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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地铁施工工艺，具体为一种超深

地铁竖井常规机电设备安装施工方法，主要解决

超深竖井管道对接困难、传统管道支架实用性

差、管道底部水锤损害等问题。本施工方法中管

道端部吊装环作为管口对接器进行导向固定，使

超深竖井管道对接精准简单便捷；采用BIM技术

结合传统施工作法，深化管道支架，增强了管道

支架的实用性；采用“牛顿第三定律关于作用力

与反作用力的原理”，制作水锤保护器；采用

MIDAS建模计算伸缩器安装位置，BIM模拟分析技

术结合设计要求，确定伸缩器补偿范围，直接固

定伸缩器于管道端部进行安装，降低了伸缩器安

装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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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超深地铁竖井常规机电设备安装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施工策划准备：编制专项施工方案，方案编制完成后再评审、专家论证，施工方案通

过后，按照施工方案进行施工；

（2）搭设施工平台；

（3）管道支架槽钢安装：首先安装竖井最上侧管道U型卡支架槽钢，支架槽钢（1）四周悬

挂钢丝绳重锤至竖井底部，安装竖井底部支架槽钢（1），上下槽钢拉通线，根据支架间距与

通线安装各个支架槽钢（1）；

支架槽钢安装完成后拉U型卡支架通线，操作人员乘坐吊篮由上至下依次测量各位置U

型卡支架尺寸，将尺寸标注于竖井墙壁并编号，根据各位置U型卡支架尺寸数据统一制作支

架并编号；

（4）管道安装:首先，管道端部设置吊装环，管道由竖井上部施工平台卷扬机吊装就位，

底部管道直接落地，且与地面固定，其次，管道端部吊装环作为管口对接器，上部管道底部

精准插入下部管道管口对接器内，根据竖井墙壁记录尺寸与编号，操作人员乘坐吊篮至上

部管道最上端U型卡支架处，U型卡支架（2）采用双螺母固定，将管道和支架槽钢（1）固定在

一起，操作人员依次向下固定上部管道全部U型卡支架，最后将各个管道焊接成通长管道；

（5）管道托架安装：管道焊接过程中，在管道上焊接竖向管道托架（3），管道托架（3）支

撑在支架槽钢（1）上；

（6）进行管道水压试验；

（7）将上述管道和竖井底部水平管道连接；

（8）水锤保护器安装：水锤保护器包括固定在竖井墙壁的槽钢（5），槽钢采用槽钢斜撑

（6）与地面钢管（7）加固；管道和竖井底部水平管道（9）连接弯头（8）支撑在槽钢（5）上；

（9）试验调试；竖井管道安装完成，进行系统强度试验与严密性试验，最终通水试运行；

（10）施工平台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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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深地铁竖井常规机电设备安装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地铁施工工艺，具体为一种超深地铁竖井常规机电设备安装施工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随着地铁埋深不断加大，超深竖井越来越普遍，相对应常规机电设备安装施

工技术缺陷日益暴露。目前施工技术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超深竖井管道对接困难且精准度

较低，传统管道支架相对于超深竖井实用性较差，水锤作用对系统伤害较大。本发明志在克

服上述诸多问题，提出超深地铁竖井常规机电设备安装施工方法。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为解决目前超深竖井常规机电设备安装施工技术问题，提供一种精确便

捷、实用可操、安全可靠、先进简单的施工技术。

[0004] 本发明是采用如下的技术方案实现的：超深地铁竖井常规机电设备安装施工方

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5] （1）施工策划准备：编制专项施工方案，方案编制完成后再评审、专家论证，施工方

案通过后，按照施工方案进行施工；

[0006] （2）搭设施工平台；

[0007] （3）管道支架槽钢安装：首先安装竖井最上侧管道U型卡支架槽钢，槽钢四周悬挂

钢丝绳重锤至竖井底部，安装竖井底部支架槽钢，上下槽钢拉通线，根据支架间距与通线安

装各个支架槽钢；

[0008] 槽钢安装完成后拉U型卡支架通线，操作人员乘坐吊篮由上至下依次测量各位置U

型卡支架尺寸，将尺寸标注于竖井墙壁并编号，根据各位置U型卡支架尺寸数据统一制作支

架并编号；

[0009] （4）管道安装:首先，管道端部设置吊装环，管道由竖井上部施工平台卷扬机吊装

就位，底部管道直接落地，且与地面固定，其次，管道端部吊装环作为管口对接器，上部管道

底部精准插入下部管道管口对接器内，根据竖井墙壁记录尺寸与编号，操作人员乘坐吊篮

至上部管道最上端U型卡支架处，U型卡支架采用双螺母固定，将管道和支架槽钢固定在一

起，操作人员依次向下固定上部管道全部U型卡支架，最后将各个管道焊接成通长管道；

[0010] （5）管道托架安装：管道焊接过程中，在管道上焊接竖向管道托架，管道托架支撑

在支架槽钢上；

[0011] （6）进行管道水压试验；

[0012] （7）将上述管道和竖井底部水平管道连接；

[0013] （8）水锤保护器安装：水锤保护器包括固定在竖井墙壁的槽钢，槽钢采用槽钢斜撑

与地面钢管加固；管道和竖井底部水平管道连接弯头支撑在槽钢上；

[0014] （9）试验调试；竖井管道安装完成，进行系统强度试验与严密性试验，最终通水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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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

[0015] （10）施工平台拆除。

[001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17] 与传统的传统的超深地铁竖井常规机电设备安装施工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精确

便捷、实用可操、安全可靠、先进简单等技术特点，具体表现的有益效果如下：

[0018] 1、精确便捷：管道端部吊装环作为管口对接器进行导向固定，其有益效果是使得

施工技术精准便捷。

[0019] 2、实用可操：深化管道支架，其有益效果是使得施工技术实用可操。

[0020] 3、安全可靠：制作水锤保护措施，其有益效果是使得施工技术安全可靠。

附图说明

[0021] 图1为采用管道端部管口对接器对接管道示意图。

[0022] 图2为深化完成管道支架俯视图。

[0023] 图3为深化完成管道支架侧视图。

[0024] 图4为深化完成U型卡支架示意图。

[0025] 图5为水锤保护器侧视图。

[0026] 图6为水锤保护器俯视图。

[0027] 图中：1-支架槽钢，2-U型卡支架，3-管道托架，4-管道，5-槽钢，  6-槽钢斜撑，7-地

面钢管，8-连接弯头，9-竖井底部水平管道。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结合附图，对本发明施工方法各操作要点进行详细说明。

[0029] 首先，编制专项施工方案，方案编制完成后再评审、专家论证，施工方案通过后，按

照施工方案进行施工；组织人员进行施工平台搭设，设置安全防护。其次，卷扬机、吊篮、吊

车等机械设备进场报验，且组织人员进行安装调试。最后，进行管道、支架等预制加工。

[0030] 管道端部吊装环作为管口对接器进行导向固定，管道吊装环由φ20mm圆钢制作而

成，吊装环成半椭圆状焊接于管道内部，两侧各搭接焊接10cm。首先，管道端部内设置吊装

环，管道由竖井上部卷扬机吊装就位，底部管道直接落地，且与地面固定。其次，管道端部吊

装环切割剩余10cm圆钢作为管口对接器，由于管道外径一致，上部管道底部精准插入管口

对接器内。最后，以管道对接器为支点，操作人员乘坐吊篮至远支点端部，由远及近的原则

固定管道。整个管道对接过程精准便捷。

[0031] 采用BIM技术结合传统施工作法，深化管道支架。BIM技术结合传统管道支架作法，

深化设计出两种适用于超深竖井的管道支架，分别为U型卡支架与管道托架支架，每隔3m设

置U型卡支架与托架支架。托架支架为固定翼，支撑在支架槽钢上，防止管道竖向滑移造成

管道倾覆。采用BIM模型进行施工过程模拟，采用统计分析的方法进行管道支架统一预制加

工。整个过程实用性强，且可操作性高。管道支架安装：首先安装最上侧管道U型卡支架槽

钢，槽钢四周悬挂钢丝绳重锤至竖井底部，安装竖井底部支架槽钢，上下槽钢拉通线，根据

支架间距与通线安装各个支架槽钢；槽钢安装完成后拉U型卡支架通线，操作人员乘坐施工

平台吊篮由上至下依次测量各位置U型卡支架尺寸，将尺寸标注于竖井墙壁并编号，根据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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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U型卡支架尺寸数据统一制作支架并编号，根据竖井墙壁记录尺寸与编号，分别安装U

型卡支架和支架斜撑。

[0032] 采用“牛顿第三定律关于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原理”，制作水锤保护措施。结合施

工现场进行管道受力分析，并且采用受力软件进行管道底部水锤损害分析。应用“作用力与

反作用力的原理”，采用BIM技术深化设计出以连接弯头中心为受力点的水锤保护器。保护

器由槽钢与槽钢加固部分构成。增加水锤保护器，使得整个系统更加安全可靠。

[0033] 红土地站为重庆轨道交通十号线一期工程的第2座车站，车站整体位于重庆轨道

交通6号线下，与6号线垂直交叉，为全国最深地铁站。3号风井位于红土地站小里程端，其截

面尺寸为6.7*18.3米，高度91米，为全国最深竖井。3号风井墙面存在异型，常规机电设备安

装工程量大，其中包括空调管道4根，桥架一根，结构消声器3个，施工现场安装工程难度大。

通过本技术的应用，重庆轨道交通十号线红土地超深竖井常规机电设备安装工程缩短施工

工期约1.5个月，整个过程无安全事故发生，且机电系统运行安全可靠，得到业主、设计及监

理单位的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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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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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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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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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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