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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错层隧道的竖向分岔布

置结构，其特点是，在过渡段内，两侧隧道箱涵的

底板与中间主隧道箱涵的顶板具有相同的高程

变化并形成“十”字相交的断面结构；其可以是将

所述的两侧隧道箱涵底板降低按中间主隧道箱

涵的顶板高程设置模板浇筑，使得两侧隧道箱涵

底板与中间主隧道箱涵顶板高程一致，也可以是

将所述的中间主隧道箱涵顶板抬高按两侧隧道

箱涵底板纵坡高程设置模板浇筑，使得所述的中

间主隧道箱涵顶板高程与两侧隧道箱涵底板纵

坡一致。其优点是：省去了现有技术中的侧墙连

接段构件，规避了现有技术中悬臂结构存在的受

力不利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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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错层隧道的竖向分岔布置结构，所述的错层隧道包含：中间主隧道箱涵（1）以及

两侧隧道箱涵（2），所述的两侧隧道箱涵（2）与中间主隧道箱涵（1）从交接处（5）起竖向渐渐

错开，直至两侧隧道箱涵（2）与中间主隧道箱涵（1）竖向完全分离并与地面道路顺接；设所

述的两侧隧道箱涵（2）底板（21）与中间主隧道箱涵（1）顶板（11）从交接处（5）位置到两者竖

向完全分岔并具有一定竖向高度差的位置点之间为过渡段，其特征在于，在所述的过渡段

内：

两侧隧道箱涵（2）的底板（21）与中间主隧道箱涵（1）的顶板（11）具有相同的高程变化，

两侧隧道箱涵（2）的侧墙（22）分别与中间主隧道箱涵（1）的对应侧墙（12）共用以形成一对

公共侧墙，每个公共侧墙分别与两侧隧道箱涵（2）的底板（21）以及中间主隧道箱涵（1）的顶

板（11）构成十字交叉断面。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错层隧道的竖向分岔布置结构，其特征在于：

在所述的过渡段内，所述的两侧隧道箱涵（2）底板（21）降低按中间主隧道箱涵（1）的顶

板（11）高程设置模板浇筑，使得两侧隧道箱涵（2）底板（21）与中间主隧道箱涵（1）顶板（11）

高程一致。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错层隧道的竖向分岔布置结构，其特征在于：

所述两侧隧道箱涵（2）的底板（21）在所述竖向高度差的位置点上分别具有一变形缝

（4），在各个变形缝（4）处的两侧隧道箱涵（2）的底板（21）端面分别设有横向挡墙（6）。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错层隧道的竖向分岔布置结构，其特征在于：

在所述的过渡段内，所述的中间主隧道箱涵（1）顶板（11）抬高按两侧隧道箱涵（2）底板

（21）纵坡高程设置模板浇筑，使得所述的中间主隧道箱涵（1）顶板（11）高程与两侧隧道箱

涵（2）底板（21）纵坡一致。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错层隧道的竖向分岔布置结构，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中间主隧道箱涵（1）顶板（11）在所述竖向高度差的位置点上具有一变形缝（4），

在变形缝（4）处的中间主隧道箱涵（1）的顶板（11）端面设有横向挡墙（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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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错层隧道的竖向分岔布置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多室箱涵错层隧道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错层隧道的竖向分岔布置

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如图1所示，作为具有交通功能的隧道，根据交通需求需要将位于住所到箱涵两侧

的隧道箱涵2先于主隧道箱涵1爬升接至地面以满足车辆、人员的交通需求，因此需要主隧

道箱涵1和两侧隧道箱涵竖2向渐渐错开、最后使两侧隧道箱涵2与主隧道箱涵1分离而后与

地面道路接顺。因此一般采用如图2、3所示的结构布置方式来解决，具体是将两侧隧道箱涵

2与中间主隧道箱涵1共用侧墙连接段构件3形成悬臂状，这种布置结构存在共用侧墙连接

段构件3受力不利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错层隧道的竖向分岔布置结构，通过将过渡段内的两

侧隧道箱涵的底板与中间主隧道箱涵的顶板的高程变化保持一致，以形成受力明确的十字

相交断面。

[0004]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

[0005] 一种错层隧道的竖向分岔布置结构，所述的错层隧道包含：中间主隧道箱涵以及

两侧隧道箱涵，所述的两侧隧道箱涵与中间主隧道箱涵从交接处起竖向渐渐错开，直至两

侧隧道箱涵与中间主隧道箱涵竖向完全分离并与地面道路顺接；设所述的两侧隧道箱涵底

板与中间主隧道箱涵顶板从交接处位置到两者竖向完全分岔并具有一定竖向高度差的位

置点之间为过渡段，其特征是，在所述的过渡段内：

[0006] 两侧隧道箱涵的底板与中间主隧道箱涵的顶板具有相同的高程变化，两侧隧道箱

涵的侧墙分别与中间主隧道箱涵的对应侧墙共用以形成一对公共侧墙，每个公共侧墙分别

与两侧隧道箱涵的底板以及中间主隧道箱涵的顶板构成十字交叉断面。

[0007] 上述的错层隧道的竖向分岔布置结构，其中：

[0008] 在所述的过渡段内，所述的两侧隧道箱涵底板降低按中间主隧道箱涵的顶板高程

设置模板浇筑，使得两侧隧道箱涵底板与中间主隧道箱涵顶板高程一致。

[0009] 上述的错层隧道的竖向分岔布置结构，其中：

[0010] 所述两侧隧道箱涵的底板在所述竖向高度差的位置点上分别具有一变形缝，在各

个变形缝处的两侧隧道箱涵的底板端面分别设有横向挡墙。

[0011] 上述的错层隧道的竖向分岔布置结构，其中：

[0012] 在所述的过渡段内，所述的中间主隧道箱涵顶板抬高按两侧隧道箱涵底板纵坡高

程设置模板浇筑，使得所述的中间主隧道箱涵顶板高程与两侧隧道箱涵底板纵坡一致。

[0013] 上述的错层隧道的竖向分岔布置结构，其中：

[0014] 所述的中间主隧道箱涵顶板在所述竖向高度差的位置点上具有一变形缝，在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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缝处的中间主隧道箱涵的顶板端面设有横向挡墙。

[0015]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以下优点：通过将过渡段内的两侧隧道箱涵的底板与

中间主隧道箱涵的顶板的高程变化保持一致，以形成受力明确的十字相交断面，而后再利

用挡墙衔接使两侧隧道箱涵与中间主隧道箱涵完成竖向分离，省去了现有技术中的侧墙连

接段构件，规避现有技术中悬臂结构存在的受力不利问题。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错层隧道的平面布置图；

[0017] 图2为现有技术中的图1的A-A向视图；

[0018] 图3为图2的B-B向视图；

[0019] 图4为本发明的实施例一中两侧隧道箱涵底板降低按中间主隧道箱涵顶板同一高

程状态下图1的A-A向视图；

[0020] 图5为图4的C-C向视图；

[0021] 图6为本发明的实施例二中中间主隧道箱涵底板抬高按两侧隧道箱涵底板同一高

程状态下图1的A-A向视图；

[0022] 图7为图4的D-D向视图；

[0023] 图8为图2、4、6中中间主隧道箱涵顶板与两侧隧道箱涵底板分开后的E-E向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以下结合附图，通过详细说明一个较佳的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阐述。

[0025] 如图1、4、6所示；一种错层隧道的竖向分岔布置结构，所述的错层隧道包含：中间

主隧道箱涵1以及两侧隧道箱涵2，所述的两侧隧道箱涵2与中间主隧道箱涵1从交接处5起

竖向渐渐错开，直至两侧隧道箱涵2与中间主隧道箱涵1竖向完全分离并与地面道路顺接；

设所述的两侧隧道箱涵2底板21与中间主隧道箱涵1顶板11从交接处5位置到两者竖向完全

分岔并具有一定竖向高度差的位置点之间为过渡段，所述的错层隧道的竖向分岔布置结构

的主要特点是：在所述的过渡段内，两侧隧道箱涵2的底板21与中间主隧道箱涵1的顶板11

具有相同的高程变化，并如图5、7所示，在断面上，两侧隧道箱涵2的侧墙22与中间主隧道箱

涵1的对应侧墙12共用以形成一对公共侧墙，每个公共侧墙分别与两侧隧道箱涵2的底板21

和中间主隧道箱涵1的顶板11构成十字交叉断面，由此省去了现有技术中的侧墙连接段构

件，规避了现有技术中悬臂结构存在的受力不利问题。

[0026] 本实施例中，上述布置结构特点具体可以分成以下两种：

[0027] 实施例一：如图4所示，在过渡段内，所述的两侧隧道箱涵2底板21降低按中间主隧

道箱涵1的顶板11高程设置模板浇筑，使得两侧隧道箱涵2底板21与中间主隧道箱涵1顶板

11高程一致；所述两侧隧道箱涵2的底板21在所述竖向高度差的位置点上分别具有一变形

缝4，在各个变形缝4处的两侧隧道箱涵2的底板21端面分别设有横向挡墙6；如图4、5所示，

所述的两侧隧道箱涵2底板21与对应的横向挡墙6之间分别形成一三角形区域，每个所述的

三角形区域内设有填充材料7，所述的填充材料7可以是素混凝土，使得所述的两侧隧道箱

涵2内部构成满足车辆通行要求的连续纵坡，如图4、8所示，在变形缝4后的两侧隧道箱涵2

以及中间主隧道箱涵1继续按原设计结构进行浇筑，直至两侧隧道箱涵2爬升接至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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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实施例二：如图6所示，在过渡段内，所述的中间主隧道箱涵1顶板11抬高按两侧隧

道箱涵2底板21纵坡高程设置模板浇筑，使得所述的中间主隧道箱涵1顶板11高程与两侧隧

道箱涵2底板21纵坡一致；如图7所示，所述的中间主隧道箱涵1顶板11在所述竖向高度差的

位置点上具有一变形缝4，在变形缝4处的中间主隧道箱涵1的顶板11端面设有横向挡墙6，

如图7、8所示，在变形缝4后的两侧隧道箱涵2以及中间主隧道箱涵1继续按原设计结构进行

浇筑，直至两侧隧道箱涵2爬升接至地面。

[0029] 尽管本发明的内容已经通过上述优选实施例作了详细介绍，但应当认识到上述的

描述不应被认为是对本发明的限制。在本领域技术人员阅读了上述内容后，对于本发明的

多种修改和替代都将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应由所附的权利要求来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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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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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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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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