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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有轨电车与市政道路平

交口弹缩体路面及其施工工艺，路面结构包括路

基、固定在路基上端的一对钢轨、设置在钢轨侧

边的弹缩体结构及铺设在路基上端的沥青结构；

施工工艺主要包括铺设钢轨、沥青结构的路面施

工、与钢轨搭接处沥青路面反开挖、弹缩体混合

料制备、沟槽内壁涂刷粘接剂、弹缩体混合料摊

铺、弹缩体混合料碾压、开放交通，本发明在传统

结构的基础上增设了弹性体结构，解决了与钢轨

搭接处沥青路面早期破损引起的病害，并且使得

弹缩体路面与原沥青路面保持色泽一致，提高了

交叉口的美观度。同时解决了钢筋混凝土路面结

构与原沥青路面保持色泽不一致问题，以及解决

了钢筋混凝土路面结构施工时间过长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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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有轨电车与市政道路平交口弹缩体路面的施工工艺，所述路面包括路基、固定

在路基上端的一对钢轨及铺设在路基上端的沥青结构；所述钢轨下端嵌套设置在路基内，

并通过一对地锚螺栓进行锁紧固定，所述钢轨两侧分别设置有下端嵌套在路基内部的阻尼

块，所述阻尼块两侧及凸出钢轨的上端设置有弹缩体结构；所述沥青结构设置在弹缩体结

构两侧，主要为双层结构，下层为改性沥青与聚酯纤维的混合物，上层为改性沥青与玄武岩

的混合物，所述施工工艺的具体步骤如下：

步骤一：铺设钢轨：将一对导轨通过地锚螺栓平行的固定在路基上，下端嵌套设置在路

基内部，上端突出路基上端面设置，侧边还设置一对阻尼块，并将阻尼块下端嵌套设置在路

基内部；

步骤二：沥青结构的路面施工：将改性沥青与聚酯纤维混合搅拌均匀，通过小型摊铺机

进行摊铺，然后再通过双钢轮振动压路机碾压2～4遍，最后用自重26吨以上的胶轮压路机

碾压3遍，并通过胶轮压路机骑轨碾压的方式保证沥青路面压实度；接着将改性沥青与玄武

岩混合搅拌均匀，按上述相同的操作方法将混合材料压实；

步骤三：与钢轨搭接处沥青路面反开挖：将钢轨两侧100～120mm范围内的沥青结构全

部切割，用人工电动风镐破碎并挖除，形成一沟槽，并用吸尘器将沟槽清理干净；

步骤四：弹缩体混合料制备：从市场上购进高黏高弹胶结料及玄武岩碎石，用专用加温

炉将高黏高弹胶结料加温到160～180℃，将玄武岩碎石加温到180～200℃，接着将高黏高

弹胶结料及玄武岩碎石同时放入专用搅拌器中，搅拌3～5min，此时即制得弹缩体混合料；

步骤五：沟槽内壁涂刷粘接剂：选用粘接剂并加温到160～180℃，用毛刷涂抹到沟槽底

部及内壁上，露白面积低于1%；

步骤六：弹缩体混合料摊铺：将制备好的弹缩体混合料采用人工方法铲入沟槽中，摊铺

高度比沥青结构上端的水平面高出10～15mm，用铁锹拍实；

步骤七：弹缩体混合料碾压：当摊铺好的弹缩体混合料温度降至90～100℃时，采用3吨

重的小型双钢轮压路机仔细的碾压3～5遍，压实结束后的高度高于原路面5～8mm；

步骤八：开放交通：压实好的弹缩体混合料温度降低至45～55℃时即可开放交通。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有轨电车与市政道路平交口弹缩体路面的施工工艺，其

特征在于：所述步骤二～步骤三还可按如下方式进行施工，施工方式具体如下：钢轨铺设完

成后，在钢轨侧边100～120mm的范围内设置呈倒置L型的木质模板，并用自攻螺丝固定在阻

尼块上；接着进行沥青结构的路面施工，施工完成后，当路面温度降低至50℃时，即可将预

先设置的木质模板拆除，此时阻尼块与沥青结构之间形成一沟槽。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有轨电车与市政道路平交口弹缩体路面的施工工艺，其

特征在于：所述步骤四中高黏高弹胶结料与玄武岩碎石搅拌时的投放比例为3:7～1:4。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有轨电车与市政道路平交口弹缩体路面的施工工艺，其

特征在于：所述步骤四中玄武岩碎石的粒径为5～1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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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有轨电车与市政道路平交口弹缩体路面的施工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路面结构及其施工工艺，特别是涉及一种有轨电车与市政道路平

交口弹缩体路面的施工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现代有轨电车以其节能环保、投资较小、载客量适中、乘坐舒适、后期维护费用较

少等优点被国内很多城市作为大力发展的公共交通工具。为了保持有轨电车与市政道路平

交口的外观与市政道路整体外观的一致性，大部分平交口钢轨轨间及上下行轨道中间都采

用沥青路面结构，少部分采用钢筋混凝土路面结构。

[0003] 无论是采用沥青路面结构还是钢筋混凝土路面结构，都有各种各样的缺点。对于

沥青路面而言，主要存在的缺陷是由于钢轨的影响，导致轨间及上下行轨道中间的沥青路

面难以压实，特别在钢轨阻尼块上方的5～10cm范围内沥青路面极易损坏，导致外观质量

差、行车不舒适，并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0004] 钢筋混凝土路面结构相对于沥青路面结构而言，较好地解决了钢轨阻尼块上方及

其周围路面易破损问题，提高了行车舒适性和安全性。但是，白色的钢筋混凝土路面与黑色

的沥青路面之间的色差造成了交叉口整体外观不协调，降低了有轨电车舒适美观的整体形

象。因此本发明研制了一种有轨电车与市政道路平交口弹缩体路面及其施工工艺，以解决

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题，经检索，未发现与本发明相同或相似的技术方案。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克服上述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有轨电车与市政道路平交口弹

缩体路面的施工工艺，解决了与钢轨搭接处沥青路面早期破损引起的病害，并且使得弹缩

体路面与原沥青路面保持色泽一致，提高了交叉口的美观度。

[0006]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7] 一种有轨电车与市政道路平交口弹缩体路面的施工工艺，所述路基、固定在路基

上端的一对钢轨及铺设在路基上端的沥青结构；所述钢轨下端嵌套设置在路基内，并通过

一对地锚螺栓进行锁紧固定，所述钢轨两侧分别设置有下端嵌套在路基内部的阻尼块，所

述阻尼块两侧及凸出钢轨的上端设置有弹缩体结构；所述沥青结构设置在弹缩体结构两

侧，主要为双层结构，下层为改性沥青与聚酯纤维的混合物，上层为改性沥青与玄武岩的混

合物，所述路面的施工工艺具体如下；

[0008] （1）铺设钢轨：将一对导轨通过地锚螺栓平行的固定在路基上，下端嵌套设置在路

基内部，上端突出路基上端面设置，侧边还设置一对阻尼块，并将阻尼块下端嵌套设置在路

基内部；

[0009] （2）沥青结构的路面施工：将改性沥青与聚酯纤维混合搅拌均匀，通过小型摊铺机

进行摊铺，然后再通过双钢轮振动压路机碾压2～4遍，最后用自重26吨以上的胶轮压路机

碾压3遍，并通过胶轮压路机骑轨碾压的方式保证沥青路面压实度；接着将改性沥青与玄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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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混合搅拌均匀，按上述相同的操作方法将混合材料压实；

[0010] （3）与钢轨搭接处沥青路面反开挖：将钢轨两侧100～120mm范围内的沥青结构全

部切割，用人工电动风镐破碎并挖除，形成一沟槽，并用吸尘器将沟槽清理干净；

[0011] （4）弹缩体混合料制备：从市场上购进高黏高弹胶结料及玄武岩碎石，用专用加温

炉将高黏高弹胶结料加温到160～180℃，将玄武岩碎石加温到180～200℃，接着将高黏高

弹胶结料及玄武岩碎石同时放入专用搅拌器中，搅拌3～5min，此时即制得弹缩体混合料；

[0012] （5）沟槽内壁涂刷粘接剂：选用粘接剂并加温到160～180℃，用毛刷涂抹到沟槽底

部及内壁上，露白面积低于1%；

[0013] （6）弹缩体混合料摊铺：将制备好的弹缩体混合料采用人工方法铲入沟槽中，摊铺

高度比沥青结构上端的水平面高出10～15mm，用铁锹拍实；

[0014] （7）弹缩体混合料碾压：当摊铺好的弹缩体混合料温度降至90～100℃时，采用3吨

重的小型双钢轮压路机仔细的碾压3～5遍，压实结束后的高度高于原路面5～8mm；

[0015] （8）开放交通：压实好的弹缩体混合料温度降低至45～55℃时即可开放交通。

[0016] 进一步的，所述步骤（2）～（3）还可按如下方式进行施工，施工方式具体如下：钢轨

铺设完成后，在钢轨侧边100～120mm的范围内设置呈倒置L型的木质模板，并用自攻螺丝固

定在阻尼块上；接着进行沥青结构的路面施工，施工完成后，当路面温度降低至50℃时，即

可将预先设置的木质模板拆除，此时阻尼块与沥青结构之间形成一沟槽。

[0017] 进一步的，所述步骤（4）中高黏高弹胶结料与玄武岩碎石搅拌时的投放比例为3:7

～1:4。

[0018] 进一步的，所述步骤（4）中玄武岩碎石的粒径为5～10mm。

[0019] 由于上述技术方案的运用，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下列有益效果：

[0020] （1）本发明在传统结构的基础上增设了弹性体结构，解决了与钢轨搭接处沥青路

面早期破损引起的病害，并且使得弹缩体路面与原沥青路面保持色泽一致，提高了交叉口

的美观度。同时解决了钢筋混凝土路面结构与原沥青路面保持色泽不一致问题，以及解决

了钢筋混凝土路面结构施工时间过长的问题；

[0021] （2）根据改进了路面结构设计了合理的施工工艺，弹缩体结构采用的原料从市场

上易获得且成本较低，具有更高的抗老化能力、更强抗剪切破坏性能，大大延缓路面裂缝产

生，提升有轨电车交叉路口的使用寿命；

[0022] （3）弹缩体结构所处沟槽既可在沥青结构铺设完成后进行切除形成，又可在铺设

沥青结构之前在沟槽处设置临时的木质模板，后期再将木质模板拆除形成，两种方法均可

实施，工作高效；

[0023] （4）通过长时间研究得出了合理的高黏高弹胶结料与玄武岩碎石搅拌时的投放比

例及玄武岩碎石的粒径，从而使得弹性体的使用寿命能够达到最佳。

附图说明

[0024] 图1是本发明所述结构的示意图。

[0025] 图2是本发明所述结构的局部示意图。

[0026] 图中1、路基，2、钢轨，3、阻尼块，4、地锚螺栓，5、弹缩体结构，6、沥青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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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的内容做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0028] 如图1-2所示，一种有轨电车与市政道路平交口弹缩体路面的施工工艺，所述路基

1、固定在路基1上端的一对钢轨2及铺设在路基1上端的沥青结构6；钢轨2下端嵌套设置在

路基1内，并通过一对地锚螺栓4进行锁紧固定，钢轨2两侧分别设置有下端嵌套在路基1内

部的阻尼块3，阻尼块3两侧及凸出钢轨2的上端设置有弹缩体结构5；沥青结构6设置在弹缩

体结构5两侧，主要为双层结构，下层为改性沥青与聚酯纤维的混合物，上层为改性沥青与

玄武岩的混合物。

[0029] 实施例1

[0030] 一种有轨电车与市政道路平交口弹缩体路面的施工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施工

工艺具体如下：

[0031] （1）铺设钢轨：将一对导轨通过地锚螺栓平行的固定在路基上，下端嵌套设置在路

基内部，上端突出路基上端面设置，侧边还设置一对阻尼块，并将阻尼块下端嵌套设置在路

基内部；

[0032] （2）沥青结构的路面施工：将改性沥青与聚酯纤维混合搅拌均匀，通过小型摊铺机

进行摊铺，然后再通过双钢轮振动压路机碾压2～4遍，最后用自重26吨以上的胶轮压路机

碾压3遍，并通过胶轮压路机骑轨碾压的方式保证沥青路面压实度；接着将改性沥青与玄武

岩混合搅拌均匀，按上述相同的操作方法将混合材料压实；

[0033] （3）与钢轨搭接处沥青路面反开挖：将钢轨两侧100～120mm范围内的沥青结构全

部切割，用人工电动风镐破碎并挖除，形成一沟槽，并用吸尘器将沟槽清理干净；

[0034] （4）弹缩体混合料制备：从市场上购进高黏高弹胶结料及玄武岩碎石，用专用加温

炉将高黏高弹胶结料加温到160～180℃，将粒径为5～10mm的玄武岩碎石加温到180～200

℃，接着将高黏高弹胶结料及玄武岩碎石按3:7～1:4的比例同时放入专用搅拌器中，搅拌3

～5min，此时即制得弹缩体混合料；

[0035] （5）沟槽内壁涂刷粘接剂：选用粘接剂并加温到160～180℃，用毛刷涂抹到沟槽底

部及内壁上，涂抹厚度为1mm，露白面积低于1%；

[0036] （6）弹缩体混合料摊铺：将制备好的弹缩体混合料采用人工方法铲入沟槽中，摊铺

高度比沥青结构上端的水平面高出10～15mm，用铁锹拍实；

[0037] （7）弹缩体混合料碾压：当摊铺好的弹缩体混合料温度降至90～100℃时，采用3吨

重的小型双钢轮压路机仔细的碾压3～5遍，压实结束后的高度高于原路面5～8mm；

[0038] （8）开放交通：压实好的弹缩体混合料温度降低至45～55℃时即可开放交通。

[0039] 实施例2

[0040] 本发明还研制了一种有轨电车与市政道路平交口弹缩体路面的施工工艺，其特征

在于：所述施工工艺具体如下：

[0041] （1）铺设钢轨：将一对导轨通过地锚螺栓平行的固定在路基上，下端嵌套设置在路

基内部，上端突出路基上端面设置，侧边还设置一对阻尼块，并将阻尼块下端嵌套设置在路

基内部；

[0042] （2）安装木质模板：在钢轨侧边100～120mm的范围内设置呈倒置L型的木质模板，

并用自攻螺丝固定在阻尼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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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3] （3）沥青结构的路面施工：将改性沥青与聚酯纤维混合搅拌均匀，通过小型摊铺机

进行摊铺，然后再通过双钢轮振动压路机碾压2～4遍，最后用自重26吨以上的胶轮压路机

碾压3遍，并通过胶轮压路机骑轨碾压的方式保证沥青路面压实度；接着将改性沥青与玄武

岩混合搅拌均匀，按上述相同的操作方法将混合材料压实；

[0044] （4）木质模板拆除：当沥青结构温度降温至50℃后，将木质模板从阻尼块上拆除，

此时木质模板的位置处形成一沟槽；

[0045] （5）弹缩体混合料制备：从市场上购进高黏高弹胶结料及玄武岩碎石，用专用加温

炉将高黏高弹胶结料加温到160～180℃，将粒径为5～10mm的玄武岩碎石加温到180～200

℃，接着将高黏高弹胶结料及玄武岩碎石按3:7～1:4的比例同时放入专用搅拌器中，搅拌3

～5min，此时即制得弹缩体混合料；

[0046] （6）沟槽内壁涂刷粘接剂：选用粘接剂并加温到160～180℃，用毛刷涂抹到沟槽底

部及内壁上，涂抹厚度为1mm，露白面积低于1%；

[0047] （7）弹缩体混合料摊铺：将制备好的弹缩体混合料采用人工方法铲入沟槽中，摊铺

高度比沥青结构上端的水平面高出10～15mm，用铁锹拍实；

[0048] （8）弹缩体混合料碾压：当摊铺好的弹缩体混合料温度降至90～100℃时，采用3吨

重的小型双钢轮压路机仔细的碾压3～5遍，压实结束后的高度高于原路面5～8mm；

[0049] （9）开放交通：压实好的弹缩体混合料温度降低至45～55℃时即可开放交通。

[0050] 实施例3

[0051] 在有轨电车与已通车的道路交叉路口，首先协调有轨电车运营部门和交通管理部

门确定允许施工的时间段，一般是有轨电车夜间停运时间，即23:00~次日04:00，根据允许

时间，编制详细的施工方案，具体编制方案如下：

[0052] （1）精确计算从交叉口围挡、切割挖除旧沥青结构到摊铺碾压弹缩体的全部时间，

进而确定每天的施工断面长度；

[0053] （2）提前拌制好弹缩体混合料待用，每条沟槽清理完毕后立即涂刷弹缩体混合料，

并铺筑弹缩体混合料，紧跟着碾压；

[0054] 本实施例从交叉口围挡、切割挖除、弹缩体混合料拌制、摊铺碾压形成搭接流水作

业，提高工作效率，将维修施工对有轨电车和社会车辆的交通影响降到最低。

[0055] 上述实施例只为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构思及特点，其目的在于让熟悉此项技术的人

士能够了解本发明的内容并加以实施，并不能以此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凡根据本发明

精神实质所作的等效变化或修饰，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说　明　书 4/4 页

6

CN 107558323 B

6



图1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1/1 页

7

CN 107558323 B

7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RA
	DRA00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