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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交通三层独柱装配式高架车站

(57)摘要

一种轨道交通三层独柱装配式高架车站，包

括三层结构，首层为架空层，二层为站厅层，三层

为站台层；架空层独柱墩设置于基础上，并支撑

悬挑横梁，形成独柱T形结构；站厅层横向双柱立

于架空层悬臂横梁上，并支撑单跨悬挑横梁，形

成双柱π形结构，站厅层纵向工字钢安装于架空

层悬臂横梁上的支座上；站台层轨道梁与站台梁

通过支座安装于站厅层横梁上；由此，本发明可

方便的实现预制装配化施工，诸多构件均可在工

厂预制加工，运输到现场进行拼装，完成整个车

站的装配式施工，可减小对既有道路交通的影

响，具有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具有很好的推广

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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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轨道交通三层独柱装配式高架车站，包括车站基础以及车站基础上方的三层结

构，所述三层结构包含首层的架空层、二层的站厅层以及三层的站台层，其特征在于：

所述车站基础采用桩基础或扩大基础，所述架空层位于车站基础上，为独柱T形结构，

包括作为独柱构件的墩柱及其顶部的悬臂横梁，所述独柱构件的底部设置于车站基础上，

所述墩柱采用圆形截面；

所述站厅层为双柱π形结构，包括双柱及支撑于所述双柱上的单跨悬臂横梁，所述双柱

采用圆形截面，所述站厅层内设置纵向工字钢，所述纵向工字钢安装在所述架空层的悬臂

横梁上；

所述站台层包含位于单跨悬臂横梁上的轨道梁和站台梁，所述轨道梁采用双线大U梁、

单线小U梁或空心板梁；所述站台梁采用钢箱梁。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轨道交通三层独柱装配式高架车站，其特征在于：车站基础为桩

基础时包含桩基和承台，所述桩基采用预制桩施工，所述桩基为多列间隔排列支撑于承台。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轨道交通三层独柱装配式高架车站，其特征在于：所述悬臂横梁

为预应力混凝土构件，采用变截面形式，从中间位置由墩柱支撑的支墩部到两侧的端部梁

高逐渐减小。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轨道交通三层独柱装配式高架车站，其特征在于：所述悬臂横梁

的顶部设置有凹槽以用于放置站厅层的纵向工字钢。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轨道交通三层独柱装配式高架车站，其特征在于：所述站厅层的

纵向工字钢与所述架空层的悬臂横梁间设置支座进行连接以形成桥式体系结构。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轨道交通三层独柱装配式高架车站，其特征在于：所述双柱为两

列且间隔支撑于所述单跨悬臂横梁的中间位置，所述单跨悬臂横梁在双柱之间的中间部分

采用等截面形式，在两侧的悬臂段采用变截面形式，从双柱的支点到两侧的悬臂段的端部

梁高逐渐减小。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轨道交通三层独柱装配式高架车站，其特征在于：采用装配式施

工方法，在所述承台与所述墩柱之间、墩柱与悬臂横梁之间采用灌浆套筒结合竖向预应力

连接工艺；所述悬臂横梁与所述双柱之间、所述双柱与所述单跨悬臂横梁之间采用灌浆套

筒连接。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轨道交通三层独柱装配式高架车站，其特征在于：所述单跨悬臂

横梁与站台梁之间通过站台梁支座连接、与轨道梁之间采用轨道梁支座进行连接。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轨道交通三层独柱装配式高架车站，其特征在于：所述站厅层的

纵向工字钢及站台梁的钢材材质采用耐候钢。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轨道交通三层独柱装配式高架车站，其特征在于：在所述站厅

层及所述站台层的结构面上铺设现浇混凝土面层，所述站厅层上为站厅层现浇混凝土面

板，所述站台层上为站台层现浇混凝土面板，所述现浇混凝土面层内设置钢筋网片以增加

结构整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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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交通三层独柱装配式高架车站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轨道交通的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能用于地铁系统、轻轨系统、单轨

系统、有轨电车、磁浮系统、自动导向轨道系统、市域快速轨道系统的轨道交通三层独柱装

配式高架车站。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国内轨道交通项目线路常沿着路中敷设，高架车站常采用独柱结构形式设

置于路中绿化带中，常规独柱三层高架车站常采用干字型结构，为框架固结体系结构。然

而，传统的框架固结体系结构的干字型独柱车站在建设使用过程中存在如下缺点：

[0003] 传统固结体系结构的干字型车站常采用混凝土结构，支架现浇的施工方法，施工

过程需占用道路时间长，严重影响道路交通，且现浇混凝土施工质量难以保证。

[0004] 传统的独柱干字型车站，首层的墩柱直接通到站台板下层，在站厅层中间设置一

个大截面墩柱，对建筑布局不利，使用功能受影响，影响视觉效果，乘客舒适性较差。

[0005] 传统的独柱干字型车站，纵向为混凝土框架梁构件，车站纵向跨度受混凝土跨越

能力限制跨度较小，一般采用12～13m跨度，从而车站架空层层及站厅层通透性较差，车站

内部及城市景观效果较差。

[0006] 为此，本发明的设计者有鉴于上述缺陷，通过潜心研究和设计，综合长期多年从事

相关产业的经验和成果，研究设计出一种轨道交通三层独柱装配式高架车站，以克服上述

缺陷。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轨道交通三层独柱装配式高架车站，其采用装配化施

工方法，减小对既有道路交通的影响，缩短施工工期，社会效益好；优化了传统站厅层柱子，

视觉效果好，提高乘客舒适性；采用桥式体系车站，车站纵向跨度可以增大，提高车站架空

层层及站厅层通透性，车站内部及城市景观效果好。

[0008]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轨道交通三层独柱装配式高架车站，包括车

站基础以及车站基础上方的三层结构，所述三层结构包含首层的架空层、二层的站厅层以

及三层的站台层，其特征在于：

[0009] 所述车站基础采用桩基础或扩大基础，所述架空层位于车站基础上，为独柱T形结

构，包括作为独柱构件的墩柱及其顶部的悬臂横梁，所述独柱构件的底部设置于车站基础

上，所述墩柱采用圆形截面；

[0010] 所述站厅层为双柱π形结构，包括双柱及支撑于所述双柱上的单跨悬臂横梁，所述

双柱采用圆形截面，所述站厅层内设置纵向工字钢，所述纵向工字钢安装在所述架空层的

悬臂横梁上；

[0011] 所述站台层包含位于单跨悬臂横梁上的轨道梁和站台梁，所述轨道梁采用双线大

U梁、单线小U梁或空心板梁；所述站台梁采用钢箱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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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其中：车站基础为桩基础时包含桩基和承台，所述桩基采用预制桩施工，所述桩基

为多列间隔排列支撑于承台。

[0013] 其中：所述悬臂横梁为预应力混凝土构件，采用变截面形式，从中间位置由墩柱支

撑的支墩部到两侧的端部梁高逐渐减小。

[0014] 其中：所述悬臂横梁顶部设置有凹槽以用于放置站厅层的纵向工字钢。

[0015] 其中：所述站厅层的纵向工字钢与所述架空层的悬臂横梁间设置支座进行连接以

形成桥式体系结构。

[0016] 其中：所述双柱为两列且间隔支撑于所述单跨悬臂横梁的中间位置，所述单跨悬

臂横梁在双柱之间的中间部分采用等截面形式，在两侧的悬臂段采用变截面形式，从双柱

的支点到两侧的悬臂段的端部梁高逐渐减小。

[0017] 其中：采用装配式施工方法，在所述承台与所述墩柱之间、墩柱与悬臂横梁之间采

用灌浆套筒结合竖向预应力连接工艺；所述悬臂横梁与所述双柱之间、所述双柱与所述单

跨悬臂横梁之间采用灌浆套筒连接。

[0018] 其中：所述单跨悬臂横梁与站台梁之间通过站台梁支座连接、与轨道梁之间采用

轨道梁支座进行连接。

[0019] 其中：所述站厅层的纵向工字钢及站台梁的钢材材质采用耐候钢。

[0020] 其中：在所述站厅层及所述站台层的结构面上铺设现浇混凝土面层，所述站厅层

上为站厅层现浇混凝土面板，所述站台层上为站台层现浇混凝土面板，所述现浇混凝土面

层内设置钢筋网片以增加结构整体性。

[0021] 通过上述内容可知，本发明的轨道交通三层独柱装配式高架车站具有如下效果：

[0022] 1、采用了桥式结构体系，增大了结构纵向跨度，优化了站厅层柱子布置，结构景观

好，且整个车站更便于装配式施工。在

[0023] 2、车站施工时，可避免现场支架假设，减小对既有道路交通的影响，缩短施工工

期，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并可提高施工质量。

[0024] 本发明的详细内容可通过后述的说明及所附图而得到。

附图说明

[0025] 图1显示了本发明的轨道交通三层独柱装配式高架车站的横向剖面图。

[0026] 图2显示了本发明的单榀侧视图。

[0027] 图3显示了本发明的侧向剖视图。

[0028] 附图标记：

[0029] 1车站基础；101桩基；102承台；2架空层；201墩柱；202悬臂横梁；3站厅层；301站厅

双柱；302站厅层单跨悬臂横梁；303支座；304纵向工字钢；305站厅层现浇混凝土面板；4站

台层；401轨道梁；402站台梁；403站台梁支座；404轨道梁支座；405站台层现浇混凝土面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为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势更加清晰明白，以下参照附图及实施例，对本

发明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为，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用以解释本发明，并不限定

于本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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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参见图1、图2和图3，显示了本发明的轨道交通三层独柱装配式高架车站。

[0032] 所述轨道交通三层独柱装配式高架车站包括车站基础1以及车站基础1上方的三

层结构，所述三层结构包含首层的架空层2、二层的站厅层3以及三层的站台层4，其中，所述

车站基础1根据地质条件可以采用桩基础或扩大基础，图中实施例为桩基础时，其可包含桩

基101和承台102，所述桩基101可采用预制桩施工，参见图1和图2，所述桩基101可为三列间

隔排列支撑于承台102。

[0033] 所述架空层2位于车站基础1上，优选的位于承台102上，所述架空层为独柱T形结

构，包括作为独柱构件的墩柱201及其顶部的悬臂横梁202，所述独柱构件的底部设置于车

站基础1上，所述墩柱201采用圆形截面，所述悬臂横梁202为预应力混凝土构件，采用变截

面形式，从中间位置由墩柱201支撑的支墩部到两侧的端部梁高逐渐减小，且所述悬臂横梁

202顶部设置有凹槽，以用于放置站厅层3的纵向工字钢304。

[0034] 所述站厅层3为双柱π形结构，包括双柱301及支撑于所述双柱上的单跨悬臂横梁

302，并在所述站厅层内设置纵向工字钢304，所述纵向工字钢304安装在所述架空层的悬臂

横梁202上，所述站厅层的纵向工字钢304与所述架空层的悬臂横梁202间设置支座303进行

连接，为桥式体系结构。

[0035] 其中，所述双柱301为两列且均采用圆形截面并间隔支撑于所述单跨悬臂横梁302

的中间位置，所述单跨悬臂横梁302在双柱301之间的中间部分采用等截面形式，在两侧的

悬臂段采用变截面形式，从双柱301的支点到两侧的悬臂段的端部梁高逐渐减小。

[0036] 所述站台层包含轨道梁401、站台梁402、站台梁支座403和轨道梁支座404，所述轨

道梁401可以根据区间桥梁形式，采用双线大U梁、单线小U梁、空心板梁等；所述站台梁402

可采用钢箱梁，减小结构自重。

[0037] 本发明的轨道交通三层独柱装配式高架车站采用了装配式施工方法，在所述承台

102与所述墩柱201之间、墩柱201与所述悬臂横梁202之间采用灌浆套筒+竖向预应力连接

工艺；所述悬臂横梁202与所述双柱301之间、所述双柱301与所述单跨悬臂横梁302之间采

用灌浆套筒连接。

[0038] 其中，所述单跨悬臂横梁302与站台梁402之间通过站台梁支座403连接、与轨道梁

401之间采用轨道梁支座404进行连接。

[0039] 其中，所述站厅层的纵向工字钢304及站台梁402的钢材材质采用耐候钢，可以减

少运营期间维护。

[0040] 其中，在所述站厅层3及所述站台层4的结构面上铺设现浇混凝土面层，所述站厅

层3上为站厅层现浇混凝土面板305，所述站台层4上为站台层现浇混凝土面板405，所述现

浇混凝土面层内设置钢筋网片，增加结构整体性。

[0041] 本发明的施工顺序为：桩基102预制、运输及沉桩施工——承台102现浇施工——

架空层墩柱201预制、运输就位并灌浆施工——架空层悬臂横梁202预制、运输及就位并灌

浆施工——悬臂盖梁202顶部进行预应力钢束张拉——站厅层纵向工字钢304架设就

位——站厅层现浇面板施工——站厅双柱301预制、运输就位并灌浆施工——站厅单跨悬

臂横梁302预制、运输就位并灌浆施工——站台层轨道梁401预制架设就位——站台层站台

梁402加工架设就位——站台层现浇面板施工。

[0042] 综上可知，在本发明的轨道交通三层独柱装配式高架车站中，采用了桥式结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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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增大了结构纵向跨度，优化了站厅层柱子布置，结构景观好，且整个车站更便于装配式

施工。在进行上述车站施工时，可避免现场支架假设，减小对既有道路交通的影响，缩短施

工工期，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并可提高施工质量。

[0043] 而且，所述架空层为独柱T形结构，在所述站厅转化为双柱π形结构，站厅层独柱及

站台层双柱均采用圆形截面，优化结构构件视觉效果，提升景观效果。

[0044] 车站各构件可在工厂预制加工，运输到现场进行拼装，完成整个车站的装配式施

工。

[0045] 所述墩柱、悬臂横梁、双柱、单跨悬臂横梁、轨道梁为钢筋混凝土结构或预应力混

凝土结构，所述纵向工字钢、站台梁为钢结构，可减小结构自重，增大结构纵向跨度。

[0046] 显而易见的是，以上的描述和记载仅仅是举例而不是为了限制本发明的公开内

容、应用或使用。虽然已经在实施例中描述过并且在附图中描述了实施例，但本发明不限制

由附图示例和在实施例中描述的作为目前认为的最佳模式以实施本发明的教导的特定例

子，本发明的范围将包括落入前面的说明书和所附的权利要求的任何实施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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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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