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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桥梁路面用组件，包括第

一混凝土块，所述第一混凝土块配合安装在桥梁

路面开设的凹槽中，所述凹槽与第一混凝土块的

空隙处填充有混凝土，混凝土填充到与桥梁路面

保持水平即可，所述第一混凝土块的内部插接有

固定轴。本发明通过第一混凝土块和第二混凝土

块的组装，且第二混凝土块的内部设有钢筋，可

以提高该组件的硬度和抗压强度，使得该组件能

够抵挡车辆的撞击，又因为第一混凝土块安装在

桥梁路面的凹槽中，且凹槽的内部填充混凝土，

使得第一混凝土块能够与桥梁牢牢结合，从而提

高该组件的稳固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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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桥梁路面用组件，包括第一混凝土块（1），所述第一混凝土块（1）配合安装在桥

梁路面开设的凹槽中，所述凹槽与第一混凝土块（1）的空隙处填充有混凝土（3），混凝土（3）

填充到与桥梁路面保持水平即可，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混凝土块（1）的内部插接有固定轴

（4），且固定轴（4）远离第一混凝土块（1）的一端延伸至桥梁路面的上方，位于桥梁路面上方

的固定轴（4）的侧面配合套接有金属管（5），且金属管（5）的侧面配合套接有第二混凝土块

（6），第二混凝土块（6）的内部交叉排列有多根钢筋（2），所述第一混凝土块（1）呈十字架形

状，且桥梁路面的凹槽呈阶梯状；

所述固定轴（4）的长度与金属管（5）的长度相同，且金属管（5）的长度与第二混凝土块

（6）的厚度相同；

上述桥梁路面用组件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S1、模具的准备和清理：先准备好两组可生产第一混凝土块（  1）  和第二混凝土块（  6） 

的模具，对两组模具进行清理和维修，并对两组模具的内模表面进行打磨和抛光处理；

S2、脱模剂涂抹：在对两组模具的内模表面打磨抛光结束后，对两组模具的内模表面均

匀涂抹脱模剂，脱模剂为机油；

S3、工作场地准备：先对工作场地的地面进行清洁，保持工作场地底面的干净程度和平

整性，并将处理好的两组模具放置在清洁后的工作场地上；

S4、钢筋安装：根据第二混凝土块（  6） 的规格要求，选取适合的钢筋长度，对钢筋进行

位置排列，并对相邻的钢筋进行绑扎，将绑扎好的钢筋组安装在生产第二混凝土块（  6） 的

模具中；

S5、混凝土浇筑：将搅拌好的混凝土浇铸在生产第一混凝土块（  1）  和第二混凝土块（ 

6）  的两个模具中，并通过振捣棒对两个模具中的混凝土进行振捣，在混凝土表面呈现平

坦、没有显著气泡时，混凝土已将模具内部填满充实；

S6、金属管的安装：在将生产第二混凝土块（  6）  模具内的混凝土振捣完成后，把金属

管（  5）  简单清理后，在金属管（  5） 的内部侧壁均匀涂抹脱模剂，然后将金属管（  5）  按照

要求贯穿插设在生产第二混凝土块（  6）  模具内的混凝土中；并将金属管（  5） 内部的混凝

土清理回收；

S7、固定轴的安装：在将生产第一混凝土块（  1）  模具内的混凝土振捣完成后，将固定

轴（  4）  简单清理后，将固定轴（  4）  按照要求插接在生产第一混凝土块（  1）  模具内的混

凝土中；

S8、模具拆模：将两个模具内凝固的混凝土分离开，得到第一混凝土块（  1）  和第二混

凝土块（  6）  ，并将金属管（  5）  内部的混凝土块清理回收，并通过运输设备将第一混凝土

块（  1）  和第二混凝土块（  6）  输送到存放的场地；

S9、混凝土块保养：将存放场地上的第一混凝土块（  1）  和第二混凝土块（  6）  进行集

中浇水保养；

S10、混凝土块组装：在需要安装该组件时，将第二混凝土块（  6）  套接在第一混凝土块

（  1）  上的固定轴（  4）  的侧面，并将固定轴（  4）  与第二混凝土块（  6）  内的金属管（  5） 

进行焊接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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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桥梁路面用组件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是专利名称一种桥梁路面用组件及其制备方法，申请号2016109560510的

分案申请。

背景技术

[0002] 桥梁作为交通通道，方便了人们的来往，节约了行驶所需的时间，在一些桥梁上，

不仅有机动车道，还在桥梁路面的两侧规划出人行道，这样方便了人们的出行，然而为了桥

梁的美观程度，会在机动车道和人行道之间只设置有花坛，花坛大多通过木质材料制成，在

车辆高速行驶发生意外使，容易突破花坛，行驶到人行道中，容易对人行道内的行人造成危

害。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缺点，而提出的一种桥梁路面用组件

及其制备方法。

[0004]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了如下技术方案：

[0005] 设计一种桥梁路面用组件，包括第一混凝土块，所述第一混凝土块配合安装在桥

梁路面开设的凹槽中，所述凹槽与第一混凝土块的空隙处填充有混凝土，混凝土填充到与

桥梁路面保持水平即可，所述第一混凝土块的内部插接有固定轴，且固定轴远离第一混凝

土块的一端延伸至桥梁路面的上方，位于桥梁路面上方的固定轴的侧面配合套接有金属

管，且金属管的侧面配合套接有第二混凝土块，第二混凝土块的内部交叉排列有多根钢筋，

所述第一混凝土块呈十字架形状，且桥梁路面的凹槽呈阶梯状。

[0006] 优选的，所述固定轴的长度与金属管的长度相同，且金属管的长度与第二混凝土

块的厚度相同。

[0007] 本发明提出的一种桥梁路面用组件及其制备方法，有益效果在于：本发明通过第

一混凝土块和第二混凝土块的组装，且第二混凝土块的内部设有钢筋，可以提高该组件的

硬度和抗压强度，使得该组件能够抵挡车辆的撞击，又因为第一混凝土块安装在桥梁路面

的凹槽中，且凹槽的内部填充混凝土，使得第一混凝土块能够与桥梁牢牢结合，从而提高该

组件的稳固强度，而且本发明还通过将金属管和固定轴焊接在一起，使得第一混凝土块和

第二混凝土块连接的稳定性提高。

附图说明

[0008] 图1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桥梁路面用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0009] 图2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桥梁路面用组件的第二混凝土块结构俯视图。

[0010] 图中：第一混凝土块1、钢筋2、混凝土3、固定轴4、金属管5、第二混凝土块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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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11]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

[0012] 参照图1-2，一种桥梁路面用组件，包括第一混凝土块1，第一混凝土块1配合安装

在桥梁路面开设的凹槽中，第一混凝土块1呈十字架形状，且桥梁路面的凹槽呈阶梯状，凹

槽与第一混凝土块1的空隙处填充有混凝土3，混凝土3填充到与桥梁路面保持水平即可，第

一混凝土块1的内部插接有固定轴4，且固定轴4远离第一混凝土块1的一端延伸至桥梁路面

的上方，位于桥梁路面上方的固定轴4的侧面配合套接有金属管5，且金属管5的侧面配合套

接有第二混凝土块6，固定轴4的长度与金属管5的长度相同，且金属管5的长度与第二混凝

土块6的厚度相同。第二混凝土块6的内部交叉排列有多根钢筋2。

[0013] 一种桥梁路面用组件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4] S1、模具的准备和清理：先准备好两组可生产第一混凝土块1和第二混凝土块6的

模具，对两组模具进行清理和维修，并对两组模具的内模表面进行打磨和抛光处理；

[0015] S2、脱模剂涂抹：在对两组模具的内模表面打磨抛光结束后，对两组模具的内模表

面均匀涂抹脱模剂，脱模剂可使用机油；

[0016] S3、工作场地准备：先对工作场地的地面进行清洁，保持工作场地底面的干净程度

和平整性，并将处理好的两组模具放置在清洁后的工作场地上；

[0017] S4、钢筋安装：根据第二混凝土块6的规格要求，选取适合的钢筋长度，对钢筋进行

位置排列，并对相邻的钢筋进行绑扎，将绑扎好的钢筋组安装在生产第二混凝土块6的模具

中；

[0018] S5、混凝土浇筑：将搅拌好的混凝土浇铸在生产第一混凝土块1和第二混凝土块6

的两个模具中，并通过振捣棒对两个模具中的混凝土进行振捣，在混凝土表面呈现平坦、没

有显著气泡时，混凝土已将模具内部填满充实；

[0019] S6、金属管的安装：在将生产第二混凝土块6模具内的混凝土振捣完成后，把金属

管5简单清理后，在金属管5的内部侧壁均匀涂抹脱模剂，然后将金属管5按照要求贯穿插设

在生产第二混凝土块6模具内的混凝土中；并将金属管5内部的混凝土清理回收；

[0020] S7、固定轴的安装：在将生产第一混凝土块1模具内的混凝土振捣完成后，将固定

轴4简单清理后，将固定轴4按照要求插接在生产第一混凝土块1模具内的混凝土中；

[0021] S8、模具拆模：将两个模具内凝固的混凝土分离开，得到第一混凝土块1和第二混

凝土块6，并将金属管5内部的混凝土块清理回收，并通过运输设备将第一混凝土块1和第二

混凝土块6输送到存放的场地；

[0022] S9、混凝土块保养：将存放场地上的第一混凝土块1和第二混凝土块6进行集中浇

水保养；

[0023] S10、混凝土块组装：在需要安装该组件时，将第二混凝土块6套接在第一混凝土块

1上的固定轴4的侧面，并将固定轴4与第二混凝土块6内的金属管5进行焊接固定。

[0024]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

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根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及其

发明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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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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