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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顶推机机身可返回式顶

管施工方法，涉及一种顶管施工方法。它包括预

制首节管片，安装管片预埋件，定制顶推机机身，

安装轮轴或圆木，将顶推机机身固定在首节管片

内，安装水封和刀盘；将首节管片和顶推机机身

一起吊装至始发井，按照常规的顶管施工方法进

行顶管施工；凿除临时封堵墙，将刀盘卸下并取

出；将顶推机机身从首节管片拉回至始发井，将

顶推机机身从始发井内吊出；在施工终点处与首

节管片的接头处进行接头施工处理。本发明不仅

使现有技术中由于场地原因无法采用顶管施工

的地方可以采用顶管施工，而且减少了接收井临

时工程，降低工程造价。本发明还涉及一种能够

实现这种顶推机机身可返回式顶管施工方法的

施工施工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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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顶推机机身可返回式顶管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它包括如下施工步骤，

步骤1：按照工程设计尺寸预制首节管片(3)，在预制首节管片(3)时，在首节管片(3)前

端安装预埋钢环(1)，并在首节管片(3)后端安装管片预埋件(4)；

步骤2：按照工程设计尺寸，定制顶推机机身(5)，并在顶推机机身(5)底部安装轮轴或

圆木(7)，其中，顶推机机身(5)的外包尺寸小于后置管片(9)的内径尺寸；

步骤3：通过预埋钢环(1)和管片预埋件(4)将顶推机机身(5)可拆卸的固定在首节管片

(3)内；

步骤4：在顶推机机身(5)、首节管片(3)和预埋钢环(1)之间安装水封(2)，在顶推机机

身(5)前端安装刀盘(6)；

步骤5：将步骤4中的首节管片(3)和带有刀盘(6)的顶推机机身(5)一起吊装至始发井

(8)；

步骤6：在完成步骤5后，按照常规的顶管施工方法进行顶管施工；

步骤7：当首节管片(3)延施工通  道(12)移动至施工终点处(10)时，凿除施工终点处

(10)的临时封堵墙(11)，将顶推机机身(5)上的刀盘(6)卸下并取出；

步骤8：将顶推机机身(5)从首节管片(3)上拆卸下来，在始发井(8)内通过外力将顶推

机机身(5)从首节管片(3)拉回至始发井(8)，最后将顶推机机身(5)从始发井(8)内吊出；

步骤9：在施工终点处(10)与首节管片(3)的接头处采用微膨胀混凝土进行接头施工处

理，在完成接头施工处理后，即完成顶管施工。

2.顶推机机身可返回式顶管施工结构，包括施工通道(12)、前端安装有刀盘(6)的顶推

机机身(5)、位于施工起点处(13)的始发井(8)、位于施工终点处(10)的临时封堵墙(11)，所

述施工通道(12)前端与临时封堵墙(11)连接，施工通道(12)后端与始发井(8)连通，其特征

在于：所述施工通道(12) 内安装有能与所述临时封堵墙(11)接触并与施工通道(12的内壁

连接的首节管片(3)，首节管片(3)与始发井(8)之间设有多个与施工通道(12)内壁连接的

后置管片(9)，顶推机机身(5)安装在首节管片(3)内，顶推机机身(5)外包尺寸小于后置管

片(9)的内径尺寸，且顶推机机身(5)底端安装有能使顶推机机身(5)在首节管片(3)和后置

管片(9)内滚动的轮轴或圆木(7)，首节管片(3)前端连接有预埋钢环(1)，首节管片(3)后端

设有安装在首节管片(3)内并与顶推机机身(5)后端连接的管片预埋件(4)，顶推机机身(5)

与预埋钢环(1)之间安装有水封(2)。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顶推机机身可返回式顶管施工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预埋钢

环(1)包括纵向截面为圆环状且与首节管片(3)的外壁连接的第一横向环体(1a)，和纵向截

面为圆环状且与首节管片(3)前端连接的第一竖向环体(1b)，第一竖向环体(1b)位于第一

横向环体(1a)内并与第一横向环体(1a)中部连接，第一竖向环体(1b)的内径小于首节管片

(3)的内径；管片预埋件(4)包括纵向截面为圆环状且与首节管片(3)的内壁连接的第二横

向环体(4a)，和纵向截面为圆环状且与顶推机机身(5)后端连接的第二竖向环体(4b)，第二

竖向环体(4b)位于第二横向环体(4a)内并与第二横向环体  (4a)中部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2或3所述的顶推机机身可返回式顶管施工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首

节管片(3)为混凝土管片，或钢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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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推机机身可返回式顶管施工方法及施工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顶管施工方法，具体的说是一种顶推机机身可返回式顶管施工方

法。本发明还涉及能够实现这种顶推机机身可返回式顶管施工方法的施工施工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为了解决城市土地紧缺与日益扩大的土地需求之间的矛盾，提高土地空间利用

率，城市建设的施工逐步从地面转入地下。但地下施工受地面交通、市政管线等条件制约严

重，顶管技术以其对地面交通、市政管线影响小、施工安全等优点，被广泛应用公路隧道、过

街通道、地铁出入口及市政管涵等领域。

[0003] 现有的顶管施工方法需要在施工通道两端各设置一个施工井道(分别为始发井和

接收井)，但是由于城市空间狭窄，受既有建筑物或既有管线限制，故实际施工时，人们往往

难以找到同时满足设置两个施工井道(始发井和接收井)的场地，最终使得施工单位不得不

放弃顶管施工工法，从而使施工单位或采用其他风险更大费用更高的施工方法，或投入大

量资金进行拆迁，或改移工程线路。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第一目的是为了克服背景技术的不足之处，而提供一种顶推机机身可返

回式顶管施工方法，只需要设置始发井，就能完成顶管机机身的始发和施工完成后的顶管

机机身的接收吊出，从而达到取消设置接收井的目的。

[0005] 本发明的第二目的是为了克服背景技术的不足之处，而提供一种能够实现这种顶

推机机身可返回式顶管施工方法的施工施工结构，只需要设置始发井，就能完成顶管机机

身的始发和施工完成后的顶管机机身的接收吊出，从而达到取消设置接收井的目的。

[0006] 为了实现上述本发明的第一目的，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为：顶推机机身可返回式顶

管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它包括如下施工步骤，步骤1：按照工程设计尺寸预制首节管片，

在预制首节管片时，在首节管片前端安装预埋钢环，并在首节管片后端安装管片预埋件；步

骤2：按照工程设计尺寸，定制顶推机机身，并在顶推机机身底部安装轮轴或圆木，其中，顶

推机机身的外包尺寸小于后置管片的内径尺寸；步骤3：通过预埋钢环和管片预埋件将顶推

机机身可拆卸的固定在首节管片内；步骤4：在顶推机机身、首节管片和预埋钢环之间安装

水封，在顶推机机身前端安装刀盘；步骤5：将步骤4中的首节管片和带有刀盘的顶推机机身

一起吊装至始发井；步骤6：在完成步骤5后，按照常规的顶管施工方法进行顶管施工；步骤

7：当首节管片延施工管道移动至施工终点处时，凿除施工终点处的临时封堵墙，将顶推机

机身上的刀盘卸下并取出；步骤8：将顶推机机身从首节管片上拆卸下来，在始发井内通过

外力将顶推机机身从首节管片拉回至始发井，最后将顶推机机身从始发井内吊出；步骤9：

在施工终点处与首节管片的接头处采用微膨胀混凝土进行接头施工处理，在完成接头施工

处理后，即完成顶管施工。

[0007] 为了实现本发明的第二目的，本发明的实施方式为：顶推机机身可返回式顶管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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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结构，包括施工通道、前端安装有刀盘的顶推机机身、位于施工起点处的始发井、位于施

工终点处的临时封堵墙，所述施工通道前端与临时封堵墙连接，施工通道后端与始发井连

通，其特征在于：所述施工通道内安装有能与所述临时封堵墙接触并与施工通道的内壁连

接的首节管片，首节管片与始发井之间设有多个与施工通道内壁连接的后置管片，顶推机

机身安装在首节管片内，顶推机机身外包尺寸小于后置管片的内径尺寸，且顶推机机身底

端安装有能使顶推机机身在首节管片和后置管片内滚动的轮轴或圆木，首节管片前端连接

有预埋钢环，首节管片后端设有安装在首节管片内并与顶推机机身后端连接的管片预埋

件，顶推机机身与预埋钢环之间安装有水封。

[0008]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预埋钢环包括纵向截面为圆环状且与首节管片的外壁连

接的第一横向环体，和纵向截面为圆环状且与首节管片前端连接的第一竖向环体，第一竖

向环体位于第一横向环体内并与第一横向环体中部连接，第一竖向环体的内径小于首节管

片的内径；管片预埋件包括纵向截面为圆环状且与首节管片的内壁连接的第二横向环体，

和纵向截面为圆环状且与顶推机机身后端连接的第二竖向环体，第二竖向环体位于第二横

向环体内并与第二横向环中部连接。

[0009]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首节管片为混凝土管片，或钢管片。

[0010] 本发明通过将顶推机机身头置于首节管片内部，实现顶推机机身与首节管片同步

前进，待顶推施工到预定目的地后，将顶推机机身沿后置管片原路返回，最后将顶推机机身

从始发井内吊出，从而可使本发明避免设置接收井，以达到节约施工场地的目的。

[0011] 本发明不仅使现有技术中由于场地原因无法采用顶管施工的地方可以采用顶管

施工，使原本需要拆迁的建筑、管线可避免拆迁，而且减少了接收井临时工程，降低工程造

价。

附图说明

[0012] 图1为首节管片与带有刀盘的顶推机机身的连接结构示意图。

[0013] 图2为当首节管片运动到施工终点处时，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14] 图3为凿除临时封堵墙且将顶推机机身从始发井内吊出后，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中1-预埋钢环，1a-第一横向环体1a，1b-第一竖向环体1b；2-水封；3-首节管片；

4-管片预埋件，4a-第二横向环体4a,4b-第二竖向环体4b；5-顶推机机身机身；6-刀盘；7-轮

轴或圆木；8-始发井；9-后置管片；10-顶推终点处结构；11-临时封堵墙,12-施工通道，13-

施工起点处。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下面结合附图详细说明本发明的实施情况，但它们并不构成对本发明的限定，仅

作举例而已。同时通过说明使本发明的优点更加清楚和容易理解。

[0017] 参阅附图可知：顶推机机身可返回式顶管施工方法，它包括如下施工步骤，

[0018] 步骤1：按照工程设计尺寸预制首节管片3，在预制首节管片3时，在首节管片3前端

安装预埋钢环1，并在首节管片3后端安装管片预埋件4；

[0019] 步骤2：按照工程设计尺寸，定制顶推机机身5，并在顶推机机身5底部安装轮轴或

圆木7，其中，顶推机机身5的外包尺寸小于后置管片9的内径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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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步骤3：通过预埋钢环1和管片预埋件4将顶推机机身5可拆卸的固定在首节管片3

内；

[0021] 步骤4：在顶推机机身5、首节管片3和预埋钢环1之间安装水封2，在顶推机机身5前

端安装刀盘6；

[0022] 步骤5：将步骤4中的首节管片3和带有刀盘6的顶推机机身5一起吊装至始发井c；

[0023] 步骤6：在完成步骤5后，按照常规的顶管施工方法进行顶管施工；

[0024] 步骤7：当首节管片3延施工管道12移动至施工终点处10时，凿除施工终点处10的

临时封堵墙11，将顶推机机身5上的刀盘6卸下并取出；

[0025] 步骤8：将顶推机机身5从首节管片3上拆卸下来，在始发井8内通过外力将顶推机

机身5从首节管片3拉回至始发井8，最后将顶推机机身5从始发井8内吊出；

[0026] 步骤9：在施工终点处10与首节管片3的接头处采用微膨胀混凝土进行接头施工处

理，在完成接头施工处理后，即完成顶管施工。

[0027] 顶推机机身可返回式顶管施工结构，包括施工通道12、前端安装有刀盘的顶推机

机身5、位于施工起点处的始发井8、位于施工终点处10的临时封堵墙11，所述施工通道12前

端与临时封堵墙11连接，施工通道12后端与始发井8连通，其特征在于：所述施工通道12内

安装有能与所述临时封堵墙11接触并与施工通道12的内壁连接的首节管片3，首节管片3与

始发井8之间设有多个与施工通道12内壁连接的后置管片9，顶推机机身5安装在首节管片3

内，顶推机机身5外包尺寸小于后置管片9的内径尺寸，且顶推机机身5底端安装有能使顶推

机机身5在首节管片3和后置管片9内滚动的轮轴或圆木7，首节管片3前端连接有预埋钢环

1，首节管片3后端设有安装在首节管片3内并与顶推机机身5后端连接的管片预埋件4，顶推

机机身5与预埋钢环1之间安装有水封2。

[0028] 所述预埋钢环1包括纵向截面为圆环状且与首节管片3的外壁连接的第一横向环

体1a，和纵向截面为圆环状且与首节管片3前端连接的第一竖向环体1b，第一竖向环体1b位

于第一横向环体1a内并与第一横向环体1a中部连接，第一竖向环体1b的内径小于首节管片

3的内径；管片预埋件4包括纵向截面为圆环状且与首节管片3的内壁连接的第二横向环体

4a，和纵向截面为圆环状且与顶推机机身5后端连接的第二竖向环体4b，第二竖向环体4b位

于第二横向环体4a内并与第二横向环4a中部连接。

[0029] 实际工作时，所述首节管片3可以为混凝土管片，也可以为钢管片。首节管片3需经

特殊预制，须具有强度高、管片较薄等特点，具体要求如下：

[0030] (1)首节管片前端预埋特殊定制钢环，钢环外径与管片外表面平齐，该钢环起起切

割土体，固定顶顶管机、安装水封等作用。

[0031] (2)顶管机刀盘大于顶管机机身，小于首节钢环内径，已减少土体切割盲区，刀盘

可实现前端安装和拆卸。

[0032] (3)顶管机需特殊定制，顶管机机身小于管片内径，可以置于首节管片中，增设可

在管内滑行的装置，刀盘拆卸后机身可在外力作用下，沿已施工的管片内滑行返回至始发

井。

[0033] (4)首节管片采用高强度混凝土或钢构，以实现薄壁、轻质，以方便吊装；通过预埋

构件，可实现与顶管机头联接锚固。待施工完毕可以二次衬砌已满足永久使用的要求。

[0034] 其它未说明的部分均属于现有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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