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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基于隧道栈桥的全幅仰拱

模板及一体化施工方法，属于隧道仰拱栈桥技术

领域。包括栈桥主体，还包括全幅小车，全幅仰拱

模板、整体式中心沟模板、仰拱层封端模板、填充

层封端模板；全幅小车通过走行装置沿栈桥主体

自行走，全幅小车底部的油缸通过耳板与全幅仰

拱模板连接，为栈桥主体和全幅仰拱模板之间的

连接与驱动机构，本发明的优点在于，仰拱施工

更加标准；仰拱模无长纵梁，无后端驱动，模板更

加简单；仰拱层和填充层在同一施工区施工，极

大地加快了施工进度、提高了施工效率、减轻了

劳动强度，减少了人员投入；保证了施工质量，保

障了隧道施工的安全性，适应各种仰拱施工工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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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于隧道栈桥的全幅仰拱模板，包括栈桥主体，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全幅小车，全幅

仰拱模板、整体式中心沟模板、仰拱层封端模板、填充层封端模板；

全幅小车通过走行装置沿栈桥主体自行走，全幅小车底部的油缸通过耳板与全幅仰拱

模板连接，为栈桥主体和全幅仰拱模板之间的连接与驱动机构，

全幅仰拱模板的弧形完全贴合开挖的隧道截面，全幅仰拱模板由弧线模板组、环向梁、

纵向梁组成；弧线模板组设置在环向梁底部，纵向梁设置在环向梁的顶部；

弧线模板组整体施工或拆分施工，弧线模板组的工作面开设有工作窗，纵向梁的前后

两端底部设置有脱模油缸；

仰拱层封端模板放置在全幅仰拱模板的前端，填充层封端模板和整体式中心沟模板连

接在全幅仰拱模板的后端；

仰拱层封端模板、填充层封端模板、整体式中心沟模板随全幅仰拱模板整体前移。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隧道栈桥的全幅仰拱模板，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边沟模

板，配用边沟模板时，边沟模板随填充层封端模板前移；根据施工需求选配止水带夹具、钢

筋卡具、溜槽；边沟模板与全幅仰拱模板之间设置脱模油缸。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隧道栈桥的全幅仰拱模板，其特征在于：栈桥主体还增设

前端小车，填充层封端模板、整体式中心沟模板随前端小车整体前移。

4.根据权利要求1至3任一项所述的基于隧道栈桥的全幅仰拱模板，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以下施工步骤：

步骤1，定位全幅仰拱模板；

步骤2，浇注仰拱层；

步骤3，脱模，提升全幅仰拱模板，后退至已浇注好的填充层；

步骤4，前端小车返回，与整体式中心沟模板连接，驱动整体式中心沟模板前进；

步骤5，整体式中心沟模板与填充封端模定位，

步骤6，浇注步骤2中仰拱层上方的填充层混凝土；

步骤7，全幅仰拱模板定位，循环步骤1，直至全部施工结束。

5.基于隧道栈桥全幅仰拱模板的一体化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

方法一：在安全步距允许、适应V级以下围岩施工中，仰拱填充错开12米施工，前端12米

浇注仰拱，后端12米浇注填充并携带整体式中心沟模板，填充封端模，通过全幅小车底部的

提升油缸，向上提升全幅模板，脱模并提升至下一个工作面；

方法二：在安全步距允许、适应V级以上围岩施工中，先浇注12米仰拱混凝土，全幅小车

提升脱模，向上提升至填充面以上，再将全幅小车提升至浇注好的填充面上方，通过前端小

车牵引整体式中心沟模板至注好的填充面，设立填充封端模开始浇注，浇注后提升至下一

工作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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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隧道栈桥全幅仰拱模板的一体化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基于隧道栈桥的全幅仰拱模板及一体化施工方法，属于隧道仰拱

栈桥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我国铁路隧道施工技术的不断发展，为有效提高仰拱结构的稳定性和耐久

性，实现一次性仰拱全幅施工，因此全幅灌注施工已经成为隧道施工的基本要求，传统全幅

仰拱模板施工时，一般采用小块的钢模组合使用，通过人工拼装、拆卸、加固，耗费大量人力

物力，不能整体提升、整体移动；导致施工时间长，单次拼装需至少四人四小时左右，拆模也

需至少四人四小时左右，拆模之后还需采用传统手段向前移动，极大地降低了仰拱的施工

效率。本申请人通过对整体式仰拱模板的施工工艺进行深入分析与研究创新，设计了隧道

栈桥与全幅仰拱模板一体化施工技术。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通过提供一种基于隧道栈桥的全幅仰拱模板及一体化施工方

法，从而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实现一次性仰拱全幅灌注施工。

[0004] 本发明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包括栈桥主体，还包括全幅小车，全幅仰拱模板、

整体式中心沟模板、仰拱层封端模板、填充层封端模板；

全幅小车通过走行装置沿栈桥主体自行走，全幅小车底部的油缸通过耳板与全幅仰拱

模板连接，为栈桥主体和全幅仰拱模板之间的连接与驱动机构，

全幅仰拱模板的弧形完全贴合开挖的隧道截面，全幅仰拱模板由弧线模板组、环向梁、

纵向梁组成；弧线模板组设置在环向梁底部，纵向梁设置在环向梁的顶部；

弧线模板组整体施工或拆分施工，弧线模板组的工作面开设有工作窗，纵向梁的前后

两端底部设置有脱模油缸；

仰拱层封端模板放置在全幅仰拱模板的前端，填充层封端模板和整体式中心沟模板连

接在全幅仰拱模板的后端；

仰拱层封端模板、填充层封端模板、整体式中心沟模板随全幅仰拱模板整体前移。

[0005] 还包括边沟模板，配用边沟模板时，边沟模板随填充层封端模板前移；根据施工需

求选配止水带夹具、钢筋卡具、溜槽；边沟模板与全幅仰拱模板之间设置脱模油缸。

[0006] 栈桥主体还增设前端小车，填充层封端模板、整体式中心沟模板随前端小车整体

前移。

[0007] 基于隧道栈桥的全幅仰拱模板的施工步骤：

步骤1，定位全幅仰拱模板；

步骤2，浇注仰拱层；

步骤3，脱模，提升全幅仰拱模板，后退至已浇注好的填充层；

步骤4，前端小车返回，与整体式中心沟模板连接，驱动整体式中心沟模板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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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整体式中心沟模板与填充封端模定位，

步骤6，浇注步骤2中仰拱层上方的填充层混凝土；

步骤7，全幅仰拱模板定位，循环步骤1，直至全部施工结束。

[0008] 基于隧道栈桥全幅仰拱模板的一体化施工方法包括：

方法一：在安全步距允许、适应V级以下围岩施工中，仰拱填充错开12米施工，前端12米

浇注仰拱，后端12米浇注填充并携带整体式中心沟模板，填充封端模，通过全幅小车底部的

提升油缸，向上提升全幅模板，脱模并提升至下一个工作面；

方法二：在安全步距允许、适应V级以上围岩施工中，先浇注12米仰拱混凝土，全幅小车

提升脱模，向上提升至填充面以上，再将全幅小车提升至浇注好的填充面上方，通过前端小

车牵引整体式中心沟模板至注好的填充面，设立填充封端模开始浇注，浇注后提升至下一

工作面。

[0009] 本发明的优点在于，1、可携带全幅式仰拱模板，仰拱施工更加标准；2、栈桥采用前

后双小车结构,  栈桥具有携带模板功能；3、仰拱模无长纵梁，无后端驱动，模板更加简单；

4、仰拱层和填充层在同一施工区施工，全幅模板可提升至已浇注好的填充层上方；5、满足

安全步距要求，相对施工方法一安全步距比错开施工少12米；6、后端小车用来提升全幅仰

拱模板，前端小车用来携带中心沟模板和栈桥前移；7、极大地加快了施工进度、提高了施工

效率、减轻了劳动强度，减少了人员投入；保证了施工质量，保障了隧道施工的安全性，适应

各种仰拱施工工况。

附图说明

[0010] 图1为仰拱施工定位状态示意图。

[0011] 图2为提升全幅仰拱模板至浇注好的填充层。

[0012] 图3为前端小车驱动中心沟模板前进示意图。

[0013] 图4为中心沟模板与填充层封端模板定位图。

[0014] 图5为填充层浇注示意图之一。

[0015] 图6为填充层浇注示意图之二。

[0016] 图7为填充层浇注示意图之三。

[0017] 图8为循环施工的定位状态示意图。

[0018] 图9为全幅仰拱模板俯视图。

[0019] 图10为全幅仰拱模板主视图。

[0020] 图11为整体式中心沟模板结构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结合附图1至11对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作进一步说明，包括栈桥主体1，还包

括全幅小车2，全幅仰拱模板3、整体式中心沟模板4、仰拱层封端模板5、填充层封端模板6；

全幅小车2通过电机沿栈桥主体1自行走，全幅小车2底部的油缸通过耳板9与全幅仰拱

模板3连接，为栈桥主体1和全幅仰拱模板3之间的连接与驱动机构，

全幅仰拱模板3的弧形完全贴合开挖的隧道截面，全幅仰拱模板3由弧线模板组31、环

向梁32、纵向梁33组成；弧线模板组31设置在环向梁32底部，纵向梁33设置在环向梁32的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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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弧线模板组31整体施工或拆分施工，弧线模板组31的工作面开设有工作窗311，纵向梁

的前后两端底部设置有脱模油缸331；

仰拱层封端模板5设置在全幅仰拱模板3的前端，填充层封端模板6和整体式中心沟模

板4连接在全幅仰拱模板3的后端；

仰拱层封端模板5、填充层封端模板6、整体式中心沟模板4随全幅仰拱模板3整体前移。

[0022] 工作面施工时，填充层封端模板6和整体式中心沟模板4连接在全幅小车2后端，并

由全幅小车2带动前移。

[0023]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技术方案：

第一、通过将全幅仰拱模板3设计成整体结构，利用栈桥的全幅小车2实现全幅仰拱模

板3的整体脱模、前进、后退、横移等功能；

第二、全幅仰拱模板3整体采用液压方式脱模，避免了脱模时的人工操作，如锤击、撬

动，延长了模板的使用寿命，减少了模板变形，降低了工人的劳动强度，提高了施工效率；

第三、全幅仰拱模板3的可自由与仰拱栈桥分离，有效减少全幅模板其他工序施工的干

扰；

操作工人不需要长时间进入仰拱栈桥的下方，进行模板的安装和拆解，提高施工效率

和施工质量，减少了安全事故的发生几率。

[0024] 还包括边沟模板7，配用边沟模板7时，边沟模板7随填充层封端模板6前移；根据施

工需求选配止水带夹具、钢筋卡具、溜槽。边沟模板7与全幅仰拱模板3之间设置脱模油缸

71。

[0025] 栈桥主体1还增设前端小车8，前端小车8底部增设耳板9，填充层封端模板6、整体

式中心沟模板4通过耳板9随前端小车8整体前移，如图1至4所示。

[0026] 基于隧道栈桥的全幅仰拱模板的施工步骤：

步骤1，定位全幅仰拱模板3；

步骤2，浇注仰拱层；

步骤3，脱模，提升全幅仰拱模板3，后退至已浇注好的填充层；

步骤4，前端小车8返回，与整体式中心沟模板4连接，驱动整体式中心沟模板4前进；

步骤5，整体式中心沟模板4与填充封端模板6定位，

步骤6，浇注步骤2中仰拱层上方的填充层混凝土；此时的全幅仰拱模板3和栈桥主体1

根据实际的开挖需求定位或移动；如图5所示为全幅仰拱模板3位于浇注填充的后端，栈桥

主体1不前移；图6为前端已开挖，栈桥主体1前移12米，全幅仰拱模板3在浇注填充层的上

方；图7为前端已开挖，栈桥主体1前移12米，全幅仰拱模板3在浇注填充层前方，准备下一阶

段的施工。

[0027] 步骤7，全幅仰拱模板3定位，循环步骤1，如图8所示，直至全部施工结束。

[0028] 基于隧道栈桥全幅仰拱模板的一体化施工方法包括：

方法一：在安全步距允许、适应V级以下围岩施工中，仰拱填充错开12米施工，前端12米

浇注仰拱，后端12米浇注填充并携带整体式中心沟模板4，填充封端模，通过全幅小车2底部

的提升脱模油缸331，向上提升全幅仰拱模板3，脱模并提升至下一个工作面；

方法二：在安全步距允许、适应V级以上围岩施工中，先浇注12米仰拱混凝土，全幅小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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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升脱模，向上提升至填充面以上，再将全幅小车2提升至浇注好的填充面上方，通过前端

小车8牵引整体式中心沟模板4至注好的填充面，设立填充层封端模板6开始浇注，浇注后提

升至下一工作面。

[0029] 该技术在加快仰拱施工进度，提高施工效率，减轻劳动强度，减少人员投入，保证

施工质量，保障了隧道施工的安全性，适应各种仰拱施工工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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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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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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