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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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0291398.1

(22)申请日 2019.04.12

(71)申请人 张中元

地址 050000 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体育

南大街241号

    申请人 高小波　秘国江　董丰　杨彦波　

尹杰　张跃辉　胡建锋　李永青　

孙海军

(72)发明人 张中元　高小波　秘国江　董丰　

杨彦波　尹杰　张跃辉　胡建锋　

李永青　孙海军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中政联科专利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11489

代理人 鄢亚东

(51)Int.Cl.

E01C 23/09(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用于公路施工的路面改建方法及设备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公路施工的路面改

建方法及设备，属于道路工程技术领域；它包括

主机架、控制机构和切割机构，所述的控制机构

连接在主机架上；所述的控制机构用于控制切割

机构的位置；本发明能够在切割后的路面侧壁形

成凹型槽，有利于增加新建路面与原有老旧路面

的接触面积，有利于提高新建路面与原有老旧路

面的连接紧密性，然后将钢筋的的端部放入凹型

槽中，另一端放入挖掘好的坑槽中，新的混凝土

喷入坑槽中凝固后，由于钢筋的一端位于原有老

旧路面侧壁上的凹型槽中，能够极大的增加新建

路面与原有老旧路面的整体性，增加了连接位置

的抗剪性能，提高了新建路面的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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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公路施工的路面改建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主机架(1)、控制机构(2)和切

割机构(3)，所述的控制机构(2)连接在主机架(1)上；所述的控制机构(2)用于控制切割机

构(3)的位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公路施工的路面改建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切割

机构(3)包括支架(301)、转轴(302)、切割竖柱(304)；所述的切割竖柱(304)竖直插接在支

架(301)的底部且切割竖柱(304)底部设有切割刃；所述的转轴(302)的两端转动连接在支

架(301)两侧竖直设置的竖板；所述的转轴(302)的侧面对应切割竖柱(304)顶部的位置安

装有凸轮(303)；所述的切割竖柱(304)的外侧套有压缩弹簧(305)；所述的压缩弹簧(305)

给予切割竖柱(304)一个向上运动的力。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用于公路施工的路面改建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切割

竖柱(304)为多个；所述的凸轮(303)与切割竖柱(304)一一对应布设；所述的相邻之间的凸

轮(303)在竖板上的投影不重合。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用于公路施工的路面改建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相邻

之间的凸轮(303)在竖板上的投影的角度偏差为45°～60°。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公路施工的路面改建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控制

机构(2)包括螺纹柱(201)、第一横板(202)、第二横板(203)、第一连杆(204)、第二连杆

(205)；所述的螺纹柱(201)的顶端竖直转动连接在主机架(1)顶部的固定板上，底端依次穿

过第一横板(202)和第二横板(203)后转动连接在主机架(1)顶部的固定板上，所述的螺纹

柱(201)的外侧设有外螺纹；所述的第一横板(202)对应设有第一螺纹孔，所述的第一横板

(202)通过第一连杆(204)与支架(301)铰接；所述的第二横板(203)对应设有第二螺纹孔，

所述的第二横板(203)通过第二连杆(205)与支架(301)铰接；所述的第一连杆(204)位于第

二连杆(205)上方的空间区域。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用于公路施工的路面改建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第一

连杆(204)与螺纹柱(201)的轴线之间的夹角小于第二连杆(205)与螺纹柱(201)的轴线之

间的夹角。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用于公路施工的路面改建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螺纹

柱(201)的外螺纹为两段，对应第一横板(202)布设的螺距大于对应第二连杆(205)布设的

螺距。

8.根据权利要求1～7中任意一项所述的一种用于公路施工的路面改建设备，其特征在

于：所述的切割机构(3)为两个，分别位于主机架(1)的两侧。

9.一种用于公路施工的路面改建方法，其步骤为：

a.采用权利要求1～8中任意一项所述的一种用于公路施工的路面改建设备，调整主机

架(1)的高度，使得切割机构(3)处于理想的高度位置，转动转轴(302)，带动凸轮(303)转

动，与压缩弹簧(305)相配合，进而带动切割竖柱(304)进行循环上下运动；

b.转动螺纹柱(201)，带动第一横板(202)和第二横板(203)向下运动，第一横板(202)

驱使第一连杆(204)向外推动支架(301)，所述的第二横板(203)驱使第二连杆(205)向外推

动支架(301)，第一连杆(204)推动的幅度大于第二连杆(205)推动的幅度，进而使得切割竖

柱(304)底部的切割刃朝着主机架(1)的方向相对靠近；

c.调整支架(301)的位置，使得切割竖柱(304)位于理想的切割高度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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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一种用于公路施工的路面改建方法，其步骤为：

A.按照上述步骤对待修补路面进行切割，在修补路面区域形成坑槽(1000)，完成切割

后将切割路面上的废料清理干净；

B.整理完成后，切割后的路面侧壁形成凹型槽(2000)，然后将钢筋的的端部放入凹型

槽(2000)中，另一端放入坑槽(1000)中，然后将新的混凝土喷入坑槽(1000)中，完成路面改

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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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公路施工的路面改建方法及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道路工程技术领域，具体地说，涉及到一种用于公路施工的路面改建

方法及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道路改建是指根据交通量发展的要求，对现有公路进行较大规模的改造，以提髙

其技术标准或技术等级的工作。道路改建可分为全部改建和局部改建。前者是基本放弃原

有道路重建，程序与新建道路相同；后者又可分路线的移改、路基的改建、路面的改建和桥

涵的改建等。现有公路在使用过程中，总会出现局部损坏现象，为了提高公路的使用寿命，

往往对局部损坏部位进行局部改建，以提高其技术标准或技术等级，也有利于节约成本。

[0003] 关于道路改建的技术文献有很多，例如，中国专利号为200910242467.6，公开时间

为2011年7月27日公开的中国专利文件，其公开了一种冷再生乳化沥青混合料用于路面改

建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实地测量对面层以下结构层损坏情况与承载力进行量化评价，得

到实际的力学与结构参数；将老路沥青面层铣刨料、水泥、乳化沥青和水后在冷拌厂进行再

生沥青混合料生产；再生沥青混合料通过成型试件检测；将上述步骤所得的混合料用于待

改建路面结构，包括路基、基层和面层的铺筑。以及，用于上述方法的冷再生沥青混合料，其

由主要以老路沥青面层铣刨料构成的矿料、沥青胶结料和残余空隙组成具有空间网络结构

的多相分散体系结构，其材料属性为颗粒性材料，其通过沥青混合料的粘聚力和内摩阻力

达到其力学强度。但是该方案还存在一定的缺陷，在进行局部改建时，由于一般均使用切刀

将目的改建路面切割，尤其是在切割时，在断面处的石子在被切开的过程中，被镶嵌在路面

中的石子会发生震动，与被镶嵌部分会发生脱离，后期被切割部位被修补后，会出现缝隙，

导致新建路面与原有老旧路面的连接不够紧密，在后期使用时，由于路基表面内应力的存

在，使得两者的连接位置极易发生损坏，该方案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上述问题，但是解决

的不够彻底，并且建造成本很高，也不利于推广。

发明内容

[0004] 1、要解决的问题

[0005] 针对现有存在的新建路面与原有老旧路面的连接不够紧密导致连接位置极易发

生损坏的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用于公路施工的路面改建方法及设备，其能够在切割后的

路面侧壁形成凹型槽，有利于增加新建路面与原有老旧路面的接触面积，有利于提高新建

路面与原有老旧路面的连接紧密性，然后将钢筋的的端部放入凹型槽中，另一端放入挖掘

好的坑槽中，新的混凝土喷入坑槽中凝固后，由于钢筋的一端位于原有老旧路面侧壁上的

凹型槽中，能够极大的增加新建路面与原有老旧路面的整体性，增加了连接位置的抗剪性

能，提高了新建路面的使用寿命。

[0006] 2、技术方案

[0007]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采用如下的技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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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一种用于公路施工的路面改建设备，其包括主机架、控制机构和切割机构，所述的

控制机构连接在主机架上；所述的控制机构用于控制切割机构的位置。

[0009] 优选地，所述的切割机构包括支架、转轴、切割竖柱；所述的切割竖柱竖直插接在

支架的底部且切割竖柱底部设有切割刃；所述的转轴的两端转动连接在支架两侧竖直设置

的竖板；所述的转轴的侧面对应切割竖柱顶部的位置安装有凸轮；所述的切割竖柱的外侧

套有压缩弹簧；所述的压缩弹簧给予切割竖柱一个向上运动的力。

[0010] 优选地，所述的切割竖柱为多个；所述的凸轮与切割竖柱一一对应布设；所述的相

邻之间的凸轮在竖板上的投影不重合。

[0011] 优选地，所述的相邻之间的凸轮在竖板上的投影的角度偏差为45°～60°。

[0012] 优选地，所述的控制机构包括螺纹柱、第一横板、第二横板、第一连杆、第二连杆；

所述的螺纹柱的顶端竖直转动连接在主机架顶部的固定板上，底端依次穿过第一横板和第

二横板后转动连接在主机架顶部的固定板上，所述的螺纹柱的外侧设有外螺纹；所述的第

一横板对应设有第一螺纹孔，所述的第一横板通过第一连杆与支架铰接；所述的第二横板

对应设有第二螺纹孔，所述的第二横板通过第二连杆与支架铰接；所述的第一连杆位于第

二连杆上方的空间区域。

[0013] 优选地，所述的第一连杆与螺纹柱的轴线之间的夹角小于第二连杆与螺纹柱的轴

线之间的夹角。

[0014] 优选地，所述的螺纹柱的外螺纹为两段，对应第一横板布设的螺距大于对应第二

连杆布设的螺距。

[0015] 优选地，所述的切割机构为两个，分别位于主机架的两侧。

[0016] 一种用于公路施工的路面改建方法，其步骤为：

[0017] a .采用前面所述的一种用于公路施工的路面改建设备，调整主机架的高度，使得

切割机构处于理想的高度位置，转动转轴，带动凸轮转动，与压缩弹簧相配合，进而带动切

割竖柱进行循环上下运动；

[0018] b.转动螺纹柱，带动第一横板和第二横板向下运动，第一横板驱使第一连杆向外

推动支架，所述的第二横板驱使第二连杆向外推动支架，第一连杆推动的幅度大于第二连

杆推动的幅度，进而使得切割竖柱底部的切割刃朝着主机架的方向相对靠近；

[0019] c.调整支架的位置，使得切割竖柱位于理想的切割高度位置。

[0020] 一种用于公路施工的路面改建方法，其步骤为：

[0021] A.按照步骤a～c对待修补路面进行切割，在修补路面区域形成坑槽，完成切割后

将切割路面上的废料清理干净；

[0022] B.整理完成后，切割后的路面侧壁形成凹型槽，然后将钢筋的的端部放入凹型槽

中，另一端放入坑槽中，然后将新的混凝土喷入坑槽中，完成路面改建工作。

[0023] 3、有益效果

[0024] 相比于现有技术，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

[0025] (1)本发明公开的用于公路施工的路面改建设备，其能够在切割后的路面侧壁形

成凹型槽，有利于增加新建路面与原有老旧路面的接触面积，有利于提高新建路面与原有

老旧路面的连接紧密性，然后将钢筋的的端部放入凹型槽中，另一端放入挖掘好的坑槽中，

新的混凝土喷入坑槽中凝固后，由于钢筋的一端位于原有老旧路面侧壁上的凹型槽中，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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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极大的增加新建路面与原有老旧路面的整体性，增加了连接位置的抗剪性能，提高了新

建路面的使用寿命；

[0026] (2)本发明公开的控制机构，与现有采用铰链转动进而控制切割机构的技术相比，

其能够避免由于承力臂过长而导致的零部件强度要求过高进而引起加工生产成本过高的

现象，只要使用普通的钢材即可满足使用，具有结构简单可靠、生产成本低等优点；

[0027] (3)本发明公开的切割机构，能够将待修补路面切割成坑槽，且坑槽的侧壁具有凹

型槽，有利于增加新建路面与原有老旧路面的整体性，增加了连接位置的抗剪性能，提高了

新建路面的使用寿命；

[0028] (4)本发明公开的切割机构，切割竖柱通过循环上下运动对待修补路面进行切割，

一方面能够避免由于对路面中的石子颗粒产生结构性性损坏而引起原有老旧路面松动进

而导致新建路面与原有老旧路面之间连接不紧密的现象，另一方面也能在坑槽的侧壁上开

挖出凹型槽，有利于增加新建路面与原有老旧路面的整体性；

[0029] (5)本发明公开的切割机构，切割竖柱的数量为多个，相邻的切割竖柱不同步的进

行循环上下运动对对应待修补路面进行切割，有利于避免对路面中的石子颗粒产生结构性

性损坏；

[0030] (6)本发明公开的用于公路施工的路面改建设备，结构简单，设计合理，易于制造。

附图说明

[0031] 图1为本发明中用于公路施工的路面改建设备的结构示意图；

[0032] 图2为本发明中控制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33] 图3为本发明中控制机构的使用示意图一；

[0034] 图4为本发明中控制机构的使用示意图二；

[0035] 图5为本发明中切割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36] 图6为本发明中切割机构的内部结构图；

[0037] 图7为本发明中坑槽侧壁的局部结构图。

[0038] 图中：1、主机架；2、控制机构；201、螺纹柱；202、第一横板；203、第二横板；204、第

一连杆；205、第二连杆；3、切割机构；301、支架；302、转轴；303、凸轮；304、切割竖柱；305、压

缩弹簧；

[0039] 1000、坑槽；2000凹形槽。

具体实施方式

[0040]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和附图对本发明进一步进行描述。

[0041] 实施例1

[0042] 现有技术一般采用切刀对待修补路面进行切割，但是容易将路面中的石子切为两

半，导致依附在路面上的石子由于震动产生松动，在进行路面改建时，会引起新建路面与原

有老旧路面之间的连接不够紧密，导致在后续使用时在新建路面与原有老旧路面之间的结

合部产生裂缝，进而影响公路的使用寿命；为此，如图1、图5、图6所示，本实施例公开了一种

用于公路施工的路面改建设备，其包括主机架1、控制机构2和切割机构3，所述的控制机构2

连接在主机架1上；所述的控制机构2用于控制切割机构3的位置和姿态；切割机构3包括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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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301、转轴302、切割竖柱304；所述的切割竖柱304竖直插接在支架301的底部且切割竖柱

304底部设有切割刃；切割刃为尖状结构，所述的转轴302的两端转动连接在支架301两侧竖

直设置的竖板；所述的转轴302的侧面对应切割竖柱304顶部的位置安装有凸轮303；所述的

切割竖柱304的外侧套有压缩弹簧305；所述的压缩弹簧305给予切割竖柱304一个向上运动

的力；本实施中，切割机构3能够将待修补路面切割成坑槽1000，且坑槽1000的侧壁具有凹

型槽2000，有利于增加新建路面与原有老旧路面的整体性，增加了连接位置的抗剪性能，提

高了新建路面的使用寿命；并且，切割竖柱304通过循环上下运动对待修补路面进行切割，

一方面能够避免由于对路面中的石子颗粒产生结构性性损坏而引起原有老旧路面松动进

而导致新建路面与原有老旧路面之间连接不紧密的现象，另一方面也能在坑槽1000的侧壁

上开挖出凹型槽2000，进一步增加新建路面与原有老旧路面的整体性。

[0043] 切割竖柱304为多个，凸轮303与切割竖柱304一一对应布设；所述的相邻之间的凸

轮303在竖板上的投影不重合；所述的相邻之间的凸轮303在竖板上的投影的角度偏差为

45°～60°；相邻的切割竖柱304不同步的进行循环上下运动对对应待修补路面进行切割，有

利于避免对路面中的石子颗粒产生结构性性损坏；进一步增加新建路面与原有老旧路面的

整体性。

[0044] 如图2、图3和图4所示，控制机构2包括螺纹柱201、第一横板202、第二横板203、第

一连杆204、第二连杆205；所述的螺纹柱201的顶端竖直转动连接在主机架1顶部的固定板

上，底端依次穿过第一横板202和第二横板203后转动连接在主机架1顶部的固定板上，所述

的螺纹柱201的外侧设有外螺纹；所述的第一横板202对应设有第一螺纹孔，所述的第一横

板202通过第一连杆204与支架301铰接，其中第一横板202与第一连杆204之间铰接，第一连

杆204与支架301之间铰接；所述的第二横板203对应设有第二螺纹孔，所述的第二横板203

通过第二连杆205与支架301铰接，其中，第二横板203与第二连杆205之间铰接，第二连杆

205与支架301之间铰接；所述的第一连杆204位于第二连杆205上方的空间区域。

[0045] 如图3和图4所示，控制机构2的控制工作过程如下：转动螺纹柱201，带动第一横板

202和第二横板203向下运动，第一横板202驱使第一连杆204向外推动支架301，所述的第二

横板203驱使第二连杆205向外推动支架301，第一连杆204推动的幅度大于第二连杆205推

动的幅度，进而使得切割竖柱304顶部朝外侧摆动，且底部切割刃朝着主机架1的方向相对

靠近；可以通过液压升降装置控制支架301的高度与切割竖柱304的摆动相结合进而控制切

割竖柱304的水平位置；有利于控制开挖坑槽1000的侧壁为斜面，增加新建路面与原有老旧

路面的整体性，也可以通过液压升降装置控制主机架1的高度进而控制切割竖柱304的竖直

高度位置；与现有采用铰链转动进而控制切割机构3的技术相比，其能够避免由于承力臂过

长而导致的零部件强度要求过高进而引起加工生产成本过高的现象，只要使用普通的钢材

即可满足使用，具有结构简单可靠、生产成本低等优点。

[0046] 所述的第一连杆204与螺纹柱201的轴线之间的夹角小于第二连杆205与螺纹柱

201的轴线之间的夹角；有利于第一连杆204推动的幅度大于第二连杆205推动的幅度，方便

调控。

[0047] 所述的螺纹柱201的外螺纹为两段，对应第一横板202布设的螺距大于对应第二连

杆205布设的螺距；使得第一横板202的下移速度大于第二连杆205的下移速度；有利于第一

连杆204推动的幅度大于第二连杆205推动的幅度，方便调控。所述的切割机构3为两个，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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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位于主机架1的两侧，可以提升生产效率，一次性开挖出坑槽1000的相对两侧。

[0048] 实施例2

[0049] 一种用于公路施工的路面改建方法，采用实施例1所述的一种用于公路施工的路

面改建设备，以下为具体说明：

[0050] 一种用于公路施工的路面改建方法，其步骤为：

[0051] a .调整主机架1的高度，使得切割机构3处于理想的高度位置，转动转轴302，带动

凸轮303转动，与压缩弹簧305相配合，进而带动切割竖柱304进行循环上下运动；

[0052] b.转动螺纹柱201，带动第一横板202和第二横板203向下运动，第一横板202驱使

第一连杆204向外推动支架301，所述的第二横板203驱使第二连杆205向外推动支架301，第

一连杆204推动的幅度大于第二连杆205推动的幅度，进而使得切割竖柱304底部的切割刃

朝着主机架1的方向相对靠近；

[0053] c.调整支架301的位置，使得切割竖柱304位于理想的切割高度位置；

[0054] d .按照步骤a～c对待修补路面进行切割，在修补路面区域形成坑槽1000，完成切

割后将切割路面上的废料清理干净；

[0055] e.整理完成后，切割后的路面侧壁形成凹型槽2000，然后将钢筋的的端部放入凹

型槽2000中，另一端放入坑槽1000中，然后将新的混凝土喷入坑槽1000中，完成路面改建工

作。

[0056] 由此可见，该改建方法能够开挖出侧壁具有凹型槽2000的坑槽1000，增加新建路

面与原有老旧路面的整体性，并且钢筋采用此种设计，进一步增加了连接位置的抗剪性能，

新建路面的使用寿命能够提高36％以上。

[0057] 本发明所述实例仅仅是对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进行描述，并非对本发明构思和

范围进行限定，在不脱离本发明设计思想的前提下，本领域工程技术人员对本发明的技术

方案作出的各种变形和改进，均应落入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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