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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预制综合管廊的模板系统

及其施工方法，包括预制台座，所述预制台座的

两侧分别沿纵向方向分别设置有行走轨道，所述

行走轨道上设置有与其行走配合并用于形成综

合管廊外模的外模液压系统，所述预制台座的上

侧设置有底板，所述底板上设置有可沿纵向移动

并用于形成综合管廊内模的内模液压系统，所述

底板上还设置有综合管廊的端模板。该预制综合

管廊的模板系统有利于改善工程建设质量，提高

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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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预制综合管廊的模板系统，包括预制台座，其特征在于，所述预制台座的两侧分

别沿纵向方向分别设置有行走轨道，所述行走轨道上设置有与其行走配合并用于形成综合

管廊外模的外模液压系统，所述预制台座的上侧设置有底板，所述底板上设置有可沿纵向

移动并用于形成综合管廊内模的内模液压系统，所述底板上还设置有综合管廊的端模板。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预制综合管廊的模板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外模液压系统包

括与行走轨道相配合的滑座，所述滑座上设置有外模架，所述外模架的内侧面及顶面设置

有外模板，外模架的下端内侧与滑座相铰接，所述滑座的外侧斜向铰接有伸缩气缸，所述伸

缩气缸的伸缩端与外模架的下端外侧相铰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预制综合管廊的模板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外模架上设置有

爬梯，外模架的顶部外侧设置有安全护栏，外模架的顶部设置有操作平台及观测系统。

4.根据权利要求2或3所述的预制综合管廊的模板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滑座的底部

设置有与行走轨道相配合的滚轮，所述滚轮由驱动电机驱动旋转。

5.根据权利要求2或3所述的预制综合管廊的模板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内模液压系

统包括架设于底板上并与底板可拆连接的一对纵向导轨，所述纵向导轨的一端设置有悬臂

端，所述悬臂端上设置有与纵向导轨滑动配合的安装座，所述安装座上设置有用于形成综

合管廊内腔的内模板。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预制综合管廊的模板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纵向导轨的下侧

分别设置有一对用于使纵向导轨的一端形成悬臂端的支撑块，所述安装座上设置有与纵向

导轨滑动配合的滑块。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预制综合管廊的模板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内模板包括顶模

板、底模板和位于两侧的弧形侧模板，所述安装座的上侧竖向设置有若干个驱动顶模板升

降的第一气缸，安装座的两侧分别间隔设置有若干与弧形侧模板相连接的第二气缸，安装

座的下侧设置有若干个驱动底模板升降的第三气缸。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预制综合管廊的模板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底板与预制台座

之间设置有可调节高度的钢垫块，所述端模板与外模液压系统及内模液压系统可拆连接，

端模板上设置有避让内模液压系统的缺口。

9.一种预制综合管廊的施工方法，包括权利要求7所述的预制综合管廊的模板系统，其

特征在于，步骤如下：

（1）在预制台座两侧的行走轨道上分别安装外模液压系统；

（2）在底板上绑扎钢筋笼；

（3）在底座上安装内模液压系统，使外模液压系统的内模板伸入钢筋笼内并展开，之后

在外模液压系统和内模液压系统的两侧安装端模板；

（4）在外模液压系统、内模液压系统及端模板围成的型腔内浇筑混凝土；

（5）待强度达到设计要求后，再按端模板，外模板，内膜板的顺序依次拆除模板；

（6）先完成的1#梁段的预制，再以其端头作为邻近梁段的端模，将在胎具上绑扎成型的

钢筋整体吊入，顺序制出2#、3#、4#、5#、……梁段，完成5-8节的整孔施工；

（6）在梁段的顶板上覆盖土工布，梁段的侧面及内箱面采用喷淋养护；

（7）待到设计强度时，采用75T龙门吊将梁段运至存梁区进行存放。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预制综合管廊的模板系统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外模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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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系统、内模液压系统及端模板的模板在使用前均清洗干净，并将脱模剂涂刷均匀，采用预

制好的梁段做匹配段，梁段间涂刷隔离剂，在梁段断面均匀涂刷，在梁段完成吊装前用钢丝

刷和清水清理干净；在养护时采用伸缩式轻钢棚架封闭，进行蒸汽养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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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制综合管廊的模板系统及其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预制综合管廊的模板系统及其施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综合管廊的制作方案通常是内膜系统采用半机械化，外模机械化，不仅工作

效率低，工程建设质量不佳，大幅增加现场施工工期。并且由于现场施工工期长，使得管廊

基坑暴露时间较长，造成管廊节段养护时间短，长桥后廊体徐变和应力损失大的情况。为

此，需要一种预制综合管廊的模板系统。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预制综合管廊的模板系统及其施工方法，该预制综合

管廊的模板系统有利于改善工程建设质量，提高工作效率。

[0004]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在于：一种预制综合管廊的模板系统，包括预制台座，所述预制

台座的两侧分别沿纵向方向分别设置有行走轨道，所述行走轨道上设置有与其行走配合并

用于形成综合管廊外模的外模液压系统，所述预制台座的上侧设置有底板，所述底板上设

置有可沿纵向移动并用于形成综合管廊内模的内模液压系统，所述底板上还设置有综合管

廊的端模板。

[0005] 进一步地，所述外模液压系统包括与行走轨道相配合的滑座，所述滑座上设置有

外模架，所述外模架的内侧面及顶面设置有外模板，外模架的下端内侧与滑座相铰接，所述

滑座的外侧斜向铰接有伸缩气缸，所述伸缩气缸的伸缩端与外模架的下端外侧相铰接。

[0006] 进一步地，所述外模架上设置有爬梯，外模架的顶部外侧设置有安全护栏，外模架

的顶部设置有操作平台及观测系统。

[0007] 进一步地，所述滑座的底部设置有与行走轨道相配合的滚轮，所述滚轮由驱动电

机驱动旋转。

[0008] 进一步地，所述内模液压系统包括架设于底板上并与底板可拆连接的一对纵向导

轨，所述纵向导轨的一端设置有悬臂端，所述悬臂端上设置有与纵向导轨滑动配合的安装

座，所述安装座上设置有用于形成综合管廊内腔的内模板。

[0009] 进一步地，所述纵向导轨的下侧分别设置有一对用于使纵向导轨的一端形成悬臂

端的支撑块，所述安装座上设置有与纵向导轨滑动配合的滑块。

[0010] 进一步地，所述内模板包括顶模板、底模板和位于两侧的弧形侧模板，所述安装座

的上侧竖向设置有若干个驱动顶模板升降的第一气缸，安装座的两侧分别间隔设置有若干

与弧形侧模板相连接的第二气缸，安装座的下侧设置有若干个驱动底模板升降的第三气

缸。

[0011] 进一步地，所述底板与预制台座之间设置有可调节高度的钢垫块，所述端模板与

外模液压系统及内模液压系统可拆连接，端模板上设置有避让内模液压系统的缺口。

[0012] 一种预制综合管廊的施工方法，包括的预制综合管廊的模板系统，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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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预制台座两侧的行走轨道上分别安装外模液压系统；

（2）在底板上绑扎钢筋笼；

（3）在底座上安装内模液压系统，使外模液压系统的内模板伸入钢筋笼内并展开，之后

在外模液压系统和内模液压系统的两侧安装端模板；

（4）在外模液压系统、内模液压系统及端模板围成的型腔内浇筑混凝土；

（5）待强度达到设计要求后，再按端模板，外模板，内膜板的顺序依次拆除模板；

（6）先完成的1#梁段的预制，再以其端头作为邻近梁段的端模，将在胎具上绑扎成型的

钢筋整体吊入，顺序制出2#、3#、4#、5#、……梁段，完成5-8节的整孔施工；

（6）在梁段的顶板上覆盖土工布，梁段的侧面及内箱面采用喷淋养护；

（7）待到设计强度时，采用75T龙门吊将梁段运至存梁区进行存放。

[0013] 进一步地，外模液压系统、内模液压系统及端模板的模板在使用前均清洗干净，并

将脱模剂涂刷均匀，采用预制好的梁段做匹配段，梁段间涂刷隔离剂，在梁段断面均匀涂

刷，在梁段完成吊装前用钢丝刷和清水清理干净；在养护时采用伸缩式轻钢棚架封闭，进行

蒸汽养护。

[0014] 与现有技术相比较，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该预制综合管廊的模板系统有利于改

善工程建设质量，大幅减少现场施工工期，提高工作效率；有助于使管廊基坑暴露时间较

短，管廊节段养护时间长，长桥后廊体徐变和应力损失小；并且适用范围广泛，具有节能、环

保、减排、低碳；机械化程度要求高、标准化程度高。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发明的模板系统断面示意图；

图2为本发明的预制平台的端面示意图；

图3为本发明的预制平台的俯视示意图；

图4为本发明的预制平台的侧视示意图；

图5为本发明的外模液压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图6为本发明的外模液压系统中外模架外翻状态示意图；

图7为本发明的内模液压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图8为本发明的内模液压系统侧视图示意图；

图9为本发明的内模液压系统中内模板拆模状态示意图；

图中：10-预制台座   11-行走轨道   12-底板   20-外模液压系统   21-滑座   22-外模

架   23-外模板   24-伸缩气缸   25-爬梯   26-安全护栏   27-滚轮   28-操作平台   30-内

模液压系统   31-纵向导轨   32-悬臂端   33-安装座   34-支撑块   35-顶模板   36-底模

板   37-弧形侧模板   38-第一气缸   39-第二气缸。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为让本发明的上述特征和优点能更明显易懂，下文特举实施例，并配合附图，作详

细说明如下，但本发明并不限于此。

[0017] 参考图1至图9

一种预制综合管廊的模板系统，包括预制台座10，所述预制台座的两侧分别沿纵向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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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分别设置有行走轨道11，所述行走轨道上设置有与其行走配合并用于形成综合管廊外模

的外模液压系统20，所述预制台座的上侧设置有由钢膜制成的底板12，所述底板上设置有

可沿纵向移动并用于形成综合管廊内模的内模液压系统30，所述底板上还设置有综合管廊

的端模板。

[0018] 本实施例中，所述外模液压系统包括与行走轨道相配合的滑座21，所述滑座上设

置有外模架22，所述外模架的内侧面及顶面设置有外模板23，外模架的下端内侧与滑座相

铰接，所述滑座的外侧斜向铰接有伸缩气缸24，所述伸缩气缸的伸缩端与外模架的下端外

侧相铰接，以便在拆模时，通过收缩伸缩气缸，使得外模架与管廊分离，减少拆模工序。

[0019] 本实施例中，所述外模架上设置有爬梯25，以便工人爬上外模液压系统进行操作。

外模架的顶部外侧设置有安全护栏26，从而保证施工安全。外模架的顶部设置有操作平台

28及观测系统，以便观测水准、高程，从而对廊体的预制采取测量控制。

[0020] 本实施例中，所述滑座的底部设置有与行走轨道相配合的滚轮27，所述滚轮由驱

动电机驱动旋转，从而移动外模液压系统来浇筑下一段管廊梁段。

[0021] 本实施例中，所述内模液压系统包括架设于底板上并与底板可拆连接的一对纵向

导轨31，所述纵向导轨的一端设置有悬臂端32，所述悬臂端上设置有与纵向导轨滑动配合

的安装座33，所述安装座上设置有用于形成综合管廊内腔的内模板，所述内模板可以伸缩

调整，以便拆模。

[0022] 本实施例中，所述纵向导轨的下侧分别设置有一对用于使纵向导轨的一端形成悬

臂端的支撑块34，从而使纵向导轨可以稳定的安装在底板上。所述安装座上设置有与纵向

导轨滑动配合的滑块，以便安装时将内模板送入到纵向轨道的悬臂端，以及在拆模时将内

模板从梁段内移出。

[0023] 本实施例中，所述内模板包括顶模板35、底模板36和位于两侧的弧形侧模板37，所

述安装座的上侧竖向设置有若干个驱动顶模板升降的第一气缸38，安装座的两侧分别间隔

设置有若干与弧形侧模板相连接的第二气缸39，所述第二气缸的座壳与安装架固定连接，

第二气缸的伸缩杆与弧形侧模板相铰接。安装座的下侧设置有若干个驱动底模板升降的第

三气缸。

[0024] 本实施例中，所述底板与预制台座之间设置有可调节高度的钢垫块，从而调整底

板的高度或水平度，所述端模板与外模液压系统及内模液压系统可拆连接，端模板上设置

有避让内模液压系统的缺口，以便内模液压系统的安装及拆模。

[0025] 综合管廊采用长线法预制，预制厂设置2个长线综合管廊预制台座（根据施工方案

5-8节不等，每节2.5米），预制台座的底膜线性与梁体（廊体）线性一致（拱度）符合设计要

求。外侧模配备液压系统及走行轨道，脱模后纵移至下一个制梁台座（预制台座）。

[0026] 一种预制综合管廊的施工方法，包括的预制综合管廊的模板系统，施工步骤如下：

（1）在预制台座两侧的行走轨道上分别安装外模液压系统；

（2）在底板上绑扎钢筋笼；

（3）在底座上安装内模液压系统，使外模液压系统的内模板伸入钢筋笼内并展开，之后

在外模液压系统和内模液压系统的两侧安装端模板；

（4）在外模液压系统、内模液压系统及端模板围成的型腔内浇筑混凝土；

（5）待强度达到设计要求后，再按端模板，外模板，内膜板的顺序依次拆除模板；

说　明　书 3/4 页

6

CN 110682416 A

6



（6）先完成的1#梁段的预制，再以其端头作为邻近梁段的端模，将在胎具上绑扎成型的

钢筋整体吊入，顺序制出2#、3#、4#、5#、……梁段，完成5-8节的整孔施工；

（6）在梁段的顶板上覆盖土工布，梁段的侧面及内箱面采用喷淋养护，采用可以伸缩式

的轻钢棚架封闭，进行蒸汽养护；

（7）待到设计强度时，采用75T龙门吊将梁段运至存梁区进行存放。

[0027] 本实施例中，外模液压系统、内模液压系统及端模板的模板在使用前均清洗干净，

并将脱模剂涂刷均匀，采用预制好的梁段做匹配段，梁段间涂刷隔离剂，在梁段断面均匀涂

刷，在梁段完成吊装前用钢丝刷和清水清理干净。

[0028]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根据本发

明的教导，设计出不同形式的预制综合管廊的模板系统及其施工方法并不需要创造性的劳

动，在不脱离本发明的原理和精神的情况下凡依本发明申请专利范围所做的均等变化、修

改、替换和变型，皆应属本发明的涵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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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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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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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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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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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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