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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深井密闭空间TBM吊装平

移方法，包括S1、深井吊装S2、TBM主要部件的尺

寸及重量选取；S3、吊装人员配置；S4、吊装机具

准备；S5、起重设备的选择；S6、施工场地的准备；

S7、地基承载力计算；S8、负荷率计算；S9、吊机选

择性能计算；S10、试吊。该施工方法解决了城市

轨道交通领域深井吊装，大重量平移，及密闭空

间出渣的难题，避免了复杂施工，节约了成本，为

企业积累了类似工程的施工经验，增强了企业的

技术储备，可对类似条件下的城市轨道交通施工

提供指导和借鉴，具有良好的推广和应用价值和

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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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深井密闭空间TBM吊装平移方法，其特征在于，吊装工艺主要包括如下步骤：

S1、深井吊装

S2、TBM主要部件的尺寸及重量选取；

S3、吊装人员配置；

S4、吊装机具准备；

S5、起重设备的选择，所述起重设备采用中联QUY350履带吊主吊、QY160吨汽车吊配合

翻身；

S6、施工场地的准备；

S7、地基承载力计算；

S8、负荷率计算；

S9、吊机选择性能计算；

S10、试吊，进行正式起吊前需进行作业，连接好吊绳及卡扣，慢慢起钩使吊物慢慢离开

地面，等吊物完全离开地面200mm时停止5分钟，观察连接锁具和吊物有无异样变化，观察吊

车占地位置地面有无沉降和断裂，如果任何一个部件或检测位置有变化及时将吊物防止地

面并垫好固定枕木，处理变化部位直到检查合格后再继续试吊，直到全部合格之后再正式

吊装；

平移工艺主要包括：

a1、TBM主机下井前准备，所述TBM主机长度大于14m时，所述TBM主机分为两部分，分别

为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所述第一部分总长12.5米，井下组装后通过横通道平移到正线隧

道后，在正线隧道内完成后一部分的连接组装工作，所述第二部分为2/3盾尾、拼装机支撑

梁、拼装机及第二节皮带架；

a2、安装基座；

a3、TBM主机的第一部分吊装下井及平移；

所述步骤a1中，所述TBM主机的第一部分由刀盘、前盾、伸缩盾、支撑盾、第一节皮带架

组成；

所述步骤a3中，组装顺序为前盾、1/3伸缩盾、支撑盾、第一节皮带架、主推进油缸、1/3

尾盾、顶部两块伸缩盾、刀盘。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深井密闭空间TBM吊装平移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a2中，TBM主机的基座总长为12.5m，分成4节，将始发架在场地组装完成吊入竖井并固定。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深井密闭空间TBM吊装平移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S5中，QUY350履带吊主吊规格为长9米，宽8.4米，桅杆半径13米。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深井密闭空间TBM吊装平移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S5中，QY160吨汽车吊规格为长16.13米，宽3米，支腿间距纵向8.84米，横向9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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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深井密闭空间TBM吊装平移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建筑施工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深井密闭空间TBM吊装平移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及人口的增长，地面交通已不能满足人们生活出行的需

求，地下作为一种安全、便利、广阔的可利用空间，地下城市轨道交通的开发利用是当今世

界发展的重要趋势。在硬岩隧道施工中，基本上采用钻爆法和TBM法两种。钻爆法有着成本

低、施工机动灵活等优点，其缺点是效率较低、施工条件差、安全隐患较大。和钻爆法相比，

TBM法是利用全断面隧道掘进机一次成型的快速安全高效的隧道成型方法，对掘进岩层适

应性强、生产效率高、施工安全性高。在实际施工过程中，某些项目前期征地拆迁、管线迁改

难度大，导致施工现场条件受限，由于TBM  法的高生产效率，所以必须根据施工条件等实际

情况，将TBM出渣、材料运输等合理分析对比，选取最优方案提高效率，才能保证整个TBM施

工保持高效率。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场地受限，如深井，密闭空间的TBM吊装平移方法。

[0004]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0005] 本发明公开的一种深井密闭空间TBM吊装平移方法，吊装工艺主要包括如下步骤：

[0006] S1、深井吊装

[0007] S2、TBM主要部件的尺寸及重量选取；

[0008] S3、吊装人员配置；

[0009] S4、吊装机具准备；

[0010] S5、起重设备的选择，所述起重设备采用中联QUY350履带吊主吊、  QY160吨汽车吊

配合翻身；

[0011] S6、施工场地的准备；

[0012] S7、地基承载力计算；

[0013] S8、负荷率计算；

[0014] S9、吊机选择性能计算；

[0015] S10、试吊。

[0016] 进一步的，平移工艺主要包括：

[0017] a1、TBM主机下井前准备，所述TBM主机长度大于14m时，所述TBM  主机分为两部分，

分别为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所述第一部分总长12.5米，井下组装后通过横通道平移到正

线隧道后，在正线隧道内完成后一部分的连接组装工作，所述第二部分为2/3盾尾、拼装机

支撑梁、拼装机及第二节皮带架；

[0018] a2、安装基座；

[0019] a3、TBM主机的第一部分吊装下井及平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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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进一步的，所述步骤a1中，所述TBM主机的第一部分由刀盘、前盾、伸缩盾、支撑盾、

第一节皮带架组成；

[0021] 所述步骤a3中，组装顺序为前盾、1/3伸缩盾、支撑盾、第一节皮带架、主推进油缸、

1/3尾盾、顶部两块伸缩盾、刀盘。

[0022] 进一步的，所述步骤a2中，TBM主机的基座总长为12.5m，分成4节，将始发架在场地

组装完成吊入竖井并固定。

[0023] 进一步的，所述步骤S5中，QUY350履带吊主吊规格为长9米，宽8.4  米，桅杆半径13

米；

[0024] 所述步骤S5中，QY160吨汽车吊规格为长16.13米，宽3米，支腿间距纵向8.84米，横

向9米。

[0025] 进一步的，所述步骤S10中，进行正式起吊前需进行作业，连接好吊绳及卡扣，慢慢

起钩使吊物慢慢离开地面，等吊物完全离开地面200mm 时停止5分钟，观察连接锁具和吊物

有无异样变化，观察吊车占地位置地面地面有无沉降和断裂，如果任何一个部件或检测位

置有变化及时将吊物防止地面并垫好固定枕木，处理变化部位直到检查合格后再继续试

吊，直到全部合格之后再正式吊装。

[0026]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本发明提供的一种深井密闭空间TBM吊装平移方法，具有以下

有益效果：解决了城市轨道交通领域深井吊装，大重量平移，及密闭空间出渣的难题，避免

了复杂施工，节约了成本，为企业积累了类似工程的施工经验，增强了企业的技术储备，可

对类似条件下的城市轨道交通施工提供指导和借鉴，具有良好的推广和应用价值和社会影

响。

附图说明

[0027]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申请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中所

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发明中记载的一

些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28]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深井密闭空间TBM吊装平移方法的锁口圈基坑回

填示意图；

[0029]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深井密闭空间TBM吊装平移方法的吊装受力地基

示意图；

[0030]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深井密闭空间TBM吊装平移方法的履带吊与汽车

吊配合站位图；

[0031]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深井密闭空间TBM吊装平移方法的吊装立面示意

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为了使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更好地理解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下面将结合附图对本发

明作进一步的详细介绍。

[0033] 如图1至图4所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深井密闭空间TBM吊装平移方法，吊装

工艺主要包括如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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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S1、深井吊装

[0035] S2、TBM主要部件的尺寸及重量选取；

[0036] S3、吊装人员配置；

[0037] S4、吊装机具准备；

[0038] S5、起重设备的选择，起重设备采用中联QUY350履带吊主吊、QY160 吨汽车吊配合

翻身；

[0039] S6、施工场地的准备；

[0040] S7、地基承载力计算；

[0041] S8、负荷率计算；

[0042] S9、吊机选择性能计算；

[0043] S10、试吊。

[0044]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深井密闭空间TBM吊装平移方法，平移工艺主要包括：

[0045] a1、TBM主机下井前准备，TBM主机长度大于14m时，TBM主机分为两部分，分别为第

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第一部分总长12.5米，井下组装后通过横通道平移到正线隧道后，在正

线隧道内完成后一部分的连接组装工作，第二部分为2/3盾尾、拼装机支撑梁、拼装机及第

二节皮带架；

[0046] a2、安装基座；

[0047] a3、TBM主机的第一部分吊装下井及平移。

[0048] 优选的，上述的步骤a1中，TBM主机的第一部分由刀盘、前盾、伸缩盾、支撑盾、第一

节皮带架组成；

[0049] 步骤a3中，组装顺序为前盾、1/3伸缩盾、支撑盾、第一节皮带架、主推进油缸、1/3

尾盾、顶部两块伸缩盾、刀盘。

[0050] 优选的，上述的步骤a2中，TBM主机的基座总长为12.5m，分成4节，将始发架在场地

组装完成吊入竖井并固定。

[0051] 优选的，上述的步骤S5中，QUY350履带吊主吊规格为长9米，宽8.4  米，桅杆半径13

米；

[0052] 步骤S5中，QY160吨汽车吊规格为长16.13米，宽3米，支腿间距纵向8.84米，横向9

米。

[0053] 优选的，本实施例中步骤S10中，进行正式起吊前需进行作业，连接好吊绳及卡扣，

慢慢起钩使吊物慢慢离开地面，等吊物完全离开地面200mm时停止5分钟，观察连接锁具和

吊物有无异样变化，观察吊车占地位置地面地面有无沉降和断裂，如果任何一个部件或检

测位置有变化及时将吊物防止地面并垫好固定枕木，处理变化部位直到检查合格后再继续

试吊，直到全部合格之后再正式吊装。

[0054] 本工法适用于城市轨道交通领域，场地受限，深井，密闭空间，TBM偏离正线很远，

无法满足传统龙门吊出渣条件等情况下的施工环境。

[0055] 为满足深井密闭空间TBM吊装平移始发的需要，采用用加筋路面与钢板辅助的方

式，保证了吊装机械站位的基坑稳定，同时通过计算分析，选用适当的钢丝绳吊具，吊装机

械，完成了53m的深井TBM吊装工作。在密闭空间中，使用型钢滑道，使得TBM主机在拼装好

后，始发托架在千斤顶和顶铁的配合下通过平移、扭转、纵移的方式，完成了135m长距离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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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具备了TBM密闭空间内始发条件。在掘进过程中，由于横通道密闭空间的特点，不具备龙

门吊出碴条件，采用翻渣机+三级皮带运输的方式出渣，有效的解决了密闭空间出渣难题，

同时翻渣机在TBM首次应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0056] 本次吊装采用中联QUY350(350吨)履带吊单机主臂吊装。中联QUY350(350  吨)履

带吊，吊钩选用150吨钩(吊钩自重3吨)穿六轮十一股绳；用30米主臂吊装。吊装最重件前盾

时，350吨履带吊工作半径9.33米，吊车吊装负荷  137.6吨(含钩头索具及1.2的动载系数)，

此时吊车额定负荷185吨，在主驱动完全直立竖起状态时，主吊车负荷最大，此时吊车负荷

系数74.4％，当前盾处于水平状态刚离开地面时辅助溜尾吊车负荷最大为(前盾重量51％+

钩头重量)×1.2＝(56.1+1.5)×1.2＝69.12t，此时半径为5米，额定负荷为98吨，负荷率为

70.5％(先由350吨履带吊车与160吨吊配合，将前盾翻转90°，使其水平状态变为竖立状态，

后由350吨履带吊单机吊装下井)；

[0057] QY160吨汽车吊配合翻身、辅助溜尾时，使用13.6米主臂；单机吊装其它后配套台

车时，使用19.5米主臂。

[0058] 步骤S6中，施工场地的准备：

[0059] ①现场场地较小，必须清理出足够的组装场地、吊车行走和作业空间以及盾构机

部件的现场卸车场地和临时存放区域(具体存放区域见吊装平面布置图)。吊车行走和作业

区间的场地必须平整、坚实，地耐力>14t/m2，满足吊车行走和吊装需要；吊装现场场地地面

处理及布置需充分考虑履带吊组装、刀盘存放、刀盘翻身、前盾卸车、翻身的需求；履带吊作

业区域要求场地平整结实，地面换填后进行硬化处理，履带吊组装要求地面耐压不少于

10t/m2、工作区域要求地面耐压不小于14t/m2(12m×8.5m×0.5m钢筋混凝土，地面水平度

要求≤5‰)汽车吊站位区域地面耐压不小于12t/m2；

[0060] ②TBM其他部件卸车时尽量减少对吊装过程的影响；

[0061] ③主吊车的停放位置以满足起吊刀盘和各盾体块为主；

[0062] ④TBM进场前，堆放及组装场地应提前做好风、水、电的配备；

[0063] ⑤TBM进场前，装机所需的小型设备、工具、材料准备齐全。

[0064] 步骤S7中，地基承载力计算：

[0065] (1)地压计算

[0066] 起重机自身重量：约350t

[0067] 铺设钢板重量：约25t

[0068] 前盾重量：110t

[0069] 地基承载力计算：

[0070] 竖井锁扣圈梁周围土层为8米深的回填土，回填土下方为花岗岩。

[0071] 吊装受力地基为钢筋混凝土地面12m×8.5m×0.5m，配置双层双向Φ10  钢筋加固

方式，加固后水泥浆回填。

[0072] TBM吊装过程中，为保证履带及地面受力均匀，避免地面不平顺造成地基局部受力

集中，在地面上铺设5cm左右厚度的中粗砂，必要时再铺设4cm 厚2.2×9米尺寸钢板以更好

的分散荷载。

[0073] 吊车单个履带地面支承反力为：

[0074] 吊装最重构件支撑盾加吊具总重量为110t，吊车自重350t，履带与地面接触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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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m，路面混凝土层及稳定层厚约1m。考虑吊装过程中制动荷载系数1.3，偏载系数1.5。

[0075] F＝αkG/2＝1.3×1.5×(110+350)/2＝448.5t；

[0076] 式中：a——动载系数1.3；

[0077] k——吊装时考虑的偏载系数1.5；

[0078] G——为吊车自重及吊载重量；

[0079] (2)吊车履带产生的地面荷载分析：

[0080] 根据吊装受力地基附近开挖情况看，路面结构沥青层及混凝土稳定层厚度约1米，

可视履带荷载通过铺设的钢板及刚性路面层按照45度扩散在地基土上，类似浅层条形扩展

基础，单侧履带下地基土荷载计算如下：

[0081]

[0082] 式中：A——(1.2+2×1×tg45°)×(9+2×1×tg45°)＝35.2m2，单个履带荷载通过

钢板及混凝土路面厚度扩散到地基土换算面积。

[0083] (3)地基承载力验算分析：

[0084] 吊装受力地基主要为粘土、粉质粘土及混凝土加固土体，根据地质勘查报告物理

力学性能参数，地层承载力标准值90～135kPa，重度18kN/m3,粘聚力  c＝18～30kPa，内摩

擦角 履带可视为方形基础，根据土力学天然浅基础地基极限承载力近似计算

理论(勃朗特-维西克公式)：

[0085]

[0086] Pc＝391.5kPa＞P＝127kPa， 地基承载力满足要求，按照地层

力学性能最小取值计算仍具备1.823的安全系数。

[0087] 式中：γ——地基土的平均重度18kN/m3；

[0088] b——浅基础宽度，取计算扩散宽度12m；

[0089] c——地基土的粘聚力，取土层中最小值18kPa；

[0090] d——浅基础的埋深8m；

[0091] K——地基承载力安全系数；

[0092] Nγ、Nc、Nq——勃朗特-维西克公式地基承载力系数，是内摩擦角的函数，按照土

层中最小内摩擦角查取，如下表所示：

[0093] 承载力系数(勃朗特-维西克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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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4]

[0095] 吊装平台的承载力大于吊车起吊对场地的地基承载力要求，因此该吊装区是安全

的。

[0096] 履带吊装时作业最小工作半径＝履带板外宽/2+内侧履带距吊装孔边距离  1.07m

+竖井宽度/2＝8.62/2+1.07+8/2＝9.33米。

[0097] 主要部件负荷率计算表

[0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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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9]

[0100] 主要部件抬吊时负荷率计算表

[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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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2]

[0103] 钢丝绳选用

[0104] (1)Φ65入井吊装最重件前盾组合件时钢丝绳安全系数

[0105] K1＝(0.82×4×2050/10×sin72°)÷110＝6.4＞6(安全)

[0106] 注：0.82为钢丝绳的折旧系数，4为钢丝绳的吊装头数，2050为钢丝绳的破断拉力

(单位:KN) ,sin72°为钢丝绳吊装角度，110为前盾组重量。

[0107] (2)Φ43钢丝绳计算：

[0108] 前盾下部两个辅助翻转吊耳布置：沿径向方向距离为1.4米*2，纵向靠近中前体接

口处，α＝arcos(吊耳与吊钩受力中心的间距/绳索长度)＝  arcos(1.4/10)＝81.952°(钢

丝绳水平夹角)；P＝K  Fmax/(2×sin81 .952°)  ＝1.05*0.4846*110/(2×sin81 .952°)＝

28.3t

[0109] 绳索选用6×37+1，φ65，长20米，二根，对折并排使用，取对折折减系数1.5，对折

后4股绳索破断拉力为98.5×1.5×2＝295.5t，安全系数＝295.5/28.3＝10.4＞6。

[0110] Φ28钢丝绳计算

[0111] 吊装台车时使用双沟吊装选用6×37+1，φ28钢丝绳10米4根对着使用  (其9号台

车最重29.2t)，K＝(0.82×8×505/10×sin65°)÷29.2＝13＞6(安全)

[0112] 吊装卸扣：

[0113] 主吊用55t卸扣四个；辅吊用35t卸扣二个。

[0114] 主吊卸扣选择：P1＝110×1.1/4sin72°＝31.8(吨)(其中1.1为动载系数，  72°为

钢丝绳夹角)

[0115] 辅吊卸扣选择：根据计算，受力最大为56.1吨。P3＝56.1/2sin90°＝28.1  (吨)

[0116] 由抬吊翻转过程可知：刚开始盾体竖起时，对主吊卸扣来说为最不利情况，此时由

4只主吊卸扣承担整个盾体重量，随着辅助溜尾吊车的缓慢受力，靠近上部接口的卸扣受力

逐渐减小，逐渐转移到翻身吊耳上，整个过程一直保持四吊点受力。主吊采用55t卸扣，盾体

竖起时主吊卸扣为55t＞31.8t，满足起吊安全要求。

[0117] 辅吊采用35t卸扣，溜尾抬吊过程中35t＞28.1t，满足起吊安全要求。

[0118] 15t手拉葫芦：

[0119] 倒链需检查合格，润滑良好。

[0120] 其它机具使用前需认真检查，符合规范安全要求的才可投入使用；否则禁止进场。

[0121] 吊装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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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2] 吊装时采用350T履带吊机为主吊车，以160T汽车吊机为副吊车也足够符合起重规

范要求，对于本吊装工程是安全的。

[0123] 吊机选择性能计算

[0124] 1)350t吊车时吊装最大重量为前盾组合件110t。

[0125] 实际重量：G＝110t，查350t汽车吊吊装曲线，选择吊杆长30米，吊装支撑盾组合件

最大作业幅度9.33米，吊车额定载荷185吨，满足吊装要求。

[0126] 2)TBM到达基座时吊车卷扬上剩余走绳的最小圈数：

[0127] 剩余走绳长度＝走绳全长-放出走绳长度＝走绳全长-动定滑轮的最大距离×倍

率-走绳在动定滑车上的绕行长度-导向滑轮与定滑轮间距-吊臂长度

[0128] ＝1000米-{(30sin77°+3)(履带地面以上部分高度)+50(竖井深度)-6.3  (TBM直

径)-6in72°(主吊索在竖直方向高度)}×11-3 .14159×0 .6/2×5×  2-1 .8-30＝1000-

812.3(放出走绳长度)＝187.7(米)；

[0129] 最小圈数＝剩余走绳长度/卷扬周长＝187.7/(3.14159×0.6)＝99.5(圈)>规范

要求的最小3圈，满足吊装所需安全要求。

[0130] 卷扬放出走绳重量：吊钩承载盾体全部重量下井时，盾体落至基座时，卷扬需要放

出812.3米走绳，按走绳规格(查《起重工工艺学》)：6×19+1-170 ,  Ф26钢丝绳的243kg/

100m,

[0131] 放出812.3米走绳重量＝812.3m*243kg/100m＝1974kg。

[0132]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本发明提供的一种深井密闭空间TBM吊装平移方法，具有以下

有益效果：解决了城市轨道交通领域深井吊装，大重量平移，及密闭空间出渣的难题，避免

了复杂施工，节约了成本，为企业积累了类似工程的施工经验，增强了企业的技术储备，可

对类似条件下的城市轨道交通施工提供指导和借鉴，具有良好的推广和应用价值和社会影

响。

[0133] 以上只通过说明的方式描述了本发明的某些示范性实施例，毋庸置疑，对于本领

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在不偏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的情况下，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对所

描述的实施例进行修正。因此，上述附图和描述在本质上是说明性的，不应理解为对本发明

权利要求保护范围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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