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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隧道抗震的可变形

管片接头，包括设置在两管片之间的密封垫和两

支连接螺栓，连接螺栓是自复位式螺栓，该螺栓

包括螺栓柱，螺栓柱包括中间的镍钛合金材料段

和两端的低碳合金钢段；镍钛合金材料段与两端

的低碳合金钢段通过嵌固结构连接；镍钛合金材

料段为直径与螺栓直径相同的弧圆柱段或是圆

柱段；低碳合金钢段为直径与螺栓直径相同的圆

柱段，低碳合金钢段的一端与镍钛合金材料段通

过嵌固结构连接。利用自复位式螺栓最为起缓冲

作用的阻震结构，使得隔震管片接头对地震波的

传播具备一定的吸收作用。使用隔震管片接头替

代原有的传统管片接头，可很大程度上保护隧道

结构不被破坏，保障隧道结构的安全和人身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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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隧道抗震的可变形管片接头，包括设置在两管片(10)之间的密封垫(30)和

两支连接螺栓，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螺栓是自复位式螺栓(40)，该螺栓包括螺栓柱，所述

螺栓柱包括中间的镍钛合金材料段(1)和两端的低碳合金钢段(2)；所述镍钛合金材料段

(1)与两端的低碳合金钢段(2)通过嵌固结构(6)连接；

所述镍钛合金材料段(1)为直径与螺栓直径相同的弧圆柱段或是圆柱段，所述镍钛合

金材料段(1)的组分及其重量百分含量为，55.9％镍，44.1％钛；

所述低碳合金钢段(2)为直径与螺栓直径相同的圆柱段，所述低碳合金钢段(2)的一端

与所述镍钛合金材料段(1)通过嵌固结构(6)连接，所述低碳合金钢段(2)的另一端通过螺

纹连接有螺母(4)。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用于隧道抗震的可变形管片接头，其特征在于，所述镍钛合金材

料段(1)为圆柱段时，所述镍钛合金材料段(1)的长度是1/3螺栓柱的长度；所述镍钛合金材

料段(1)为弧圆柱段时，所述镍钛合金材料段(1)的展开长度是1/3螺栓柱的展开长度。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用于隧道抗震的可变形管片接头，其特征在于，所述镍钛合金材

料段(1)上套装有橡皮套(5)，所述橡皮套(5)的长度为完全覆盖所述镍钛合金材料段(1)且

在该段的两侧留有2.5～3.5cm的余量。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用于隧道抗震的可变形管片接头，其特征在于，所述嵌固结构

(6)包括设置在所述低碳合金钢段(2)端部的卡头和设置在镍钛合金材料段(1)端部的卡

环，所述卡头包括依次与低碳合金钢段(2)同轴设置的短颈(61)和小头端朝外的圆台(62)，

在所述短颈(61)的外回转表面上设有连接所述圆台(62)的大头端与低碳合金钢段(2)端的

定位块(63)；所述卡环包括依次与所述镍钛合金材料段(1)同轴设置的环形槽(64)和挡圈

(65)，所述挡圈(65)上设有与所述定位块(63)配合的插槽(66)；所述卡头嵌入至所述卡环

内，从而使所述低碳合金钢段(2)与镍钛合金材料段(1)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用于隧道抗震的可变形管片接头，其特征在于，所述管片(10)

上，在位于安装连接螺栓(4)的位置处设有手孔(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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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隧道抗震的可变形管片接头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地下结构施工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用于隧道隔震的可变形管片接头。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国家战略的需要,越来越多的地方进行了隧道建设,建设区域的扩展,使隧道

面临更多的、更复杂的建设要求。因此，隧道的抗震问题是需要解决的重要难题。近一个多

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发生的一系列大地震中,不少地下结构遭受破坏，例如1923年日本关

东大地震,震级M＝7.8,地震使近震中的座铁路隧道受到破坏。1930年日本伊豆地震,震级M

＝7.0,地震使正在施工的时丹那铁路隧道的排水隧洞水平错位2.39m,竖向错位0.6m,主隧

道边墙数处裂缝。1971年美国圣佛南都6.4级地震使多座隧道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目前用

于隧道施工的管片接头形式较为单一，不具备抗震性能。在地震作用下，隧道结构极易发生

管片的错台，若能针对实际情况，改进盾构管片接头，则会对隧道抗震设计带来明显的益

处。因此在高烈度地区，盾构管片接头的改进是十分必要的。

发明内容

[0003]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用于隧道隔震的可变形管片接头，利用自复

位式螺栓最为起缓冲作用的阻震结构，使得隔震管片接头对地震波的传播具备一定的吸收

作用。使用隔震管片接头替代原有的传统管片接头，可很大程度上保护隧道结构不被破坏，

保障隧道结构的安全和人身安全。

[0004]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出的一种用于隧道抗震的可变形管片接头，包

括设置在两管片之间的密封垫和两支连接螺栓，所述连接螺栓是自复位式螺栓，该螺栓包

括螺栓柱，所述螺栓柱包括中间的镍钛合金材料段和两端的低碳合金钢段；所述镍钛合金

材料段与两端的低碳合金钢段通过嵌固结构连接；所述镍钛合金材料段为直径与螺栓直径

相同的弧圆柱段或是圆柱段，所述镍钛合金材料段的组分及其重量百分含量为，55.9％镍，

44.1％钛；所述低碳合金钢段为直径与螺栓直径相同的圆柱段，所述低碳合金钢段的一端

与所述镍钛合金材料段通过嵌固结构连接，所述低碳合金钢段的另一端通过螺纹连接有螺

母。

[0005] 进一步讲，本发明用于隧道抗震的可变形管片接头，其中，所述镍钛合金材料段为

圆柱段时，所述镍钛合金材料段的长度是1/3螺栓柱的长度；所述镍钛合金材料段为弧圆柱

段时，所述镍钛合金材料段的展开长度是1/3螺栓柱的展开长度。

[0006] 所述镍钛合金材料段上套装有橡皮套，所述橡皮套的长度为完全覆盖所述镍钛合

金材料段且在该段的两侧留有2.5～3.5cm的余量。

[0007] 所述嵌固结构包括设置在所述低碳合金钢段端部的卡头和设置在镍钛合金材料

段端部的卡环，所述卡头包括依次与低碳合金钢段同轴设置的短颈和小头端朝外的圆台，

在所述短颈的外回转表面上设有连接所述圆台的大头端与低碳合金钢段端的定位块；所述

卡环包括依次与所述镍钛合金材料段同轴设置的环形槽和挡圈，所述挡圈上设有与所述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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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块配合的插槽；所述卡头嵌入至所述卡环内，从而使所述低碳合金钢段与镍钛合金材料

段连接。

[0008] 所述管片上，在位于安装连接螺栓的位置处设有手孔。

[0009] 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10] 将本发明可变形管片接头用于隧道的管片连接，可以减轻地震作用时整个管道的

震动情况。可变形管片接头能吸收管片与管片之间的相对位移，从而减小和改变地震对隧

道结构的影响，以此来达到隔震的目的。本发明结构合理、施工简单，可有效提高隧道管片

之间的减震防灾性能。

附图说明

[0011] 图1为本发明一种用于隧道隔震的可变形管片接头的示意图；

[0012] 图2为图1中所示自复位式螺栓示意图；

[0013] 图3为图2中所示自复位式螺栓抵抗变形的示意图

[0014] 图4-1为图2所示自复位式螺栓中嵌固结构卡头部分轴向示意图；

[0015] 图4-2为图4-1所示卡头部分的端向示意图；

[0016] 图4-3为图2所示自复位式螺栓中嵌固结构卡环部分轴向剖面图；

[0017] 图4-4为图4-3所示卡环部分的端向示意图；

[0018] 图5为图2中所示自复位式螺栓嵌固结构连接示意图；

[0019] 图中：10-管片，20-手孔，30-密封垫，40-自复位式螺栓，1-镍钛合金材料段，2-低

碳合金钢段，3-螺帽；4-螺母；5-胶皮外套，6-嵌固结构，61-短颈，62-圆台，63-定位块，64-

环形槽，65-挡圈，66-插槽。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进一步

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以解释本发明,并不用于限定本发

明。

[0021] 本发明的设计思路，提供一种用于隧道隔震的可变形管片接头，在隧道管片接头

处采用自复位式螺栓作为阻震结构，具有对波传播的吸收作用，使管片连接处具备吸收地

震波的能力，从而保护隧道结构不被破坏。

[0022] 如图1所述，本发明提出的一种用于隧道抗震的可变形管片接头，包括设置在两管

片10之间的密封垫30和两支连接螺栓，所述密封垫30用于防止内外套筒的连接处发生漏水

问题，所述连接螺栓是自复位式螺栓40，所述管片10上，在位于安装连接螺栓4的位置处设

有手孔20，所述手孔20便于安装螺栓时的施工操作。

[0023] 如图2所示，本发明中的自复位式螺栓40包括螺栓柱，所述螺栓柱包括中间的镍钛

合金材料段1和两端的低碳合金钢段2；所述镍钛合金材料段1与两端的低碳合金钢段2通过

嵌固结构6连接；所述镍钛合金材料段1为直径与螺栓直径相同的弧圆柱段或是圆柱段，如

图2和图3所示，所述低碳合金钢段2为直径与螺栓直径相同的圆柱段，所述低碳合金钢段2

的一端与所述镍钛合金材料段1通过嵌固结构6连接，所述低碳合金钢段2的另一端通过螺

纹连接有螺母4；所述镍钛合金材料段1上套装有橡皮套5，所述橡皮套5的长度为完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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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镍钛合金材料段1且在该段的两侧留有2.5～3.5cm的余量。

[0024] 所述镍钛合金材料段1的组分及其重量百分含量为，55.9％镍，44.1％钛；所述镍

钛合金材料段1为圆柱段时，所述镍钛合金材料段1的长度是1/3螺栓柱的长度；所述镍钛合

金材料段1为弧圆柱段时，所述镍钛合金材料段1的展开长度是1/3螺栓柱的展开长度。

[0025] 所述嵌固结构6包括设置在所述低碳合金钢段2端部的卡头和设置在镍钛合金材

料段1端部的卡环，所述卡头包括依次与低碳合金钢段2同轴设置的短颈61和小头端朝外的

圆台62，在所述短颈61的外回转表面上设有连接所述圆台62的大头端与低碳合金钢段2端

的定位块63；所述卡环包括依次与所述镍钛合金材料段1同轴设置的环形槽64和挡圈65，所

述挡圈65上设有与所述定位块63配合的插槽66；所述卡头嵌入至所述卡环内，从而使所述

低碳合金钢段2与镍钛合金材料段1连接。

[0026] 本发明用于隧道隔震的可变形管片接头的制备步骤如下:

[0027] 制作自复位式螺栓，将镍钛合金材料段1与低碳合金钢段2(即传统螺栓)的端部部

分通过嵌固结构组合成自复位式新型螺栓。

[0028] 在镍钛合金材料段1与低碳合金钢段2的连接端作出嵌固结构：在低碳钢合金段2

(即传统螺栓)的端部加工出卡头，如图4-1、图4-2所示,包括小头朝外的圆台62和短颈62。

在镍钛合金材料段2的两端分别加工出套筒式的卡环，如图4-3和图4-4，包括环形槽64和挡

圈65。由于要限制两段之间的相对旋转，在两段的接头处设置了限位装置，即，在卡头的短

颈62上设置连接于低碳钢合金段2与圆台62之间的定位块63；在挡圈65还加工出与卡头部

分的定位块63配合的插槽66。圆台62的大头直径比低碳合金钢段2部分的直径略小，以方便

低碳合金钢段2嵌入至镍钛合金材料段1的卡环内。所述卡头嵌入至所述卡环内，从而使所

述低碳合金钢段2与镍钛合金材料段1连接，如图5所示。由于镍钛合金材料段1有一定的弹

性，可保证低碳合金钢段2的插入，而低碳合金钢段2连接端部设置的小头朝外的圆台62可

以保证低碳合金钢段2不被拔出，形成嵌固结构。

[0029] 在管片的连接部位(即管片接头的左右两部分)预留手孔20和螺栓孔。用自复位式

螺栓40将管片接头的左右两部分连接起来。当然，自复位式螺栓也可采用液压阻震螺栓等

替代。使用密封垫30密封好管片接头的内部与外部。本发明的管片接头与传统的管片接头

大小相同，无需改变传统施工方法。

[0030] 本发明中的螺栓将原有的刚性螺栓改为含记忆合金材料段(即镍钛合金材料段)

的自复位式螺栓，使用该螺栓连接管片接头可以保证在地震作用下管片之间的连接能具备

更好的耐用性，从而改进了传统的刚性不可变形螺栓，引入镍钛合金材料，并将其以嵌套方

式与低碳合金钢螺栓进行连接。使得管片接头具有一定的抵抗变形的能力。并保证在发生

震害时，隧道的管片连接处具有一定的形变恢复能力。

[0031] 本发明将刚性的管片接头结构改为可形变的管片接头结构，发生震害时，该可变

形管片接头具有一定的可变形性及自复位性，可以在不同管片之间传递轴力剪力及弯矩，

并有一定的吸震作用，借助管片接头内部阻震结构的牵拉作用可以抵抗一部分地震波的破

坏。从而保证隧道在地震波作用下不被破坏。

[0032]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作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应

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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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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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图4-1

图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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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

图4-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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