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710238745.5

(22)申请日 2017.04.12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6837376 A

(43)申请公布日 2017.06.13

(73)专利权人 哈尔滨国统管道有限公司

地址 150300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经

济开发区

(72)发明人 刘丙海　全洪昌　徐惠娟　王振耀　

宋延林　

(74)专利代理机构 哈尔滨市伟晨专利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23209

代理人 张伟

(51)Int.Cl.

E21D 11/08(2006.01)

B66F 19/00(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204851295 U,2015.12.09,说明书第16

段及图1.

CN 103670453 A,2014.03.26,说明书第22

段及图1.

CN 205820840 U,2016.12.21,全文.

审查员 王永超

 

(54)发明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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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地铁隧道管片封顶模块翻转装置，属于建筑

机械技术领域。本发明为了解决现有地铁隧道封

顶管片出模后的翻转过程需要多人配合完成，造

成费时、费力，且作业存在安全隐患的问题。本发

明包括下支撑架和上承载架，下支撑架和上承载

架是由钢管焊接制作而成的架体结构，下支撑架

的上端安装有固定座，上承载架的下端安装有铰

接座，安装后的上承载架能够相对下支撑架实现

翻转，下支撑架内侧设置有驱动系统，驱动系统

通过连杆与上承载架下端建立铰接，上承载架的

下端布置有翻转装置安装滑道，翻转装置安装滑

道内安装有翻转装置。本发明的地铁隧道管片封

顶模块翻转装置翻转动作灵敏、简化作业工序、

降低成本，是建筑管片翻转机械未来的发展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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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地铁隧道管片封顶模块翻转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下支撑架(1)、上承载架(2)、翻

转装置(3)、翻转装置安装滑道(4)和驱动系统(5)，所述的下支撑架(1)和上承载架(2)是由

钢管焊接制作而成的架体结构，下支撑架(1)的上端安装有固定座(6)，上承载架(2)的下端

安装有铰接座(7)，所述的上承载架(2)和下支撑架(1)通过铰接座(7)和固定座(6)铰接安

装，安装后的上承载架(2)能够相对下支撑架(1)实现翻转，所述的驱动系统(5)设置在下支

撑架(1)内侧，驱动系统(5)通过连杆(8)与上承载架(2)下端建立铰接，所述的上承载架(2)

的下端布置有翻转装置安装滑道(4)，所述的翻转装置(3)可滑动安装在翻转装置安装滑道

(4)内；所述的翻转装置(3)包括推动轴(31)、推动滚轮(32)、支撑槽钢(33)、旋转轴座(34)

和旋转盘(35)，所述的推动轴(31)的两端安装有推动滚轮(32)，所述的支撑槽钢(33)、  推

动轴(31)、推动滚轮(32)拼装成行走小车结构，所述的旋转轴座(34)安装在支撑槽钢(33)

上，旋转盘(35)可转动与旋转轴座(34)配合安装。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地铁隧道管片封顶模块翻转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上承载

架(2)包括横向承载梁(21)、横向辅助承载梁(22)、连接梁(23)、竖向承载梁(24)、垫木(25)

和缓冲块(26)，所述的横向承载梁(21)、横向辅助承载梁(22)和连接梁(23)焊接形成“山”

字形支撑体，所述的连接梁(23)上还焊接有多个竖向承载梁(24)，横向承载梁(21)和横向

辅助承载梁(22)上均安装有垫木(25)，竖向承载梁(24)的内侧工作面上安装有缓冲块

(26)。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地铁隧道管片封顶模块翻转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缓冲块

(26)为橡胶缓冲块。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地铁隧道管片封顶模块翻转装置，其特征在于：翻转后的所述

的上承载架(2)与设置在上承载架(2)下端的翻转装置安装滑道(4)不产生干涉。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地铁隧道管片封顶模块翻转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驱动系

统(5)包括推杆电机(51)、支撑轴(52)和支撑行走滚轮(53)，所述的推杆电机(51)的推杆端

固定连接有支撑轴(52)，支撑轴(52)的两端分别安装有支撑行走滚轮(53)，所述的支撑轴

(52)与连杆(8)之间的连接方式为铰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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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隧道管片封顶模块翻转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地铁隧道管片封顶模块翻转装置，属于建筑机械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城市地铁盾构隧道使用的管片连接结构由管片拼接而成，该连接结构包括依

次连接的标准管片、分别与上述标准管片的外侧连接的邻接管片和邻接管片之间的一块封

顶管片。

[0003] 地铁隧道封顶管片的制作方法一般采用浇注的方式，其工艺规程包括准备模具，

制作钢筋笼，钢筋笼及预埋件安装，砼浇注捣固，抹面、蒸汽养护，脱模并标记管片，脱模后

的管片需要进行水池养护、喷淋养护等工艺流程，然后在运输至指定工地进行施工作业，但

是由于模具的设计原因，经过浇注模具脱模后封顶管片的吊装口均设置在管片内侧，因此

在吊装时候需要将封顶管片进行翻转，而每片管片重量均在吨数计量单位以上，因此工人

采用工地天车进行翻转，这样的翻转过程需要至少两人配合完成，而在翻转过程中由于吊

装翻转的因素，存在很大的危险性，因此急需一种用于地铁隧道管片封顶模块翻转的机械

装置，这样能够省时、省力的完成翻转作业，同时提高工人作业安全系数。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现有地铁隧道封顶管片出模后的翻转过程需要多人配

合完成，造成费时、费力，同时作业存在安全隐患的问题，进而提供地铁隧道管片封顶模块

翻转装置。

[0005]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

[0006] 地铁隧道管片封顶模块翻转装置包括下支撑架、上承载架、翻转装置、翻转装置安

装滑道和驱动系统，所述的下支撑架和上承载架是由钢管焊接制作而成的架体结构，下支

撑架的上端安装有固定座，上承载架的下端安装有铰接座，所述的上承载架和下支撑架通

过铰接座和固定座铰接安装，安装后的上承载架能够相对下支撑架实现翻转，所述的驱动

系统设置在下支撑架内侧，驱动系统通过连杆与上承载架下端建立铰接，所述的上承载架

的下端布置有翻转装置安装滑道，所述的翻转装置可滑动安装在翻转装置安装滑道内。

[0007] 优选的：所述的上承载架包括横向承载梁、横向辅助承载梁、连接梁、竖向承载梁、

垫木和缓冲块，所述的横向承载梁、横向辅助承载梁和连接梁焊接形成“山”字形支撑体，所

述的连接梁上还焊接有多个竖向承载梁，横向承载梁和横向辅助承载梁上均安装有垫木，

竖向承载梁的内侧工作面上安装有缓冲块。

[0008] 优选的：所述的缓冲块为橡胶缓冲块。

[0009] 优选的：所述的翻转装置包括推动轴、推动滚轮、支撑槽钢、旋转轴座和旋转盘，所

述的推动轴的两端安装有推动滚轮，所述的支撑槽钢推动轴、推动滚轮拼装成行走小车结

构，所述的旋转轴座安装在支撑槽钢上，旋转盘可转动与旋转轴座配合安装。

[0010] 优选的：所述的翻转后的上承载架与设置在上承载架下端的翻转装置安装滑道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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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干涉。

[0011] 优选的：所述的驱动系统包括推杆电机、支撑轴和支撑行走滚轮，所述的推杆电机

的推杆端固定连接有支撑轴，支撑轴的两端分别安装有支撑行走滚轮，所述的支撑轴与连

杆之间的连接方式为铰接。

[0012] 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本发明的地铁隧道管片封顶模块翻转装置翻转动作灵

敏、简化作业工序、降低成本，是建筑管片翻转机械未来的发展方向。

[0013] 1、本发明采用机械驱动方式，可有效实现翻转，节约成本，节省人力；

[0014] 2、本发明采用可旋转设置的翻转装置，巧妙的运用了转动轴承，进而实现翻转；

[0015] 3、本发明利用机械推力、铰接连接结构和转动结构，有效将吊运过程物体自身重

力进行转化，具有机械化程度高，操作简单，工作安全可靠，提高了工作效率，降低了工人劳

动强度等特点，可单人操作实现地铁隧道管片封顶模块的翻转，提高了生产效率。

附图说明

[0016] 图1是地铁隧道管片封顶模块翻转装置的主视图；

[0017] 图2是地铁隧道管片封顶模块翻转装置的右视图；

[0018] 图3是地铁隧道管片封顶模块翻转装置的立体结构图；

[0019] 图4是地铁隧道管片封顶模块翻转装置的翻转动作图；

[0020] 图5是驱动系统的结构视图；

[0021] 图中1-下支撑架，2-上承载架，3-翻转装置，4-翻转装置安装滑道，5-驱动系统，6-

固定座，7-铰接座，8-连杆，21-横向承载梁，22-横向辅助承载梁，23-连接梁，24-竖向承载

梁，25-垫木，26-缓冲块，31-推动轴，32-推动滚轮，33-支撑槽钢，34-旋转轴座，35-旋转盘，

51-推杆电机，52-支撑轴，53-支撑行走滚轮。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具体实施方式一：结合图1-图5说明本实施方式，本实施方式的地铁隧道管片封顶

模块翻转装置包括下支撑架1、上承载架2、翻转装置3、翻转装置安装滑道4和驱动系统5，所

述的下支撑架1和上承载架2是由钢管焊接制作而成的架体结构，下支撑架1的上端安装有

固定座6，上承载架2的下端安装有铰接座7，所述的上承载架2和下支撑架1通过铰接座7和

固定座6铰接安装，安装后的上承载架2能够相对下支撑架1实现翻转，所述的驱动系统5设

置在下支撑架1内侧，驱动系统5通过连杆8与上承载架2下端建立铰接，所述的上承载架2的

下端布置有翻转装置安装滑道4，所述的翻转装置3可滑动安装在翻转装置安装滑道4内；所

述的驱动系统5包括推杆电机51、支撑轴52和支撑行走滚轮53，所述的推杆电机51的推杆端

固定连接有支撑轴52，支撑轴52的两端分别安装有支撑行走滚轮53，所述的支撑轴52与连

杆8之间的连接方式为铰接。如此设置，本发明采用机械连接结构，使用时，驱动系统5内部

的推杆电机动作，进而推动推杆向内伸缩，设置在驱动系统5推杆端的支撑轴52通过连杆8

与上承载架2建立连接，在推杆电机51的作用下上承载架2相对下支撑架1翻转，当上承载架

2实现90度翻转时，地铁隧道管片封顶模块落在设置在上承载架2下端的翻转装置3上，此

时，拖动翻转装置3在翻转装置安装滑道4内滑动，并通过转动力下实现地铁隧道管片封顶

模块的翻转，最后将翻转装置3推回原处，使得地铁隧道管片封顶模块设置在上承载架2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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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纵驱动系统5使得上承载架2相对下支撑架1实现逆时针90度翻转(即复位)，这种翻转方

式使得地铁隧道管片封顶模块的翻转从吊装方式转动转化为机械方式的转动，不仅节约了

人力，而且方便人工的操作，这种方式工作安全可靠，提高了工作效率，降低了工人劳动强

度。

[0023] 具体实施方式二：结合图1-图4说明本实施方式，本实施方式的地铁隧道管片封顶

模块翻转装置所述的上承载架2包括横向承载梁21、横向辅助承载梁22、连接梁23、竖向承

载梁24、垫木25和缓冲块26，所述的横向承载梁21、横向辅助承载梁22和连接梁23焊接形成

“山”字形支撑体，所述的连接梁23上还焊接有多个竖向承载梁24，横向承载梁21和横向辅

助承载梁22上均安装有垫木25，竖向承载梁24的内侧工作面上安装有缓冲块26。如此设置，

上承载架2与下支撑架1安装方向水平设置时，横向承载梁21和横向辅助承载梁22能够承载

地铁隧道管片封顶模块的重力，上承载架2相对下支撑架1转动后，竖向承载梁24同样能够

承载地铁隧道管片封顶模块的重力，这样使得整个地铁隧道管片封顶模块翻转过程中都不

涉及到吊装作用力，减少了吊装过程地铁隧道管片封顶模块损坏的同时降低了翻转过程存

在的安全隐患。

[0024] 具体实施方式三：结合图1-图4说明本实施方式，本实施方式的地铁隧道管片封顶

模块翻转装置所述的缓冲块26为橡胶缓冲块。如此设置，橡胶缓冲块能够缓冲翻转过程地

铁隧道管片封顶模块的重力产生的压力，避免地铁隧道管片封顶模块破损。

[0025] 具体实施方式四：结合图2说明本实施方式，本实施方式的地铁隧道管片封顶模块

翻转装置所述的翻转装置3包括推动轴31、推动滚轮32、支撑槽钢33、旋转轴座34和旋转盘

35，所述的推动轴31的两端安装有推动滚轮32，所述的支撑槽钢33、推动轴31和推动滚轮32

拼装成行走小车结构，所述的旋转轴座34安装在支撑槽钢33上，旋转盘35可转动与旋转轴

座34配合安装。如此设置，通过翻转装置3能有效解决地铁隧道管片封顶模块的翻转，翻转

装置3的旋转盘35相对旋转轴座34运动，可以实现180度转动，支撑槽钢33、推动轴31和推动

滚轮32拼装成行走小车结构能够在翻转装置安装滑道4内滑动，使得整个工作过程翻转装

置3并没有脱离与上承载架2的相对位置，简化了翻转作业。

[0026] 具体实施方式五：结合图1-图4说明本实施方式，本实施方式的地铁隧道管片封顶

模块翻转装置所述的翻转后的上承载架2与设置在上承载架2下端的翻转装置安装滑道4不

产生干涉。

[0027] 本实施方式只是对本专利的示例性说明，并不限定它的保护范围，本领域技术人

员还可以对其局部进行改变，只要没有超出本专利的精神实质，都在本专利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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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附　图 1/4 页

6

CN 106837376 B

6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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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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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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