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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下穿隧道移动栈桥及其

施工方法。下穿隧道移动栈桥包括前引桥、后引

桥和多组栈桥单元，栈桥单元包括主桥、主桥行

走机构和主桥顶升机构，多组栈桥单元串联连

接，相邻两栈桥单元的主桥通过长度面铰接，前

引桥连接在首端栈桥单元主桥的长度面处，后引

桥设置在末端栈桥单元主桥的长度面处；主桥行

走机构和主桥顶升机构设置在主桥的宽度面上。

本发明能保证正常道路通行的情况下修建下穿

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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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下穿隧道移动栈桥，其特征在于：包括前引桥（1）、后引桥（2）和多组栈桥单元

（14），栈桥单元（14）包括主桥（3）、主桥行走机构（4）和主桥顶升机构（5），多组栈桥单元

（14）串联连接，相邻两栈桥单元（14）的主桥通过长度面铰接，前引桥（1）连接在首端栈桥单

元主桥（3）的长度面处，后引桥（2）设置在末端栈桥单元主桥（3）的长度面处；主桥行走机构

（4）和主桥顶升机构（5）设置在主桥（3）的宽度面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下穿隧道移动栈桥，其特征在于：所述相邻两主桥（3）的连接

处表面上铺设有滑移钢板（6），多组栈桥单元（14）连接后，前引桥（1）、多个串联的主桥（3）、

滑移钢板（6）和后引桥（2）组合形成的顶面形成通过面，主桥（3）下方形成施工区域。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下穿隧道移动栈桥，其特征在于：还包括侧向引桥（13），侧向

引桥（13）设置在通过面的长度边一侧或两侧，设置在一侧时，形成左转通过面或右转通过

面，设置在两侧时，形成左转通过面和右转通过面。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下穿隧道移动栈桥，其特征在于：所述滑移钢板（6）一端固定

在一栈桥单元（14）的主桥（3）上，另一端搭接于下一个栈桥单元（14）的主桥（3）上。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下穿隧道移动栈桥，其特征在于：所述前引桥（1）为4组，与首

端栈桥单元主桥（3）的长度面铰接，前引桥（1）的4根前引桥顶升油缸（7），每根两端分别铰

接在前引桥（1）和首端栈桥单元主桥（3）上。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下穿隧道移动栈桥，其特征在于：所述后引桥（2）为2组，与末

端栈桥单元主桥（3）的长度面铰接，后引桥（2）上设置有后引桥滑套，后引桥滑套内设置有4

组后引桥行走机构（8）。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下穿隧道移动栈桥，其特征在于：所述栈桥单元（14）的主桥

（3）的宽度面两侧对侧设置有4个主桥滑套，4台主桥行走机构（4）分别滑动连接在主桥滑套

内。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下穿隧道移动栈桥，其特征在于：所述主桥顶升机构（5）为多

组，每组包括4根主桥顶升油缸，每根主桥顶升油缸两端分别铰接主桥滑套和主桥行走机构

（4）。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下穿隧道移动栈桥，其特征在于：所述主桥行走机构（4）行走

时，主桥行走机构（4）支撑在轨道（11）上，轨道（11）架设于下穿隧道两侧桩基施工后浇筑的

冠梁（12）上。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下穿隧道移动栈桥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a、在冠梁顶面预先铺设轨道用于栈桥行走及过车支撑；

b、安装栈桥；

c、栈桥安装完成后，在栈桥下方进行施工作业；

d、当一个施工段的隧道混凝土衬砌强度达到车辆通行要求后：

d1、拆除侧向引桥；

d2、前引桥顶升油缸顶升将前引桥抬离已有路面；

d3、后引桥顶升油缸顶升将后引桥升起使后引桥行走机构支撑于已浇隧道顶面；

d4、主桥顶升油缸顶升将所有栈桥单元升起使主桥行走机构支撑于轨道上；

d5、启动主桥行走机构，行走栈桥到下一循环施工位；

d6、收缩前引桥顶升油缸将前引桥前端支撑于已有路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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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7、收缩后引桥顶升油缸将后引桥行走机构提离底面，使后引桥前端支撑于已浇隧道

顶面；

d8、收缩主桥顶升油缸将所有栈桥单元的主桥行走机构提离轨道，使每个栈桥单元支

座支撑于轨道上；

d9、在需要左右通行的栈桥单元宽度面两端安装侧向引桥；

e、栈桥架设完毕，恢复道路通行并在栈桥下方进行下一循环隧道施工，如此反复直至

隧道施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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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穿隧道移动栈桥及其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下穿隧道的施工装置，尤其涉及一种下穿隧道移动栈桥及其

施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车辆的保有量越来越多，城市交通拥堵成为我国的普遍现象，

现有道路已不能满足人们工作生活交通出行的需求，为解决这个难题，在现有道路的下方

修建下穿隧道成为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案。

[0003] 修建下穿隧道时需要在现有道路下开挖基坑进行隧道衬砌等施工作业，在隧道修

建期会在施工区域两侧隔离出很窄的临时交通通道，对该路段的交通通行造成严重影响，

施工单位的施工工期短，施工压力大，不利于质量控制。

[0004] 有的交通拥堵路段需要修建下穿隧道，因道路较窄无法隔离出临时通行车道，目

前尚没有可行的施工方案而无法修建。

[0005] 现有技术中，隧道移动栈桥结构有很多，一般包括前引桥、主桥、后引桥、行走机构

和顶升机构；例如，中国专利公开号108343446A公开的一种隧道深埋水沟施工用自行式升

降组合栈桥，公开日2018-07-31；再如中国专利公开号  107905804A公开的一种轮胎自行式

多功能隧道施工栈桥，公开日为2018-04-13；但现有隧道移动栈桥均是用于铁路隧道施工

用，由于铁路隧道和道路下穿隧道施工方式完全不同，因此现有隧道移动栈桥并不适用于

道路下穿隧道施工。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存在的上述问题，提供一种下穿隧道移动栈桥及

其施工方法。本发明能保证正常道路通行的情况下修建下穿隧道。

[0007]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一种下穿隧道移动栈桥，其特征在于：包括前引桥、后引桥和多组栈桥单元，栈桥单元

包括主桥、主桥行走机构和主桥顶升机构，多组栈桥单元串联连接，相邻两栈桥单元的主桥

通过长度面铰接，前引桥连接在首端栈桥单元主桥的长度面处，后引桥设置在末端栈桥单

元主桥的长度面处；主桥行走机构和主桥顶升机构设置在主桥的宽度面上。

[0008] 所述相邻两主桥的连接处表面上铺设有滑移钢板，多组栈桥单元连接后，前引桥、

多个串联的主桥、滑移钢板和后引桥组合形成的顶面形成通过面，主桥下方形成施工区域。

[0009] 本发明还包括侧向引桥，侧向引桥设置在通过面的长度边一侧或两侧，设置在一

侧时，形成左转通过面或右转通过面，设置在两侧时，形成左转通过面和右转通过面。

[0010] 所述滑移钢板一端固定在一栈桥单元的主桥上，另一端搭接于下一个栈桥单元的

主桥上。

[0011] 所述前引桥为4组，与首端栈桥单元主桥的长度面铰接，前引桥的4根前引桥顶升

油缸，每根两端分别铰接在前引桥和首端栈桥单元主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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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所述后引桥为2组，与末端栈桥单元主桥的长度面铰接，后引桥上设置有后引桥滑

套，后引桥滑套内设置有4组后引桥行走机构。

[0013] 所述侧向引桥为2组或4组，为2组时形成左转通过面或右转通过面，为4组时，形成

左转通过面和右转通过面，每组与任一栈桥单元主桥的宽度面两端铰接。

[0014] 所述后引桥的4根后引桥顶升油缸，每根两端分别铰接在后引桥滑套和后引桥行

走机构上。

[0015] 所述相邻两栈桥单元的主桥通过长度面铰接后通过插销固定。

[0016] 所述栈桥单元主桥的宽度面两侧对侧设置有4个主桥滑套，4台主桥行走机构分别

滑动连接在主桥滑套内。

[0017] 所述主桥顶升机构为多组，每组包括4根主桥顶升油缸，每根主桥顶升油缸两端分

别铰接主桥滑套和主桥行走机构。

[0018] 所述主桥行走机构行走时，主桥行走机构支撑在轨道上，轨道架设于下穿隧道两

侧桩基施工后浇筑的冠梁上。

[0019] 一种下穿隧道移动栈桥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a、在冠梁顶面预先铺设轨道用于栈桥行走及过车支撑；

b、安装栈桥；

c、栈桥安装完成后，在栈桥下方进行施工作业；

d、当一个施工段的隧道混凝土衬砌强度达到车辆通行要求后：

d1、拆除侧向引桥；

d2、前引桥顶升油缸顶升将前引桥抬离已有路面；

d3、后引桥顶升油缸顶升将后引桥升起使后引桥行走机构支撑于已浇隧道顶面；

d4、主桥顶升油缸顶升将所有栈桥单元升起使主桥行走机构支撑于轨道上；

d5、启动主桥行走机构，行走栈桥到下一循环施工位；

d6、收缩前引桥顶升油缸将前引桥前端支撑于已有路面上；

d7、收缩后引桥顶升油缸将后引桥行走机构提离底面，使后引桥前端支撑于已浇隧道

顶面；

d8、收缩主桥顶升油缸将所有栈桥单元的主桥行走机构提离轨道，使每个栈桥单元支

座支撑于轨道上；

d9、在需要左右通行的栈桥单元宽度面两端安装侧向引桥；

e、栈桥架设完毕，恢复道路通行并在栈桥下方进行下一循环隧道施工，如此反复直至

隧道施工完成。

[0020] 采用本发明的优点在于：

1、本发明结构上将现有铁路隧道用栈桥的纵向主桥设置为横向主桥，并将多个主桥串

联连接，并通过改变前后引桥连接位置及增加侧向引桥将前后通行改为前后及左右通行，

以及行走机构的位置，此结构能保证正常道路通行的情况下修建下穿隧道，让以前修建方

式导致的交通压力得到缓解，施工单位由于工期短导致的质量缺陷得到根除，尤其那些因

场地限制的路段需要修下穿隧道而不能修的矛盾得到解决。

[0021] 2、由于部分下穿隧道有弯道，本发明通过铰接串联的栈桥在栈桥单元之间采用滑

移式钢板搭接以满足栈桥过弯及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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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3、由于部分下穿隧道有斜坡，本发明每个栈桥单元均设有独立的行走机构，该设

计可满足栈桥移动需要的牵引力。

[0023] 4、采用模块化设计，安装快捷，对交通的影响降到最低。

附图说明

[0024] 图1为本发明施工布局示意图；

图2为本发明直线段栈桥俯视图；

图3为本发明最小曲线段栈桥俯视图；

图4为本发明正视图；

图5为本发明侧视图。

[0025] 图中标记为：1、前引桥，2、后引桥，3、主桥，4、主桥行走机构，5、主桥顶升机构，6、

滑移钢板，7、前引桥顶升油缸，8、后引桥行走机构，9、后引桥顶升油缸，10、插销，11、轨道，

12、冠梁，13、侧向引桥，14、栈桥单元。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实施例1

一种下穿隧道移动栈桥，包括前引桥1、后引桥2、和多组栈桥单元14，栈桥单元14包括

主桥3、主桥行走机构4和主桥顶升机构5，多组栈桥单元14串联连接，相邻两栈桥单元14的

主桥3通过长度面铰接，前引桥1连接在首端栈桥单元14的主桥3的长度面处，后引桥2设置

在末端栈桥单元14的主桥3的长度面处；主桥行走机构4和主桥顶升机构5设置在主桥的宽

度面上。

[0027] 所述相邻两主桥的连接处表面上铺设有滑移钢板6，多组栈桥单元14连接后，前引

桥1、多个串联的主桥3、滑移钢板6和后引桥2组合形成的顶面形成通过面，例如行车和行人

通道，多个串联的主桥3下方形成施工区域。

[0028] 本发明还包括侧向引桥13，侧向引桥13设置在通过面的长度边一侧或两侧，设置

在一侧时，形成左转通过面或右转通过面，设置在两侧时，形成左转通过面和右转通过面。

[0029] 所述滑移钢板6一端固定在一栈桥单元14的主桥3上，另一端搭接于下一个栈桥单

元14的主桥3上。

[0030] 所述前引桥1为4组，与首端栈桥单元主桥3的长度面铰接，前引桥1的4根前引桥顶

升油缸7，每根两端分别铰接在前引桥1和首端栈桥单元主桥3上。

[0031] 所述后引桥2为2组，与末端栈桥单元主桥3的长度面铰接，后引桥2上设置有后引

桥滑套，后引桥滑套内设置有4组后引桥行走机构8。

[0032] 所述后引桥的4根后引桥顶升油缸9，每根两端分别铰接在后引桥滑套和后引桥行

走机构8上。

[0033] 所述侧向引桥13为2组或4组，为2组时形成左转通过面或右转通过面，为4组时，形

成左转通过面和右转通过面，每组与任一栈桥单元14的主桥3的宽度面两端铰接。

[0034] 所述相邻两栈桥单元的主桥3通过长度面铰接后通过插销10固定。

[0035] 所述栈桥单元14的主桥3的宽度面两侧对侧设置有4个主桥滑套，4台主桥行走机

构4分别滑动连接在主桥滑套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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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所述主桥顶升机构5为多组，每组包括4根主桥顶升油缸，每根主桥顶升油缸两端

分别铰接主桥滑套和主桥行走机构8。

[0037] 所述主桥行走机构8行走时，主桥行走机构支撑在轨道11上，轨道11架设于下穿隧

道两侧桩基施工后浇筑的冠梁12上。

[0038] 一种下穿隧道移动栈桥的施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a、在冠梁顶面预先铺设轨道用于栈桥行走及过车支撑；

b、安装栈桥；

c、栈桥安装完成后，在栈桥下方进行施工作业；

d、当一个施工段的隧道混凝土衬砌强度达到车辆通行要求后：

d1、拆除侧向引桥；

d2、前引桥顶升油缸顶升将前引桥抬离已有路面；

d3、后引桥顶升油缸顶升将后引桥升起使后引桥行走机构支撑于已浇隧道顶面；

d4、主桥顶升油缸顶升将所有栈桥单元升起使主桥行走机构支撑于轨道上；

d5、启动主桥行走机构，行走栈桥到下一循环施工位；

d6、收缩前引桥顶升油缸将前引桥前端支撑于已有路面上；

d7、收缩后引桥顶升油缸将后引桥行走机构提离底面，使后引桥前端支撑于已浇隧道

顶面；

d8、收缩主桥顶升油缸将所有栈桥单元的主桥行走机构提离轨道，使每个栈桥单元支

座支撑于轨道上；

d9、在需要左右通行的栈桥单元宽度面两端安装侧向引桥；

e、栈桥架设完毕，恢复道路通行并在栈桥下方进行下一循环隧道施工，如此反复直至

隧道施工完成。

[0039] 实施例2

本实施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结构和方法做进一步说明。

[0040] 本发明通过一种多组栈桥单元14串联式移动栈桥，该栈桥架设于现有路面上，在

栈桥上方通行车辆，栈桥下方进行隧道施工。

[0041] 该栈桥由：铰接于首端主桥前方的4组前引桥1；两端分别铰接在前引桥1和主桥3

上的4根前引桥顶升油缸7；铰接于尾端主桥后方的2组后引桥2；可铰接在任一栈桥单元宽

度面两端的侧向引桥13；滑动连接在后引桥滑套内的4组后引桥行走机构8；4根每根两端分

别铰接后引桥滑套和后引桥行走机构8的后引桥顶升油缸9；多组栈桥单元14；多个铰接栈

桥单元14的插销10；多组一端固定在栈桥单元14另一端搭接于下一个栈桥单元14的滑移钢

板6；多组每组4台滑动连接于栈桥单元14两侧滑套内的主桥行走机构4；多组每组4根，每根

两端分别铰接主桥滑套和主桥行走机构4的主桥顶升油缸；架设于下穿隧道两侧桩基施工

后浇筑的冠梁12上的轨道11；一套栈桥液压及电气控制系统组成。

[0042] 本实施例以采用20组栈桥单元14通过插销串联成的栈桥组施工为例进行说明。

[0043] 一种下穿隧道移动栈桥的施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1，在冠梁顶面预先铺设轨道用于栈桥行走及过车支撑；

2，栈桥安装前需提前将引桥搭接处降坡至下穿隧道上顶面混凝土高程（见图示），还需

预先降低主桥安装范围的（长60米）已有路面至冠梁顶面下30cm处（安装以后不需再提前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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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已有路面）；

3，安装栈桥，由于栈桥采用模块化设计，可以在12个小时内完成主体结构安装并恢复

通车，安装过程中如遇紧急情况还可采取搭引桥等措施恢复道路通行；

4，栈桥安装完成后即可在栈桥下方进行坑道开挖及混凝土衬砌等隧道施工作业；

5，当一个施工段的隧道混凝土衬砌强度达到车辆通行要求后：

A、通过装载机拆除侧向引桥；

B、通过控制系统操作前引桥顶升油缸顶升将前引桥抬离已有路面；

C、通过控制系统操作后引桥顶升油缸顶升将后引桥升起使后引桥行走机构支撑于已

浇隧道顶面；

D、通过控制系统操作主桥顶升油缸顶升将所有栈桥单元升起使主桥行走机构支撑于

轨道上；

E、通过控制系统启动主桥行走机构，行走栈桥到下一循环施工位；

F、通过控制系统操作前引桥顶升油缸收缩将前引桥前端支撑于已有路面上；

G、通过控制系统操作后引桥顶升油缸收缩将后引桥行走机构提离底面，使后引桥前端

支撑于已浇隧道顶面；

H、通过控制系统操作主桥顶升油缸收缩将所有栈桥单元的主桥行走机构提离轨道，使

每个栈桥单元支座支撑于轨道上；

I、通过装载机在需要左右通行的栈桥单元宽度面两端安装侧向引桥；

J，栈桥架设完毕，恢复道路通行（该过程可控制在1小时内）并在栈桥下方依次进行下

一循环的隧道待开挖岩体的铣挖，出渣，底板钢筋网，底板砼浇筑，边墙及顶部钢筋网，边墙

及顶部砼衬砌，砼养护等施工，如此反复直至隧道施工完成。

[0044] 本发明中涉及的栈桥液压及电气控制系统、行走机构等，可以采用现有铁路隧道

用栈桥的栈桥液压及电气控制系统、行走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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