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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铁路框构桥顶进前导式钢

箱棚刃角，包括钢箱棚导梁结构和钢箱棚刃角结

构，钢箱棚导梁结构位于钢箱棚刃角结构上端，

钢箱棚刃角由钢箱底板和钢箱侧壁固定组成凵

字型结构，钢箱侧壁上端通过滑道连接有钢箱棚

导梁结构，钢箱棚刃角结构为楔形结构，楔形结

构的斜边一端朝向顶进方向。通过钢箱棚导梁结

构和钢箱棚刃角结构配合掘土，将框构桥牵引至

所需位置，在大跨度框构桥铁路顶进施工中，提

高了顶进施工期间铁路线路的安全性，提高了施

工期间列车限制速度，降低了铁路运能损失，降

低了工程造价，提高了施工效率，降低了结构技

术风险和施工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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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铁路框构桥顶进前导式钢箱棚刃角，其特征在于：包括钢箱棚导梁结构和钢箱

棚刃角结构，钢箱棚导梁结构位于钢箱棚刃角结构上端，钢箱棚刃角由钢箱底板和钢箱侧

壁固定组成凵字型结构，钢箱侧壁上端通过滑道连接有钢箱棚导梁结构，钢箱棚刃角结构

为楔形结构，楔形结构的斜边一端朝向顶进方向。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铁路框构桥顶进前导式钢箱棚刃角，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钢

箱棚导梁结构为：前导梁与后导梁通过钢护套连接，前导梁与后导梁下端面连接有顶座，顶

座上连接有千斤顶，千斤顶位置与前导梁对应。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铁路框构桥顶进前导式钢箱棚刃角，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钢

箱棚导梁结构与钢箱底板之间固定连接有加强立柱。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铁路框构桥顶进前导式钢箱棚刃角，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钢

箱棚导梁结构、钢箱底板和钢箱侧壁内部均焊接有内支撑梁。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铁路框构桥顶进前导式钢箱棚刃角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如

下步骤：1）对铁路线路进行长轨放散，采用工字钢纵横梁对铁路线路进行加固；

2）在铁路线一侧预制框构桥，在框构桥顶进前端预埋内撑梁及锚固钢筋；

3）对安装前导式钢箱棚刃角处基底进行地基处理；

4）安装钢箱棚导梁结构和钢箱棚刃角结构焊接成一个整体骨架，钢箱底板和钢箱侧壁

与预埋进框构桥的内锚梁焊接固定，钢箱棚导梁采用U型螺栓与内支撑梁固定，保证承受剪

力且不阻碍导梁前后移动；

5）铁路列车限速，钢箱棚刃角前导梁吃土顶进，掘进时导梁箱棚内采用人工修整掘进

面、出土及在导梁推进时对箱体状态进行监视，导梁单次掘进20-30cm；

6）框构主体顶进，导梁千斤顶同时回镐，中心土采用机械挖掘出土，主体顶进按前导梁

顶程控制，顶至前导梁回缩后停止；

7）重复进行5、6步骤，直至框构桥顶进就位；

8）钢箱棚刃角拆除；

9）线路加固拆除，解除线路封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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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铁路框构桥顶进前导式钢箱棚刃角及其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铁路框构桥顶进前导式钢箱棚刃角及其施工方法，属于土木工程

建设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公路、铁路等下穿既有铁路线路，一般都要在不中断铁路行车、不影响行车安全的

前提下进行相关工程建设。目前在下穿既有铁路线路时，一般优先采用整体式框架桥结构

顶进施工，框构桥顶进施工至今已有40多年的历史，列车在限速45km/h下框构桥顶进施工

技术已经比较成熟。此种施工方法涉及到对既有铁路线路进行加固或架空处理，再进行顶

进作业等施工。在顶进桥涵施工中，为确保行车及施工安全必须进行铁路线路的加固，选择

线路加固的方式应以对运输干扰较小，而又确保铁路运营安全，同时施工简便易行为原则，

此外还应根据路基土质、顶进桥涵的结构尺寸、涵顶以上覆土厚度，以及施工季节和地下水

变化情况等综合考虑后决定，国内外常见线路加固形式有以下几种形式：

1、当顶进箱涵或圆涵的尺寸较小，且处于直线地段，运输不甚繁忙，路基填土密实，涵

顶覆土厚度在3m以上时，可不进行线路加固，但需限速通过，并有专人监视线路，如有异状

及时进行整修，有塌方可能时可用吊轨进行线路加固；

2、当顶进桥涵孔径较大如径跨在2~8m以内，覆土厚度在1m以上时，可采用便梁法、轨束

梁法或工字钢束轨梁或工字钢束梁法加固线路，另外，还可用钢板脱壳法稳定涵顶以上覆

土，防止线路横移，线路仍以吊轨梁加固；

3、当顶进桥涵径跨大于8m，顶上又无覆土或覆土很薄时，可采用吊轨加横梁加固法或

吊轨加工字钢纵横梁加固法。

[0003] 由于国内经济发展迅速，随着城市建设不断扩大，许多城市道路都在四车道以上，

并包含非机动车及人行道布置，框构桥断面宽度一般都在20米以上，所以上述线路加固方

法中运用最多的是工字钢纵横梁法，工字钢纵横梁法适用于孔径较大，框构顶无覆土情况，

采用此方法加固线路时，一般做法是在框构桥顶进前端下部的边墙底板去除，做成上部突

出的钢筋混凝土刃角，即悬臂式圬工刃角，侧面成倒三角形，顶部突出部分在顶进过程中最

先“吃土”，并且承担工字钢横梁的前支撑点，框构桥顶进时，在框构前端刃角处不断挖土，

随顶随挖，直至框构结构全部顶入路基为止，框构桥顶进就位后，其前端的刃角下部边墙及

底板需要后浇补齐，刃角补齐段后浇施工往往为临近铁路线作业，受铁路行车干扰较大，宜

危及铁路行车安全，为了保证铁路线路的运营安全，通常需要先在顶进前端的路基两侧施

工八字形防护桩，再进行刃角后浇补齐段的施工，且后浇段混凝土施工质量难以保证，新旧

混凝土界面难以处理完好，接缝处理不好，会在使用期间造成漏水的安全隐患。另外，采用

工字钢纵横梁的线路加固方法，框构桥需要吃土顶进，顶进过程中要随挖随顶，路基前“天

窗”开口必须严格控制，如果开口过大，将导致工字钢横抬梁失稳，危机铁路运营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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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铁路框构桥顶进前导式钢箱棚刃角及其施

工方法，通过钢箱棚导梁结构和钢箱棚刃角结构配合掘土，将框构桥牵引至所需位置，在大

跨度框构桥铁路顶进施工中，提高了顶进施工期间铁路线路的安全性，提高了施工期间列

车限制速度，降低了铁路运能损失，降低了工程造价，提高了施工效率，降低了结构技术风

险和施工风险。

[0005] 为解决以上问题，本发明的具体技术方案如下：一种铁路框构桥顶进前导式钢箱

棚刃角，包括钢箱棚导梁结构和钢箱棚刃角结构，钢箱棚导梁结构位于钢箱棚刃角结构上

端，钢箱棚刃角由钢箱底板和钢箱侧壁固定组成凵字型结构，钢箱侧壁上端通过滑道连接

有钢箱棚导梁结构，钢箱棚刃角结构为楔形结构，楔形结构的斜边一端朝向顶进方向。

[0006] 所述的钢箱棚导梁结构为：前导梁与后导梁通过钢护套连接，前导梁与后导梁下

端面连接有顶座，顶座上连接有千斤顶，千斤顶位置与前导梁对应。

[0007] 所述的钢箱棚导梁结构与钢箱底板之间固定连接有加强立柱。

[0008] 所述的钢箱侧壁焊接有若干个平行设置的侧壁横隔板，相邻两侧壁横隔板之间设

有一个内支撑梁。

[0009] 铁路框构桥顶进前导式钢箱棚刃角的施工方法，步骤如下：1）对铁路线路进行长

轨放散，采用工字钢纵横梁对铁路线路进行加固；

2）在铁路线一侧预制框构桥，在框构桥顶进前端预埋内撑梁及锚固钢筋；

3）对安装前导式钢箱棚刃角处基底进行地基处理；

4）安装钢箱棚导梁结构和钢箱棚刃角结构焊接成一个整体骨架，钢箱底板和钢箱侧壁

与预埋进框构桥的内锚梁焊接固定，钢箱棚导梁采用U型螺栓与内支撑梁固定，保证承受剪

力且不阻碍导梁前后移动；

5）铁路列车限速，钢箱棚刃角前导梁吃土顶进，掘进时导梁箱棚内采用人工修整掘进

面、出土及在导梁推进时对箱体状态进行监视，导梁单次掘进20-30cm；

6）框构主体顶进，导梁千斤顶同时回镐，中心土采用机械挖掘出土，主体顶进按前导梁

顶程控制，顶至前导梁回缩后停止；

7）重复进行5、6步骤，直至框构桥顶进就位；

8）钢箱棚刃角拆除；

9）线路加固拆除，解除线路封锁。

[0010] 本发明带来的有益效果为：1、前导式钢箱棚刃角施工后拆除，避免传统采用的圬

工刃角需施工防护桩及后浇补齐段。

[0011] 2、前导式钢箱棚刃角发明重点在于刃角顶部采用的棚式结构，与下部结构分离，

具有独立的顶进系统，通过设置滑道可预先顶进形成超前支护。

[0012] 3、钢箱棚导梁断面较大，便于箱内挖土作业，且增大了纵向刚度，能够承受更大上

部荷载。

[0013] 4、前导式钢箱棚刃角采用分部顶进，顶进工法更加可靠、安全。

[0014] 5、钢箱棚刃角可按规格进行标准化生产，社会效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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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铁路框构桥顶进前导式钢箱棚刃角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为图1的侧视结构示意图。

[0017] 图3为图1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如图1至图3所示，一种铁路框构桥顶进前导式钢箱棚刃角，包括钢箱棚导梁结构1

和钢箱棚刃角结构2，钢箱棚导梁结构1位于钢箱棚刃角结构2上端，钢箱棚刃角结构由钢箱

底板2-1和钢箱侧壁2-2固定组成凵字型结构，钢箱侧壁2-2上端通过滑道3连接有钢箱棚导

梁结构1，钢箱棚刃角结构2为楔形结构，楔形结构的斜边一端朝向顶进方向。

[0019] 所述的钢箱棚导梁结构1为：前导梁1-1与后导梁1-2通过钢护套1-3连接，前导梁

1-1与后导梁1-2下端面连接有顶座4，顶座4上连接有千斤顶5，千斤顶5位置与前导梁1-1对

应。

[0020] 所述的钢箱棚导梁结构1与钢箱底板2-1之间固定连接有加强立柱2-3。

[0021] 所述的钢箱侧壁2-2焊接有若干个平行设置的侧壁横隔板2-21，相邻两侧壁横隔

板2-21之间有一个内支撑梁6。

[0022] 铁路框构桥顶进前导式钢箱棚刃角的施工方法，步骤如下：1）对铁路线路进行长

轨放散，采用工字钢纵横梁对铁路线路进行加固；

2）在铁路线一侧预制框构桥7，在框构桥7顶进前端预埋内撑梁7及锚固钢筋8；

3）对安装前导式钢箱棚刃角2处基底进行地基处理；

4）安装钢箱棚导梁结构1和钢箱棚刃角结构2焊接成一个整体骨架，钢箱底板2-1和钢

箱侧壁2-2与预埋进框构桥7的内支撑梁6焊接固定，钢箱棚导梁结构1采用U型螺栓与内支

撑梁6固定，保证承受剪力且不阻碍导梁前后移动；

5）铁路列车限速，钢箱棚刃角前导梁1-1吃土顶进，掘进时导梁箱棚内采用人工修整掘

进面、出土及在导梁推进时对箱体状态进行监视，导梁单次掘进20-30cm；

6）框构主体顶进，导梁千斤顶同时回镐，中心土采用机械挖掘出土，主体顶进按前导梁

顶程控制，顶至前导梁回缩后停止；

7）重复进行步骤5）和6），直至框构桥7顶进就位；

8）钢箱棚刃角结构拆除；

9）线路加固拆除，解除线路封锁。

[0023] 在框构桥顶进前端安装前导式钢箱棚刃角，作为框构桥吃土顶进时掘进面与路基

的支护，首先在前导梁钢箱棚内进行开挖，当导梁向前顶进时，其上部土方由前端钢刃尖切

割下落，前导梁承担上部土压荷载。前导梁前进一个顶程后进行刃角边墙两侧的土方开挖，

框构主体带动整体钢箱棚刃角随顶随挖，保证钢刃尖切入土层10cm以上。最后进行中心土

开挖，应掌握土坡的平整，并保持与刃角坡度一致，或根据路基土质情况选用适当坡度，严

禁出现倒坡。整个顶进过程中，上部荷载由土压荷载，轨道及线路加固设备荷载和列车活载

组成。上部荷载直接作用在钢箱棚前导梁上，再由内撑梁、滑道支撑传递到刃角下部骨架

上。由于前导梁先行推进切入土体，形成半悬臂式的超前支护结构，承受了全部的上部荷

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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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框构主体顶进时钢箱棚刃角内部首先采用人工开挖路基土体，其走向取决于人工

超挖的方向，可高可低，可左可右。当前导梁上倾时，在中心土强大的反作用力下，刃角被迫

向上抬升，使框构主体顶进向上坡趋近。反之向下坡趋近。同理在刃角边墙两侧挖土，中心

土西侧超挖，东侧欠挖时，东侧钢刃尖吃土较深，受力较大，西侧钢刃尖受力较小，致使框构

向西偏转。同时加强监测，当框构桥有偏移倾向前就应及时纠偏，调整方向。

[0025] 框构桥顶进期间，铁路路基沉降和路基土体损失是危机铁路安全的最大隐患，因

整体路基土方开挖在钢箱棚前导梁支护下作业，路基开挖高度和宽度均和框构桥相同，甚

至是由刃角周围的钢刃尖切土，避免造成超挖和土体坍塌。钢箱棚前导梁作为半悬臂半简

支结构支撑上部的铁路线路，其较大的截面刚度和较小的前天窗跨度大大改善了顶进期间

工字钢横抬梁的受力状态，降低了线路加固范围内的下挠度，可提高火车施工期间的运行

限速。

[0026] 前导式钢箱棚刃角通过内锚支撑梁与框构主体连接，框构桥顶进就位后可直接拆

除，并可在其他工程上重复利用，通过本发明替代了传统使用的钢筋混凝土圬工刃角，避免

了在线下施工后浇补齐段作业和防护桩施工，减少工期，降低造价。

[0027] 在本发明的描述中，需要理解的是，术语“垂直”、“上”、“下”、“一侧端”、“一端”、

“上端”、“水平”、“上方”、“下方”、“竖直”、“中部”、“下端”、 “另一端”、“纵向”等指示的方位

或位置关系为基于附图所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仅是为了描述本发明和简化描述，而不是

指示或暗示所指的装置或元件必须具有特定的方位，以特定的方位构造和操作，因此，不能

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

[0028] 在本发明中，除非另有明确规定和限定，术语“安装”、“  相连”、“连接、“固定”等术

语应做广义理解，例如，可以是固定连接，也可以是可拆卸连接，或成一体；可以是机械连

接，也可以是电连接；可以是直接连接，可以是通过中间媒介间接连接，可以是两个元件内

部的连通或两个元件的相互作用关系，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根据具体情

况理解上述术语在本发明中的具体含义。

[0029] 以上所述的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应当指出，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

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作出若干变型和改进，也应视为属于本发明的保

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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