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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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0628032.1

(22)申请日 2020.07.01

(71)申请人 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

司

地址 430010 湖北省武汉市解放大道1863

号

(72)发明人 尹文锋　邓越胜　彭圣华　陆望明　

汪鹏福　蔡鹏　牛圣宽　尹祖超　

刘新利　梁晓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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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家安　项青

(51)Int.Cl.

E01C 3/00(2006.01)

E02B 3/10(2006.01)

 

(54)发明名称

在穿堤建筑物处加宽堤基的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在穿堤建筑物处加宽堤基的方法，包

括以下步骤：基底处理：对现状堤防背水侧边坡

进行挖台阶处理，沿着开挖台阶满铺防渗土工

膜；在泡沫轻质土的第二层和倒数第二层加钢丝

网，钢丝网采用钢丝焊接而成，在泡沫轻质土外

侧设置黏性土包边，在泡沫轻质土顶部采用混凝

土板搭接，并在路面层以下满铺的三向土工格

栅。在混凝土板上进行路面结构层铺筑。本发明

是一种适用于存在穿堤建筑物处采用新型的加

宽路基处理的技术，能有效减小加宽路基对现状

穿堤建筑物的影响，满足特定路段的工程需要，

提供可行的实施方案，为整个路基的宽度一致提

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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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穿堤建筑物处加宽堤基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第1步、基底处理：对原状地基进行处理后，设置0.5m厚黏性土垫层，所述的黏性土掺重

量12％水泥，并找平碾压密实，基底压实度不小于90％；

第2步、对现状堤防背水侧边坡进行挖台阶处理，台阶向内侧倾斜2％～4％；所述台阶

高度与泡沫轻质土每层填筑高度一致；

第3步、沿着开挖台阶满铺防渗土工膜；

第4步、在泡沫轻质土的第二层和倒数第二层加钢丝网，钢丝网采用钢丝焊接而成，钢

丝直径不小于3.2mm，孔径小于100mm；

第5步、在泡沫轻质土外侧设置黏性土包边，其厚度不小于1.0m，黏性土填料应满足道

路和堤防的填筑指标要求。

第6步、在泡沫轻质土顶部采用混凝土板搭接，并在路面层以下满铺的三向土工格栅。

第7步、在混凝土板上进行路面结构层铺筑。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在穿堤建筑物处加宽堤基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当所述泡沫轻

质土用于距离路基顶面超过0.8m范围时抗压强度为≥0.6MPa；当用于距离路基顶面小于

0.8m范围时抗压强度为≥0.8MPa。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在穿堤建筑物处加宽堤基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防渗土工

膜的厚度不小于0.5mm，纵横向拉伸强度不小于6kN/m，CBR顶破强度不小于2.5kN，耐静水压

力不小于0.7MPa。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在穿堤建筑物处加宽堤基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黏性土采

用黏粒含量为20％～35％、塑性指数为15～20的黏性土，控制渗透系数小于i×10-5cm/s。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在穿堤建筑物处加宽堤基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三向土工

格栅极限抗拉强度不小于50kN/m，2％伸长率时的抗拉强度不小于20kN/m；三向土工格栅采

用U形钉进行锚固，U型钉间距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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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穿堤建筑物处加宽堤基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道路与堤防工程领域，更具体地说它是一种在穿堤建筑物处加宽堤基

的方法；它是一种采用泡沫轻质土加宽堤路结合形成路基的处理技术。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国家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亲水的需求越来越高，滨江、临河、临

湖城市均在对岸线进行综合开发利用，将滩、堤、路、岸打造成为一个整体进行建设的思路

正逐步推广。在很多项目中，为提升整体效果，实现多功能的统一协调，通常需要对现有堤

防进行帮宽、加高等处理。但是由于各项功能需求，现有堤防下局部存在一些穿堤建筑物

(如管道或隧道等)。采用一般的堤路结合段的回填材料和碾压方式将对现状穿堤建筑物影

响较大，甚至有些地段会影响方案的可行性，因此，针对类似路段，迫切需要一种新型的加

宽堤基处理技术。

[0003] 目前，由于涉及水利、交通、建筑等对专业的衔接，这方面的加宽堤基处理的研究

及报道并不多见，相关的规范中也缺少相关技术指导。因此，探讨一种在穿堤结构物处加宽

路基处理的技术十分必要。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上述现有背景技术的不足之处，而提供一种在穿堤建筑物

处加宽堤基的方法。本发明从工程安全、技术可行性、施工方便、工程投资等角度，以减小加

宽路基对现状穿堤建筑物的影响，满足在穿堤建筑物处加宽堤基的需要。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通过如下措施来达到的：在穿堤建筑物处加宽堤基的方法，其特

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0006] 第1步、基底处理：对原状地基进行处理后，设置0.5m厚黏性土垫层，所述的黏性土

掺重量12％水泥，并找平碾压密实，基底压实度不小于90％；

[0007] 第2步、对现状堤防背水侧边坡进行挖台阶处理，台阶向内侧倾斜2％～  4％；所述

台阶高度与泡沫轻质土每层填筑高度一致；

[0008] 第3步、沿着开挖台阶满铺防渗土工膜，减小堤防对新填泡沫轻质土的影响；

[0009] 第4步、在泡沫轻质土的第二层和倒数第二层加钢丝网，增强泡沫轻质土承受车辆

荷载的能力；钢丝网采用钢丝焊接而成，钢丝直径不小于  3.2mm，孔径小于100mm；

[0010] 第5步、为避免泡沫轻质土直接外露，在泡沫轻质土外侧设置黏性土包边，其厚度

不小于1.0m，黏性土填料应满足道路和堤防的填筑指标要求；

[0011] 第6步、为方便路面结构层施工，同时提高泡沫轻质土的防裂功能，在泡沫轻质土

顶部采用混凝土板搭接，并在路面层以下满铺三向土工格栅，降低不均匀沉降对路基的影

响。

[0012] 第7步、在混凝土板上进行路面结构层铺筑。

[0013]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当所述泡沫轻质土用于距离路基顶面超过0.8m范围时抗压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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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为≥0.6MPa；当用于距离路基顶面小于0.8m范围时抗压强度为≥0.8MPa。

[0014]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防渗土工膜的厚度不小于0.5mm，纵横向拉伸强度不小于

6kN/m，CBR顶破强度不小于2.5kN，耐静水压力不小于0.7MPa。

[0015]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黏性土采用黏粒含量为20％～35％、塑性指数为15～20

的黏性土，控制渗透系数小于i×10-5cm/s,其中i为1至9内的正整数。

[0016]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三向土工格栅极限抗拉强度不小于50kN/m，2％伸长率时

的抗拉强度不小于20kN/m；三向土工格栅采用U形钉进行锚固，  U型钉间距1m。

[0017] 本发明是一种适用于存在穿堤建筑物处采用新型的加宽路基处理的技术，能有效

减小加宽路基对现状穿堤建筑物的影响，满足特定路段的工程需要，提供可行的实施方案，

为整个路基的宽度一致提供支持。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发明方法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中，1.拟建道路，2.路面结构层，3.现状堤防，4.三向土工格栅，  5.混凝土板，6.

黏性土包边，7.钢丝网(或称金属网)，8.泡沫轻质土，9. 防渗土工膜，10.水泥土垫层，11.

原地面，12.开挖台阶，13.现状穿堤建筑物。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面结合附图详细说明本发明的实施情况，但它们并不构成对本发明的限定，仅

作举例而已。同时通过说明使本发明的优点更加清楚和容易理解。

[0021] 参阅附图1可知：本发明在穿堤建筑物处加宽堤基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

骤：

[0022] 第1步，基底处理：对原状地基进行处理后，设置0.5m厚黏性土垫层，所述的黏性土

掺重量12％水泥，并找平碾压密实，基底压实度不小于90％；

[0023] 第2步，对现状堤防背水侧边坡进行挖台阶处理，台阶向内侧倾斜2％～  4％；所述

台阶高度与泡沫轻质土每层填筑高度一致；

[0024] 第3步，沿着开挖台阶满铺防渗土工膜，减小堤防对新填泡沫轻质土的影响；

[0025] 第4步，在泡沫轻质土的第二层和倒数第二层加钢丝网，增强泡沫轻质土承受车辆

荷载的能力；钢丝网采用钢丝焊接而成，钢丝直径不小于  3.2mm，孔径小于100mm；

[0026] 第5步，为避免泡沫轻质土直接外露，在泡沫轻质土外侧设置黏性土包边，其厚度

不小于1.0m，黏性土填料应满足道路和堤防的填筑指标要求；

[0027] 第6步，为方便路面结构层施工，同时提高泡沫轻质土的防裂功能，在泡沫轻质土

顶部采用混凝土板搭接，并在路面层以下满铺三向土工格栅，降低不均匀沉降对路基的影

响。

[0028] 第7步，在混凝土板上进行路面结构层铺筑。

[0029] 当所述泡沫轻质土用于距离路基顶面超过0.8m范围时抗压强度为≥  0.6MPa；当

用于距离路基顶面小于0.8m范围时抗压强度为≥0.8MPa。

[0030] 所述防渗土工膜的厚度不小于0.5mm，纵横向拉伸强度不小于6kN/m，  CBR顶破强

度不小于2.5kN，耐静水压力不小于0.7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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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所述黏性土采用黏粒含量为20％～35％、塑性指数为15～20的黏性土，控制渗透

系数小于i×10-5cm/s。

[0032] 所述三向土工格栅极限抗拉强度不小于50kN/m，2％伸长率时的抗拉强度不小于

20kN/m；三向土工格栅采用U形钉进行锚固，U型钉间距1m。

[0033] 本发明在穿堤建筑物处加宽堤基的结构：包括现状堤防4，现状穿建筑物13，及拟

建道路1，所述的拟建道路1包括位于现状堤防4背水侧边坡的开挖台阶12，沿着开挖台阶12

满铺的防渗土工膜9，位于原状地基上的水泥土垫层10，位于水泥土垫层10上的泡沫轻质土

8，在所述泡沫轻质土的第二层和倒数第二层有钢丝网7，在所述泡沫轻质土8顶部采用混凝

土板  5搭接，并在路面结构层2和混凝土板5之间满铺三向土工格栅4。在所述泡沫轻质土外

侧设置黏性土包边6。在所述泡沫轻质土外侧间隔设置有开挖台阶12。

[0034] 本发明在穿堤建筑物处加宽堤基技术详细的施工工艺要求如下：

[0035] (1)，根据施工配合比配备现浇泡沫轻质土备用，当用于距离路基顶面超过0.8m范

围的泡沫轻质土，抗压强度≥0.6MPa；当用于距离路基顶面小于0.8m范围的泡沫轻质土，抗

压强度≥0.8MPa。

[0036] (2)，在原堤防背水坡面开挖形成标准阶梯平台，平台宽度宜不小于  1.0m；当设置

多级开蹬台阶时，单级台阶高度宜为0.5m～1.0m。沿台阶范围铺设一层防渗土工膜，采用PE

材质，厚度不小于0.5mm，纵横向拉伸强度不小于6kN/m，CBR顶破强度不小于2.5kN，耐静水

压力不小于0.7MPa。

[0037] (3)，清理堤防加宽范围的表层土，然后采用黏性土掺水泥后进行回填，并找平碾

压密实，基底压实度不小于90％。

[0038] (4)，浇筑泡沫轻质土。单个浇筑区顶面面积不超过400m2，沿道路纵向长度按每

20m一个区段进行划分。浇筑高度结合路基高度进行划分，单层厚度0.5m～1.0m，每层厚度

应与衔接处台阶厚度保持一致；路床部位按两层厚度0.4m进行分两层浇筑。浇筑层的分界

面为金属网的所在位置。每层浇筑完毕后需采用塑料薄膜或防渗土工膜进行覆盖保湿养

护。

[0039] (5)，变形缝设置。除特殊情况外，泡沫轻质土纵向按每隔20m设置一道横向布置且

宽度为2cm的变形缝，分类采用防水材料填充。

[0040] (6)，金属网施工。在泡沫轻质土填筑体底部和顶部设置钢丝网，钢丝网与泡沫轻

质土填筑宽度一致，并采用U形钉进行锚固，U型钉间距1m，呈梅花形布设。

[0041] (7)，防渗土工膜覆盖。泡沫轻质土施工完成后七日内应进行覆盖养护，然后铺设

防渗土工膜，此处防渗土工膜应与第二步防渗土工膜搭接，搭接宽度应不小于10cm。

[0042] (8)，包边土填筑。采用黏性土填筑，黏性土填料采用黏粒含量为20％～  35％、塑

性指数为15～20的黏性土，控制渗透系数小于i×10-5cm/s。

[0043] (9)，顶层混凝土板施工。在泡沫轻质土填筑至设计高程并养护完成后，为便于路

面结构施工，顶面浇筑15cm厚C15混凝土板，混凝土板浇筑完毕后需采用塑料薄膜或防渗土

工膜进行覆盖保湿养护。

[0044] (10)，三向土工格栅铺设。加宽路基范围路面结构层以下，第八步中顶层混凝土板

之上铺设三向土工格栅，其极限抗拉强度不小于50kN/m，2％伸长率时的抗拉强度不小于

20kN/m。三向土工格栅采用U形钉进行锚固，U 型钉间距1m，呈梅花形布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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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5] (11)，路面结构层铺筑，按设计文件要求的路面结构铺筑路面结构层。

[0046] 本发明中所描述的位置关系用语，仅是针对指向的相应附图所作的描述，并不是

对其位置关系的限定。

[0047] 其它未说明的部分均属于现有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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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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