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811376694.3

(22)申请日 2018.11.19

(71)申请人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 430063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杨园和

平大道745号

(72)发明人 陈远洪　曾长贤　刘国　骆斌　

王双权　马克丰　陈俊　叶龙振　

高杰　吴红岩　

(74)专利代理机构 武汉开元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42104

代理人 黄行军

(51)Int.Cl.

E01B 2/00(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高地下水位低填浅挖膨胀土路基施工

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轨道路基结构技术领域，具体地

指一种高地下水位低填浅挖膨胀土路基施工方

法。挖除地基土至路基基床底面；在路基基床底

面施工钢筋混凝土桩；浇筑钢筋混凝土筏板；浇

筑承载板；在钢筋混凝土筏板以及承载板两侧回

填渗水土；于承载板的上端面开始填筑基床填料

层；在渗水土远离路基的一侧地基上施工排水

沟，连通排水沟与渗水土，排放钢筋混凝土筏板

下方以及两侧的地下水使承载板上的填料处于

干燥状态。本发明的路基结构充分整合利用桩及

筏板整体结构、填料置换及排水限高，成功解决

了膨胀土受饱水作用膨胀上拱风险和基床的翻

浆冒泥病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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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地下水位低填浅挖膨胀土路基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挖除地基土至路基基床底面，开挖临时排水结构排除地基渗水；

2)、在路基基床底面钻孔，下放钢筋笼，浇筑灌注钢筋混凝土桩(1)；

3)、找平开挖地基面，绑扎筏板钢筋网，浇筑钢筋混凝土筏板(2)并将其与钢筋混凝土

桩(1)连接为一体；

4)、在钢筋混凝土筏板(1)上端面位于轨道荷载影响范围内浇筑承载板(3)；

5)、在钢筋混凝土筏板(2)以及承载板(3)两侧位于轨道荷载影响范围外回填渗水土

(7)；

6)、于承载板(3)的上端面开始填筑基床底层填料层(4)及基床表层填料层(5)形成轨

道路基；

7)、在渗水土(7)远离路基的一侧地基上施工排水沟(6)，连通排水沟(6)与渗水土(7)，

排放钢筋混凝土筏板(2)下方以及两侧的地下水使承载板(3)上的填料处于干燥状态。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地下水位低填浅挖膨胀土路基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步骤3)中，连接钢筋混凝土筏板(2)和钢筋混凝土桩(1)的方法为：绑扎筏板钢筋网，将

钢筋混凝土桩(1)顶部及上端钢筋笼与筏板钢筋网连接，然后浇筑混凝土将钢筋混凝土桩

(1)上端钢筋和筏板钢筋网浇筑于一体。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地下水位低填浅挖膨胀土路基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步骤4)中，浇筑承载板(3)的方法为：在钢筋混凝土筏板(2)的上端面浇筑无钢筋骨架

的混凝土形成承载板(3)，使承载板(3)上端面高出地下水最高水位不小于0.2m。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高地下水位低填浅挖膨胀土路基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承载板(3)在浇筑过程中，在承载板(3)的上端面浇筑出中间高、两侧低的具有至少2％

坡度的流水坡。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地下水位低填浅挖膨胀土路基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步骤4)中，回填渗水土(7)的方法为：在钢筋混凝土筏板(2)和承载板(3)两侧回填渗水

土(7)，使回填的渗水土(7)的上端面与承载板(3)上端面最低处齐平。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地下水位低填浅挖膨胀土路基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步骤6)中，填筑基床底层填料层(4)的方法为：在承载板(3)的上端面填筑基床底层填

料层(4)，使基床底层填料层(4)的上端面形成中间高、两侧低的具有至少4％的坡度。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地下水位低填浅挖膨胀土路基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步骤7)中，连通排水沟(6)与渗水土(7)的方法为：在排水沟(6)面向路基的一侧侧壁上

沿路基纵向间隔开挖多个泄水孔(8)，泄水孔(8)沿路基横向延伸进入到渗水土(7)内，其高

度不高于承载板(3)的上端面。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高地下水位低填浅挖膨胀土路基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在

排水沟(6)面向路基的一侧侧壁上沿路基纵向间隔1～2m开挖多个泄水孔(8)。

9.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高地下水位低填浅挖膨胀土路基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在

排水沟(6)面向路基一侧的侧壁距离沟底0.3m以上的位置开挖泄水孔(8)。

10.如权利要求1或4所述的一种高地下水位低填浅挖膨胀土路基施工方法，其特征在

于：在钢筋混凝土筏板(2)上端面浇筑厚度为0.3～1.0m的承载板(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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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地下水位低填浅挖膨胀土路基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轨道路基结构技术领域，具体地指一种高地下水位低填浅挖膨胀土路

基施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高地下水位下高速铁路低填浅挖膨胀土路基一般采用对基床范围换填渗水土，地

基采用桩网复合地基处理。该处理措施能满足路基沉降控制要求，但对于变形要求为毫米

级的高速铁路，仍存在一些问题：目前一些运营的高速铁路因膨胀土吸水膨胀已相继发生

一些上拱病害，桩网复合地基未充分考虑抗上拱作用，高地下水位下膨胀土受饱水作用更

易发生膨胀变形，换填处理后填土重量不能抵抗上拱荷载时路基易上拱，严重的还造成轨

道结构挤裂破坏，威胁行车安全；同时高地下水位下基床受水浸泡，在列车高速动载往复作

业下易发生翻浆冒泥病害，造成路基外挤和轨道下沉，影响高铁列车的平稳性。

[0003] 有专利号为“CN106049196A”的名为“柔性桩与桩筏同断面组合无砟轨道路基施工

方法”的中国发明专利，该专利介绍了一种带有桩筏结构的路基施工方法，该方法施工的桩

筏结构可以对路基下方的地下水进行部分隔绝，避免因桩筏下方的地下水浸泡膨胀土膨胀

后直接作用到路基上。但该结构实际上仅仅考虑路基正下方的地下水作用，由于地下水的

流动性，路基两侧的地下水同样会对路基产生不利影响，易发生翻浆冒泥病害，而且该专利

使施工的结构实际就是将地下水拦截在桩筏下方，但这样的封堵实际上并不利于整个路基

的安全，桩筏浸泡在地下水中，承受到土壤膨胀作用力、水浮力以及路基压力，作用力较为

复杂，需增加更密更长的桩并加大工程造价，很容易造成整个路基病害。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就是要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提到的现有桩筏结构应用于高地下水

位地区时容易造成路基病害的问题，提供一种高地下水位低填浅挖膨胀土路基施工方法。

[0005]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为：一种高地下水位低填浅挖膨胀土路基施工方法，其特征在

于：包括以下步骤：

[0006] 1、挖除地基土至路基基床底面，开挖临时排水结构排除地基渗水；

[0007] 2、在路基基床底面钻孔，下放钢筋笼，浇筑灌注钢筋混凝土桩；

[0008] 3、找平开挖地基面，绑扎筏板钢筋网，浇筑钢筋混凝土筏板并将其与钢筋混凝土

桩连接为一体；

[0009] 4、在钢筋混凝土筏板上端面位于轨道荷载影响范围内浇筑承载板；

[0010] 5、在钢筋混凝土筏板以及承载板两侧位于轨道荷载影响范围外回填渗水土；

[0011] 6、于承载板的上端面开始填筑基床底层填料层及基床表层填料层形成轨道路基；

[0012] 7、在渗水土远离路基的一侧地基上施工排水沟，连通排水沟与渗水土，排放钢筋

混凝土筏板下方以及两侧的地下水使承载板上的填料处于干燥状态。

[0013] 进一步的所述的步骤3中，连接钢筋混凝土筏板和钢筋混凝土桩的方法为：绑扎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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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钢筋网，将钢筋混凝土桩上端钢筋笼与筏板钢筋网连接，然后浇筑混凝土将钢筋混凝土

桩顶部及上端钢筋和筏板钢筋网浇筑于一体。

[0014] 进一步的所述的步骤4中，浇筑承载板的方法为：在钢筋混凝土筏板的上端面浇筑

无钢筋骨架的混凝土形成承载板，使承载板上端面高出地下水最高水位不小于0.2m。

[0015] 进一步的所述的承载板在浇筑过程中，在承载板的上端面浇筑出中间高、两侧低

的具有至少2％坡度的流水坡。

[0016] 进一步的所述的步骤4中，回填渗水土的方法为：在钢筋混凝土筏板和承载板两侧

回填渗水土，使回填的渗水土的上端面与承载板上端面最低处齐平。

[0017] 进一步的所述的步骤6中，填筑基床底层填料层的方法为：在承载板的上端面填筑

基床底层填料层，使基床底层填料层的上端面形成中间高、两侧低的具有至少4％的坡度。

[0018] 进一步的填筑基床表层填料层的方法为：按照基床表层压实标准填筑基床表层填

料，路基面形状按照高速铁路轨道型式设置。进一步的所述的步骤7中，连通排水沟与渗水

土的方法为：在排水沟面向路基的一侧侧壁上沿路基纵向间隔开挖多个泄水孔，泄水孔沿

路基横向延伸进入到渗水土内，其高度不高于承载板的上端面。

[0019] 进一步的在排水沟面向路基的一侧侧壁上沿路基纵向间隔1～2m开挖多个泄水

孔。

[0020] 进一步的在排水沟面向路基一侧的侧壁距离沟底0.3m以上的位置开挖泄水孔。

[0021] 进一步的在钢筋混凝土筏板上端面浇筑厚度为0.3～1.0m的承载板。

[0022] 本发明的优点有：1、本发明的路基结构充分整合利用桩及筏板整体结构、设置填

料置换及排水限高结构，成功解决了膨胀土受饱水作用膨胀上拱风险和基床的翻浆冒泥病

害；

[0023] 2、本发明的路基结构避免了病害风险，保障了高速铁路的顺畅平稳运行，社会效

益和经济效益明显，同时相比较于采用桥梁形式的桩及板梁结构进行架空处理更为节约费

用并降低施工难度；

[0024] 3、本发明的路基结构耐受雨季考验，路基结构稳定，具有良好的使用状态。

附图说明

[0025] 图1：本发明的路基结构示意图；

[0026] 其中：1—钢筋混凝土桩；2—钢筋混凝土筏板；3—承载板；4—基床底层填料层；

5—基床表层填料层；6—排水沟；7—渗水土；8—泄水孔。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0028] 针对郑万高铁路线穿行的黄淮平原及南阳盆地高阶地区，为高地下水位膨胀土地

基结构，为了避免路基受膨胀土吸水膨胀力作用上拱，本实施例在路基填料层下方浇筑有

桩筏结构。

[0029] 如图1所示，本实施例的桩筏结构包括多根沿竖向支撑于路基填料层下方的钢筋

混凝土桩1和固定在钢筋混凝土桩1上端的钢筋混凝土筏板2。钢筋混凝土桩1为钻孔灌注

桩，桩径为0.6～1.0m。钢筋混凝土筏板2位于路基填料层的正下方，为表面平整的板状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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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其厚度为0.5～0.8m。钢筋混凝土筏板2能够将路基填料层与下方地下水隔绝开来，避免

下方土体上拱力作用到填料层上。

[0030] 本实施例在钢筋混凝土筏板2上端面浇筑有承载板3，作为路基结构的承载基础，

承载板3是无钢筋骨架的素混凝土板状结构，可以有效降低施工和建筑成本。承载板3的上

端面为中间高两侧低的具有至少2％坡度的坡面结构。承载板3为上端面高出地下水最高水

位不小于0.2m，板厚为0.3～1.0m。

[0031] 如图1所示，路基填料层包括填筑在承载板3上端面的基床底层填料层4和填筑于

基床底层填料层4上的基床表层填料层5，基床底层填料层3的下端面高度不低于渗水土7的

上端面。基床底层填料层4的上端面为中间高两侧低的具有至少4％坡度的坡面结构。

[0032] 为了排放钢筋混凝土筏板2下方及两侧的地下水，保证路基填料层始终处于干燥

状态，以此减少路基病害。本实施例在钢筋混凝土筏板2两侧设置有排水结构。如图1所示，

包括于路基两侧开挖的排水沟6以及回填于排水沟6与钢筋混凝土筏板2之间的渗水土7。本

实施例的渗水土7位具有孔隙的疏松土体结构，能够通过顺畅的孔隙水流动将钢筋混凝土

筏板2下方及两侧的地下水排放到排水沟6中。渗水土7的上端面不超出承载板3的上端面。

[0033] 排水沟6面向路基的一侧侧壁上开设有多个连通渗水土7的泄水孔8，相邻泄水孔8

沿路基纵向间隔1～2m，泄水孔8一端连通排水沟6，另一端沿路基横向方向延伸至渗水土7

内，泄水孔8下端距离排水沟6沟底至少0.3m，上端低于承载板3的上端面。

[0034] 实际施工包括以下步骤：1、挖除地基土至路基基床底面，与路基两侧分别开挖一

条宽度为0.2m、深度为0.3m的临时排水沟排除地基渗水；

[0035] 2、在路基基床底面钻孔，下放钢筋笼，浇筑灌注钢筋混凝土桩1；

[0036] 3、找平开挖地基面，绑扎筏板钢筋网，将钢筋混凝土桩1上端钢筋笼与筏板钢筋网

绑扎固定连接，然后浇筑混凝土将筏板钢筋网与钢筋混凝土桩1顶部0.1～0.2m及上端钢筋

浇筑于一体，形成钢筋混凝土筏板2；

[0037] 4、在钢筋混凝土筏板1上端面位于轨道荷载影响范围内浇筑承载板3；

[0038] 5、在钢筋混凝土筏板2以及承载板3两侧位于轨道荷载影响范围外回填渗水土7，

回填至渗水土7的上端面与承载板3的上端面齐平；

[0039] 6、于承载板3的上端面开始填筑基床底层填料层4及基床表层填料层5形成轨道路

基，按照基床底层压实标准填筑基床底层填料层4，按照基床表层压实标准填筑基床表层填

料层5，路基面形状按照高速铁路轨道型式设置；

[0040] 7、在渗水土7远离路基的一侧地基上采取切割法开挖两侧侧沟基坑，绑扎侧沟钢

筋，浇筑侧沟混凝土形成排水沟6，连通排水沟6与渗水土7，排放钢筋混凝土筏板2下方以及

两侧的地下水使承载板3上的填料处于干燥状态。

[0041] 如图1所示，本实施例的路基纵向指图1中垂直纸面的方向，路基横向指图1中的上

下方向，竖直方向指图1中的左右方向。

[0042]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主要特征和本发明的优点。本行业的技术

人员应该了解，本发明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上述实施例和说明书中描述的只是说明本

发明的原理，在不脱离本发明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本发明还会有各种变化和改进，这些变

化和改进都落入要求保护的本发明范围内。本发明要求保护范围由所附的权利要求书及其

等同物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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