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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上跨高铁营运线安全防护

棚快速拆除方法，首先制作和安装上跨高铁营运

线安全防护棚快速拆除装置，拆除安全防护棚屋

面板和纵向次梁时，通过防护棚两侧的快速拆除

装置在轨道上移动，将拆除的防护棚屋面板、次

梁等构件人工移动到快速拆除装置上，进行拆解

外运。横向主梁拆除时，利用快速拆除装置上的

悬臂吊，水平移动主梁至临近站房预留操作平台

进行拆解。本发明解决了一些实际施工现场空间

不足无法使用吊机的问题，且操作简单，施工效

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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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跨高铁营运线安全防护棚快速拆除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的步骤：

1）上跨高铁营运线安全防护棚快速拆除装置的制作和安装：首先制作一榀框架，所述

框架由轨道工装胎架主梁（3）和轨道工装胎架柱（5）焊接而成；在上下层轨道工装胎架主梁

（3）之间设置支撑杆（6），框架共制作四榀；将四榀框架通过轨道工装胎架主梁（3）焊接连

接；在轨道工装胎架柱（5）旁边设置悬臂吊（2），通过连接钢板与轨道工装胎架主梁（3）固

定，悬臂吊（2）由悬臂吊立柱（14）、悬臂吊梁（15）、双吊钩（7）和手拉葫芦（8）组成，双吊钩

（7），悬臂吊立柱（14）顶端设置悬臂吊梁（15），双吊钩（7）设于悬臂吊梁（15）上；在顶层横向

轨道工装胎架主梁（3）之间间隔设置轨道工装胎架次梁（4），然后铺设屋面压型钢板作为操

作平台（9）；在底层轨道工装胎架主梁（3）上安装滑轮（10）和水平限滑装置（12）；在快速拆

除装置上靠近站台平面标高位置设置配重（11），整体架构为站台方向偏心布置；在站台

（17）上设临时轨道（18），与装置底部的两滑轮（10）形成三支点；快速拆除装置在当天施工

完成后，用缆风绳（13）进行固定，缆风绳（13）锚固点设在站台的圆钢柱底部；

2）拆除安全防护棚屋面板：上跨高铁营运线安全防护棚快速拆除装置安装检验完毕，

开始安全防护棚（16）屋面板的拆除，从远离站房最边缘处开始，向站房方向拆除，预留几跨

做临时操作平台用；

3）接着拆除纵向次梁：顺线路方向从远离站房端防护棚开始拆除，向站房方向顺序拆

除；垂直轨道方向，从中间向两侧方向拆除；

4）然后拆除横向主钢梁：利用安全吊篮和快速拆除装置进行拆除作业，拆除顺序与屋

面板或次梁相反；

5）再拆除安全防护棚立柱：利用悬臂吊（2）将立柱吊起，并利用缆风绳控制立柱的位

置，将立柱底部割离后吊至安全防护棚外侧进行拆解；

6）最后拆除预留操作平台：剩余的屋面板，柱、梁拆除操作同上，最终完成安全防护棚

的全部拆除工作。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拆除方法，其特征在于：滑轮（10）两侧设置有水平限滑装置

（12）。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拆除方法，其特征在于：在上跨高铁营运线安全防护棚快速拆

除装置上设有缆风绳（13），缆风绳（13）锚固点设在站台的圆钢柱柱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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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跨高铁营运线安全防护棚快速拆除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安全防护棚拆除装置，特别涉及一种上跨高铁营运线安全防护棚

快速拆除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由于铁路线路的增多，难免要遇到从上跨越既有线路修建新建筑的情况，这在多

条线路交汇的车站处尤为常见，通常做法是在既有线路上设置安全防护棚。设置安全防护

棚可避免邻近或上跨工程施工对既有线路的正常运营造成影响。当前关于上跨正常运营既

有线路的安全防护棚施工主要是针对安装施工，但安全防护棚作为临时性结构，在工程施

工结束后必须拆除。传统的安全防护棚拆除都是利用汽车吊或塔吊进行施工，但这些吊机

会妨碍既有线路的运营安全，且车站安全防护棚的拆除受限于施工现场的空间，无法让大

型吊机进场辅助施工，这就给安全防护棚的拆除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影响。

[0003] 基于此，目前亟需寻求一种上跨高铁营运线安全防护棚快速拆除装置及拆除方法

就显得十分重要。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就是克服上述缺陷，提供一种上跨正常运营既有线安全防护棚快速

拆除装置。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

[0006] 上跨高铁营运线安全防护棚快速拆除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的步骤：

[0007] 1)上跨高铁营运线安全防护棚快速拆除装置的制作和安装：首先制作一榀框架，

所述框架由轨道工装胎架主梁3和轨道工装胎架柱5焊接而成；在上下层轨道工装胎架主梁

3之间设置支撑杆6，框架共制作四榀；将四榀框架通过轨道工装胎架主梁3焊接连接；在轨

道工装胎架柱5旁边设置悬臂吊2，通过连接钢板与轨道工装胎架主梁3固定，悬臂吊2由悬

臂吊立柱14、悬臂吊梁15、双吊钩7和手拉葫芦8组成，双吊钩7，悬臂吊立柱14顶端设置悬臂

吊梁15，双吊钩7设于悬臂吊梁15上；在顶层横向轨道工装胎架主梁3之间间隔设置轨道工

装胎架次梁4，然后铺设屋面压型钢板作为操作平台9；在底层轨道工装胎架主梁3上安装滑

轮10和水平限滑装置12；在快速拆除装置上靠近站台平面标高位置设置配重11，整体架构

为站台方向偏心布置；在站台17上设临时轨道18，与装置底部的两滑轮10形成三支点；快速

拆除装置在当天施工完成后，用缆风绳13进行固定，缆风绳13锚固点设在站台的圆钢柱底

部；

[0008] 2)拆除安全防护棚屋面板：上跨高铁营运线安全防护棚快速拆除装置安装检验完

毕，开始安全防护棚16屋面板的拆除，从远离站房最边缘处开始，向站房方向拆除，预留几

跨做临时操作平台用；

[0009] 3)接着拆除纵向次梁：顺线路方向从远离站房端防护棚开始拆除，向站房方向顺

序拆除；垂直轨道方向，从中间向两侧方向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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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4)然后拆除横向主钢梁：利用安全吊篮和快速拆除装置进行拆除作业，拆除顺序

与屋面板或次梁相反；

[0011] 5)再拆除安全防护棚立柱：利用悬臂吊2将立柱吊起，并利用缆风绳控制立柱的位

置，将立柱底部割离后吊至安全防护棚外侧进行拆解；

[0012] 6)最后拆除预留操作平台：剩余的屋面板，柱、梁拆除操作同上，最终完成安全防

护棚的全部拆除工作。

[0013] 悬臂吊2既可以垂直上下升降，也可以360°旋转；双吊钩7作用分别为作业吊钩，导

钩与保险作用。

[0014] 进一步地，滑轮10可在轨道上滑动，滑轮10两侧设置有水平限滑装置12，以防止快

速拆除装置在滑行过程中脱轨；此外，站台17上要设有临时轨道18，与轨道工装胎架1底部

的两滑轮10形成三支点，保证装置的稳定。

[0015] 快速拆除装置底部第二层位置靠近站台平面标高位置设有配重11，整体架构为站

台方向偏心布置，可进一步增加快速拆除装置的自身稳定性。

[0016] 上跨高铁营运线安全防护棚快速拆除装置在当天施工完成后，需用缆风绳13进行

固定，缆风绳13锚固点设在站台的圆钢柱底部。每个快速拆除装置在靠站台侧各拉两根缆

风绳13，并用手拉葫芦8拉紧。

[0017] 本发明具有如下特点和有益效果：

[0018] 本发明的上跨高铁营运线安全防护棚快速拆除装置，可解决某些时间施工现场空

间不足，无法使用吊机的问题。

[0019] 本发明设置的悬臂吊，可上下伸缩，360°旋转，拆除横向主梁时，可利用悬臂吊将

主梁转移至预留操作平台处进行拆除。

[0020] 采用快速拆除装置拆除上跨高铁营运线安全防护棚，操作简单，施工效率高。

附图说明

[0021] 图1是快速拆除装置拆除次梁站位图；

[0022] 图2是快速拆除装置俯视图；

[0023] 图3是快速拆除装置正视图；

[0024] 图4是快速拆除装置三维示意图；

[0025] 图5是快速拆除装置悬臂吊示意图；

[0026] 图6是快速拆除装置水平限滑装置示意图；

[0027] 图7是快速拆除装置侧视图。

[0028] 图中，2—悬臂吊；3—轨道工装胎架主梁；4—轨道工装胎架次梁，5—轨道工装胎

架柱，6—支撑杆；7——双吊钩；8—手拉葫芦；9—操作平台；10—滑轮；11—配重；12—水平

限滑装置；13—缆风绳；14—悬臂吊立柱；15—悬臂吊梁；16—安全防护棚；17—站台；18-临

时轨道。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首先制作如图3所示的一榀框架，共制作4块，框架由轨道工装胎架主梁3和轨道工

装胎架柱5焊接而成。框架底部宽3200mm，顶部宽4000mm，各层层高为1120mm、1900mm、

说　明　书 2/4 页

4

CN 108277994 B

4



1900mm、2180mm与1620mm，轨道工装胎架柱5总高8720mm，均采用H型钢焊接而成，尺寸为

HW200x200x8x12，上几层在横向的轨道工装胎架主梁3中点处设置支撑杆6，支撑杆6采用圆

钢管，规格为φ89x4，下面同，倒数第二层在3200mm处设置支撑杆，底层分别在1007mm、

1600mm和2194mm处设置支撑杆。

[0030] 将上一步制得的4榀框架通过纵向轨道工装胎架主梁3焊接连接，间隔3000mm，共

三跨9000mm；并在1、3跨中点处设置支撑杆，得到如图7所示结构。

[0031] 在所形成结构的轨道工装胎架柱5边上，设置悬臂吊2，如图5所示，悬臂吊立柱14

采用圆钢管制作，尺寸为φ245x12，悬臂吊梁15采用矩形管，规格为口300x200x10x10。悬臂

吊长2m，可垂直升降0-1.6m，360度旋转，悬臂吊梁15前端设双吊钩7，一个作为作业吊钩，另

一个作为导钩和保险，并配备2T手拉葫芦8。

[0032] 接下去在所形成结构三跨的各跨中部设置轨道工装胎架次梁4，轨道工装胎架次

梁4也采用H型钢，截面尺寸略小于轨道工装胎架主梁3即可，之后在结构顶面铺设屋面压型

钢板作为操作平台9，如图2所示。

[0033] 在上述结构底部安装好滑轮10与水平限滑装置12，在快速拆除装置上靠近站台平

面标高位置设置配重11，整体架构为站台方向偏心布置；在站台17上设临时轨道18，与装置

底部的两滑轮10形成三支点；快速拆除装置在当天施工完成后，用缆风绳13进行固定，缆风

绳13锚固点设在站台的圆钢柱底部；最终得到图4所示的上跨高铁营运线安全防护棚快速

拆除装置。

[0034] 上跨高铁营运线安全防护棚拆除方法如下：

[0035] 拆除工作第一步是进行安全防护棚16屋面板的拆除，从远离站房的最边缘处向站

房方向拆除，预留几跨可做临时操作平台用。屋面压型钢板拆除前需先将栓钉拆除，不拆除

屋面板的部分不拆栓钉，以确保点外行车安全。单块屋面压型钢板拆除时将其跨中割断，然

后将分割后第1块、第2块的屋面板采用人工分别拖移至两侧的快速拆除装置上，最后在快

速拆除装置上分解后转运出场。

[0036] 接着拆除安全防护棚次梁，次梁采用点焊方式与主梁连接，拆除施工主要采用乙

炔氧气割枪进行施工作业，此时快速拆除装置站位如图1所示。采用氧气乙炔割枪将次梁与

主梁连接位置处切割开来，安全防护棚次梁拆除时从跨中往两侧进行拆除，利用快速拆除

装置和尚未拆除的次梁作为支撑点，采用木板和模板在安全防护棚次梁之间搭设临时操作

平台，作为搬运至平台车的通道，每拆除一根次梁后，将次梁从防护棚两侧搬运至快速拆除

装置操作平台9上，同时操作平台9往拆除方向后平移一个次梁间距，直至两侧各剩余一根

次梁，保留两侧钢柱最外侧的次梁，确保主梁连接稳固。次梁在工装胎架的操作平台上拆解

完毕后，利用悬臂吊2吊至站台上，悬臂吊结构如图5所示。

[0037] 然后拆除横向主钢梁，将快速拆除装置利用底部的滑轮10，移动至待拆除钢梁的

两端，滑轮10两侧设有水平限滑装置12，如图6所示，以避免滑轮出现脱轨。单个防护棚主钢

梁拆除顺序为靠近站房向外侧依次进行拆除，与屋面板和次梁整体顺序相反。单根主梁拆

除前，先将用于稳定结构的两根次梁拆除至快速拆除装置上，在将钢梁上翼缘板割除20cm

长度，然后在每端腹板上分别打两个孔作为吊耳，通过两个卡环，分别与悬臂吊梁15上的双

吊钩7进行固定连接(一主一备)，固定牢固后开始下一步作业；主梁与悬臂吊梁固定牢固

后，将主钢梁端部与柱之间的钢管斜撑拆除，接着拆除主梁与钢柱柱顶连接的螺栓，将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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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主梁分离；主梁与柱子的连接螺栓割除后，主梁与柱子分离，主梁与快速拆除装置一起向

往站房方向滑移，滑移至预留平台上进行分解，随后从高架悬挑平台转运出场。

[0038] 再拆除安全防护棚立柱，立柱拆除采用快速拆除装置将立柱吊起，通过两道揽风

绳控制立柱位置，底部割断后，通过手拉葫芦8，将立柱放到在防护棚外侧的线路间进行拆

解。

[0039] 最后拆除预留操作平台，屋面板、次梁、主梁、柱子拆除方法同上，主梁可直接通过

快速拆除装置悬臂吊提升至高架层悬挑楼面标高，然后通过旋转将主梁放置在高架路面

上，再将主梁分解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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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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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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