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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场段库内立柱式检查坑

整体道床无轨施工技术，包括立柱和模具体，所

述立柱的上方设置有轨道施工台，且轨道施工台

的上表面设置有扣件，所述轨道施工台的内部横

向贯穿有预埋钢筋，所述轨道施工台的上方安置

有基轨，所述模具体的上端内侧面焊接有定位

板，所述模具架的侧壁固定焊接有定位套圈，所

述模具体的底部嵌入有锁定杆，所述锁定杆分别

从模具板的左右两侧内部贯穿。该场段库内立柱

式检查坑整体道床无轨施工技术采用无轨施工

法创新工艺，根据扣配件的尺寸，加工精密的模

具，减少施工单位交叉施工，提高了施工工效，降

低了人工架轨的劳动强度，节约工装成本，更能

较好地控制施工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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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场段库内立柱式检查坑整体道床无轨施工技术，包括立柱（1）和模具体（7），其

特征在于：所述立柱（1）的上方设置有轨道施工台（2），且轨道施工台（2）的上表面设置有扣

件（3），所述轨道施工台（2）的内部横向贯穿有预埋钢筋（4），且轨道施工台（2）的上方内部

竖向嵌入有尼龙套管（5），所述轨道施工台（2）的上方安置有基轨（6），所述模具体（7）的上

端内侧面焊接有定位板（8），且模具体（7）的正面固定有模具架（9），所述模具架（9）的侧壁

固定焊接有定位套圈（10），所述模具体（7）的底部嵌入有锁定杆（11），且模具体（7）的底面

安置有模具板（12），所述锁定杆（11）分别从模具板（12）的左右两侧内部贯穿，且锁定杆

（11）从模具板（12）内部穿出的一侧外侧套设有锁定螺母（13）。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场段库内立柱式检查坑整体道床无轨施工技术，其特征

在于：所述扣件（3）的坡度为1:40，所述预埋钢筋（4）的安装中心位置距轨道施工台（2）的底

面距离为50mm，且轨道施工台（2）的底面与基轨（6）的上表面之间的距离为500mm，所述预埋

钢筋（4）共设置有4根。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场段库内立柱式检查坑整体道床无轨施工技术，其特征

在于：所述该场段库内立柱式检查坑整体道床无轨施工技术的具体施工步骤为：施工准备，

基标测设，钢筋绑扎，安装木模板，安装型钢模具、螺钉、尼龙套管及螺旋筋，模板及模具精

调，隐蔽工程报验，浇筑立柱混凝土，拆模、养生，复测立柱的顶面标高，安装钢轨扣配件，钢

轨架设，轨道精调；其中施工准备包括以下工艺：

a.加工木模板：根据立柱（1）的几何尺寸加工所需要的木模板，立柱（1）的单侧柱体宽

度为350mm，立柱（1）单侧柱体之间的间距为1200mm；

b.加工模具体（7）：选用厚度为8～10mm的钢板制作胎模，胎模的几何尺寸控制在1mm以

内，胎模完成后型钢下料，制备模具体（7）。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场段库内立柱式检查坑整体道床无轨施工技术，其特征

在于：所述预埋钢筋（4）在加工棚内集中下料，加工后运至现场进行绑扎。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场段库内立柱式检查坑整体道床无轨施工技术，其特征

在于：所述安装木模板包括以下工艺：

a.定位放线，相邻两个立柱（1）之间的间距尺寸为1.25m，安装前将立柱（1）下部基础位

置凿毛，同时将立柱（1）基础内浮碴及碎片清理干净，保证新老混凝土有较强的粘贴力；

b.在木模板与混凝土基础的接缝处用双面胶带密封处理，再进行木模板安装；

c.木模板施工技术要求为：木模板安装位置偏差不大于±5mm，垂直度2mm，宽度允许偏

差为±5mm，表面不平整度不大于2mm（1m靠尺检查），高程允许偏差±5mm；

d.木模板支立时，清除木模板上的杂物，对于严重变形、挠曲的木模板禁止使用；

e.木模板支立时，保证牢固平整，并保证木模板在线路方向上平顺，接头处平整，在木

模板接缝处用塑料胶带粘贴，底部有缝隙者，则用水泥砂浆堵塞严密；

f.立模前，在木模板内侧均匀涂抹水性脱模剂，木模板安装好后进行加固，横纵向均用

50mmX70mm的方木连接固定。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场段库内立柱式检查坑整体道床无轨施工技术，其特征

在于：所述安装型钢模具、螺钉、尼龙套管及螺旋筋包括以下工艺：

a.在木模板安装完毕后，将模具体（7）固定在轨道施工台（2）上，并对模具体（7）的水平

度、直线度进行精调，模具体（7）的水平高度控制在0～3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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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螺钉、尼龙套管（5）及螺旋筋安装好后，螺钉要求在同一条直线上，误差控制在±1mm

之内；

c.木模板、钢筋、模具体（7）、螺钉尺寸检查完毕，符合要求后进行隐蔽工程报验。

7.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场段库内立柱式检查坑整体道床无轨施工技术，其特征

在于：所述浇筑立柱混凝土包括以下工艺：

a.浇筑混凝土前，再次检测木模板，确认符合验收标准后进行浇筑，同时对螺钉进行覆

盖；

b.在浇筑过程中掌握好振捣时机，不可早振、漏振和过振，采用插入式震动棒进行振

捣，插入式震动棒的操作要点是直上直下、快插慢拔、插点均匀，混凝土入模后，分层捣固，

捣固均匀，不得漏捣；

c.立柱（1）顶面抹面整平，之后进行收光、压光，抹面允许偏差为：平整度3mm、高程0～

3mm。

8.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场段库内立柱式检查坑整体道床无轨施工技术，其特征

在于：所述拆模及道床养生包括以下工艺：

a.混凝土强度达到5MPa时拆模，拆除侧模时对立柱（1）上部道床部分进行土木布或塑

料薄膜材料进行覆盖养生，并结合现场温度适当洒水养护；

b.拆模后道床表面应光洁，不得有蜂窝、露筋、空洞等现象，硬伤、掉角等缺陷应及时修

补完好，麻面每侧不得超过该侧面积的1%，如道床混凝土与立柱（1）混凝土之间存在色差，

采用聚合物修补砂浆（修补SJ-40）或高强灌浆料进行表面处理，确保色差平顺过渡。

9.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场段库内立柱式检查坑整体道床无轨施工技术，其特征

在于：所述复测立柱的顶面标高的工艺为：拆模后对柱顶面标高进行复测，对略高于设计高

度的立柱（1）顶面进行打磨，使立柱（1）的顶面满足设计要求；安装钢轨扣配件的工艺为:尼

龙套管（5）提前与螺栓道钉拧紧，且在拧紧前涂抹黄油，组装扣件（3）完毕后，用小型装载机

将钢轨基轨（6）吊放在立柱（1）上。

10.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场段库内立柱式检查坑整体道床无轨施工技术，其特征

在于：所述轨道精调的工艺为：

a.先调水平，后调轨距，采用先粗调后精调的原则，反复调至符合标准为止，采用弦线

法和万能道尺（精度允许偏差0～+0.5mm）进行精调定位作业；

b.目测观察，配合万能道尺和10m或20m长弦线丈量调整，使钢轨平直圆顺，反复进行调

轨工作，至达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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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场段库内立柱式检查坑整体道床无轨施工技术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地铁施工工装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场段库内立柱式检查坑整体道床

无轨施工技术。

背景技术

[0002] 地铁是近代人类社会发展较为快速的一项出行方式，它同火车有很多相似的地

方，地铁建设在地下，故而称之为地铁，在很多城市中，尤其是一线、二线这样的大城市，地

铁网覆盖面积广大，地铁使用率极高，采用地铁出行的人数也越来越多，在上下班高峰时

期，地铁站人数更为集中，地铁以及地铁相关技术，在未来将会得到非常大的有利发展，同

时城市对于地铁线路的需求量也在同比增长，地铁铺建技术急需作出相应改革。

[0003] 在地铁铺建中，场段线库内立柱式检查坑的常规施工工艺是采用人工架轨法，土

建单位施作地坪轨道梁时预留立柱式纵向钢筋，铺轨单位负责人工架轨，依据加密控制桩

精调轨道，土建单位依据精调轨道的相对位置关系安装立柱箍筋及关模、浇筑混凝土，此常

规方法要利用简易门式桁吊和倒链架轨，人工架轨难度大，安全风险大，利用钢轨支撑架和

斜撑对轨道进行精调，精调难度较大，因立柱及钢轨尺寸受限，立柱式混凝土浇筑振捣难度

系数大，扣配件浇筑时需加保护，成品保护难度大，施工工效较低，使得此常规方法整体上

存在交叉施工干扰影响大、质量控制难、劳动强度大以及工效低等缺点，为此，我们提出一

种场段库内立柱式检查坑整体道床无轨施工技术。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场段库内立柱式检查坑整体道床无轨施工技术，以解

决上述背景技术中提出的场段线库内立柱式检查坑的常规施工工艺要利用简易门式桁吊

和倒链架轨，人工架轨难度大，安全风险大，利用钢轨支撑架和斜撑对轨道进行精调，精调

难度较大，因立柱及钢轨尺寸受限，立柱式混凝土浇筑振捣难度系数大，扣配件浇筑时需加

保护，成品保护难度大，施工工效较低，使得此常规方法整体上存在交叉施工干扰影响大、

质量控制难、劳动强度大以及工效低等缺点的问题。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场段库内立柱式检查坑整体道

床无轨施工技术，包括立柱和模具体，所述立柱的上方设置有轨道施工台，且轨道施工台的

上表面设置有扣件，所述轨道施工台的内部横向贯穿有预埋钢筋，且轨道施工台的上方内

部竖向嵌入有尼龙套管，所述轨道施工台的上方安置有基轨，所述模具体的上端内侧面焊

接有定位板，且模具体的正面固定有模具架，所述模具架的侧壁固定焊接有定位套圈，所述

模具体的底部嵌入有锁定杆，且模具体的底面安置有模具板，所述锁定杆分别从模具板的

左右两侧内部贯穿，且锁定杆从模具板内部穿出的一侧外侧套设有锁定螺母。

[0006] 优选的，所述扣件的坡度为1:40，所述预埋钢筋的安装中心位置距轨道施工台的

底面距离为50mm，且轨道施工台的底面与基轨的上表面之间的距离为500mm，所述预埋钢筋

共设置有4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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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优选的，所述该场段库内立柱式检查坑整体道床无轨施工技术的具体施工步骤

为：施工准备，基标测设，钢筋绑扎，安装木模板，安装型钢模具、螺钉、尼龙套管及螺旋筋，

模板及模具精调，隐蔽工程报验，浇筑立柱混凝土，拆模、养生，复测立柱的顶面标高，安装

钢轨扣配件，钢轨架设，轨道精调；其中施工准备包括以下工艺：

a.加工木模板：根据立柱的几何尺寸加工所需要的木模板，立柱的单侧柱体宽度为

350mm，立柱单侧柱体之间的间距为1200mm；

b.加工模具体：选用厚度为8～10mm的钢板制作胎模，胎模的几何尺寸控制在1mm以内，

胎模完成后型钢下料，制备模具体。

[0008] 优选的，所述预埋钢筋在加工棚内集中下料，加工后运至现场进行绑扎。

[0009] 优选的，所述安装木模板包括以下工艺：

a.定位放线，相邻两个立柱之间的间距尺寸为1.25m，安装前将立柱下部基础位置凿

毛，同时将立柱基础内浮碴及碎片清理干净，保证新老混凝土有较强的粘贴力；

b.在木模板与混凝土基础的接缝处用双面胶带密封处理，再进行木模板安装；

c.木模板施工技术要求为：木模板安装位置偏差不大于±5mm，垂直度2mm，宽度允许偏

差为±5mm，表面不平整度不大于2mm（1m靠尺检查），高程允许偏差±5mm；

d.木模板支立时，清除木模板上的杂物，对于严重变形、挠曲的木模板禁止使用；

e.木模板支立时，保证牢固平整，并保证木模板在线路方向上平顺，接头处平整，在木

模板接缝处用塑料胶带粘贴，底部有缝隙者，则用水泥砂浆堵塞严密；

f.立模前，在木模板内侧均匀涂抹水性脱模剂，木模板安装好后进行加固，横纵向均用

50mmX70mm的方木连接固定。

[0010] 优选的，所述安装型钢模具、螺钉、尼龙套管及螺旋筋包括以下工艺：

a.在木模板安装完毕后，将模具体固定在轨道施工台上，并对模具体的水平度、直线度

进行精调，模具体的水平高度控制在0～3mm；

b.螺钉、尼龙套管及螺旋筋安装好后，螺钉要求在同一条直线上，误差控制在±1mm之

内；

c.木模板、钢筋、模具体、螺钉尺寸检查完毕，符合要求后进行隐蔽工程报验。

[0011] 优选的，所述浇筑立柱混凝土包括以下工艺：

a.浇筑混凝土前，再次检测木模板，确认符合验收标准后进行浇筑，同时对螺钉进行覆

盖；

b.在浇筑过程中掌握好振捣时机，不可早振、漏振和过振，采用插入式震动棒进行振

捣，插入式震动棒的操作要点是直上直下、快插慢拔、插点均匀，混凝土入模后，分层捣固，

捣固均匀，不得漏捣；

c.立柱顶面抹面整平，之后进行收光、压光，抹面允许偏差为：平整度3mm、高程0～3mm。

[0012] 优选的，所述拆模及道床养生包括以下工艺：

a.混凝土强度达到5MPa时拆模，拆除侧模时对立柱上部道床部分进行土木布或塑料薄

膜材料进行覆盖养生，并结合现场温度适当洒水养护；

b.拆模后道床表面应光洁，不得有蜂窝、露筋、空洞等现象，硬伤、掉角等缺陷应及时修

补完好，麻面每侧不得超过该侧面积的1%，如道床混凝土与立柱混凝土之间存在色差，采用

聚合物修补砂浆（修补SJ-40）或高强灌浆料进行表面处理，确保色差平顺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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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优选的，所述复测立柱的顶面标高的工艺为：拆模后对柱顶面标高进行复测，对略

高于设计高度的立柱顶面进行打磨，使立柱的顶面满足设计要求；安装钢轨扣配件的工艺

为:尼龙套管提前与螺栓道钉拧紧，且在拧紧前涂抹黄油，组装扣件完毕后，用小型装载机

将钢轨基轨吊放在立柱上。

[0014] 优选的，所述轨道精调的工艺为：

a.先调水平，后调轨距，采用先粗调后精调的原则，反复调至符合标准为止，采用弦线

法和万能道尺（精度允许偏差0～+0.5mm）进行精调定位作业；

b.目测观察，配合万能道尺和10m或20m长弦线丈量调整，使钢轨平直圆顺，反复进行调

轨工作，至达到要求。

[001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采用无轨施工法创新工艺，根据扣

配件的尺寸，加工精密的模具，减少施工单位交叉施工，提高了施工工效，降低了人工架轨

的劳动强度，节约工装成本，更能较好地控制施工质量，该场段库内立柱式检查坑整体道床

无轨施工技术将传统的人工架轨常规施工工艺改为无轨施工技术，采用加工精密扣件模具

无轨施工创新施工工艺，可以有效规避人工架轨难度大、安全风险大、精调难度较大、立柱

式混凝土浇筑振捣难度系数大、成品保护难度大以及施工工效较低等弊端，以加快施工进

度，保证施工质量，解决了施工混凝土浇筑振捣难度系数大的问题，该场段线库内立柱式检

查坑整体道床无轨施工通过轨道定位模具，减少施工单位交叉施工，土建仅负责轨道梁及

立柱式预留纵筋施工，其余施工工序均由铺轨单位完成。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发明立柱结构示意图；

图2为本发明模具体整体结构示意图；

图3为本发明模具体与定位板结构示意图；

图4为本发明场段库内立柱式检查坑整体道床无轨施工工艺流程图。

[0017] 图中：1、立柱；2、轨道施工台；3、扣件；4、预埋钢筋；5、尼龙套管；6、基轨；7、模具

体；8、定位板；9、模具架；10、定位套圈；11、锁定杆；12、模具板；13、锁定螺母。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19] 请参阅图1-4，本发明提供一种技术方案：一种场段库内立柱式检查坑整体道床无

轨施工技术，包括立柱1和模具体7，立柱1的上方设置有轨道施工台2，且轨道施工台2的上

表面设置有扣件3，轨道施工台2的内部横向贯穿有预埋钢筋4，且轨道施工台2的上方内部

竖向嵌入有尼龙套管5，轨道施工台2的上方安置有基轨6，模具体7的上端内侧面焊接有定

位板8，且模具体7的正面固定有模具架9，模具架9的侧壁固定焊接有定位套圈10，模具体7

的底部嵌入有锁定杆11，且模具体7的底面安置有模具板12，锁定杆11分别从模具板12的左

右两侧内部贯穿，且锁定杆11从模具板12内部穿出的一侧外侧套设有锁定螺母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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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扣件3的坡度为1:40，预埋钢筋4的安装中心位置距轨道施工台2的底面距离为

50mm，且轨道施工台2的底面与基轨6的上表面之间的距离为500mm，预埋钢筋4共设置有4

根。

[0021] 该场段库内立柱式检查坑整体道床无轨施工技术的具体施工步骤为：施工准备，

基标测设，钢筋绑扎，安装木模板，安装型钢模具、螺钉、尼龙套管及螺旋筋，模板及模具精

调，隐蔽工程报验，浇筑立柱混凝土，拆模、养生，复测立柱的顶面标高，安装钢轨扣配件，钢

轨架设，轨道精调；其中施工准备包括以下工艺：

a.加工木模板：根据立柱1的几何尺寸加工所需要的木模板，立柱1的单侧柱体宽度为

350mm，立柱1单侧柱体之间的间距为1200mm；

b.加工模具体7：选用厚度为8～10mm的钢板制作胎模，胎模的几何尺寸控制在1mm以

内，胎模完成后型钢下料，制备模具体7。

[0022] 预埋钢筋4在加工棚内集中下料，加工后运至现场进行绑扎。

[0023] 安装木模板包括以下工艺：

a.定位放线，相邻两个立柱1之间的间距尺寸为1.25m，安装前将立柱1下部基础位置凿

毛，同时将立柱1基础内浮碴及碎片清理干净，保证新老混凝土有较强的粘贴力；

b.在木模板与混凝土基础的接缝处用双面胶带密封处理，再进行木模板安装；

c.木模板施工技术要求为：木模板安装位置偏差不大于±5mm，垂直度2mm，宽度允许偏

差为±5mm，表面不平整度不大于2mm（1m靠尺检查），高程允许偏差±5mm；

d.木模板支立时，清除木模板上的杂物，对于严重变形、挠曲的木模板禁止使用；

e.木模板支立时，保证牢固平整，并保证木模板在线路方向上平顺，接头处平整，在木

模板接缝处用塑料胶带粘贴，底部有缝隙者，则用水泥砂浆堵塞严密；

f.立模前，在木模板内侧均匀涂抹水性脱模剂，木模板安装好后进行加固，横纵向均用

50mmX70mm的方木连接固定。

[0024] 安装型钢模具、螺钉、尼龙套管及螺旋筋包括以下工艺：

a.在木模板安装完毕后，将模具体7固定在轨道施工台2上，并对模具体7的水平度、直

线度进行精调，模具体7的水平高度控制在0～3mm；

b.螺钉、尼龙套管5及螺旋筋安装好后，螺钉要求在同一条直线上，误差控制在±1mm之

内；

c.木模板、钢筋、模具体7、螺钉尺寸检查完毕，符合要求后进行隐蔽工程报验。

[0025] 浇筑立柱混凝土包括以下工艺：

a.浇筑混凝土前，再次检测木模板，确认符合验收标准后进行浇筑，同时对螺钉进行覆

盖；

b.在浇筑过程中掌握好振捣时机，不可早振、漏振和过振，采用插入式震动棒进行振

捣，插入式震动棒的操作要点是直上直下、快插慢拔、插点均匀，混凝土入模后，分层捣固，

捣固均匀，不得漏捣；

c.立柱1顶面抹面整平，之后进行收光、压光，抹面允许偏差为：平整度3mm、高程0～

3mm。

[0026] 拆模及道床养生包括以下工艺：

a.混凝土强度达到5MPa时拆模，拆除侧模时对立柱1上部道床部分进行土木布或塑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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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膜材料进行覆盖养生，并结合现场温度适当洒水养护；

b.拆模后道床表面应光洁，不得有蜂窝、露筋、空洞等现象，硬伤、掉角等缺陷应及时修

补完好，麻面每侧不得超过该侧面积的1%，如道床混凝土与立柱1混凝土之间存在色差，采

用聚合物修补砂浆（修补SJ-40）或高强灌浆料进行表面处理，确保色差平顺过渡。

[0027] 复测立柱的顶面标高的工艺为：拆模后对柱顶面标高进行复测，对略高于设计高

度的立柱1顶面进行打磨，使立柱1的顶面满足设计要求；安装钢轨扣配件的工艺为:尼龙套

管5提前与螺栓道钉拧紧，且在拧紧前涂抹黄油，组装扣件3完毕后，用小型装载机将钢轨基

轨6吊放在立柱1上。

[0028] 轨道精调的工艺为：

a.先调水平，后调轨距，采用先粗调后精调的原则，反复调至符合标准为止，采用弦线

法和万能道尺（精度允许偏差0～+0.5mm）进行精调定位作业；

b.目测观察，配合万能道尺和10m或20m长弦线丈量调整，使钢轨平直圆顺，反复进行调

轨工作，至达到要求。

[0029] 该场段库内立柱式检查坑整体道床无轨施工技术将传统的人工架轨常规施工工

艺改为无轨施工技术，采用加工精密扣件模具无轨施工创新施工工艺，可以有效规避人工

架轨难度大、安全风险大、精调难度较大、立柱式混凝土浇筑振捣难度系数大、成品保护难

度大以及施工工效较低等弊端，以加快施工进度，保证施工质量，解决了施工混凝土浇筑振

捣难度系数大的问题，该场段线库内立柱式检查坑整体道床无轨施工通过轨道定位模具，

减少施工单位交叉施工，土建仅负责轨道梁及立柱式预留纵筋施工，其余施工工序均由铺

轨单位完成，此施工工艺较大地提高了施工工效，降低了人工架轨劳动强度，节约工装成

本，更能较好地控制施工质量。

[0030] 尽管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实施例，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

理解在不脱离本发明的原理和精神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些实施例进行多种变化、修改、替换

和变型，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及其等同物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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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附　图 3/4 页

11

CN 109112903 A

11



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4/4 页

12

CN 109112903 A

12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DES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RA
	DRA00009
	DRA00010
	DRA00011
	DRA00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