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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海绵城市的刚柔复合长寿命路面端部

处理伸缩缝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基于海绵城市的刚

柔复合长寿命路面端部处理伸缩缝装置，包括由

下至上依次铺设的刚柔复合长寿命路面原基层

和组合混凝土层，组合混凝土层内设置有伸缩

缝，刚柔复合长寿命路面原基层内设置有蓄排水

装置，蓄排水装置布置于伸缩缝下方。本实用新

型具有排水性能好、耐久性强，能有效预防因橡

胶密封带破损导致的雨水下渗至路面基层，充分

延长道路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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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海绵城市的刚柔复合长寿命路面端部处理伸缩缝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

由下至上依次铺设的刚柔复合长寿命路面原基层和组合混凝土层，组合混凝土层内设置有

伸缩缝，刚柔复合长寿命路面原基层内设置有蓄排水装置，蓄排水装置布置于伸缩缝下方。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海绵城市的刚柔复合长寿命路面端部处理伸缩缝装置，

其特征在于，组合混凝土层包括由上至下依次布置的沥青混凝土面层和连续配筋混凝土

板，伸缩缝沿横向竖直设置于沥青混凝土面层和连续配筋混凝土板内。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基于海绵城市的刚柔复合长寿命路面端部处理伸缩缝装置，

其特征在于，伸缩缝的两侧布置有钢纤维混凝土后浇带，钢纤维混凝土后浇带嵌置于沥青

混凝土面层和连续配筋混凝土板内。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基于海绵城市的刚柔复合长寿命路面端部处理伸缩缝装置，

其特征在于，钢纤维混凝土后浇带内置有钢筋，伸缩缝的两侧壁上设有伸缩缝异形钢板，伸

缩缝异形钢板与钢纤维混凝土后浇带的钢筋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海绵城市的刚柔复合长寿命路面端部处理伸缩缝装置，

其特征在于，刚柔复合长寿命路面原基层为CRC+AC刚柔复合长寿命路面原基层。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海绵城市的刚柔复合长寿命路面端部处理伸缩缝装置，

其特征在于，蓄排水装置包括沿伸缩缝长度方向布置的凹槽，凹槽内由上至下依次填充有

透水混凝土上基层和透水级配碎石下基层，透水级配碎石下基层内铺设有透水管。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基于海绵城市的刚柔复合长寿命路面端部处理伸缩缝装置，

其特征在于，凹槽内侧壁及两侧铺设有防渗土工布，防渗土工布底涂有热沥青。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海绵城市的刚柔复合长寿命路面端部处理伸缩缝装置，

其特征在于，凹槽的两侧为台阶状。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海绵城市的刚柔复合长寿命路面端部处理伸缩缝装置，

其特征在于，伸缩缝内填充有弹性过滤材料。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基于海绵城市的刚柔复合长寿命路面端部处理伸缩缝装置，

其特征在于，弹性过滤材料上方铺设有密封层；密封层布置于伸缩缝的顶部，弹性过滤材料

为海绵，密封层为橡胶密封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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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海绵城市的刚柔复合长寿命路面端部处理伸缩缝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道路工程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基于海绵城市的刚柔复合长寿

命路面端部处理伸缩缝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CRC+AC刚柔复合长寿命路面是一种使用性能良好的路面结构形式，既充分发挥了

连续配筋混凝土板在承载能力、耐久性、整体性等方面的优势，又有效利用了沥青面层行车

舒适、维修养护方便的优点，路面结构整体强度高、行车舒适性好、使用寿命长、维修养护费

用小，是我国目前环境和条件下长寿命路面主要结构形式之一。

[0003] CRC+AC刚柔复合长寿命路面由于纵向连续钢筋、横向不设缩缝和胀缝，在每段连

续配筋混凝土板的端部会累积较大的水平位移和水平推力，因此必须在端部设置锚固或伸

缩装置。目前常用的端部处理方式有钢筋混凝土地梁锚固、混凝土灌注桩锚固、宽翼缘工字

钢梁和桥梁伸缩缝毛勒缝。设置桥梁伸缩缝毛勒缝的端部处理方式因技术成熟、能适应滑

模摊铺机连续施工，在实际工程中运用较为广泛。

[0004] 然而对于桥梁伸缩缝毛勒缝的端部处理方式，由于橡胶密封带易开裂破损，橡胶

密封带发生损坏后雨水顺着伸缩缝下渗。CRC+AC刚柔复合长寿命路面的伸缩缝下方为道路

基层，雨水一旦从伸缩缝渗入基层后会出现水损害。另外当橡胶密封带发生破损或脱落，砂

石等杂物下漏堆积在伸缩缝内，导致路面不能自由伸缩，致使伸缩缝失去作用。

发明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上述缺陷，提供了一种基

于海绵城市的刚柔复合长寿命路面端部处理伸缩缝装置，具有排水性能好、耐久性强，能有

效预防因橡胶密封带破损导致的雨水下渗至路面基层，充分延长道路使用寿命。

[0006] 本实用新型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7] 一种基于海绵城市的刚柔复合长寿命路面端部处理伸缩缝装置，包括由下至上依

次铺设的刚柔复合长寿命路面原基层和组合混凝土层，组合混凝土层内设置有伸缩缝，刚

柔复合长寿命路面原基层内设置有蓄排水装置，蓄排水装置布置于伸缩缝下方。

[0008] 按照上述技术方案，组合混凝土层包括由上至下依次布置的沥青混凝土面层和连

续配筋混凝土板，伸缩缝沿横向竖直设置于沥青混凝土面层和连续配筋混凝土板内。

[0009] 按照上述技术方案，缩缝的两侧布置有钢纤维混凝土后浇带，钢纤维混凝土后浇

带嵌置于沥青混凝土面层和连续配筋混凝土板内。

[0010] 按照上述技术方案，钢纤维混凝土后浇带内置有钢筋，伸缩缝的两侧壁上设有伸

缩缝异形钢板，伸缩缝异形钢板与钢纤维混凝土后浇带的钢筋连接。

[0011] 按照上述技术方案，刚柔复合长寿命路面原基层为CRC+AC刚柔复合长寿命路面原

基层。

[0012] 按照上述技术方案，蓄排水装置包括沿伸缩缝长度方向布置的凹槽，凹槽内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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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下依次填充有透水混凝土上基层和透水级配碎石下基层，透水级配碎石下基层内铺设有

透水管。

[0013] 按照上述技术方案，凹槽内侧壁及两侧铺设有防渗土工布，防渗土工布底涂有热

沥青。

[0014] 按照上述技术方案，凹槽的两侧为台阶状。

[0015] 按照上述技术方案，伸缩缝内填充有弹性过滤材料。

[0016] 按照上述技术方案，弹性过滤材料上方铺设有密封层；密封层布置于伸缩缝的顶

部，弹性过滤材料为高弹性过滤海绵，密封层为橡胶密封带。

[0017] 本实用新型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18] 本装置具有排水性能好、耐久性强，能有效预防因橡胶密封带破损导致的雨水下

渗至路面基层，减少刚柔复合长寿命路面的伸缩缝病害，充分延长道路使用寿命。

附图说明

[0019] 图1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基于海绵城市的刚柔复合长寿命路面端部处理伸缩缝

装置的平面布置图；

[0020] 图2是图1的A‑A剖视图；

[0021] 图3是图1的B‑B剖视图；

[0022] 图中，1‑连续配筋混凝土板；2‑沥青混凝土面层；3‑钢纤维混凝土后浇带；4‑伸缩

缝异形钢板；5‑橡胶密封带；6‑预埋钢筋；7‑透水级配碎石下基层；8‑透水混凝土上基层；9‑

防渗土工布；10‑CRC+AC刚柔复合长寿命路面原基层；11‑软式透水管；12‑高弹性过滤海绵，

13‑伸缩缝，14‑雨水口。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详细说明。

[0024] 参照图1～图3所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实施例中基于海绵城市的刚柔复合长

寿命路面端部处理伸缩缝装置，包括由下至上依次铺设的刚柔复合长寿命路面原基层和组

合混凝土层，组合混凝土层内设置有伸缩缝13，刚柔复合长寿命路面原基层内设置有蓄排

水装置，蓄排水装置布置于伸缩缝13下方。

[0025] 进一步地，组合混凝土层包括由上至下依次布置的沥青混凝土面层2和连续配筋

混凝土板1，伸缩缝13沿道路横向竖直设置于沥青混凝土面层2和连续配筋混凝土板1内。

[0026] 进一步地，伸缩缝13的上端与道路路面联通，并与道路路面齐平。

[0027] 进一步地，伸缩缝13的两侧布置有钢纤维混凝土后浇带3，钢纤维混凝土后浇带3

嵌置于沥青混凝土面层2和连续配筋混凝土板1内。

[0028] 进一步地，钢纤维混凝土后浇带3内置有钢筋，伸缩缝13的两侧壁上设有伸缩缝异

形钢板4，伸缩缝异形钢板4与钢纤维混凝土后浇带3的钢筋焊接。

[0029] 进一步地，钢纤维混凝土的钢筋与连续配筋混凝土板1内的钢筋连接。

[0030] 进一步地，刚柔复合长寿命路面原基层为CRC+AC刚柔复合长寿命路面原基层10。

[0031] 进一步地，蓄排水装置包括沿伸缩缝13长度方向布置的凹槽，凹槽布置于伸缩缝

13的正下方，凹槽内由上至下依次填充有透水混凝土上基层8和透水级配碎石下基层7，透

说　明　书 2/4 页

4

CN 213328515 U

4



水级配碎石下基层7内铺设有软式透水管11。

[0032] 进一步地，凹槽内侧壁及两侧铺设有防渗土工布9。

[0033] 进一步地，防渗土工布9底涂有热沥青。

[0034] 进一步地，凹槽的两侧为台阶状。

[0035] 进一步地，伸缩缝13内填充有弹性过滤材料。

[0036] 进一步地，弹性过滤材料上方铺设有密封层；密封层布置于伸缩缝13的顶部，弹性

过滤材料为高弹性过滤海绵12，密封层为橡胶密封带5。

[0037] 进一步地，海绵和填充有透水混凝土上基层8和透水级配碎石下基层7的凹槽共同

形成海绵蓄排水装置。

[0038] 进一步地，道路两侧设有雨水口14，凹槽与雨水口14的雨水井联通。

[0039] CRC是Continuously  Reinforced  Concrete的简称，为连续配筋水泥混凝土，AC是

Asphalt  Concrete的简称，为沥青混凝土。

[0040] 本实用新型的工作原理：

[0041] 本实用新型的基于海绵城市的CRC+AC刚柔复合长寿命路面端部处理伸缩缝装置，

是由以下结构实现的：在伸缩缝顶部设置橡胶密封带5，伸缩缝中部填充高弹性过滤海绵

12；在连续配筋混凝土伸缩缝位置下方设置一定宽度透水混凝土上基层8及透水级配碎石

下基层7，并于原CRC+AC刚柔复合长寿命路面的基层做好搭接；在透水级配碎石下基层7中

放置一条沿伸缩缝方向的软式透水管11，伸缩缝中下渗的水最终由软式透水管11排出至雨

水系统中；透水混凝土上基层8及透水级配碎石下基层7包裹一层底涂热沥青的防渗土工布

9。

[0042] 在连续配筋混凝土与沥青混凝土复合式路面的基层施工完成后，在伸缩缝位置对

应的原基层10上沿道路宽度方向开挖台阶，表面涂洒沥青、铺设防渗土工布9，铺筑透水级

配碎石下基层7并埋设软式透水管11，铺筑透水混凝土上基层8。浇筑连续配筋混凝土板1

时，需提前架设伸缩缝预埋钢筋6，连续配筋混凝土板1养护完成后，分层铺筑沥青混凝土面

层2。伸缩缝安装时将其两侧各30cm宽的沥青混凝土面层2及部分连续配筋混凝土凿除，再

将伸缩缝异形钢板4与相关联的伸缩缝预埋钢筋6焊接在一起，接着浇筑钢纤维混凝土后浇

带3。伸缩缝安装稳定后，用钢刷清理混凝土侧壁，塞入高弹性过滤海绵12，最后安装橡胶密

封带5。通过以上步骤完成了本实用新型基于海绵城市的CRC+AC刚柔复合长寿命路面端部

处理伸缩缝装置。

[0043] 综上所述，(1)通过在伸缩缝顶部设置橡胶密封带，伸缩缝中填充高弹性过滤海绵

12，保证在橡胶密封带不破损的情况下伸缩缝密封防水。而在橡胶密封带一旦出现破损，本

实用新型可通过高弹性过滤海绵12、透水混凝土上基层8、透水级配碎石下基层7、软式透水

管等海绵城市设施进行蓄水并排入雨水系统，同时高弹性过滤海绵12具有很强的伸缩性，

可有效防止砂石等杂物下漏堆积在伸缩缝内致使伸缩缝失去作用，高弹性过滤海绵12还可

以定期更换，防止基层材料堵塞，保证伸缩缝海绵城市设施的排水通畅；(2)伸缩缝下方设

置透水混凝土上基层8及透水级配碎石下基层7，基层强度与原CRC+AC刚柔复合长寿命路面

基层相似，同时基层做好搭接，防止基层产生不均匀沉降；(3)在透水级配碎石下基层7中放

置一条沿伸缩缝方向的软式透水管，伸缩缝中下渗的水最终由软式透水管排出至雨水口14

再排出至雨水系统中，软式透水管的设置保证了伸缩缝系统的渗水排出；(4)透水混凝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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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8及透水级配碎石下基层7包裹一层底涂热沥青的防渗土工布9，防止渗水进入到原路

面基层中。

[0044] 以上的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当然不能以此来限定本实用新型之权

利范围，因此依本实用新型申请专利范围所作的等效变化，仍属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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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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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2/2 页

8

CN 213328515 U

8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RA
	DRA00007
	DRA00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