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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盾构隧道内自上而下顶

管施工竖井始发装置施工方法，该方法将顶管机

及配套台车运输至竖井施工处，调整好初始位

置，管片支撑系统调至工作位置，拆除设备底部

隧道导轨，用吊机将可回收顶管主机下降至可直

接切削复合管片接触位置，焊接始发钢套筒，盾

尾刷之间填充满油脂，顶管机每掘进一定位置

时，吊运顶管片至施工位置处。本发明通过配套

台车系统和吊机顶管支撑与顶进系统可整体运

送至主隧道内或者从主隧道内运送，实现安装与

拆卸均方便，能够极大的节省施工时间；本发明

可以灵活的将顶管设备运送到隧道指定位置，将

顶管管片自上而下的推进至指定深度；在顶管掘

进的过程中可以有效保护竖井施工处周围盾构

隧道管片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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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盾构隧道内自上而下顶管施工竖井始发装置施工方法，竖井的施工位置位于盾

构隧道的下方，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1：将反力架（2）及配套台车（1）运输至竖井施工处，调整好初始位置，管片支撑系

统调至工作位置；

步骤2：拆除管片支撑系统底部的导轨（3），用吊机（5）将可回收顶管主机（4）下降至与

竖井周边管片接触位置，焊接始发钢套筒，盾尾刷之间填充满油脂，做好始发前的准备工

作；

步骤3：运输竖井周边盾构管片至指定位置，准备掘进；

竖井周边盾构管片结构是由两种管片组成的，分别是常规钢筋混凝土管片和特殊钢-

砼复合管片；常规钢-砼复合管片置于竖井主体结构处，其由预留注浆孔、钢管片和钢环组

成；特殊常规钢-砼复合管片置于主隧道的底部即竖井主体结构顶部，其由预留注浆孔、钢

管片和钢环组成，并且钢管片上开设有进出入通道并与主隧道进行连接；

常规钢筋混凝土管片和钢-砼复合管片共同构成竖井的整体结构；

可回收顶管主机（4）的顶管朝着安装常规钢-砼复合管片的钢环圆形待切削区域往下

掘进，通过常规钢-砼复合管片上的预留注浆孔进行注浆；吊机（5）将可回收顶管主机（4）吊

至指定的特殊钢-砼复合管片上的圆形待切削区域，再通过反力架（2）推动可回收顶管主机

（4）往下掘进，完成竖井的整体结构施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盾构隧道内自上而下顶管施工竖井始发装置施工方法，

其特征在于：配套台车（1）在底部的导轨（3）上进行滑动运送可回收顶管主机（4）往下掘进

过程中所需的泥浆及产生的渣土。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盾构隧道内自上而下顶管施工竖井始发装置施工方法，

其特征在于：外盾刃口朝下倒置，通过连接板与内盾连接固定成一整体，驱动安装于内盾上

方，刀盘安装于内盾下方；液压油缸通过支座与内盾连接，并用销轴固定；加长环高度

500mm，直径与外盾直径一致，安装于外盾上部，通过法兰与外盾连接成一整体，加长环顶部

设有两道密封，供以顶管主机提升高度超过1000mm，即脱离外盾最上部密封后，继续保压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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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盾构隧道内自上而下顶管施工竖井始发装置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盾构隧道内的始发装置的施工方法，尤其涉及一种自上而下顶管

施工竖井始发装置施工方法，属于隧道盾构施工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国内已有多个机械化施工盾构隧道联络通道的案例，泵房施工机械化也以提

上了日程，但采用合并建设模式的泵房施工空间不大，机械法难以展开，故提出解绑联络通

道非通道功能，将泵房结构结合主隧道结构进行设置，因此需要采用一种自上而下顶管施

工竖井始发装置将顶管往下推进，顶管完成后施作泵房结构。

[0003] 目前与本发明最接近的技术方案有：

（1）CN201710720358.5暗挖隧道装配式二衬拼装设备竖井始发方法，属于轨道交通工

程施工技术领域，设备运送包括履带底盘→车体→机械臂→管片拼装机→后配套拖车及相

关设备→机车→豆砾石罐运输车→管片→豆砾石罐。此设备可实现拼装机械由暗挖竖井始

发并快速拼装二衬管片，提高地铁施工的机械化及自动化水平。此设备用于地铁暗挖竖井

的拼装及始发，通过吊机将设备各部件依序运至竖井及横通道，按部拼装并始发至隧道区

间进行二衬拼装施工。

[0004] （2）CN202010064783.5一种矿山法隧道改盾构法单竖井始发的施工方法，包括步

骤：S1)进行始发井挖掘施工至设计深度后，凿除始发井与已有暗挖隧道间的围护结构，使

得始发井与暗挖隧道连通；S2)在最后一节盾构机台车的原有上部平台的尾部增设加长平

台，并将安装在上部平台的皮带输送机延长至加长平台；S3)将多节盾构机台车和盾构机主

体设备依次吊入始发井；S4)在暗挖隧道中安装用于转运材料的小型门吊设备；S5)安装多

节盾构机台车和盾构机主体设备，盾构机主体设备经过调试之后盾构机始发，盾构机始发

掘进产生的渣土经由暗挖隧道运出，解决盾构机下井组装的问题和始发段施工渣土外运及

材料运输的问题，使得盾构机如期顺利始发。

[0005] （3）CN201520043315.4  一种顶管始发洞门止水结构，包括环绕洞门内壁设置的止

水橡胶环和弹性结构件，弹性结构件位于洞门内壁与止水橡胶环之间，止水橡胶环上伸出

洞门的一端通过紧压在止水橡胶环外侧的可调压板固定。此顶管始发洞门止水结构通过环

绕洞门内壁设置的止水橡胶环和弹性结构件构成，在进行顶管始发作业时，顶管与洞门内

壁间通过止水橡胶环和弹性结构件可实现密封，且弹性结构件可根据顶管机运行状态进行

调整，确保洞门内壁与顶管之间一直保持密封状态，此实用新型用于非开挖埋管工程施工

领域。

[0006] （4）CN201811004159.5一种用于施工隧道联络通道的顶管始发架支撑系统及方

法，该支撑系统包括：固设于所述始发架底部、可伸缩调节的底部顶撑结构；固设于所述始

发架顶部、可伸缩调节的顶部顶撑结构；固设于所述始发架上远离待施工的联络通道的一

侧、可伸缩调节的侧部顶撑结构，伸缩调节底部、顶部和侧部顶撑结构使得所述底部、顶部

和侧部顶撑结构顶撑于所述主隧道内，从而将所述始发架支撑于所述主隧道内。始发架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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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支撑系统来安装，具有快速且便利的安装与拆卸，能够适应狭小空间隧道联络通道功能

性和结构稳定性的需要，降低施工安全风险，提高施工效率。

[0007] （5）一种用于施工隧道联络通道的顶管支撑与顶进系统，包括：始发架，具有相对

的前侧和后侧，所述始发架内留设有置物空间；以及装设于所述始发架后侧、顶部以及底

部、且供将所述始发架支设于主隧道内的支撑装置，所述支撑装置可伸缩调节，通过伸缩调

节使得所述支撑装置顶撑于所述主隧道上对应的侧部、顶部以及底部，并令所述置物空间

与待施工的联络通道的设计位置相对应，从而将所述始发架支撑于所述主隧道内。顶管支

撑与顶进系统可整体运送至主隧道内或者从主隧道内运送，实现安装与拆卸均方便，可以

节省施工时间。始发架通过伸缩调节支撑装置来进行支撑固定，有效缩短施工周期。

[0008] 现有顶管竖井始发装置缺点一是始发装置推进顶管方向只能位于水平轴线上，无

法实现顶管自上而下垂直的前进；二是由于在盾构隧道内进行顶管法施工的特殊性，要注

重对竖井周边管片的保护以防盾构管片的损坏。针对这些缺点，本发明的目的主要是在解

决顶管自上而下的始发推进的同时有效的保护了竖井周边盾构管片结构，同时顶管支撑与

顶进系统可整体运送至主隧道内或者从主隧道内运送，实现安装与拆卸均方便，能够极大

的节省施工时间，为后续泵房结构的施作提供前提。

发明内容

[0009] 本发明针对的是盾构隧道内顶管机运输及吊运装置，以及竖井施工处顶管机可直

接切削复合管片，以及顶管机掘进时竖井周围盾构管片安全支撑系统的整体施工技术问

题。

[0010] 为实现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为一种盾构隧道内自上而下顶管施

工竖井始发装置施工方法，竖井的施工位置位于盾构隧道的下方，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1：将反力架2及配套台车1运输至竖井施工处，调整好初始位置，管片支撑系统调

至工作位置。

[0011] 步骤2：拆除管片支撑系统底部的导轨3，用吊机5将可回收顶管主机4下降至与竖

井周边管片接触位置，焊接始发钢套筒，盾尾刷之间填充满油脂，做好始发前的准备工作。

[0012] 步骤3：运输竖井周边盾构管片至指定位置，准备掘进。

[0013] 构件安装位置：外盾刃口朝下倒置，通过连接板与内盾连接固定成一整体，驱动安

装于内盾上方，刀盘安装于内盾下方。液压油缸通过支座与内盾连接，并用销轴固定。加长

环高度500mm，直径与外盾直径一致，安装于外盾上部，通过法兰与外盾连接成一整体，加长

环顶部设有两道密封，供以顶管主机提升高度超过1000mm，即脱离外盾最上部密封后，继续

保压的作用。

[0014] 技术改进：现有的工程中，施工联络通道或泵房时，先拆除设计位置处的钢筋混凝

土管片，再进行掘进。本发明结合特殊钢-砼复合管片，无需拆除整环管片，只需切削预先设

计的区域，即可进行施工掘进。

[0015] 竖井周边盾构管片结构是由两种管片组成的，分别是常规钢-砼复合管片和特殊

钢-砼复合管片。特殊钢-砼复合管片置于主隧道的底部即竖井主体结构顶部，其由预留注

浆孔、钢管片和钢环组成，并且钢管片上开设有进出入通道并与主隧道进行连接；

常规钢-砼复合管片和钢-砼复合管片共同构成竖井的整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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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回收顶管主机4的顶管朝着安装常规钢-砼复合管片的钢环圆形待切削区域往下掘

进，通过常规钢-砼复合管片上的预留注浆孔进行注浆。吊机5将可回收顶管主机4吊至指定

的特殊钢-砼复合管片上的圆形待切削区域，再通过反力架2推动可回收顶管主机4往下掘

进，完成竖井的整体结构施工。

[0016] 进一步地，配套台车1在底部导轨3上进行滑动运送可回收顶管主机4往下掘进过

程中所需的泥浆及产生的渣土等。

[0017] 本发明的技术核心是解决下沉竖井结构在主隧道的施工方法问题。实现通过反力

架将可回收顶管主机和顶管自上而下的始发推进，同时有效的保护竖井周边盾构管片结

构。而且可以通过配套台车系统和吊机顶管支撑与顶进系统可整体运送至主隧道内或者从

主隧道内运送，实现安装与拆卸均方便，能够极大的节省施工时间，为后续竖井结构的施作

提供前提。

[0018] 另外，本发明可以灵活的将顶管设备运送到隧道指定位置；可以将顶管管片自上

而下的推进至指定深度；在顶管掘进的过程中可以有效保护竖井施工处周围盾构隧道管片

结构。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竖井始发工艺流程图。

[0020] 图2~图4分别为三个步骤的工序示意图。

[0021] 图5为图3的左视图

图6为联络通道与下沉竖井剖面图，图中6为隧道中心线

图7为始发洞门位置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以下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

[0023] 一种盾构隧道内自上而下顶管施工竖井始发装置施工方法，该方法将顶管机及配

套台车运输至竖井施工处，调整好初始位置，管片支撑系统调至工作位置，拆除设备底部隧

道导轨，用吊机将可回收顶管主机下降至可直接切削复合管片接触位置，焊接始发钢套筒，

盾尾刷之间填充满油脂，顶管机每掘进一定位置时，吊运顶管片至施工位置处。

[0024] 具体而言，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1：将反力架2及配套台车1运输至竖井施工处，调整好初始位置，管片支撑系统调

至工作位置。

[0025] 步骤2：拆除管片支撑系统底部的导轨3，用吊机5将可回收顶管主机4下降至与管

片接触位置，焊接始发钢套筒，盾尾刷之间填充满油脂。

[0026] 步骤3：运输管片至指定位置，准备掘进。

[0027] 竖井周边盾构管片结构是由特殊管片结构组成的，具体包括：常规钢筋混凝土管

片和钢-砼复合管片。钢-砼复合管片置于主隧道底部，其由预留注浆孔、钢管片和钢环组

成。顶管朝着钢-砼复合管片的钢环圆形待切削区域往下掘进，最后通过管片上的预留注浆

孔进行注浆。配套台车1在底部导轨3上进行滑动运送可回收顶管主机4往下掘进过程中所

需的泥浆及产生的渣土。吊机5将可回收顶管主机4吊至指定的特殊管片上的圆形待切削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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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再通过反力架2推动可回收顶管主机4往下掘进，完成竖井结构施工。

[0028] 本发明的技术核心是解决下沉竖井结构在主隧道的施工方法问题。实现通过反力

架将可回收顶管主机和顶管自上而下的始发推进，同时有效的保护竖井周边盾构管片结

构。而且可以通过配套台车系统和吊机顶管支撑与顶进系统可整体运送至主隧道内或者从

主隧道内运送，实现安装与拆卸均方便，能够极大的节省施工时间，为后续竖井结构的施作

提供前提。本发明可以灵活的将顶管设备运送到隧道指定位置；可以将顶管管片自上而下

的推进至指定深度；在顶管掘进的过程中可以有效保护竖井施工处周围盾构隧道管片结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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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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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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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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