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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装配式水泥混凝土路面结构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装配式水泥混凝土

路面结构，包括若干个预制路面板，两个相邻预

制路面板通过相互配合的斜向侧边拼接；每个预

制路面板的斜向侧边与路面行车方向之间夹角

呈钝角；每个预制路面板内水平铺设一层钢筋

网，且整个预制路面板由沥青混合料浇注而成；

钢筋网上以一定水平间隔固定有传力部件。本实

用新型的水泥混凝土路面结构的铺装具有方向

性，根据行车方向将预制路面板的接缝区设置成

斜接缝，该斜向侧边与行车方向之间的角度设

置，使接缝区与车辆的后推力对应，便于后推力

的传递衰减，从而避免了接缝处混凝土板的应力

集中现象，大幅度减少板边、半角断裂病害，延长

混凝土的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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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装配式水泥混凝土路面结构，其特征在于，包括若干个预制路面板，两个相邻预

制路面板通过相互配合的斜向侧边拼接；每个预制路面板的斜向侧边与路面行车方向之间

夹角呈钝角；

每个预制路面板内水平铺设一层钢筋网，且整个预制路面板由水泥混凝土浇注而成；

所述钢筋网上以一定水平间隔固定有传力部件；所述传力部件包含一对钢筋笼、传力杆和

套筒；其中一个钢筋笼的笼身高于所述钢筋网平面，另一个钢筋笼的笼身低于所述钢筋网

平面，所述钢筋笼上竖向固定有传力杆，所述传力杆的上部套设有套筒，所述套筒与高于钢

筋网平面的钢筋笼固定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配式水泥混凝土路面结构，其特征在于，每个所述预制路面

板的斜向侧边与水平面的夹角为45°～60°。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装配式水泥混凝土路面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传力杆的竖向

中点与钢筋网共面。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配式水泥混凝土路面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预制路面板的

两个斜向侧边处设置有传力部件。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配式水泥混凝土路面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套筒与传力杆

的间隙处填充有缓冲材料。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配式水泥混凝土路面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预制路面板的

侧面设置有吊装孔。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配式水泥混凝土路面结构，其特征在于，一对钢筋笼分别设

置于传力杆的两侧。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配式水泥混凝土路面结构，其特征在于，两个预制路面板的

拼接处设置有缓冲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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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装配式水泥混凝土路面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公路工程水泥混凝土路面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装配式水泥混

凝土路面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水泥混凝土路面具有刚度大、承载能力强、耐候性好、抗滑性能卓越、使用寿命长、

材料来源广泛等技术优势，已广泛应用于高等级公路、国省道主干线及乡镇道路。但其在使

用过程中，易出现一些早期病害，如纵向与横向裂缝、板角断裂、唧泥、错台等，维修养护非

常困难，费用高，养护时对既有交通干扰大，道路管养部门压力重重，亟待寻找一种简单易

行、维修效率高、结构稳定性好的维修养护措施对旧混凝土板进行更换维修。

[0003] 另外，在沥青混凝土路面平交口(如十字路口)，受交通信号灯控制，车辆的急停急

行对沥青路面产生剧烈破坏，如车辙、推移病害；沥青混凝土存在高温抗形变能力弱、层间

粘结力弱、维修养护效率低、维修困难等技术难题，因此，研发一种新型路面结构及材料，采

用装配式刚性路面结构，提高水泥混凝土路面维修养护效率，也可用于沥青路面平交口，抑

制其车辙、推移等病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工程应用价值。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题，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出一种装配式水泥混凝土

路面结构，本实用新型基于行车方向将水泥混凝土预制板间的接缝区由直线变成斜线，改

变了两个板之间的传荷方式；改善了接缝处混凝土板的应力集中现象，减少板边、半角断裂

病害，延长混凝土的使用寿命；通过改善传力杆方向，抑制了板间的过渡张拉引起密封材料

松动、界面脱落，也提高了混凝土路面整体的结构强度。

[0005]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以下技术方案予以实现。

[0006] 一种装配式水泥混凝土路面结构，包括若干个预制路面板，两个相邻预制路面板

通过相互配合的斜向侧边拼接；每个预制路面板的斜向侧边与路面行车方向之间夹角呈钝

角；

[0007] 每个预制路面板内水平铺设一层钢筋网，且整个预制路面板由水泥混凝土浇注而

成；所述钢筋网上以一定水平间隔固定有传力部件；所述传力部件包含一对钢筋笼、传力杆

和套筒；其中一个钢筋笼的笼身高于所述钢筋网平面，另一个钢筋笼的笼身低于所述钢筋

网平面，所述钢筋笼上竖向固定有传力杆，所述传力杆的上部套设有套筒，所述套筒与高于

钢筋网平面的钢筋笼固定连接。

[0008] 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特点和进一步的改进在于：

[0009] 进一步地，每个所述预制路面板的斜向侧边与水平面的夹角为45°～60°。

[0010] 更进一步地，所述传力杆的竖向中点与钢筋网共面。

[0011] 进一步地，所述预制路面板的两个斜向侧边处设置有传力部件。

[0012] 进一步地，所述套筒与传力杆的间隙处填充有缓冲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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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进一步地，所述预制路面板的侧面设置有吊装孔。

[0014] 进一步地，一对钢筋笼分别设置于传力杆的两侧。

[0015] 进一步地，两个预制路面板的拼接处设置有缓冲材料。

[001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为：

[0017] (1)本实用新型的水泥混凝土路面结构的铺装具有方向性，根据行车方向将预制

路面板的接缝区设置成斜接缝，该斜向侧边与行车方向之间的角度设置，使接缝区与车辆

的后推力对应，便于后推力的传递衰减，从而避免了接缝处混凝土板的应力集中现象，大幅

度减少板边、半角断裂病害，延长混凝土的使用寿命。

[0018] (2)本实用新型的传力杆为竖向设置，使两个预制路面板之间的传荷方式发生了

改变，一方面实现了板间水平方向的有效连接，抑制了板间的过渡张拉引起密封材料松动、

界面脱落，也提高了混凝土路面整体的结构强度；另一方面，加固了接缝区混凝土的结构强

度，抑制了板间因行车碰撞而导致的病害。

[0019] (3)本实用新型的预制路面板采用提前预制方式，实现装配式铺装，提高路面维修

效率，减少因路面维修对交通的干扰。

附图说明

[0020]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1]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装配式水泥混凝土路面结构的示意图；

[0022]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预制路面板的一个斜向侧边处的传力部件结构图；

[0023]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预制路面板内的传力部件结构图。

[0024] 以上图中，1预制路面板；101斜向侧边；2钢筋网；3钢筋笼；4传力杆；5套筒；6吊装

孔。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将结合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的实施方案进行详细描述，但是本领域的技术人

员将会理解，下列实施例仅用于说明本实用新型，而不应视为限制本实用新型的范围。

[0026] 参考图1-图3，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装配式水泥混凝土路面结构，包括若干个预制

路面板1，两个相邻预制路面板1通过相互配合的斜向侧边101拼接；每个预制路面板1的斜

向侧边101与路面行车方向之间夹角呈钝角；

[0027] 每个预制路面板1内水平铺设一层钢筋网2，且整个预制路面板1由水泥混凝土浇

注而成；所述钢筋网2上以一定水平间隔固定有传力部件；所述传力部件包含一对钢筋笼3、

传力杆4和套筒5；其中一个钢筋笼3的笼身高于所述钢筋网2平面，另一个钢筋笼3的笼身低

于所述钢筋网2平面，所述钢筋笼3上竖向固定有传力杆4，所述传力杆4的上部套设有套筒

5，所述套筒5与高于钢筋网2平面的钢筋笼3固定连接。

[0028] 以上实施例中，装配式水泥混凝土路面结构根据实际路面铺装长度由若干个预制

路面板1拼接而成，根据实际路面的行车方向设置，将预制路面板1通过侧面的吊装孔6吊装

至待铺设路面，使预制路面板1的斜向侧边101与路面行车方向之间夹角呈钝角，这样就可

以使车辆行驶或停车过程中的后推力通过斜向侧边101自上而下传递衰减，从而减小路面

损坏，避免接缝处混凝土板的应力集中现象，大幅度减少板边、半角断裂病害，延长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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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用寿命。

[0029] 每个预制路面板1的制作过程为:制作所需尺寸的预制路面板1模具，找一片平整

基底，并对基底进行清扫；用90°角钢作路面钢护角，在基底上铺设隔水层(如防水布)，将预

制路面板1模具置于隔水层上，使模具底面被隔水层覆盖，并将模具固定于基底上；根据工

程要求按一定间隔绑扎钢筋网2，钢筋网2由横筋和纵筋绑扎而成，钢筋网2绑扎结束后，按

一定间隔在钢筋网2上制作传力部件：先将一对钢筋笼3绑扎至钢筋网2上，其中一个钢筋笼

3的笼身高于所述钢筋网2平面，另一个钢筋笼3的笼身低于所述钢筋网2平面，便于传力杆4

的竖向固定，传力杆4与钢筋网2垂直，传力杆4上部为粗糙端，传力杆4的下部为光滑端，先

将传力杆4下部焊接于对应钢筋笼3上，再将套筒5套设于传力杆4上部，套筒5焊接于钢筋笼

3上，即制作完成。每个制作节点均如上述过程制作传力部件。钢筋网2与传力部件制作完成

后，将其装入模具中，用木块支起150mm并固定高度；将拌制的混凝土填到装好的模子中，在

填筑过程中水平放入PVC吊装管，PVC吊装管的一端与模具贴合，使填筑结束后在预制路面

板1侧面形成吊装孔6；填筑结束后用振捣器振捣20分钟，即完成混凝土浇筑。最后，采用电

动混凝土抹面机进行混凝土压光收面，面板侧向人工抹平，在混凝土浇筑后的12h内对混凝

土加以覆盖和浇水养护，当浇筑的混凝土达到24h后即可模板拆除，得到预制路面板1。

[0030] 本实用新型将现有的水平方向传力杆4变成竖直方向传力杆4，改变了传荷方式，

一方面，实现了板间水平方向的有效连接，抑制了板间的过渡张拉引起密封材料松动、界面

脱落，也提高了混凝土路面整体的结构强度；另一方面，加固了接缝区混凝土的结构强度，

抑制了板间因行车碰撞而导致的病害。

[0031] 参考图1-图3，根据本实用新型的一个实施例，每个所述预制路面板1的斜向侧边

101与水平面的夹角为45°～60°，以保证车辆产生的后推力的传递衰减效果。

[0032] 参考图1-图3，根据本实用新型的一个实施例，所述传力杆4的竖向中点与钢筋网2

共面。

[0033] 参考图1，根据本实用新型的一个实施例，所述预制路面板1的两个斜向侧边101处

设置有传力部件，以稳固板间连接，同时增强板间传力过程。

[0034] 参考图3，根据本实用新型的一个实施例，所述套筒5与传力杆4的间隙处填充有缓

冲材料。

[0035] 参考图3，根据本实用新型的一个实施例，两个预制路面板1的拼接处设置有缓冲

材料。

[0036] 以上实施例中，缓冲材料为聚氨酯类膏状物，将其填充于套筒5与传力杆4的间隙

处，防止套筒5与传力杆4碰撞摩擦，起到保护作用；将其填充于两个预制路面板1的拼接处，

当交通荷载经过两板的接缝区，缓冲材料处于受压状态，不易被交通荷载拽出而剥离；同时

缓冲材料还具有密封效果，延长密封材料的使用寿命。

[0037] 参考图1，根据本实用新型的一个实施例，所述预制路面板1的侧面设置有吊装孔

6，便于安装。

[0038] 参考图3，根据本实用新型的一个实施例，一对钢筋笼3分别设置于传力杆4的两

侧，以形成传力杆4两侧的结构对称，使整个路面结构的稳定性更强。

[0039] 本实用新型安装时，根据预制路面板1基本轮廓现场撒白灰线，再吊运安装预制板

面，板面之间距离不得大于10mm，两个面板之间缝隙用聚氨酯填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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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0] 钢筋笼3套尺寸比横筋尺寸小一个规格，其中，钢筋笼3尺寸为3000mmL×100mm  H

×100mm  W。

[0041] 虽然，本说明书中已经用一般性说明及具体实施方案对本实用新型作了详尽的描

述，但在本实用新型基础上，可以对之作一些修改或改进，这对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是显而

易见的。因此，在不偏离本实用新型精神的基础上所做的这些修改或改进，均属于本实用新

型要求保护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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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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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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