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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隧道施工的主动应力消

除装置和主动应力消除方法，涉及隧道施工技术

领域。该隧道施工的主动应力消除装置，包括消

力拱架，所述消力拱架的两端分别焊接有两个定

位脚的上表面，消力拱架上开设有以消力拱架圆

心为中心圆周排布的衔接口，且消力拱架上开设

有锚孔，所述消力拱架的内部开设有空腔，消力

拱架外侧面的中部开设有十三个与空腔连通的

导出孔，消力拱架背面和正面对应导出孔的位置

均开设有与空腔连通的斜孔。该隧道施工的主动

应力消除装置，利用气动挤压机构内的异形传动

囊能够推动挤压杆和喷射机构，实现对隧道内壁

的快速有效的支撑，快速消减应力对隧道内壁结

构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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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隧道施工的主动应力消除装置，包括消力拱架(1)，所述消力拱架(1)的两端分

别焊接于两个定位脚(2)的上表面，消力拱架(1)上开设有以消力拱架圆心为中心圆周排布

的衔接口(3)，且消力拱架(1)上开设有锚孔(4)，其特征在于：所述消力拱架(1)的内部开设

有空腔(5)，消力拱架(1)外侧面的中部开设有十三个与空腔(5)连通的导出孔(6)，消力拱

架(1)背面和正面对应导出孔(6)的位置均开设有与空腔(5)连通的斜孔(7)，所述空腔(5)

的内部且对应斜孔(7)的位置设置有气动挤压机构(8)，所述消力拱架(1)外侧面对应导出

孔(6)的位置设置有喷射机构(9)；所述喷射机构(9)包括基板(91)、喷射囊(92)、顶杆(93)、

顶板(94)、顶头(95)、顶刺(96)、喷射槽(97)、圆孔(98)和套环(99)，所述基板(91)下表面的

中部与异形传动囊(81)位于导出孔(6)内的挤压端固定连接，基板(91)的上表面粘接于喷

射囊(92)的下表面，每个喷射机构(9)内的喷射囊(92)相互连通，喷射囊(92)的入料口位于

消力拱架(1)的顶端，喷射囊(92)的内底壁固定连接有四个顶杆(93)，喷射囊(92)顶壁对应

四个顶杆(93)的位置开设有圆孔(98)，圆孔(98)内壁粘接于套环(99)的外侧面，顶杆(93)

的固定套接在套环(99)内，且顶杆(93)的顶端延伸至喷射囊(92)的上侧并固定连接有顶板

(94)下表面的中部，顶板(94)的上表面粘接有顶头(95)，所述顶板(94)的下表面且位于顶

杆(93)的左右两侧粘接有顶刺(96)，所述喷射囊(92)内底壁对应顶板(94)下表面两侧顶刺

(96)的位置均开设有喷射槽(97)，所述喷射槽(97)的深度是喷射囊(92)顶壁后端的二分之

一；所述喷射囊(92)为橡胶囊，所述顶刺(96)指向喷射囊(92)的一端呈尖锐状，所述喷射囊

(92)的厚度范围为四至六毫米之间，所述顶头(95)为橡胶软头,所述顶刺(96)底端至喷射

囊(92)内底壁的距离与喷射囊(92)的高度差值范围为四至十毫米。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隧道施工的主动应力消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气动挤

压机构(8)由与空腔(5)形状契合的异形传动囊(81)、两个斜孔(7)内均插接有的挤压杆

(82)、挤压杆(82)远离异形传动囊(81)一端设置有密封机构(83)，斜孔(7)的上侧壁且靠近

其开口处开设的五个齿槽(84)、挤压杆(82)上侧壁靠近异形传动囊(81)一侧开设的矩形槽

(85)、矩形槽(85)底壁粘接的U形弹片(86)，U形弹片(86)远离矩形槽(85)底壁的一端粘接

的卡齿(87)组成，所述U形弹片(86)处于压缩状态，五个齿槽(84)中的每一个齿槽(84)的直

角边均靠近挤压杆(82)的上侧，齿槽(84)的一个锐角指向斜孔(7)的开口处，卡齿(87)与齿

槽(84)契合且齿槽(84)的深度小于卡齿(87)的高度，异形传动囊(81)的外表面与空腔(5)

的内壁粘接，每个气动挤压机构(8)内的异形传动囊(81)相互连通，异形传动囊(81)的充气

口位于消力拱架(1)内壁的左端，所述异形传动囊(81)还包括分别延伸入导出孔(6)和两个

斜孔(7)内的挤压端，延伸至两个斜孔(7)内的挤压端分别与两个挤压杆(82)固定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隧道施工的主动应力消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密封机

构(83)包括封板(831)、封孔(832)、半圆孔(833)、半圆柱(834)、三角棱柱(835)、密封槽

(836)、密封垫(837)和弧形垫块(838)，所述挤压杆(82)远离异形传动囊(81)的一端粘接有

封板(831)，封板(831)上从左至右依次开设有四个封孔(832)，挤压杆(82)远离异形传动囊

(81)的一端对应封孔(832)的位置开设有半圆孔(833)，所述半圆孔(833)的内部设置有半

圆柱(834)，所述半圆柱(834)的弧面上粘接有均匀排布的弧形垫块(838)，弧形垫块(838)

远离半圆柱(834)的一端与半圆孔(833)的内壁接触，所述半圆柱(834)的上表面粘接有三

角棱柱(835)的底面，三角棱柱(835)的左右两侧面上均开设有密封槽(836)，且密封槽

(836)内壁的上下两侧之间粘接有密封垫(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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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隧道施工的主动应力消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三角棱

柱(835)的截面成等腰三角形，且三角棱柱(835)的左右侧面为其截面上两个相等的边，三

角棱柱(835)的顶端呈弧形，密封槽(836)的底壁呈弧形，密封垫(837)为橡胶软垫。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隧道施工的主动应力消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异形传

动囊(81)位于导出孔(6)内挤压端内的左右侧壁上均粘接有瓣膜(10)，两个瓣膜(10)相近

的一端接触，且两个瓣膜(10)相接触的一端均向上扬起呈弧形。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隧道施工的主动应力消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异形传

动囊(81)处于未充气状态，基板(91)的下表面与消力拱架(1)的外侧面接触，所述挤压杆

(82)远离异形传动囊(81)的一端位于消力拱架(1)的外侧面与基板(91)的上表面之间，异

形传动囊(81)的三个挤压端均呈收缩状。

7.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隧道施工的主动应力消除装置，其特征在于：相邻两个所

述气动挤压机构(8)内的两个挤压杆(82)通过遮布(11)固定连接，所述遮布(11)靠近消力

拱架(1)的一端粘接有导向杆(12)，导向杆（12）焊接在消力拱架(1)上，两个相邻挤压杆

(82)相对的一侧面上均开设有导向槽(13)，导向杆(12)的两端分别插接在两个导向槽（13）

的内部。

8.一种使用根据权利要求1-7中任一项所述的隧道施工的主动应力消除装置的主动应

力消除方法，其特征在于：使用时，推入刚挖好的松散砂卵石地质隧道，通过异形传动囊

（81）开口端向异形传动囊（81）内充入空气，空气先将斜孔（7）内异形传动囊（81）的挤压端

吹起，挤压杆（82）顶住隧道内壁，卡齿（87）卡入齿槽（84）内，持续充气，导出孔（6）内异形传

动囊（81）的挤压端充气使喷射机构（9）内的顶头（95）顶住隧道内壁，通过喷射囊（92）开口

向喷射囊（92）内充入混凝土，喷射囊（92）被撑起变形，顶刺（96）刺入喷射槽（97）内，混凝土

填充在消力拱架（1）、遮布（11）和挤压杆（82）形成的密闭空间内，完成所述装置的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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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隧道施工的主动应力消除装置和主动应力消除方法

[0001] 本申请是申请日为2018年05月23日，申请号为CN201810499167.5的发明名称为一

种用于松散砂卵石地质隧道施工的主动应力消除装置的分案申请。

技术领域

[0002] 本发明涉及隧道施工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隧道施工的主动应力消除装置和主动

应力消除方法。

背景技术

[0003] 不同地域开挖隧道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地形，有些地形有利于隧道的施工，有些地

形则会给隧道的施工带来巨大的困难，如松散砂卵石地质的隧道施工，由于地质松散，隧道

掘进呈孔后，隧道壁上的松散砂卵石承受着巨大的应力，隧道极易出现松散变形、坍塌的情

况威胁工作人员安全。

[0004] 中国专利(授权公开号CN204591296U)公开了一种隧道支撑结构，其利用架体与液

压支撑装置使其能够为隧道提供稳定的均匀的支撑；又如中国专利(授权公开号

CN206111211U)公开了一种用于防止侧开口圆形隧道变形的正多边形预应力支架，利用正

多边形结构的稳定性为隧道提供支撑，缓解应力对隧道带来的伤害。

[0005] 由于松散砂卵石结构松散的特性，相比与其他地形，松散砂卵石地质开孔后，隧道

内壁更易出现大量坑洼，传统支撑装置无法快速实现有效的支撑，所以急需一种用于松散

砂卵石地质隧道施工的主动应力消除装置。

发明内容

[0006] (一)解决的技术问题

[0007]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用于松散砂卵石地质隧道施工的主动应

力消除装置，具有快速为隧道提供支撑，降低松散砂卵石地质隧道坍塌的风险，能够有效降

低工时的优点。

[0008] (二)技术方案

[0009] 为实现以上目的，本发明通过以下技术方案予以实现：一种用于松散砂卵石地质

隧道施工的主动应力消除装置，包括消力拱架，所述消力拱架的两端分别焊接有两个定位

脚的上表面，消力拱架上开设有以消力拱架圆心为中心圆周排布的衔接口，且消力拱架上

开设有锚孔，所述消力拱架的内部开设有空腔，消力拱架外侧面的中部开设有十三个与空

腔连通的导出孔，消力拱架背面和正面对应导出孔的位置均开设有与空腔连通的斜孔，所

述空腔的内部且对应斜孔的位置设置有气动挤压机构，所述消力拱架外侧面对应导出孔的

位置设置有喷射机构。

[0010] 优选的，所述气动挤压机构由与空腔形状契合的异形传动囊、两个斜孔内均插接

有的挤压杆、挤压杆远离异形传动囊一端设置有密封机构，斜孔的上侧壁且靠近其开口处

开设的五个齿槽、挤压杆上侧壁靠近异形传动囊一侧开设的矩形槽、矩形槽底壁粘接的U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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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片，U形弹片远离矩形槽底壁的一端粘接的卡齿组成，所述U形弹片处于压缩状态，五个齿

槽的一个直角边均靠近挤压杆的上侧，齿槽的一个锐角指向斜孔的开口处，卡齿与齿槽契

合且齿槽的深度小于卡齿的高度，异形传动囊的外表面与空腔的内壁粘接，每个气动挤压

机构内的异形传动囊相互连通，异形传动囊的充气口位于消力拱架内壁的左端，所述异形

传动囊还包括分别延伸入导出孔和两个斜孔内的挤压端，延伸至两个斜孔内的挤压端分别

与两个挤压杆固定连接。

[0011] 优选的，所述喷射机构包括基板、喷射囊、顶杆、顶板、顶头、顶刺、喷射槽、圆孔和

套环，所述基板下表面的中部与异形传动囊位于导出孔内的挤压端固定连接，基板的上表

面粘接有喷射囊的下表面，每个喷射机构内的喷射囊相互连通，喷射囊的入料口位于消力

拱架内壁的顶端，喷射囊的内底壁固定连接有四个顶杆，喷射囊顶壁对应四个顶杆的位置

开设有圆孔，圆孔内壁粘接有套环的外侧面，顶杆的固定套接在套环内，且顶杆的顶端延伸

至喷射囊的上侧并固定连接有顶板下表面的中部，顶板的上表面粘接有顶头，所述顶板的

下表面且位于顶杆的左右两侧粘接有顶刺，所述喷射囊内底壁对应顶板下表面两侧顶刺的

位置均开设有喷射槽，所述喷射槽的深度是喷射囊顶壁后端的二分之一。

[0012] 优选的，所述密封机构包括封板、封孔、半圆孔、半圆柱、三角棱柱、密封槽、密封垫

和弧形垫块，所述挤压杆远离异形传动囊的一端粘接有封板，封板上从左至右依次开设有

四个封孔，挤压杆远离异形传动囊的一端对应封孔的位置开设有半圆孔，所述半圆孔的内

部设置有半圆柱，所述半圆柱的弧面上粘接有均匀排布的弧形垫块，弧形垫块远离半圆柱

的一端与半圆孔的内壁接触，所述半圆柱的上表面粘接有三角棱柱的底面，三角棱柱的左

右两侧面上均开设有密封槽，且密封槽内壁的上下两侧之间粘接有密封垫。

[0013] 优选的，所述三角棱柱的截面成等腰三角形，且三角棱柱的左右侧面为其截面上

两个相等的边，三角棱柱的顶端呈弧形，密封槽的底壁呈弧形，密封垫为橡胶软垫。

[0014] 优选的，所述异形传动囊位于导出孔内挤压端内的左右侧壁上均粘接有瓣膜，两

个瓣膜相近的一端接触，且两个瓣膜相接触的一端均向上扬起呈弧形。

[0015] 优选的，所述异形传动囊处于未充气状态，基板的下表面与消力拱架的外侧面接

触，所述挤压杆远离异形传动囊的一端位于消力拱架的外侧面与基板的上表面之间，异形

传动囊的三个挤压端均成收缩状。

[0016] 优选的，所述喷射囊为橡胶囊，所述顶刺指向喷射囊的一端呈尖锐状，所述喷射囊

的厚度范围为四至六毫米之间，所述顶头为橡胶软头,所述顶刺底端至喷射囊内底壁的距

离与喷射囊的高度差值范围为四至十毫米。

[0017] 优选的，相邻两个所述气动挤压机构内的两个挤压杆通过遮布固定连接，所述遮

布靠近消力拱架的一端粘接有导向杆，导向杆焊接在消力拱架上，两个相邻挤压杆相对的

一侧面上均开设有导向槽，导向杆的两端分别插接在两个导向槽的内部。

[0018] 优选的，所述消力拱架外侧面的左右两端均固定连接有堵块，用于阻挡消力拱架

两端喷射机构的开口端以避免混凝土喷射后的大量泄漏。

[0019] (三)有益效果

[0020]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用于松散砂卵石地质隧道施工的主动应力消除装置。具备以下

有益效果：

[0021] (1)、该用于松散砂卵石地质隧道施工的主动应力消除装置，利用气动挤压机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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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异形传动囊能够推动挤压杆和喷射机构，实现对隧道内壁的快速有效的支撑，快速消减

应力对隧道内壁结构的影响。

[0022] (2)、该用于松散砂卵石地质隧道施工的主动应力消除装置，通过喷射机构的设

置，喷射囊内充入混凝土，能够快速填充消力拱架与隧道内壁间的空间，为隧道内壁提供支

撑，实现隧道内壁应力的消除。

[0023] (3)、该用于松散砂卵石地质隧道施工的主动应力消除装置，利用密封机构的设

置，半圆柱在半圆孔能够小范围转动，挤压杆伸出后能够快速贴合隧道内壁，避免松散砂卵

石滑落情况的出现，提供有效支撑与密封。

[0024] (4)、该用于松散砂卵石地质隧道施工的主动应力消除装置，区别于传统支撑结构

设置软垫以追求贴合度，针对与松散砂卵石的地质结构，密封机构更易穿入卵石缝隙，由侧

面和地面提供多方位支撑，效果更好。

[0025] (5)、该用于松散砂卵石地质隧道施工的主动应力消除装置，通过三角棱柱上密封

槽的设置，使密封机构更易适应卵石的外形，实现更好的贴合以达到有效的支撑，以降低应

力对隧道内壁的影响。

[0026] (6)、该用于松散砂卵石地质隧道施工的主动应力消除装置，利用密封垫的设置，

能够有效的提高密封机构与卵石接触时的摩擦，避免卵石得到支撑后出现滑脱。

[0027] (7)、该用于松散砂卵石地质隧道施工的主动应力消除装置，利用密封垫的弹性，

在密封机构与隧道内壁接触时，密封垫对于卵石形成包覆，更易保持隧道内壁结构以消除

应力。

[0028] (8)、该用于松散砂卵石地质隧道施工的主动应力消除装置，利用瓣膜的设置，异

形传动囊充气时，位于斜孔内的挤压端先入气推动挤压杆对隧道内壁进行支撑，然后喷射

机构被另一个挤压端顶起，有助于实现支撑密封后再进行混凝土灌注的操作，利于施工的

进行，降低工时。

[0029] (9)、该用于松散砂卵石地质隧道施工的主动应力消除装置，利用喷射槽与顶刺的

设置，喷射囊被灌满后才被顶刺刺破，有助于混凝土快速的填充与消力拱架与隧道内壁之

间，避免了施工后的修饰工作。

附图说明

[0030] 图1为本发明结构正视图；

[0031] 图2为本发明图1中A-A截面图；

[0032] 图3为本发明图2中A处的放大图；

[0033] 图4为本发明图2中B处的放大图；

[0034] 图5为本发明异形传动囊充气时气动挤压机构及喷射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35] 图6为本发明相邻两个挤压板通过遮布连接的剖面图。

[0036] 图中：1消力拱架、2定位脚、3衔接口、4锚孔、5空腔、6导出孔、7斜孔、8气动挤压机

构、81异形传动囊、82挤压杆、83密封机构、831封板、832封孔、833半圆孔、834半圆柱、835三

角棱柱、836密封槽、837密封垫、838弧形垫块、84齿槽、85矩形槽、86U形弹片、87卡齿、9喷射

机构、91基板、92喷射囊、93顶杆、94顶板、95顶头、96顶刺、97喷射槽、98圆孔、99套环、10瓣

膜、11遮布、12导向杆、13导向槽、14堵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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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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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38] 请参阅图1-6，本发明提供一种技术方案：一种用于松散砂卵石地质隧道施工的主

动应力消除装置，包括消力拱架1，消力拱架1的两端分别焊接有两个定位脚2的上表面，消

力拱架1上开设有以消力拱架圆心为中心圆周排布的衔接口3，衔接口3用于衔接相邻的消

力拱架1，且消力拱架1上开设有锚孔4，锚孔4用于锚杆以对消力拱架1与隧道内壁间实现定

位，属于本技术领域公知技术，不做过多叙述，消力拱架1的内部开设有空腔5，消力拱架1外

侧面的中部开设有十三个与空腔5连通的导出孔6，消力拱架1背面和正面对应导出孔6的位

置均开设有与空腔5连通的斜孔7，空腔5的内部且对应斜孔7的位置设置有气动挤压机构8，

消力拱架1外侧面对应导出孔6的位置设置有喷射机构9。

[0039] 气动挤压机构8由与空腔5形状契合的异形传动囊81、两个斜孔7内均插接有的挤

压杆82、挤压杆82远离异形传动囊81一端设置有密封机构83，斜孔7的上侧壁且靠近其开口

处开设的五个齿槽84、挤压杆82上侧壁靠近异形传动囊81一侧开设的矩形槽85、矩形槽85

底壁粘接的U形弹片86，U形弹片86远离矩形槽85底壁的一端粘接的卡齿87组成，U形弹片86

处于压缩状态，五个齿槽84的一个直角边均靠近挤压杆82的上侧，齿槽84的一个锐角指向

斜孔7的开口处，卡齿87与齿槽84契合且齿槽84的深度小于卡齿87的高度，异形传动囊81的

外表面与空腔5的内壁粘接，每个气动挤压机构8内的异形传动囊81相互连通，异形传动囊

81的充气口位于消力拱架1内壁的左端，异形传动囊81还包括分别延伸入导出孔6和两个斜

孔7内的挤压端，延伸至两个斜孔7内的挤压端分别与两个挤压杆82固定连接，利用气动挤

压机构8内的异形传动囊81能够推动挤压杆82和喷射机构9，实现对隧道内壁的快速有效的

支撑，快速消减应力对隧道内壁结构的影响。

[0040] 喷射机构9包括基板91、喷射囊92、顶杆93、顶板94、顶头95、顶刺96、喷射槽97、圆

孔98和套环99，基板91下表面的中部与异形传动囊81位于导出孔6内的挤压端固定连接，基

板91的上表面粘接有喷射囊92的下表面，每个喷射机构9内的喷射囊92相互连通，喷射囊92

的入料口位于消力拱架1内壁的顶端，喷射囊92的内底壁固定连接有四个顶杆93，喷射囊92

顶壁对应四个顶杆93的位置开设有圆孔98，圆孔98内壁粘接有套环99的外侧面，顶杆93的

固定套接在套环99内，顶杆93与套环99间依然存在缝隙，向喷射囊92内充入混凝土时，喷射

囊92内的空气由顶杆93与套环92的缝隙处排出，避免喷射囊92局部变形，且顶杆93的顶端

延伸至喷射囊92的上侧并固定连接有顶板94下表面的中部，顶板94的上表面粘接有顶头

95，顶板94的下表面且位于顶杆93的左右两侧粘接有顶刺96，喷射囊92内底壁对应顶板94

下表面两侧顶刺96的位置均开设有喷射槽97，喷射槽97的深度是喷射囊92顶壁后端的二分

之一，通过喷射机构9的设置，喷射囊92内充入混凝土，能够快速填充消力拱架1与隧道内壁

间的空间，为隧道内壁提供支撑，实现隧道内壁应力的消除，利用喷射槽97与顶刺96的设

置，喷射囊92被灌满后才被顶刺96刺破，有助于混凝土快速的填充与消力拱架1与隧道内壁

之间，避免了施工后的修饰工作。

[0041] 密封机构83包括封板831、封孔832、半圆孔833、半圆柱834、三角棱柱835、密封槽

836、密封垫837和弧形垫块838，挤压杆82远离异形传动囊81的一端粘接有封板831，封板

831上从左至右依次开设有四个封孔832，挤压杆82远离异形传动囊81的一端对应封孔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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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位置开设有半圆孔833，半圆孔833的内部设置有半圆柱834，半圆柱834的弧面上粘接有

均匀排布的弧形垫块838，弧形垫块838远离半圆柱834的一端与半圆孔833的内壁接触，半

圆柱834的上表面粘接有三角棱柱835的底面，三角棱柱835的左右两侧面上均开设有密封

槽836，且密封槽836内壁的上下两侧之间粘接有密封垫837，利用密封机构83的设置，半圆

柱834在半圆孔833能够小范围转动，挤压杆82伸出后能够快速贴合隧道内壁，避免松散砂

卵石滑落情况的出现，提供有效支撑与密封，区别于传统支撑结构设置软垫以追求贴合度，

针对与松散砂卵石的地质结构，密封机构83更易穿入卵石缝隙，由侧面和地面提供多方位

支撑，效果更好，通过三角棱柱835上密封槽836的设置，使密封机构83更易适应卵石的外

形，实现更好的贴合以达到有效的支撑，以降低应力对隧道内壁的影响，利用密封垫837的

设置，能够有效的提高密封机构83与卵石接触时的摩擦，避免卵石得到支撑后出现滑脱，利

用密封垫837的弹性，在密封机构83与隧道内壁接触时，密封垫837对于卵石形成包覆，更易

保持隧道内壁结构以消除应力。

[0042] 三角棱柱835的截面成等腰三角形，且三角棱柱835的左右侧面为其截面上两个相

等的边，三角棱柱835的顶端呈弧形，密封槽836的底壁呈弧形，密封垫837为橡胶软垫。

[0043] 异形传动囊81位于导出孔6内挤压端内的左右侧壁上均粘接有瓣膜10，两个瓣膜

10相近的一端接触，且两个瓣膜10相接触的一端均向上扬起呈弧形，利用瓣膜10的设置，异

形传动囊81充气时，位于斜孔7内的挤压端先入气推动挤压杆82对隧道内壁进行支撑，然后

喷射机构9被另一个挤压端顶起，有助于实现支撑密封后再进行混凝土灌注的操作，利于施

工的进行。

[0044] 异形传动囊81处于未充气状态，基板91的下表面与消力拱架1的外侧面接触，挤压

杆82远离异形传动囊81的一端位于消力拱架1的外侧面与基板91的上表面之间，异形传动

囊81的三个挤压端均成收缩状，异形传动囊81充气时三个挤压端延伸变长。

[0045] 喷射囊92为橡胶囊，顶刺96指向喷射囊92的一端呈尖锐状，喷射囊92的厚度范围

为四至六毫米之间，顶头95为橡胶软头,顶刺96底端至喷射囊92内底壁的距离与喷射囊92

的高度差值范围为四至十毫米，受重力影响，为避免消力拱架1底端喷射机构9内喷射囊92

先被顶刺96刺破，消力拱架1顶部的喷射机构9内顶刺96底端至喷射囊92内底壁的距离与喷

射囊92的高度差值为四毫米，位于消力拱架1顶端喷射机构9两侧至消力拱架1两端的喷射

机构9内的上述差值递增至最大十毫米。

[0046] 相邻两个气动挤压机构8内的两个挤压杆82通过遮布11固定连接，遮布11靠近消

力拱架1的一端粘接有导向杆12，导向杆12焊接在消力拱架1上，两个相邻挤压杆82相对的

一侧面上均开设有导向槽13，导向杆12的两端分别插接在两个导向槽13的内部。

[0047] 消力拱架1外侧面的左右两端均固定连接有堵块14，用于阻挡消力拱架1两端喷射

机构9的开口端以避免混凝土喷射后的大量泄漏。

[0048] 该用于松散砂卵石地质隧道施工的主动应力消除装置使用时，推入刚挖好的松散

砂卵石地质隧道，通过异形传动囊81开口端向异形传动囊81内充入空气，空气先将斜孔7内

异形传动囊81的挤压端吹起，挤压杆82顶住隧道内壁，卡齿87卡入齿槽84内，持续充气，导

出孔6内异形传动囊81的挤压端充气使喷射机构9内的顶头95顶住隧道内壁，通过喷射囊92

开口向喷射囊92内充入混凝土，喷射囊92被撑起变形，顶刺96刺入喷射槽97内，混凝土填充

在消力拱架1、遮布11和挤压杆82形成的密闭空间内，完成本装置的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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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9]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

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根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及其

发明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说　明　书 6/6 页

9

CN 110700864 B

9



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6 页

10

CN 110700864 B

10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2/6 页

11

CN 110700864 B

11



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3/6 页

12

CN 110700864 B

12



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4/6 页

13

CN 110700864 B

13



图5

说　明　书　附　图 5/6 页

14

CN 110700864 B

14



图6

说　明　书　附　图 6/6 页

15

CN 110700864 B

15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DES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ES00009

	DRA
	DRA00010
	DRA00011
	DRA00012
	DRA00013
	DRA00014
	DRA00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