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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沟处理永临结合便道结构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土木工程施工领域，公开了

一种冲沟处理永临结合便道结构，包括冲沟的沟

头和位于沟头下游的桥梁选址，沟头沿朝向桥梁

选址的方向铺设有施工便道，施工便道的最下层

为由碎石填筑而成的排水层，排水层的上方铺设

有通过土方填筑而成的填筑层，填筑层顶部的中

部设有与施工便道平行的U型槽，填筑层的顶部

设有面层。本实用新型冲沟处理永临结合便道结

构，有效降低工程造价、安全风险和环境污染，且

提高了施工效率。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4页  附图1页

CN 209873485 U

2019.12.31

CN
 2
09
87
34
85
 U



1.一种冲沟处理永临结合便道结构，包括冲沟(1)上位于桥梁选址上游的沟头(2)，其

特征在于：所述冲沟(1)内从所述沟头(2)的位置起沿朝向所述桥梁选址的方向铺设有施工

便道(3)，所述施工便道(3)的最下层为由碎石填筑而成的排水层(4)，所述排水层(4)的上

方铺设有通过土方填筑而成的填筑层(5)，所述填筑层(5)顶部的中部沿所述施工便道(3)

的长度方向设有U型槽(6)，所述填筑层(5)的顶部设有面层(7)。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冲沟处理永临结合便道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排水层(4)位于

所述填筑层(5)下游端头设有挡土墙(8)，所述排水层(4)位于所述挡土墙(8)的下游设有消

力坎(9)。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冲沟处理永临结合便道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排水层(4)和

所述填筑层(5)之间铺设有防水层，所述填筑层(5)与所述面层(7)之间铺设有防水层。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冲沟处理永临结合便道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面层(7)包括位

于所述U型槽(6)底部的底部面层及位于所述U型槽(6)两侧的侧部面层，在桥梁施工期所述

底部面层铺筑有砂砾，所述侧部面层设有植草防护或浆砌片石(10)防护，桥梁施工完毕后

所述底部面层回填有种植土(11)并设有植草防护。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冲沟处理永临结合便道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施工便道(3)的

长度大于所述沟头(2)与所述桥梁选址之间的距离。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冲沟处理永临结合便道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U型槽(6)的上游

高于下游，所述面层(7)沿所述冲沟(1)的两侧高于所述U型槽(6)的上平面。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冲沟处理永临结合便道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排水层(4)的最

小填筑厚度大于所述冲沟(1)底部渗水雍积高度0.5m，所述填筑层(5)的高度与所述施工便

道(3)修筑位置的冲沟(1)深度相匹配，所述填筑层(5)位于下游的端头自下而上分台阶刷

坡设有浆砌片石(10)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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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沟处理永临结合便道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土木工程施工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冲沟处理永临结合便道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冲沟是由间断流水在地表冲刷形成的沟槽，是侵蚀沟中规模最大的一种，长度可

达数千米或数十千米，深度可达数米或数十米，有时可达百米以上。我国黄土梁峁沟壑地区

分部广泛，其特点是山峦起伏，沟壑纵横，梁峁相间，“V”型沟发育，工程形式多以冲沟架桥，

梁峁深挖形式出现。

[0003] 为满足深冲沟区桥梁工程施工通行需求，常规便道施工采取先在距离桥址数十米

的冲沟位置于沟底埋设排水管或排水涵，然后进行素土填筑跨越冲沟，并在该便道与桥址

之间填筑支便道满足沟底施工相关机械、设备及人员的通行需求。该方法一方面堵塞沟道，

影响防汛排水，在填筑完成后将原冲沟隔断成两部分，从上部沟头到便道之间容易因排水

不及时而形成堰塞湖，破坏原有生态，不利于水保、环保，具有极大的安全隐患且影响桥梁

沟底施工作业，特别是黄土填筑便道受雨水浸泡，容易出现成块崩解问题，增加了便道修复

工作，严重威胁了跨越冲沟通行。与此同时，基于泄洪、环保等方面考虑，在便道使用完毕后

必须对便道填筑黄土进行清除，受地形高差大影响，清除难度极大，对原生态水土造成了二

次破坏。

发明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就是针对上述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冲沟处理永临结合便道结

构，有效降低工程造价、安全风险和环境污染，且提高了施工效率。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所设计的冲沟处理永临结合便道结构，包括冲沟上

位于桥梁选址上游的沟头，所述冲沟内从所述沟头的位置起沿朝向所述桥梁选址的方向铺

设有施工便道，所述施工便道的最下层为由碎石填筑而成的排水层，所述排水层的上方铺

设有通过土方填筑而成的填筑层，所述填筑层顶部的中部沿所述施工便道的长度方向设有

U型槽，所述填筑层的顶部设有面层，其中，碎石具备渗透特性，使整个便道结构地基承载力

满足要求，防止所述冲沟底部渗水影响所述填筑层质量，避免便道结构底部出现掏空等隐

患，土方要求设备分层回填夯实，保证其压实度，以增加填土的稳定性，所述U型槽用于车辆

通行和排水泄洪，后续桥梁施工过程中，车辆、行人通行将进一步提高填土的压实度，所述

面层满足桥梁施工通行需求，引导水流，防止表层水流侵蚀所述填筑层，特别是能满足桥梁

施工和运营期间的恶劣天气情况下的泄洪要求，保证永临结合便道结构的泄洪能力和耐久

性满足要求，所述面层将所述填筑层预留所述的U型槽作为排水沟，将所述冲沟沟底的水流

汇集至所述排水沟，通过所述排水沟将水排向下游，同时作为桥梁施工期间的通行通道。

[0006] 优选地，所述排水层位于所述填筑层下游端头设有挡土墙，增强了边坡的稳定性，

进而保证永临结合便道结构整体稳定性，所述排水层位于所述挡土墙的下游设有消力坎，

将急流变为缓流，减少水流对下游的冲击力。

说　明　书 1/4 页

3

CN 209873485 U

3



[0007] 优选地，所述排水层和所述填筑层之间铺设有防水层，防止所述填筑层受冲沟底

部渗水影响，所述填筑层与所述面层之间铺设有防水层，防止所述填筑层受表面水流影响。

[0008] 优选地，所述面层包括位于所述U型槽底部的底部面层及位于所述U型槽两侧的侧

部面层，在桥梁施工期所述底部面层铺筑有砂砾，所述侧部面层设有植草防护或浆砌片石

防护，桥梁施工完毕后所述底部面层回填有种植土并设有植草防护，减少了水流对所述U型

槽底部的冲刷。

[0009] 优选地，所述施工便道的长度大于所述沟头与所述桥梁选址之间的距离。

[0010] 优选地，所述U型槽的上游高于下游，所述面层沿所述冲沟的两侧高于所述U型槽

的上平面。

[0011] 优选地，所述排水层的最小填筑厚度大于所述冲沟底部渗水雍积高度0.5m，所述

填筑层的高度与所述施工便道修筑位置的冲沟深度相匹配，所述填筑层位于下游的端头自

下而上分台阶刷坡设有浆砌片石防护。

[0012] 本实用新型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以下优点：

[0013] 1、安全：避免了常规方法存在的因排水不及时而形成堰塞湖并危害便道实体质量

以及后期便道清除过程大高差作业的安全风险，特别是通过降低冲沟深度，从而有效降低

了冲沟区桥梁工程及冲沟下游区域遭受泥石流等灾害的风险，并可在设计阶段降低桥梁墩

高从而降低高空作业施工风险；

[0014] 2、可靠：针对填筑土体遇水浸湿结构易破坏等危险源，结构底部及表面均采用防

水设计，并通过端头防护保证整体稳定性；

[0015] 3、经济：节约了便道填筑土体清除的费用；

[0016] 4、方便：施工设备为常规路基施工设备，填筑层土方可直接用路基弃方进行填筑，

有效保障了桥梁施工设备的顺利通行和方便了运营期间的检修作业；

[0017] 5、生态：避免了对原生态水土造成二次破坏，对路基施工弃土重新利用，填沟造

地，绿色、节能、环保；

[0018] 6、本实用新型施工方便，在安全风险消除、成本节约、生态保护及施工效率等方面

优势明显。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实用新型冲沟处理永临结合便道结构的顺沟向断面示意图；

[0020] 图2为本实用新型冲沟处理永临结合便道结构的横沟向断面示意图。

[0021] 图中各部件标号如下：

[0022] 冲沟1、沟头2、施工便道3、排水层4、填筑层5、U型槽6、面层7、挡土墙8、消力坎9、浆

砌片石10、种植土11。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0024] 如图1及图2所示，本实用新型一种冲沟处理永临结合便道结构，包括冲沟1上位于

桥梁选址上游的沟头2，冲沟1内从沟头2的位置起沿朝向桥梁选址的方向铺设有施工便道

3，施工便道3的最下层为由碎石填筑而成的排水层4，排水层4的上方铺设有通过土方填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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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成的填筑层5，填筑层5顶部的中部沿施工便道3的长度方向设有U型槽6，填筑层5的顶部

设有面层7，面层7包括位于U型槽6底部的底部面层及位于U型槽6两侧的侧部面层，在桥梁

施工期底部面层铺筑有砂砾，侧部面层设有植草防护或浆砌片石10防护，桥梁施工完毕后

底部面层回填有种植土11并设有植草防护。

[0025] 另外，排水层4位于填筑层5下游端头设有挡土墙8，增强了边坡的稳定性，进而保

证永临结合便道结构整体稳定性，排水层4位于挡土墙8的下游设有消力坎9，将急流变为缓

流，减少水流对下游的冲击力。

[0026] 同时，排水层4和填筑层5之间铺设有防水层，防止填筑层5受冲沟底部渗水影响，

填筑层5与面层7之间铺设有防水层，防止填筑层5受表面水流影响。

[0027] 本实施例中，U型槽6的上游高于下游，面层7沿冲沟1的两侧高于U型槽6的上平面，

排水层4的最小填筑厚度大于冲沟1底部渗水雍积高度0.5m，填筑层5的高度与施工便道3修

筑位置的冲沟1深度相匹配，填筑层5位于下游的端头自下而上分台阶刷坡设有浆砌片石10

防护。

[0028] 本实施例中，施工便道3的长度大于沟头2与桥梁选址之间的距离，使施工便道3的

长度超出所述桥梁选址。

[0029] 本实施例冲沟处理永临结合便道结构施工时，包括如下步骤：

[0030] A)现场勘查：选取冲沟1上游沟深较小且现有交通容易进入的沟头2位置作为填筑

起点，并测得填筑起点与桥梁选址的水平距离，沿线沟深；

[0031] B)确定填筑参数：根据步骤A的测量数据确定填土高度、填筑纵坡；

[0032] C)修筑临时支便道：自现有道路修筑一条临时支便道至填筑起点，满足便道填筑

施工、桥梁施工相关机械和设备通行需求；

[0033] D)排水层4及填筑层5主体部分进行分层填筑：首先利用推土机、压路机、自卸车等

设备自冲沟1沟底分层填筑碎石至超出冲沟1底部渗水雍积高度0.5m位置形成排水层4，每

层松铺厚度不大于0.5m，然后将路基弃方分层回填夯实形成填筑层5，保证压实度，增加填

土的稳定性，在填筑层5施工接近顶部时，在填筑层5中部预留U型槽6，填筑层5位于下游的

端头施工时，自下而上分台阶刷坡；

[0034] E)端头防护施工：待填筑层5填筑至末端时，利用人工配合溜槽、吊车等设备进行

挡土墙8与消力坎9的施工，其中，挡土墙8与消力坎9均施作在排水层4上部；

[0035] F)剩余填筑层5施工：待端头防护施工完成后，完成剩余填筑层5端头的施工，挡土

墙8背填筑符合路基台背回填施工要求，同时挡土墙8以上部分自下而上分台阶刷坡；

[0036] G)面层7施工：对填筑层5预留的U型槽6进行防护处理，将U型槽6两侧进行植草防

护或浆砌片石10防护，U型槽6底部铺筑一层砂砾，并在施工完毕后对U型槽6底部及面层7回

填种植土11并设置植草防护，同时将面层7设置坡度引导水流至U型槽6；填筑层5端头位于

挡土墙8以上部分边坡采用植草防护或浆砌片石10防护；

[0037] H)施工便道3完成后，进入桥梁施工步骤。

[0038] 其中，在步骤D)中，将填筑总长度分为若干区段，下一区段的排水层4施工完毕即

可进行上一区段的填筑层5施工，各区段在施工期间形成满足通行要求的台阶，形成平行施

工，增加施工效率。

[0039] 本实用新型冲沟处理永临结合便道结构及其施工方法已成功地应用于银百高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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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马坊沟大桥便道施工，施工效率获得极大提升，经济效益明显，符合绿色施工理念。

[0040] 本实用新型冲沟处理永临结合便道结构施工方便，在安全风险消除、成本节约、生

态保护及施工效率等方面优势明显，避免了常规方法存在的因排水不及时而形成堰塞湖并

危害便道实体质量以及后期便道清除过程大高差作业的安全风险，特别是通过降低冲沟深

度，从而有效降低了冲沟区桥梁工程及冲沟下游区域遭受泥石流等灾害的风险，并可在设

计阶段降低桥梁墩高从而降低高空作业施工风险；针对填筑土体遇水浸湿结构易破坏等危

险源，结构底部及表面均采用防水设计，并通过端头防护保证整体稳定性；节约了便道填筑

土体清除的费用；施工设备为常规路基施工设备，填筑层土方可直接用路基弃方进行填筑，

有效保障了桥梁施工设备的顺利通行和方便了运营期间的检修作业；避免了对原生态水土

造成二次破坏，对路基施工弃土重新利用，填沟造地，绿色、节能、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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