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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便于预制安装的陡坡路基结构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路基施工技术领域，具体涉

及一种便于预制安装的陡坡路基结构，包括斜坡

路基，还包括加固结构；加固结构包括扩大基础、

L型预制面板、锚固组件和路堤填土，扩大基础固

定安装在斜坡路基上，并位于斜坡路基的一侧，L

型预制面板固定安装在扩大基础上，L型预制面

板的数量为多个，多个L型预制面板依次重叠，每

个L型预制面板上填充有路基填土，锚固组件分

别固定扩大基础和L型预制面板，能够对在陡坡

路基处对桥梁进行稳定安装，使得陡坡桥梁施工

更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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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便于预制安装的陡坡路基结构，包括斜坡路基，其特征在于，

还包括加固结构；

所述加固结构包括扩大基础、L型预制面板、锚固组件和路堤填土，所述扩大基础固定

安装在所述斜坡路基上，并位于所述斜坡路基的一侧，所述L型预制面板固定安装在所述扩

大基础上，所述L型预制面板的数量为多个，多个所述L型预制面板依次重叠，每个所述L型

预制面板上填充有所述路堤填土，所述锚固组件分别固定所述扩大基础和所述L型预制面

板。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便于预制安装的陡坡路基结构，其特征在于，

所述加固结构还包括扩大基础凸出挡块，所述扩大基础凸出挡块固定安装在所述扩大

基础上，并与所述L型预制面板固定连接，且位于所述扩大基础靠近所述L型预制面板的一

侧。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便于预制安装的陡坡路基结构，其特征在于，

所述加固结构还包括混凝土封闭层，所述混凝土封闭层设置在所述扩大基础和L型预

制面板之间，并分别固定连接所述扩大基础和所述L型预制面板。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便于预制安装的陡坡路基结构，其特征在于，

所述加固结构还包括反滤层，所述反滤层设置在所述L型预制面板上，并位于所述L型

预制面板靠近所述路堤填土的一侧。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便于预制安装的陡坡路基结构，其特征在于，

所述加固结构还包括土工格栅，所述土工格栅设置在所述路堤填土内。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便于预制安装的陡坡路基结构，其特征在于，

所述扩大基础具有伸缩缝，所述伸缩缝设置在所述扩大基础靠近所述L型预制面板的

一侧，所述伸缩缝的数量为多个，多个所述伸缩缝平行间隔设置。

7.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便于预制安装的陡坡路基结构，其特征在于，

所述扩大基础凸出挡块具有泄水孔，所述泄水孔朝向所述L型预制面板的方向贯穿所

述扩大基础凸出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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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便于预制安装的陡坡路基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路基施工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便于预制安装的陡坡路基结

构。

背景技术

[0002] 当前，在山区铁路、公路等工程中，受地形地貌条件控制，存在大量的斜坡、陡坡地

段，对于陡坡路基采用一般放坡难以实现，即使能够实现放坡填筑，放坡填筑所需土石方量

较多，占地面积较宽，一旦坡体失稳将危及路基整体性和稳定性，严重影响行车安全。

[0003] 为确保结构安全务必增大桩截面尺寸从而引起工程投资增大，加之传统桩板墙刚

度低，承担推力有限，结构浇筑几乎只能采用现浇，不能预制安装，施工进度极受施工场限

制。

[0004] 对陡坡路基进行桥梁安装时，桥台基坑开挖对陡坡刷坡较大，易引起桥台后方坡

体失稳引发滑坡，导致陡坡桥梁施工较困难。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便于预制安装的陡坡路基结构，旨在解决现有技

术中的陡坡路基进行桥梁安装时，桥台基坑开挖对陡坡刷坡较大，易引起桥台后方坡体失

稳引发滑坡，导致陡坡桥梁施工较困难的技术问题。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的一种便于预制安装的陡坡路基结构，包括斜

坡路基，

[0007] 还包括加固结构；

[0008] 所述加固结构包括扩大基础、L型预制面板、锚固组件和路堤填土，所述扩大基础

固定安装在所述斜坡路基上，并位于所述斜坡路基的一侧，所述L型预制面板固定安装在所

述扩大基础上，所述L型预制面板的数量为多个，多个所述L型预制面板依次重叠，每个所述

L型预制面板上填充有所述路基填土，所述锚固组件分别固定所述扩大基础和所述L型预制

面板。

[0009] 其中，所述加固结构还包括扩大基础凸出挡块，所述扩大基础凸出挡块固定安装

在所述扩大基础上，并与所述L型预制面板固定连接，且位于所述扩大基础靠近所述L型预

制面板的一侧。

[0010] 其中，所述加固结构还包括混凝土封闭层，所述混凝土封闭层设置在所述扩大基

础和L型预制面板之间，并分别固定连接所述扩大基础和所述L型预制面板。

[0011] 其中，所述加固结构还包括反滤层，所述反滤层设置在所述L型预制面板上，并位

于所述L型预制面板靠近所述路堤填土的一侧。

[0012] 其中，所述加固结构还包括土工格栅，所述土工格栅设置在所述路堤填土内。

[0013] 其中，所述扩大基础具有伸缩缝，所述伸缩缝设置在所述扩大基础靠近所述L型预

制面板的一侧，所述伸缩缝的数量为多个，多个所述伸缩缝平行间隔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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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其中，所述扩大基础凸出挡块具有泄水孔，所述泄水孔朝向所述L型预制面板的方

向贯穿所述扩大基础凸出挡块。

[0015] 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便于预制安装的陡坡路基结构，通过先对所述斜坡路基进行平

整后夯实，然后在所述斜坡路基上对所述扩大基础进行放线定点，根据放线定点点位进行

所述扩大基础的开挖，然后在所述扩大基础内安装所述基础锚杆，并绑扎所述扩大基础的

钢筋，然后浇筑混凝土，将预制的所述L型预制面板的底部安装到所述扩大基础上，所述L型

预制面板的前端与所述扩大基础凸出挡块抵接固定，所述L型预制面板重叠固定，然后向所

述L型预制面板内填充所述路基填土，直至到达路面路基面高程，如此能够对在陡坡路基处

对桥梁进行稳定安装，使得陡坡桥梁施工更方便。

附图说明

[0016]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申请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或现

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

[0017]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第一实施例的便于预制安装的陡坡路基结构的横断面示意

图。

[0018] 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第一实施例的A‑A截面剖视图。

[0019] 图3是本实用新型的第二实施例的便于预制安装的陡坡路基结构的横断面示意

图。

[0020] 图4是本实用新型的第二实施例的便于预制安装的陡坡路基结构的正面示意图。

[0021] 图5是本实用新型的第二实施例的便于预制安装的陡坡路基结构的L型预制面板

截面大样图。

[0022] 图6是本实用新型的第二实施例的便于预制安装的陡坡路基结构的L型预制面板

正面大样图。

[0023] 图7是本实用新型的第二实施例的扩大基础大样图。

[0024] 图8是本实用新型的第二实施例的扩大基础凸出挡块B‑B面正视图。

[0025] 图中：101‑斜坡路基、102‑扩大基础、103‑L型预制面板、104‑锚固组件、105‑路堤

填土、106‑扩大基础凸出挡块、107‑混凝土封闭层、108‑土工格栅、109‑基础锚杆、110‑锚

索、111‑预留锚索孔、112‑挖台阶线、114‑土石分界线、201‑反滤层、202‑伸缩缝、203‑泄水

孔。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详细描述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所述实施例的示例在附图中示出，下面通过

参考附图描述的实施例是示例性的，旨在用于解释本实用新型，而不能理解为对本实用新

型的限制。

[0027] 本申请第一实施例为：

[0028] 请参阅图1和图2，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便于预制安装的陡坡路基结构，包括斜

坡路基101，

[0029] 还包括加固结构；

[0030] 所述加固结构包括扩大基础102、L型预制面板103、锚固组件104和路堤填土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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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扩大基础102固定安装在所述斜坡路基101上，并位于所述斜坡路基101的一侧，所述L

型预制面板103固定安装在所述扩大基础102上，所述L型预制面板103的数量为多个，多个

所述L型预制面板103依次重叠，每个所述L型预制面板103上填充有所述路基填土，所述锚

固组件104分别固定所述扩大基础102和所述L型预制面板103。所述加固结构还包括扩大基

础凸出挡块106，所述扩大基础凸出挡块106固定安装在所述扩大基础102上，并与所述L型

预制面板103固定连接，且位于所述扩大基础102靠近所述L型预制面板103的一侧。所述加

固结构还包括混凝土封闭层107，所述混凝土封闭层107设置在所述扩大基础102和L型预制

面板103之间，并分别固定连接所述扩大基础102和所述L型预制面板103。所述加固结构还

包括土工格栅108，所述土工格栅108设置在所述路堤填土105内。所述锚固组件104包括基

础锚杆109和锚索110，所述基础锚杆109的一端连接所述扩大基础102，所述基础锚杆109的

另一端伸入所述斜坡路基101内固定；所述锚索110的一端连接所述L型预制面板103，所述

锚索110的另一端伸入所述斜坡路基101内固定。所述L型预制面板103具有预留锚索孔111，

所述预留锚索孔111设置在所述L型预制面板103靠近所述锚索110的一侧，所述锚索110的

一端伸入所述预留锚索孔111内。

[0031] 所述扩大基础102采用钢筋混凝土现浇，内设所述基础锚杆109，所述基础锚杆109

锚杆杆体采用HRBφ32钢筋制作，每一节扩大基础102内共设置12根基础锚杆109，锚杆长

10.0m，锚杆钻孔直径φ110mm，提高扩大基础102抗滑移和抗倾覆能力，基础锚杆109浇筑完

成后，方可浇筑所述扩大基础102和所述扩大基础凸出挡块106，顶面设置所述扩大基础凸

出挡块106，所述扩大基础102、所述扩大基础凸出挡块106和所述基础锚杆109三者现浇形

成一个整体，通过所述扩大基础凸出挡块106限制所述L型预制面板103水平位移，确保结构

安全稳定；所述扩大基础102高4m；所述L型预制面板103采用钢筋混凝土预制，单块面板长

5m，高4m，厚0.5m；所述L型预制面板103中间设置有所述预留锚索孔111，并在所述预留锚索

孔111内预埋一根φ130mm钢管；所述路基填土填筑时，最底部的所述L型预制面板103与挖

台阶线1129间采用与所述L型预制面板103同型号的所述混凝土封闭层107封闭，使得路堤

内渗透水不下渗软化基底。路基填土以2m一层分层填筑压实，自L型预制面板103底面起每

隔2m铺设一层所述土工格栅108；所述土工格栅108宜选用双向焊接聚酯土工格栅108，以提

高路基整体稳定性和抗剪切破坏性能，所述土工格栅108纵、横向抗拉强度不小于80kN/m；

所述L型预制面板103自第二排起，所述路基填土填土至所述L型预制面板103顶面时，钻孔

施工所述L型预制面板103上所述锚索110并完成所述锚索110张拉锁定，所述锚索110倾角

宜为15°，所述锚索110长度根据计算确定。所述锚索110施工完成后再继续往上填土，直至

路基面高程。

[0032] 在安装过程中，先对所述斜坡路基101进行平整后夯实，然后在所述斜坡路基101

上对所述扩大基础102进行放线定点，根据放线定点点位进行所述扩大基础102的开挖，然

后在所述扩大基础102内安装所述基础锚杆109，并绑扎所述扩大基础102的钢筋，然后浇筑

混凝土，在所述扩大基础102现浇成型达到初凝后，浇筑所述扩大基础凸出挡块106，然后将

预制的所述L型预制面板103的底部安装到所述扩大基础102上，所述L型预制面板103的前

端与所述扩大基础凸出挡块106抵接固定，所述L型预制面板103的后端被所述混凝土封闭

层107封闭，所述L型预制面板103重叠固定，然后向所述L型预制面板103内填充所述路基填

土，直至到达路面路基面高程，如此能够对在陡坡路基处对桥梁进行稳定安装，使得陡坡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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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施工更方便。

[0033] 本申请第二实施例为：

[0034] 请参阅图3至图8，在第一实施例的基础上，本实施例的所述扩大基础102具有伸缩

缝202，所述伸缩缝202设置在所述扩大基础102靠近所述L型预制面板103的一侧，所述伸缩

缝202的数量为多个，多个所述伸缩缝202平行间隔设置。所述扩大基础凸出挡块106具有泄

水孔203，所述泄水孔203朝向所述L型预制面板103的方向贯穿所述扩大基础凸出挡块106。

所述加固结构还包括反滤层201，所述反滤层201设置在所述L型预制面板103上，并位于所

述L型预制面板103靠近所述路堤填土105的一侧。

[0035] 在所述扩大基础102上沿线路方向每15m设置一道所述伸缩缝202，所述伸缩缝202

采用切割砂轮切割，并且断面呈直线分布，从而使得所述扩大基础102在外部升温和降温

时，减少所述扩大基础102受热胀冷缩对结构的影响；所述扩大基础凸出挡块106内设置所

述泄水孔203，所述泄水孔203排水坡度为4％，采用预埋φ＝100mm内插PVC塑料排水管；所

述L型预制面板103背后设置所述反滤层201，确保渗透水排出时防止管涌和流土的发生，所

述反滤层201采用袋装砂砾石，厚度为0.3m。待所述反滤层201设置完成后，方可进行路基填

土填筑，如此能够增强路基的抗渗性能。

[0036] 以上所揭露的仅为本实用新型一种较佳实施例而已，当然不能以此来限定本实用

新型之权利范围，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可以理解实现上述实施例的全部或部分流程，并依

本实用新型权利要求所作的等同变化，仍属于实用新型所涵盖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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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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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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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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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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