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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隧道二衬环向施工缝施工用二衬台车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隧道二衬环向施工缝

施工用二衬台车，所述二衬台车包括二衬台车本

体(2)、设于二衬台车本体(2)前端的二衬台车前

端固定端模(1)以及向后延伸设于二衬台车本体

(2)后端的台车搭接部分(13)，所述二衬台车本

体(2)和二衬台车前端固定端模(1)的交角处沿

环向设有多个前端压条(3)，所述二衬台车本体

(2)的后端顶部沿环向设有多个后端压条(4)，所

述台车搭接部分(13)的顶部沿环向设有多个软

搭接弹性条(5)。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解

决了二衬混凝土机制砂在有限环境中流动性不

良造成的结构蜂窝麻面质量问题，压缩了隧道交

通验收的作业时间，降低了施工成本，提高了隧

道二衬的表观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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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隧道二衬环向施工缝施工用二衬台车，其特征在于，所述二衬台车包括二衬台

车本体(2)、设于二衬台车本体(2)前端的二衬台车前端固定端模(1)以及向后延伸设于二

衬台车本体(2)后端的台车搭接部分(13)，所述二衬台车本体(2)和二衬台车前端固定端模

(1)的交角处沿环向设有多个前端压条(3)，所述二衬台车本体(2)的后端顶部沿环向设有

多个后端压条(4)，所述台车搭接部分(13)的顶部沿环向设有多个软搭接弹性条(5)。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隧道二衬环向施工缝施工用二衬台车，其特征在于，所述

前端压条(3)包括首尾依次连接的第一竖直部(301)、第一水平部(302)和第一弧面(303)，

所述第一竖直部(301)、第一水平部(302)及第一弧面(303)之间围成第一腔室(304)，所述

第一竖直部(301)紧贴二衬台车前端固定端模(1)设置，所述第一水平部(302)设于二衬台

车本体(2)上，所述后端压条(4)包括首尾依次连接的第二竖直部(801)、第二水平部(802)

和第二弧面(9)，所述第二竖直部(801)、第二水平部(802)及第二弧面(9)之间围成第二腔

室(10)，所述第二水平部(802)设于二衬台车本体(2)上，所述第一弧面(303)和第二弧面

(9)正对设置。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隧道二衬环向施工缝施工用二衬台车，其特征在于，当前

端压条(3)为刚性压条时，所述第一腔室(304)中填充有自密实砂浆，所述第一水平部(302)

和二衬台车本体(2)之间采用焊接进行固定；

当前端压条(3)为弹性压条时，所述第一腔室(304)中填充有第一弹性内衬，所述第一

竖直部(301)、第一水平部(302)、第一弧面(303)及第一弹性内衬一体成型，所述第一弧面

(303)和二衬台车前端固定端模(1)之间采用铁丝进行固定，所述第一水平部(302)和二衬

台车本体(2)之间采用胶粘进行固定。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隧道二衬环向施工缝施工用二衬台车，其特征在于，所述

软搭接弹性条(5)上设有上循环压条(12)，所述上循环压条(12)包括首尾依次连接的第三

竖直部(1201)、第三水平部(1202)和第三弧面(1203)，所述第三竖直部(1201)、第三水平部

(1202)及第三弧面(1203)之间围成第三腔室(1204)，所述第三竖直部(1201)紧贴第二竖直

部(801)设置，所述第三水平部(1202)设于软搭接弹性条(5)上。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隧道二衬环向施工缝施工用二衬台车，其特征在于，当后

端压条(4)为刚性压条时，所述第二腔室(10)中填充有自密实砂浆，所述第二竖直部(801)

及第二水平部(802)同二衬台车本体(2)之间设有多个用于固定的蝶形螺栓(14)；

当后端压条(4)为弹性压条时，所述第二腔室(10)中填充有第二弹性内衬，所述第二竖

直部(801)、第二水平部(802)、第二弧面(9)及第二弹性内衬一体成型，第二竖直部(801)和

第三竖直部(1201)之间采用胶粘，并设有水泥钉进行固定。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隧道二衬环向施工缝施工用二衬台车，其特征在于，相邻

的蝶形螺栓(14)之间的间距不大于1m，所述蝶形螺栓(14)的螺杆与第二竖直部(801)或第

二水平部(802)焊接，所述焊接处距第二竖直部(801)或第二水平部(802)的端部的距离为

28‑32cm。

7.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隧道二衬环向施工缝施工用二衬台车，其特征在于，所述

软搭接弹性条(5)的水平长度大于第三水平部(1202)的水平长度。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隧道二衬环向施工缝施工用二衬台车，其特征在于，所述

台车搭接部分(13)的水平长度为8‑12cm，所述软搭接弹性条(5)的水平长度和台车搭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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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13)的水平长度相一致，所述软搭接弹性条(5)上表面的水平高度比二衬台车本体(2)上

表面的水平高度高0.2‑1cm。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隧道二衬环向施工缝施工用二衬台车，其特征在于，所述

二衬台车本体(2)上贯穿设有多个用于与台车搭接部分(13)配合的腰孔(15)，所述二衬台

车本体(2)的内壁上设有多个与腰孔(15)相配合的封堵板(16)。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一种隧道二衬环向施工缝施工用二衬台车，其特征在于，所

述腰孔(15)的长度S由隧道曲线引起的转角偏差S1、台车走行纵向定位误差S2及上一循环混

凝土端模变形或台车定位误差S3组成，按下式Ⅰ计算：

S＝S1+S2+S3   Ⅰ

式中，S2、S3根据工人操作的熟练程度综合确定；S1按下式Ⅱ计算：

式中，L为每循环混凝土浇筑的有效长度；D为隧道内轮廓平面投影的最大宽度；R为隧

道线路曲线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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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隧道二衬环向施工缝施工用二衬台车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隧道施工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隧道二衬环向施工缝施工用二衬台

车。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在已经开通的高速铁路隧道工程二衬施工缝、变形缝处，常出现混凝土衬

砌开裂、掉块等病害，严重影响高速铁路行车安全。产生此类病害的主要原因在于施工建设

期间，一是隧道二衬环向施工缝线形不规则，致使混凝土砂浆溢流严重，与上一循环二衬混

凝土之间形成夹块、毛边；二是隧道二衬施工缝接缝角为直角，在后续运营中，二衬混凝土

边角处出现应力集中，引起混凝土开裂、掉块；三是部分隧道二衬施工中台车采用整体钢质

三角倒角模型施做施工缝，在二衬台车脱模过程中因操作不当致使二衬混凝土出现了内在

的裂隙损伤，运营期裂隙持续发展引起病害；四是施工缝处台车模板封堵不严，致使工人为

防止混凝土漏浆，二衬混凝土浇筑过程中振捣不到位，造成施工缝处混凝土不密实。基于以

上原因，即使工后对施工缝进行打磨整修，也仅解决施工缝表观质量问题，未从根本上消除

运营期病害的潜在风险。因此在施工阶段解决隧道二衬施工缝质量问题尤为迫切。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就是提供一种隧道二衬环向施工缝施工用二衬台车，解决了二

衬混凝土机制砂在有限环境中流动性不良造成的结构蜂窝麻面质量问题，压缩了隧道交通

验收的作业时间，降低了施工成本，提高了隧道二衬的表观质量。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

[0005] 一种隧道二衬环向施工缝施工用二衬台车，所述二衬台车包括二衬台车本体、设

于二衬台车本体前端的二衬台车前端固定端模以及向后延伸设于二衬台车本体后端的台

车搭接部分，所述二衬台车本体和二衬台车前端固定端模的交角处沿环向设有多个前端压

条，所述二衬台车本体的后端顶部沿环向设有多个后端压条，所述台车搭接部分的顶部沿

环向设有多个软搭接弹性条(采用橡胶材质)，该隧道可为高速铁路隧道。

[0006] 所述前端压条包括首尾依次连接的第一竖直部、第一水平部和第一弧面，所述第

一竖直部、第一水平部及第一弧面之间围成第一腔室，所述第一竖直部紧贴二衬台车前端

固定端模设置，所述第一水平部设于二衬台车本体上，所述后端压条包括首尾依次连接的

第二竖直部、第二水平部和第二弧面，所述第二竖直部、第二水平部及第二弧面之间围成第

二腔室，所述第二水平部设于二衬台车本体上，所述第一弧面和第二弧面正对设置。前端压

条的位置固定，在装配时需考虑拆模翻转所需要的间隙，后端压条位置可沿纵向调整。

[0007] 所述软搭接弹性条上设有上循环压条，所述上循环压条包括首尾依次连接的第三

竖直部、第三水平部和第三弧面，第三竖直部、第三水平部及第三弧面之间围成第三腔室，

所述第三竖直部紧贴第二竖直部设置，所述第三水平部设于软搭接弹性条上。

[0008] 当前端压条为刚性压条时，所述第一腔室中填充有自密实砂浆，所述第一水平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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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二衬台车本体之间采用焊接进行固定，采用多点焊接方式，沿二衬台车本体顶部的弧长

间距不大1m，每根压条的连接焊点不宜少于2个，焊接缝打磨圆顺、光洁。此时第一竖直部和

第一水平部一体成型，采用Q235  L40×25×3mm角钢，第二弧面采用多个Q235φ76×3mm剖

切的无缝钢管依次拼接而成，机加工处理，圆弧面需抛光、刨铣，压条边角应光圆、顺直。

[0009] 当前端压条为弹性压条时，前端压条可沿隧道内净轮廓圆弧通长设置，所述第一

腔室中填充有第一弹性内衬，所述第一竖直部、第一水平部、第一弧面及第一弹性内衬一体

成型，所述第一弧面和二衬台车前端固定端模之间采用铁丝进行固定，所述第一水平部和

二衬台车本体之间采用胶粘进行固定。

[0010] 当后端压条为刚性压条时，所述第二腔室中填充有自密实砂浆，所述第二竖直部

及第二水平部同二衬台车本体之间设有多个用于固定的蝶形螺栓，每根后端压条和蝶形螺

栓的连接点不宜少于2个。此时第二竖直部和第二水平部一体成型，采用  L40×25×3mm角

钢，第二弧面采用多个φ38×3mm剖切的无缝钢管依次拼接而成，无缝钢管按照台车模板弧

度分段加工而成。第二弧面的弧形倒角尺寸较第三弧面的倒角尺寸大2～3mm，确保调节后

上循环压条紧贴已完成浇筑的混凝土倒角，防止漏浆、跑浆。

[0011] 当后端压条为弹性压条时，所述第二腔室中填充有第二弹性内衬，所述第二竖直

部、第二水平部、第二弧面及第二弹性内衬一体成型，第二竖直部和第三竖直部之间在台车

走行到位前采用胶粘，并设有水泥钉进行固定，所述第二竖直部沿隧道内轮廓径向方向与

第三竖直部齐平，固定完成后，进行台车合模。

[0012] 相邻的蝶形螺栓之间的间距不大于1m，所述蝶形螺栓的螺杆与第二竖直部或第二

水平部焊接，所述焊接处距第二竖直部或第二水平部的端部的距离为  28‑32cm，优选为

30cm。

[0013] 当上循环压条为刚性压条时，所述第三腔室中填充有自密实砂浆。

[0014] 所述软搭接弹性条的水平长度大于第三水平部的水平长度。

[0015] 所述台车搭接部分的水平长度为8‑12cm，优选为10cm。在二衬台车的有效长度(常

规为12m或10m)的基础上增加10cm长度，形成设于二衬台车后方的台车搭接部分，用于与上

循环已浇筑衬砌混凝土搭接，所述软搭接弹性条设置在所述台车搭接部分与上循环已浇筑

衬砌混凝土的结合面上。

[0016] 所述软搭接弹性条的水平长度和台车搭接部分的水平长度相一致，所述软搭接弹

性条上表面的水平高度比二衬台车本体上表面的水平高度高0.2‑1cm，以保障台车合模后，

所述台车搭接部分与上循环已浇筑衬砌混凝土紧贴密实，防止混凝土漏浆，引起外观质量

缺陷。

[0017] 所述二衬台车本体上贯穿设有多个用于与台车搭接部分配合的腰孔，所述二衬台

车本体的内壁上设有多个与腰孔相配合的封堵板(封堵板进行封堵)，该腰孔用来调节台车

搭接部分与二衬台车本体连接的位置，可使上循环压条具备纵向活动调节功能，以确保上

循环压条与上循环已浇筑衬砌混凝土密贴。

[0018] 所述腰孔为矩形腰孔，尺寸为100×25mm。

[0019] 所述腰孔的长度S由隧道曲线引起的转角偏差S1、台车走行纵向定位误差S2及上一

循环混凝土端模变形或台车定位误差S3组成，按下式Ⅰ计算：

[0020] S＝S1+S2+S3  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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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式中，S2、S3根据工人操作的熟练程度综合确定，一般预留6cm～8cm；S1按下式Ⅱ计

算：

[0022]

[0023] 式中，L为每循环混凝土浇筑的有效长度；D为隧道内轮廓平面投影的最大宽度；R

为隧道线路曲线半径。

[0024] 当前端压条和所述后端压条采用弹性压条时，采用的材质为橡胶，当前端压条和

所述后端压条采用刚性压条时，采用的材质为钢材。

[0025] 当前端压条和所述后端压条采用弹性压条时，按照“施工准备→防水、钢筋施工→

后端压条安装→台车就位→前端压条安装→模板安装→混凝土浇筑养护→脱模移动台车

→拆除后端压条及前端压条”的工艺流程开展施工。上循环压条为弹性压条时参照此种工

艺进行施工。

[0026] 当前端压条和所述后端压条采用刚性压条时，可按照“施工准备→防水、钢筋施工

→台车就位→后端压条安装→前端压条安装→模板安装→混凝土浇筑养护→拆除后端压

条及前端压条的固定螺栓→脱模移动台车→拆除后端压条及前端压条”的工艺流程开展施

工。上循环压条为刚性压条时参照此种工艺进行施工。

[0027] 本实用新型在二衬台车前端固定端模与二衬台车本体交角处设置前端压条，在台

车本体后端(现浇段与上一浇筑段接缝处)设置后端压条，在台车本体后端延伸设有台车搭

接部分，在台车搭接部分上设有上循环压条，使未浇筑衬砌在浇筑混凝土时可在二衬内侧

形成设有弧形倒角的V型槽口，通过V型弧形倒角的槽口释放二衬在运营期的环向、纵向压

力和拉力，避免出现衬砌施工缝病害；在台车搭接部分上设置软搭接弹性条与上循环已浇

筑衬砌处的混凝土密贴封堵，防止二次浇筑施工缝处混凝土漏浆，形成砂浆夹层。本实用新

型通过可塑性模具和台车软搭接工艺措施，在施工缝处设置倒置的V型槽口、施工缝两侧设

置弧形倒角，以释放隧道二衬施工缝的环向、纵向压力和拉力，从根本上消除隧道施工缝处

施工阶段的跑浆、漏浆、虚边不密实，以及施工缝两侧混凝土锐角开裂、掉块的病害问题。

[0028]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解决了二衬混凝土机制砂在有限环境中流动性不良

造成的结构蜂窝麻面质量问题，压缩了隧道交通验收的作业时间；工艺涉及的成套装置造

价较低，且可以循环使用，降低了施工成本，提高了隧道二衬的表观质量。

附图说明

[0029] 图1为采用弹性压条的二衬台车前端的结构示意图；

[0030] 图2为采用刚性压条的二衬台车前端的结构示意图；

[0031] 图3为采用弹性压条的二衬台车后端的结构示意图；

[0032] 图4为采用刚性压条的二衬台车后端的结构示意图；

[0033] 图5为后端压条的结构示意图；

[0034] 图6为上循环压条的结构示意图。

[0035] 图中：1‑二衬台车前端固定端模；2‑二衬台车本体；3‑前端压条；301‑第一竖直部；

302‑第一水平部；303‑第一弧面；304‑第一腔室；4‑后端压条；5‑软搭接弹性条；6‑未浇筑衬

砌；7‑隧道衬砌环向止水带；801‑第二竖直部；802‑第二水平部；  9‑第二弧面；10‑第二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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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11‑上循环已浇筑衬砌；12‑上循环压条；1201‑第三竖直部；1202‑第三水平部；1203‑第

三弧面；1204‑第三腔室；13‑台车搭接部分；14‑ 蝶形螺栓；15‑腰孔；16‑封堵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36]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详细说明。

[0037] 实施例

[0038] 如图1、2、3、4、5、6所示，一种隧道二衬环向施工缝施工用二衬台车，二衬台车包括

二衬台车本体2、设于二衬台车本体2前端的二衬台车前端固定端模1 以及向后延伸设于二

衬台车本体2后端的台车搭接部分13，二衬台车前端固定端模1上设有隧道衬砌环向止水带

7，二衬台车本体2和二衬台车前端固定端模1的交角处沿环向设有多个前端压条3，二衬台

车本体2的后端顶部沿环向设有多个后端压条4，台车搭接部分13的顶部沿环向设有多个软

搭接弹性条5，软搭接弹性条  5上设有上循环压条12，软搭接弹性条5的水平长度大于第三

水平部1202的水平长度，台车搭接部分13的水平长度为8‑12cm，软搭接弹性条5的水平长度

和台车搭接部分13的水平长度相一致，软搭接弹性条5上表面的水平高度比二衬台车本体2

上表面的水平高度高0.2‑1cm，二衬台车本体2上贯穿设有多个腰孔15，二衬台车本体2的内

壁上设有多个与腰孔15相配合的封堵板16。

[0039] 如图2所示，前端压条3包括首尾依次连接的第一竖直部301、第一水平部302  和第

一弧面303，第一竖直部301、第一水平部302及第一弧面303之间围成第一腔室304，第一竖

直部301紧贴二衬台车前端固定端模1设置，第一水平部302设于二衬台车本体2上，当前端

压条3为刚性压条时，第一腔室304中填充有自密实砂浆，第一水平部302和二衬台车本体2

之间采用焊接进行固定；当前端压条3  为弹性压条时(具体如图1所示)，第一腔室304中填

充有第一弹性内衬，第一竖直部301、第一水平部302、第一弧面303及第一弹性内衬一体成

型，第一弧面303  和二衬台车前端固定端模1之间采用铁丝进行固定，第一水平部302和二

衬台车本体2之间采用胶粘进行固定。

[0040] 如图3、4、5所示，后端压条4包括首尾依次连接的第二竖直部801、第二水平部802

和第二弧面9，第二竖直部801、第二水平部802及第二弧面9之间围成第二腔室10，第二水平

部802设于二衬台车本体2上，第一弧面303和第二弧面9  正对设置，当后端压条4为刚性压

条时(具体如图4、5所示)，第二腔室10中填充有自密实砂浆，第二竖直部801及第二水平部

802同二衬台车本体2之间设有两个用于固定的蝶形螺栓14；如图3所示，当后端压条4为弹

性压条时，第二腔室  10中填充有第二弹性内衬，第二竖直部801、第二水平部802、第二弧面

9及第二弹性内衬一体成型，第二竖直部801和第三竖直部1201之间采用胶粘，并设有水泥

钉进行固定，相邻的蝶形螺栓14之间的间距不大于1m，蝶形螺栓14的螺杆与第二竖直部801

或第二水平部802焊接，焊接处距第二竖直部801或第二水平部  802的端部的距离为28‑

32cm。

[0041] 如图3、4、6所示，上循环压条12包括首尾依次连接的第三竖直部1201、第三水平部

1202和第三弧面1203，第三竖直部1201、第三水平部1202及第三弧面  1203之间围成第三腔

室1204，第三竖直部1201紧贴第二竖直部801设置，第三水平部1202设于软搭接弹性条5上。

当上循环压条12为刚性压条时，第三腔室1204  中填充有自密实砂浆(具体如图4、6所示)，

当上循环压条12为弹性压条时，第三腔室1204中填充有第二弹性内衬，第三竖直部1201、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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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水平部1202、第三弧面1203及第二弹性内衬一体成型。

[0042] 腰孔15的长度S由隧道曲线引起的转角偏差S1、台车走行纵向定位误差S2及上一循

环混凝土端模变形或台车定位误差S3组成，按下式Ⅰ计算：

[0043] S＝S1+S2+S3  Ⅰ

[0044] 式中，S2、S3根据工人操作的熟练程度综合确定；S1按下式Ⅱ计算：

[0045]

[0046] 式中，L为每循环混凝土浇筑的有效长度；D为隧道内轮廓平面投影的最大宽度；R

为隧道线路曲线半径。

[0047] 隧道砌衬施工时，移动二衬台车，使二衬台车本体2移动至未浇筑衬砌6的下方，该

未浇筑衬砌6为待浇筑的下组二次砌衬混凝土，且上循环压条12及后端压条5位于上循环已

浇筑衬砌11(上循环已浇筑衬砌11处已浇筑混凝土)与未浇筑衬砌6之间施工缝的正下方，

所述上循环已浇筑衬砌11为已浇筑的上组二次砌衬混凝土，缓慢顶升二衬台车的液压油

缸，二衬台车本体2逐渐上升，直至二衬台车本体2上升至设计位置，此时，上循环压条12位

于的位置是上组作业时前端压条  3所位于的位置，即上循环压条12的侧面与上循环已浇筑

衬砌11底部前端预留的槽口紧密贴合，而后，在未浇筑衬砌6处浇筑混凝土，由于前端压条

3、后端压条  4和上循环压条12的作用，浇筑完成并降下二衬台车本体2后，未浇筑衬砌6处

前后两端的底部对应前端压条3、后端压条4和上循环压条12处均会形成含有弧形倒角的槽

口，且未浇筑衬砌6与上循环已浇筑衬砌11的施工缝处的两个槽口共同形成倒置的V型槽

口，该V型槽口的侧面设有弧形倒角，依次重复上述操作，使施工后相邻两砌衬的施工缝处

均形成倒置的V型槽口。

[0048] 上述的对实施例的描述是为便于该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能理解和使用实用

新型。熟悉本领域技术的人员显然可以容易地对这些实施例做出各种修改，并把在此说明

的一般原理应用到其他实施例中而不必经过创造性的劳动。因此，本实用新型不限于上述

实施例，本领域技术人员根据本实用新型的揭示，不脱离本实用新型范畴所做出的改进和

修改都应该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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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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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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