施工完毕后 即形成 中低速磁悬浮交通工程承轨梁低置线路与高架桥过

渡段结构。

本领域 的技术人员容 易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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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 利 要 求

1、一种 中低速磁悬浮交通工程承轨梁低置线路与高架桥过渡段结构 ，

其特征在于 ，包括路基、桥梁桥 台、承轨梁 、注浆管和排水沟 ，其中，

所述桥梁桥 台包括 台背主体和桥 台锥体 ，所述台背主体抵靠在路基上 ，

所述 台背主体沿前后方 向设置有榫槽 ，所述榫槽横截面呈倒梯形 ，所述桥

台锥 体为两个 并且 这两个 桥 台锥体 分别 设置在所述 台背主体 的前侧和 后

侧 ，并且每个桥 台锥体顶部在对应于榫槽 的位置均设置所述排水沟，以用

于将所述榫槽 内的积水排 出；

所述承轨梁 的长度沿左右方 向延伸 ，其包括底板及设置在底板上 的上

部结构 ，所述底板埋在路基 内，所述底板靠近 台背主体 的一端 向下延伸有

与所述榫槽相应 的凸榫 ，所述 凸榫放置于所述榫槽 内，以使 台背主体支撑

所述承轨梁 ，此外 ，所述 凸榫和榫槽上均设置 圆角 ，以使 凸榫能在榫槽 内

转动 ，从而使承轨梁相对于所述 台背主体转动；

所述注浆管为多根并且这些注浆管设置于所述路基 内，以在路基发生

沉 降时注浆充填路基 。

2、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一种中低速磁悬浮交通工程承轨梁低置线路

与高架桥过渡段结构 ，其特征在于 ，所述路基包括垫层和梯形填筑体 ，所

述垫层采用素混凝土浇注而成并且其设置于所述承轨梁和所述梯形填筑体

之 间，所述梯形填筑体采用级配碎石掺水泥建筑而成 ，所述桥梁桥台与所

述梯形填筑体之 间设置无砂混凝土作反滤层 ，所述反滤层 内设置排水管 ，

以用于将反滤层 内的水引出。

3、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一种中低速磁悬浮交通工程承轨梁低置线路

与高架桥过渡段结构 ，其特征在于 ，所述路基靠近榫槽 的一端设置有端墙，

以用于支撑及遮挡形成的路基的填料。

4、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 的一种 中低速磁悬浮交通工程承轨梁低置线路



与高架桥过渡段结构 ，其特征在于 ，还包括耐磨滑动层 ，所述耐磨滑动层

设置于 凸榫与榫槽之 间。

5、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一种中低速磁悬浮交通工程承轨梁低置线路

与高架桥过渡段结构 ，其特征在于 ，所述排水沟 的沟顶与承轨梁底板 的底

端面平齐 ，其沟底不高于所述榫槽 的槽底 ，并且所述排水沟 的沟 宽比所述

榫槽 的槽底宽度大 20cm 以上，以便观察所述榫槽的槽底 内的情况 。

6、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一种中低速磁悬浮交通工程承轨梁低置线路

与高架桥过渡段结构 ，其特征在于 ，所述排水沟 的坡度不小于 4% 。

7、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一种 中低速磁悬浮交通工程承轨梁低置线路

与高架桥过渡段结构 ，其特征在于 ，每根注浆管均采用 内径为 3cm 的不锈

钢管并且在不锈钢管上开设 多个直径 5mm 的注浆孔眼，所有 的注浆管沿左

右方 向设置并且每 间隔 0.6m 设置一根。

8、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一种 中低速磁悬浮交通工程承轨梁低置线路

与高架桥过渡段结构 ，其特征在于 ，所述耐磨滑动层 由聚酯长丝复合聚乙

烯土工膜制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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