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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隧道宽幅防水板、
二衬钢筋综
合台车法施工工法，
涉及隧道施工技术领域，
包
括以下步骤：
S1）施工前准备和防水板铺设台车
就位；
S2）土工布的挂设；
S3）防水板的铺设、
固定
和焊接；
S4）二衬钢筋整体安装；
隧道内设置有沿
隧道延伸的轨道，
所述防水板铺设台车可沿轨道
行走。本发明公开的隧道宽幅防水板、二衬钢筋
综合台车法施工工法采用超声波焊接固定工艺
和垂直挤压焊接技术很好地解决了防水板的施
工安装、
固定和焊接的质量问题，
降低了隧道漏
水薄弱点，
改善了隧道防水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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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隧道宽幅防水板、
二衬钢筋综合台车法施工工法，
其特征在于，
包括以下步骤：
S1）施工前准备和防水板铺设台车就位；
S2）土工布的挂设；
S3）防水板的铺设、
固定和焊接；
S4）二衬钢筋整体安装；
隧道内设置有沿隧道延伸的轨道，
所述防水板铺设台车可沿轨道行走。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隧道宽幅防水板、二衬钢筋综合台车法施工工法，
其特征在
于：
所述S1）包括以下步骤：
防水板挂设之前，
使用隧道断面仪对初期支护施工完成后的隧
道初支端面进行扫描，
保证结构不侵限和二衬厚度；
将外露锚杆头或钢筋头切断，
用砂浆抹
平，
保证隧道的初期支护表面平整；
测量隧道中心线，
并根据中心线定位综合台车行走的轨
道，
轨道的定位精度达到左右、
高低偏差不小于5cm。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隧道宽幅防水板、二衬钢筋综合台车法施工工法，
其特征在
于：
所述S2）包括以下步骤：
S21）将土工布装入防水板铺设台车的托架上，
拉出土工布，
将土工布喂入防水板铺设
台车的卷轴中央，
保持土工布轴线与防水板铺设台车的卷轴垂直，
夹紧土工布；
S22）启动防水板铺设台车“卷土工布”模式，
将土工布从防水板铺设台车的托架上卷到
防水板铺设台车的爬行小车的卷轴上；
保证爬行小车的卷轴上的土工布对称分布；
S23）启动防水板铺设台车的爬行小车，
放土工布，启动防水板铺设台车的顶升系统，
使
土工布顶升至初期支护表面；
S24）使用热熔垫圈将土工布固定在初期支护表面，
完成一环土工布铺设。
4 .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隧道宽幅防水板、二衬钢筋综合台车法施工工法，
其特征在
于：
所述热熔垫圈按设计规范分隧道边墙、
隧道拱部呈梅花形分布。
5 .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隧道宽幅防水板、二衬钢筋综合台车法施工工法，
其特征在
于：
所述S3）包括以下步骤：
S31）防水板的铺设；
S32）防水板的固定，
采用超声波焊接固定；
S33）防水板的焊接，
采用热风垂直挤压环向焊接。
6 .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隧道宽幅防水板、二衬钢筋综合台车法施工工法，
其特征在
于：
所述S31）包括以下步骤：
S311）将防水板装入防水板铺设台车的托架上，
拉出防水板，
将防水板喂入防水板铺设
台车的卷轴中央并对位准确，
防水板两端卡入防水板铺设台车的卷轴上的限位盘内，
保持
防水板轴线与防水板铺设台车的卷轴垂直，
夹紧防水板；
S312）启动防水板铺设台车的“卷防水板”工作模式，
将防水板从防水板铺设台车的托
架上卷到防水板铺设台车的爬行小车的卷轴上，
爬行小车的卷轴上的防水板沿卷轴的中轴
线对称；
S313）防水板上卷完成后，启动防水板铺设台车的爬行小车，
负载防水板沿防水板铺设
台车的弧形轨道爬行。
7 .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隧道宽幅防水板、二衬钢筋综合台车法施工工法，
其特征在
于：
所述S32）包括以下步骤：
防水板展开后，
先上下移动正在铺设的防水板，
使防水板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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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线与前一幅已铺设的防水板对位准确；
对位完成后，
采用顶压工装将焊接处的防水板
顶压在固定垫圈上，
防水板与固定垫圈表面紧密贴合，
然后用超声波焊枪将防水板的焊接
在固定垫圈上。
8 .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隧道宽幅防水板、二衬钢筋综合台车法施工工法，
其特征在
于：
所述S33）包括以下步骤：
将两幅防水板分别喂入热风爬焊机夹板，
沿防水板边缘走行焊
接，
控制爬行速度为2m/min，
对防水板实施有效压合焊接，
完成一环防水板的铺设。
9 .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隧道宽幅防水板、二衬钢筋综合台车法施工工法 ，
其特征在
于：
所述S4）包括以下步骤：
S41）将隧道二衬外层钢筋运输到防水板铺设台车和二衬台车之间，
并环向放置与隧道
底面上，
对齐后绑扎成梱，
形成钢筋束；
S42）启动二衬台车上的提升设备，
将钢筋束垂直提升至高度至少超过防水板铺设台车
的弧形轨道最高点30cm；
S43）启动防水板铺设台车，
调整到最低状态，
行走至钢筋束的下方，
将钢筋束在防水板
铺设台车上；
S44）驱动防水板铺设台车的机械臂顶升钢筋束，
增大环向半径，
扩大钢筋支撑弧长，
直
至钢筋束离开地面；
S45）驱动防水板铺设台车行走至二衬钢筋的安装工位并进行对中，
解除钢筋束绑扎，
人工分散钢筋，
将二衬钢筋按设计图纸标注的设计间距逐根放置在钢筋定位滚轮卡槽中；
S46）通过防水板铺设台车上设置的三维数据采集装置采集的三维数据输入防水板铺
设台车的计算机中，
并根据三维数据将二衬钢筋二次顶升至设计图纸标注的位置；
然后放
置支撑垫块，
绑扎顶升到位的二衬钢筋，
形成第一层钢筋网；
S47）收回防水板铺设台车的机械臂，
重复步骤S41）~ S46），
安装内层钢筋网，
然后绑扎
第一层钢筋网和内层钢筋网，
完成二衬钢筋的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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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宽幅防水板、二衬钢筋综合台车法施工工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隧道施工技术领域，
具体涉及隧道宽幅防水板、二衬钢筋综合台车法
施工工法。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
国家高铁隧道建设取得了快速发展，
隧道施工技术逐步提高，
防水板铺设
作为一项隧道施工的重要环节，
直接影响着施工进度。
[0003] 二次衬砌是隧道工程施工在初期支护内侧施作的模筑混凝土或钢筋混凝土衬砌，
与初期支护共同组成复合式衬砌。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针对现有技术，
提供了一种隧道宽幅防水板、二衬钢筋综合台车法施工工
法。
[0005] 本发明通过下述技术方案实现：
所述隧道宽幅防水板、二衬钢筋综合台车法施工
工法，
包括以下步骤：
S1）施工前准备和防水板铺设台车就位；
S2）土工布的挂设；
S3）防水板的铺设、
固定和焊接；
S4）二衬钢筋整体安装；
隧道内设置有沿隧道延伸的轨道，
所述防水板铺设台车可沿轨道行走。
[0006] 进一步地，
所述S1）包括以下步骤：
防水板挂设之前，
使用隧道断面仪对初期支护
施工完成后的隧道初支端面进行扫描，
保证结构不侵限和二衬厚度；
将外露锚杆头或钢筋
头切断，用砂浆抹平，
保证隧道的初期支护表面平整；
测量隧道中心线，
并根据中心线定位
综合台车行走的轨道，
轨道的定位精度达到左右、
高低偏差不小于5cm。
[0007] 进一步地，
所述S2）包括以下步骤：
S21）将土工布装入防水板铺设台车的托架上，
拉出土工布，
将土工布喂入防水板铺设
台车的卷轴中央，
保持土工布轴线与防水板铺设台车的卷轴垂直，
夹紧土工布；
S22）启动防水板铺设台车“卷土工布”模式，
将土工布从防水板铺设台车的托架上卷到
防水板铺设台车的爬行小车的卷轴上；
保证爬行小车的卷轴上的土工布对称分布；
S23）启动防水板铺设台车的爬行小车，
放土工布，
启动防水板铺设台车的顶升系统，
使
土工布顶升至初期支护表面；
S24）使用热熔垫圈将土工布固定在初期支护表面，
完成一环土工布铺设。
[0008] 进一步地，
所述热熔垫圈按设计规范分隧道边墙、
隧道拱部呈梅花形分布。
[0009] 进一步地，
所述S3）包括以下步骤：
S31）防水板的铺设；
S32）防水板的固定，
采用超声波焊接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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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3）防水板的焊接，
采用热风垂直挤压环向焊接。
[0010] 进一步地，
所述S31）包括以下步骤：
S311）将防水板装入防水板铺设台车的托架上，
拉出防水板，
将防水板喂入防水板铺设
台车的卷轴中央并对位准确，
防水板两端卡入防水板铺设台车的卷轴上的限位盘内，
保持
防水板轴线与防水板铺设台车的卷轴垂直，
夹紧防水板；
S312）启动防水板铺设台车的“卷防水板”工作模式，
将防水板从防水板铺设台车的托
架上卷到防水板铺设台车的爬行小车的卷轴上，
爬行小车的卷轴上的防水板沿卷轴的中轴
线对称；
S313）防水板上卷完成后，
启动防水板铺设台车的爬行小车，
负载防水板沿防水板铺设
台车的弧形轨道爬行。
[0011] 进一步地，
所述S32）包括以下步骤：
防水板展开后，
先上下移动正在铺设的防水
板，
使防水板上的标记线与前一幅已铺设的防水板对位准确；
对位完成后，
采用顶压工装将
焊接处的防水板顶压在固定垫圈上，
防水板与固定垫圈表面紧密贴合，
然后用超声波焊枪
将防水板的焊接在固定垫圈上。
[0012] 进一步地，
所述S33）包括以下步骤：
将两幅防水板分别喂入热风爬焊机夹板，
沿防
水板边缘走行焊接，
控制爬行速度为2m/min，
对防水板实施有效压合焊接，
完成一环防水板
的铺设。
[0013] 进一步地，
所述S4）包括以下步骤：
S41）将隧道二衬外层钢筋运输到防水板铺设台车和二衬台车之间，
并环向放置与隧道
底面上，
对齐后绑扎成梱，
形成钢筋束；
S42）启动二衬台车上的提升设备，
将钢筋束垂直提升至高度至少超过防水板铺设台车
的弧形轨道最高点30cm；
S43）启动防水板铺设台车，
调整到最低状态，
行走至钢筋束的下方，
将钢筋束在防水板
铺设台车上；
S44）驱动防水板铺设台车的机械臂顶升钢筋束，
增大环向半径，
扩大钢筋支撑弧长，
直
至钢筋束离开地面；
S45）驱动防水板铺设台车行走至二衬钢筋的安装工位并进行对中，
解除钢筋束绑扎，
人工分散钢筋，
将二衬钢筋按设计图纸标注的设计间距逐根放置在钢筋定位滚轮卡槽中；
S46）通过防水板铺设台车上设置的三维数据采集装置采集的三维数据输入防水板铺
设台车的计算机中，
并根据三维数据将二衬钢筋二次顶升至设计图纸标注的位置；
然后放
置支撑垫块，
绑扎顶升到位的二衬钢筋，
形成第一层钢筋网；
S47）收回防水板铺设台车的机械臂，
重复步骤S41）~S46），
安装内层钢筋网，
然后绑扎
第一层钢筋网和内层钢筋网，
完成二衬钢筋的施工。
[0014]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
具有以下优点及有益效果：
（1）本发明所提供的隧道宽幅防水板、
二衬钢筋综合台车法施工工法采用超声波焊接
固定工艺和垂直挤压焊接技术很好地解决了防水板的施工安装、
固定和焊接的质量问题，
降低了隧道漏水薄弱点，
改善了隧道防水效果。
[0015] （2）本发明所提供的隧道宽幅防水板、
二衬钢筋综合台车法施工工法采用防水板
铺设台车安装二衬钢筋，
有效解决目前二衬钢筋施工过程中无法批量吊装定位，
劳动强度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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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施工效率低，
防水板易损伤等问题。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地详细说明，
但本发明的实施方式不限于此。
[0017] 在本发明中，
所述防水板铺设台车上设置有可实现环境三维扫描的三维扫描仪、
可进行数据处理的计算机和进行防水板铺设台车定位的定位仪。
[0018] 所述隧道宽幅防水板、
二衬钢筋综合台车法施工工法，
包括以下步骤：
S1）施工前准备和防水板铺设台车就位
防水板挂设之前，
使用隧道断面仪对初期支护施工完成后的隧道初支端面进行扫描，
保证结构不侵限和二衬厚度；
将外露锚杆头或钢筋头切断，
用砂浆抹平，
保证隧道的初期支
护表面平整；
测量隧道中心线，
并根据中心线定位综合台车行走的轨道，
轨道的定位精度达
到左右、
高低偏差不小于5cm。
[0019] S2）土工布的挂设
S21）将土工布装入防水板铺设台车的托架上，
拉出土工布，
将土工布喂入防水板铺设
台车的卷轴中央并对位准确，
土工布的两端卡入卷轴上的限位盘内，
保持土工布轴线与防
水板铺设台车的卷轴垂直，
夹紧土工布。
[0020] S22）启动防水板铺设台车“卷土工布”模式，
将土工布从防水板铺设台车的托架上
卷到防水板铺设台车的爬行小车的卷轴上；
保证爬行小车的卷轴上的土工布对称分布。
[0021] 防水板铺设台车启动之前，
检查防水板铺设台车的工作状态，
驱动防水板铺设台
车与前一幅安装好的土工布进行纵向对位，
使待安装的土工布与安装好的前一幅土工布的
对位搭接宽度满足设计要求。确认防水板铺设台车的各操作平台处于收缩状态，
各机械臂
复位，
防水板铺设台车整体起升到位。
[0022] 若土工布卷偏位，
则反转爬行小车，
将土工布回放，
回卷土工布后，
重新上卷。
[0023] S23）启动防水板铺设台车的爬行小车，
放土工布，启动防水板铺设台车的顶升系
统，
使土工布顶升至初期支护表面。
[0024] S24）使用热熔垫圈将土工布固定在初期支护表面，
完成一环土工布铺设。
[0025] S3）防水板的铺设、
固定和焊接
S31）防水板的铺设
S311）将防水板装入防水板铺设台车的托架上，
拉出防水板，
将防水板喂入防水板铺设
台车的卷轴中央并对位准确，
防水板两端卡入防水板铺设台车的卷轴上的限位盘内，
保持
防水板轴线与防水板铺设台车的卷轴垂直，
夹紧防水板。
[0026] 防水板铺设之前，
检查防水板铺设台车的工作状态，
调整防水板铺设台车使其与
前一幅已经安装的防水板进行精确对位，
使待安装的防水板与已经安装好的前一幅防水板
的对位搭接宽度满足设计要求。确认防水板铺设台车的各操作平台处于收缩状态，
各机械
臂复位，
防水板铺设台车整体起升到位。
[0027] S312）启动防水板铺设台车的“卷防水板”工作模式，
将防水板从防水板铺设台车
的托架上卷到防水板铺设台车的爬行小车的卷轴上，
爬行小车的卷轴上的防水板沿卷轴的
中轴线对称；
S313）防水板上卷完成后，
启动防水板铺设台车的爬行小车，
负载防水板沿防水板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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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车的弧形轨道爬行。
[0028] S32）防水板的固定，
采用超声波焊接固定；
防水板展开后，
先上下移动正在铺设的防水板，
使防水板上的标记线与前一幅已铺设
的防水板对位准确，
其对位精度为1mm；
对位完成后，
采用顶压工装将焊接处的防水板顶压
在固定垫圈上，
防水板与固定垫圈表面紧密贴合，
然后用超声波焊枪将防水板的焊接在固
定垫圈上。
[0029] 每个固定垫圈上焊接2 3个焊点，
焊接点处颜色由半透明变成透明，
表明已焊接牢
~
固。超声波焊枪焊接每个焊点的时间为1 .5s。
[0030] S33）防水板的焊接，
采用热风垂直挤压环向焊接。
[0031] 将两幅防水板分别喂入热风爬焊机夹板，
沿防水板边缘走行焊接，
控制爬行速度
为2m/min，
对防水板实施有效压合焊接，
完成一环防水板的铺设。
[0032] 焊接完成后，
需要对焊缝进行充气保压试验，
检查焊缝是否合格。
[0033] S4）二衬钢筋整体安装；
S41）将隧道二衬外层钢筋运输到防水板铺设台车和二衬台车之间，
并环向放置与隧道
底面上，
对齐后绑扎成梱，
形成钢筋束；
S42）启动二衬台车上的提升设备，
将钢筋束垂直提升至高度至少超过防水板铺设台车
的弧形轨道最高点30cm；
S43）启动防水板铺设台车，
调整到最低状态，
行走至钢筋束的下方，
将钢筋束在防水板
铺设台车上；
若二衬台车和防水板铺设台车在空间位置上相互干扰，
可在钢筋束上绑扎两根钢丝
绳，
通过人工拉动，
调整钢筋束的开口量，
避免干扰。
[0034] S44）驱动防水板铺设台车的机械臂顶升钢筋束，
增大环向半径，
扩大钢筋支撑弧
长，
直至钢筋束离开地面；
S45）驱动防水板铺设台车行走至二衬钢筋的安装工位并进行对中，
解除钢筋束绑扎，
人工分散钢筋，
将二衬钢筋按设计图纸标注的设计间距逐根放置在钢筋定位滚轮卡槽中；
S46）通过防水板铺设台车上设置的三维数据采集装置采集的三维数据输入防水板铺
设台车的计算机中，
并根据三维数据将二衬钢筋二次顶升至设计图纸标注的位置；
然后放
置支撑垫块，
绑扎顶升到位的二衬钢筋，
形成第一层钢筋网；
S47）收回防水板铺设台车的机械臂，
重复步骤S41）~S46），
安装内层钢筋网，
然后绑扎
第一层钢筋网和内层钢筋网，
完成二衬钢筋的施工。
[0035] 隧道内设置有沿隧道延伸的轨道，
所述防水板铺设台车可沿轨道行走。
[0036] 以上所述，
仅是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
并非对本发明做任何形式上的限制，
凡是依
据本发明的技术实质对以上实施例所作的任何简单修改、等同变化，
均落入本发明的保护
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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