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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可拆解盾构机拆解过站

装备及其拆解过站方法，特点是包括装配式盾构

机过站平台和盾构机转向装置，装配式盾构机过

站平台包括水平焊接一体连接的一号分平台、二

号分平台、三号分平台和四号分平台；一号分平

台用于放置盾构机刀盘，二号分平台用于放置盾

构机前盾，三号分平台用于放置盾构机中盾，四

号分平台用于放置盾构机盾尾，盾构机转向装置

包括位于二号分平台中的盖合连接且转动配合

的球铰上盖板和球铰下盖板，四类顶推装置依次

通过球铰上压板、高强度压缩装置下压球铰上盖

板和球铰下盖板，使球铰上盖板和球铰下盖板沿

着口字形加固圈梁向下滑动，优点是可将拆解后

的盾构机在拆解转向后实现狭小空间内运输过

站，过站施工安全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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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可拆解盾构机拆解过站装备，其特征在于：包括装配式盾构机过站平台和盾构

机转向装置；所述的装配式盾构机过站平台包括水平一体连接的一号分平台、二号分平台、

三号分平台和四号分平台；

所述的一号分平台用于放置盾构机刀盘，包括一号平台格栅形平面底座、四个一类人

字形托架、四个一类1字形托架和两个一类顶推装置，所述的一号平台格栅形平面底座由两

道相互平行的一类横向钢梁和六道位于两道所述的一类横向钢梁18之间的一类纵向钢梁

围成，所述的一类人字形托架和所述的一类1字形托架均焊接在所述的一号平台格栅形平

面底座的四周，所述的一类1字形托架位于所述的一类人字形托架的内端端部且一一对应，

所述的盾构机刀盘的弧形底面分别与所述的一类人字形托架和所述的一类1字形托架贴合

抵接，所述的一类顶推装置对称焊接在靠近所述的二号分平台的两个所述的一类人字形托

架上；

所述的二号分平台用于放置盾构机前盾，包括与所述的一号平台格栅形平面底座焊接

连接的二号平台格栅形平面底座、四个二类人字形托架、四个二类1字形托架、两个二类顶

推装置、两道一类反力板、两道一类定位杆和一个口字形加固圈梁，所述的二号平台格栅形

平面底座由两道相互平行的二类横向钢梁以及六道位于两道所述的二类横向钢梁之间的

二类纵向钢梁围成，所述的二类人字形托架和所述的二类1字形托架均焊接在所述的二号

平台格栅形平面底座的四周，所述的二类1字形托架相应位于一个所述的二类人字形托架

的内端端部且一一对应，所述的盾构机前盾的弧形底面分别与所述的二类人字形托架和所

述的二类1字形托架贴合抵接，所述的二类顶推装置对称焊接在靠近所述的三号分平台的

两个所述的二类人字形托架上，所述的一类反力板与所述的二类纵向钢梁平行且所述的一

类反力板固定在两个所述的二类人字形托架之间，所述的一类定位杆焊接在所述的二类人

字形托架上，所述的一类定位杆的顶部设置有用于与所述的盾构机前盾定位连接的前盾定

位孔，所述的口字形加固圈梁焊接在两道所述的二类横向钢梁中间；

所述的三号分平台用于放置盾构机中盾，包括与所述的二号平台格栅形平面底座焊接

连接的三号平台格栅形平面底座、四个三类人字形托架、四个三类1字形托架和两个三类顶

推装置，所述的三号平台格栅形平面底座由两道相互平行的三类横向钢梁以及六道位于两

道所述的三类横向钢梁之间的三类纵向钢梁围成，所述的三类人字形托架和所述的三类1

字形托架均焊接在所述的三号平台格栅形平面底座的四周，所述的三类1字形托架位于所

述的三类人字形托架的内端端部且一一对应，所述的盾构机中盾的弧形底面分别与所述的

三类人字形托架和所述的三类1字形托架贴合抵接，所述的三类顶推装置分别焊接在靠近

所述的四号分平台的两个所述的三类人字形托架上；

所述的四号分平台用于放置盾构机盾尾，包括与所述的三号平台格栅形平面底座焊接

连接的四号平台格栅形平面底座、六个四类人字形托架、六个四类1字形托架和两道二类定

位杆，所述的四号平台格栅形平面底座由三道相互平行且等间距分布的四类横向钢梁以及

与六道相互平行的四类纵向钢梁十字交叉围成，所述的四类人字形托架和所述的四类1字

形托架均焊接在所述的四号平台格栅形平面底座上，所述的四类人字形托架沿纵向均布有

三个且沿横向对称分布，所述的四类1字形托架位于所述的四类人字形托架的内端端部且

一一对应，所述的盾构机盾尾的弧形底面分别与所述的四类人字形托架和所述的四类1字

形托架贴合抵接，所述的二类定位杆焊接在所述的四类人字形托架上，所述的二类定位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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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顶部设置有用于与所述的盾构机盾尾定位连接的盾尾定位孔；

所述的盾构机转向装置包括位于所述的口字形加固圈梁处的球铰上盖板和球铰下盖

板，所述的球铰上盖板与所述的球铰下盖板盖合连接且转动配合，所述的球铰上盖板的顶

面焊接有球铰上压板，所述的球铰上压板的下表面与各个所述的二类纵向钢梁之间以及所

述的球铰上压板的下表面与所述的口字形加固圈梁的边框之间分别设置有高强度压缩装

置，所述的球铰上压板的上表面两端对称设置有用于压缩所述的高强压缩装置的四类顶推

装置，所述的四类顶推装置的顶部固定在所述的一类反力板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拆解盾构机拆解过站装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球铰上

盖板的底面设置有球铰凸圆，所述的球铰下盖板的顶面设置有与所述的球铰凸圆配合转动

的球铰凹槽，所述的球铰凹槽的中心设置有球铰转轴，所述的球铰下盖板可绕所述的球铰

转轴相对转动，所述的球铰凸圆的中心设置有与所述的球铰转轴卡嵌配合的球铰转轴槽。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可拆解盾构机拆解过站装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球铰转

轴呈T字型，所述的球铰转轴槽呈T字型。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可拆解盾构机拆解过站装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球铰凸

圆与所述的球铰凹槽之间以及所述的球铰转轴与所述的球铰转轴槽之间均涂抹有用于减

小转动摩擦力的减摩剂。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拆解盾构机拆解过站装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一类横

向钢梁、所述的二类横向钢梁、所述的三类横向钢梁和所述的四类横向钢梁的底部均设置

有用于与过站用钢轨配合使用的矩形凹槽。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拆解盾构机拆解过站装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一类顶

推装置、所述的二类顶推装置、所述的三类顶推装置和所述的四类顶推装置均为可伸缩的

液压伺服千斤顶，所述的高强压缩装置为焊接有上下传力垫板的高强弹簧。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拆解盾构机拆解过站装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盾构机

刀盘、所述的盾构机前盾、所述的盾构机中盾和所述的盾构机盾尾依次焊接形成盾构机，所

述的一号平台格栅形平面底座的纵向尺寸与所述的的纵向尺寸一致，所述的二号平台格栅

形平面底座的纵向尺寸与所述的盾构机前盾的纵向尺寸一致，所述的三号平台格栅形平面

底座的纵向尺寸与所述的盾构机中盾的纵向尺寸一致，所述的四号平台格栅形平面底座的

纵向尺寸与所述的盾构机盾尾纵向尺寸一致。

8.一种利用权利要求1-7中任一项所述的可拆解盾构机拆解过站装备进行可拆解盾构

机拆解过站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盾构主机用工装焊接：所需焊接的盾构机用工装包含8个吊装耳，其中分别在盾构

机刀盘上块顶面两侧、盾构机前盾上块顶面两侧、盾构机中盾上块顶面两侧、盾构机盾尾上

块顶面两侧各设置2个；6个顶升基座，其中分别在盾构机前盾两侧、盾构机中盾两侧、盾构

机盾尾两侧各设置2个；4个定位耳，分别对称设置在盾构机前盾和盾构机盾尾两侧；

（2）测量定位，铺设装配式盾构机过站平台和盾构机转向装置：结合端头井空间尺寸、

盾构机过站铺设钢轨位置确定盾构机转向位置，通过测量精确定位并在盾构机转向、平移

位置铺设装配式盾构机过站平台和盾构机转向装置；

（3）盾构机与装配式盾构机过站平台的精确定位固定：采用6个液压千斤顶一端置于水

平地面一端顶住顶升基座，同步顶升盾构机，将盾构机顶升一定高度后，将装配式盾构机过

权　利　要　求　书 2/3 页

3

CN 110195591 A

3



站平台平移至盾构机下，不断微调装配式盾构机过站平台的位置，直至焊接在盾构机前盾

上的定位耳上的孔洞与装配式盾构机过站平台的一类定位杆上的前盾定位孔对齐，同时焊

接在盾构机尾盾上的定位耳上的孔洞与装配式盾构过站平台1的二类定位杆上的盾尾定位

孔对齐，分别插上插销，将盾构机与装配式盾构过站平台1的各个人字形托架焊接固定；

（4）盾构机拆解：由于盾构机个部分之间存在卡槽，需要将盾构机刀盘、盾构机前盾、盾

构机中盾和盾构机盾尾整体分离后再进行上下块的拆解，切割一号分平台、二号分平台、三

号分平台和四号分平台之间的焊接体，同步启动一类顶推装置、二类顶推装置和三类顶推

装置，使盾构机刀盘、盾构机前盾、盾构机中盾和盾构机盾尾之间随着一号分平台、二号分

平台、三号分平台和四号分平台的切割一一分离，通过吊机、吊装耳将盾构机刀盘、盾构机

前盾、盾构机中盾以及盾构机盾尾的上下块进行拆解分离；

（5）盾构机组装：根据车站进行盾构机组装；

（6）盾构机平移、转向定位：通过千斤顶顶推装配式盾构机过站平台使盾构机随着装配

式盾构机过站平台在涂抹有减摩剂的钢轨上滑动，通过微调直至由球铰上盖板和球铰下盖

板盖合形成的球铰正对口字形加固圈梁；启动四类顶推装置下压球铰，使球铰上盖板卡嵌

在口字形加固圈梁中，球铰下盖板刚好嵌入口字形加固圈梁下方钢板的方形孔洞内固定不

动，通过千斤顶推动装配式盾构机过站平台，使装配式盾构机过站平台在球铰上盖板的带

动下绕着球铰转轴转动实现盾构机转向，转向完成后再通过千斤顶将盾构机平移至预定位

置；

（7）盾构机平移过站：将盾构机连同装配式盾构机过站平台置于钢轨上，其中钢轨恰好

置于矩形凹槽内，保证装配式盾构机过站平台沿着钢轨滑移，通过过站顶推千斤顶顶推焊

接在钢轨上的后靠，使盾构机连同装配式盾构机过站平台沿着钢轨滑移过站；

（8）盾构机组装：将过站后的盾构机各部件进行组织焊接，即完成可拆解盾构机拆解过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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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拆解盾构机拆解过站装备及其拆解过站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隧道工程施工领域，特别是一种可拆解盾构机拆解过站装备及其过站

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盾构法是城市轨道交通隧道建设的主要工法，目前已得到了大规模的应用。城市

轨道交通中存在大量的线路换乘节点，不同的线路施工、运营有时会有较大的时间差，因此

后施工隧道施工只能在先施工换乘点的预留空间内完成。在现实施工中往往存在车站无预

留吊装孔、站内预留净空不足的问题。当盾构掘进完成前一区间隧道要进行下一区间隧道

掘进时，常规方法为将盾构机从吊装孔吊出后实施站外过站而后再从下一隧道始发井吊装

孔吊下安装，或者采取整体平移站内过站的方式，如专利《一种盾构过站始发平移施工工

艺》申请号CN201410427187.3所述，但该方法需保证车站的空间满足盾构机过站需求。当某

些特殊节点车站无预留吊装孔导致盾构难以整体吊出整体过站，站内净空不足导致无法实

现整机平移过站。盾构机体型庞大，重达数百吨，移动操作困难。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可将拆解后的盾构机在拆解转向后实现

狭小空间内运输过站的可拆解盾构机拆解过站装备及其拆解过站方法，该方法过站施工安

全、高效，适用于不同的狭小空间。

[0004] 本发明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为：一种可拆解盾构机拆解过站装

备，包括装配式盾构机过站平台和盾构机转向装置，所述的装配式盾构机过站平台包括水

平一体连接的一号分平台、二号分平台、三号分平台和四号分平台；

所述的一号分平台用于放置盾构机刀盘，包括一号平台格栅形平面底座、四个一类人

字形托架、四个一类1字形托架和两个一类顶推装置，所述的一号平台格栅形平面底座由两

道相互平行的一类横向钢梁和六道位于两道所述的一类横向钢梁18之间的一类纵向钢梁

围成，所述的一类人字形托架和所述的一类1字形托架均焊接在所述的一号平台格栅形平

面底座的四周，所述的一类1字形托架位于所述的一类人字形托架的内端端部且一一对应，

所述的盾构机刀盘的弧形底面分别与所述的一类人字形托架和所述的一类1字形托架贴合

抵接，所述的一类顶推装置对称焊接在靠近所述的二号分平台的两个所述的一类人字形托

架上；

所述的二号分平台用于放置盾构机前盾，包括与所述的一号平台格栅形平面底座焊接

连接的二号平台格栅形平面底座、四个二类人字形托架、四个二类1字形托架、两个二类顶

推装置、两道一类反力板、两道一类定位杆和一个口字形加固圈梁，所述的二号平台格栅形

平面底座由两道相互平行的二类横向钢梁以及六道位于两道所述的二类横向钢梁之间的

二类纵向钢梁围成，所述的二类人字形托架和所述的二类1字形托架均焊接在所述的二号

平台格栅形平面底座的四周，所述的二类1字形托架相应位于一个所述的二类人字形托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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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端端部且一一对应，所述的盾构机前盾的弧形底面分别与所述的二类人字形托架和所

述的二类1字形托架贴合抵接，所述的二类顶推装置对称焊接在靠近所述的三号分平台的

两个所述的二类人字形托架上，所述的一类反力板与所述的二类纵向钢梁平行且所述的一

类反力板固定在两个所述的二类人字形托架之间，所述的一类定位杆焊接在所述的二类人

字形托架上，所述的一类定位杆的顶部设置有用于与所述的盾构机前盾定位连接的前盾定

位孔，所述的口字形加固圈梁焊接在两道所述的二类横向钢梁中间；

所述的三号分平台用于放置盾构机中盾，包括与所述的二号平台格栅形平面底座焊接

连接的三号平台格栅形平面底座、四个三类人字形托架、四个三类1字形托架和两个三类顶

推装置，所述的三号平台格栅形平面底座由两道相互平行的三类横向钢梁以及六道位于两

道所述的三类横向钢梁之间的三类纵向钢梁围成，所述的三类人字形托架和所述的三类1

字形托架均焊接在所述的三号平台格栅形平面底座的四周，所述的三类1字形托架位于所

述的三类人字形托架的内端端部且一一对应，所述的盾构机中盾的弧形底面分别与所述的

三类人字形托架和所述的三类1字形托架贴合抵接，所述的三类顶推装置分别焊接在靠近

所述的四号分平台的两个所述的三类人字形托架上；

所述的四号分平台用于放置盾构机盾尾，包括与所述的三号平台格栅形平面底座焊接

连接的四号平台格栅形平面底座、六个四类人字形托架、六个四类1字形托架和两道二类定

位杆，所述的四号平台格栅形平面底座由三道相互平行且等间距分布的四类横向钢梁以及

与六道相互平行的四类纵向钢梁十字交叉围成，所述的四类人字形托架和所述的四类1字

形托架均焊接在所述的四号平台格栅形平面底座上，所述的四类人字形托架沿纵向均布有

三个且沿横向对称分布，所述的四类1字形托架位于所述的四类人字形托架的内端端部且

一一对应，所述的盾构机盾尾的弧形底面分别与所述的四类人字形托架和所述的四类1字

形托架贴合抵接，所述的二类定位杆焊接在所述的四类人字形托架上，所述的二类定位杆

的顶部设置有用于与所述的盾构机盾尾定位连接的盾尾定位孔；

所述的盾构机转向装置包括位于所述的口字形加固圈梁中的球铰上盖板和球铰下盖

板，所述的球铰上盖板与所述的球铰下盖板盖合连接且转动配合，所述的球铰上盖板的顶

面焊接有球铰上压板，所述的球铰上压板的下表面与各个所述的二类纵向钢梁之间以及所

述的球铰上压板的下表面与所述的口字形加固圈梁的边框之间分别设置有高强度压缩装

置，所述的球铰上压板的上表面两端对称设置有用于压缩所述的高强压缩装置的四类顶推

装置，所述的四类顶推装置的顶部固定在所述的一类反力板上。四类顶推装置依次通过球

铰上压板、高强度压缩装置下压球铰上盖板和球铰下盖板，使球铰上盖板和球铰下盖板沿

着口字形加固圈梁向下滑动，卸除四类顶推装置压力后，球铰上盖板和球铰下盖板会随着

球铰上压板上移而向上滑动。

[0005] 优选的，所述的球铰上盖板的底面设置有球铰凸圆，所述的球铰下盖板的顶面设

置有与所述的球铰凸圆配合转动的球铰凹槽，所述的球铰凹槽的中心设置有球铰转轴，所

述的球铰下盖板可绕所述的球铰转轴相对转动，所述的球铰凸圆的中心设置有与所述的球

铰转轴卡嵌配合的球铰转轴槽。

[0006] 优选的，所述的球铰转轴呈T字型，所述的球铰转轴槽呈T字型。避免卸去压力球铰

上盖板和球铰下盖板相互分离。

[0007] 优选的，所述的球铰凸圆与所述的球铰凹槽之间以及所述的球铰转轴与所述的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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铰转轴槽之间均涂抹有用于减小转动摩擦力的减摩剂。

[0008] 优选的，所述的一类横向钢梁、所述的二类横向钢梁、所述的三类横向钢梁和所述

的四类横向钢梁的底部均设置有用于与过站用钢轨配合使用的矩形凹槽。在盾构机过站时

矩形凹槽可置于钢轨上，使盾构机沿着钢轨滑动过站。

[0009] 优选的，所述的一类顶推装置、所述的二类顶推装置、所述的三类顶推装置和所述

的四类顶推装置均为可伸缩的液压伺服千斤顶，所述的高强压缩装置为焊接有上下传力垫

板的高强弹簧。

[0010] 优选的，所述的盾构机刀盘、所述的盾构机前盾、所述的盾构机中盾和所述的盾构

机盾尾依次焊接形成盾构机，所述的一号平台格栅形平面底座的纵向尺寸与所述的的纵向

尺寸一致，所述的二号平台格栅形平面底座的纵向尺寸与所述的盾构机前盾的纵向尺寸一

致，所述的三号平台格栅形平面底座的纵向尺寸与所述的盾构机中盾的纵向尺寸一致，所

述的四号平台格栅形平面底座的纵向尺寸与所述的盾构机盾尾纵向尺寸一致。

[0011] 利用上述可拆解盾构机拆解过站装备进行可拆解盾构机拆解过站的方法，包括以

下步骤：

（1）盾构主机用工装焊接：所需焊接的盾构机用工装包含8个吊装耳，其中分别在盾构

机刀盘上块顶面两侧、盾构机前盾上块顶面两侧、盾构机中盾上块顶面两侧、盾构机盾尾上

块顶面两侧各设置2个；6个顶升基座，其中分别在盾构机前盾两侧、盾构机中盾两侧、盾构

机盾尾两侧各设置2个；4个定位耳，分别对称设置在盾构机前盾和盾构机盾尾两侧；

（2）测量定位，铺设装配式盾构机过站平台和盾构机转向装置：结合端头井空间尺寸、

盾构机过站铺设钢轨位置确定盾构机转向位置，通过测量精确定位并在盾构机转向、平移

位置铺设装配式盾构机过站平台和盾构机转向装置；

（3）盾构机与装配式盾构机过站平台的精确定位固定：采用6个液压千斤顶一端置于水

平地面一端顶住顶升基座，同步顶升盾构机，将盾构机顶升一定高度后，将装配式盾构机过

站平台平移至盾构机下，不断微调装配式盾构机过站平台的位置，直至焊接在盾构机前盾

上的定位耳上的孔洞与装配式盾构机过站平台的一类定位杆上的前盾定位孔对齐，同时焊

接在盾构机尾盾上的定位耳上的孔洞与装配式盾构过站平台1的二类定位杆上的盾尾定位

孔对齐，分别插上插销，将盾构机与装配式盾构过站平台1的各个人字形托架焊接固定；

（4）盾构机拆解：由于盾构机个部分之间存在卡槽，需要将盾构机刀盘、盾构机前盾、盾

构机中盾和盾构机盾尾整体分离后再进行上下块的拆解，切割一号分平台、二号分平台、三

号分平台和四号分平台之间的焊接体，同步启动一类顶推装置、二类顶推装置和三类顶推

装置，使盾构机刀盘、盾构机前盾、盾构机中盾和盾构机盾尾之间随着一号分平台、二号分

平台、三号分平台和四号分平台的切割一一分离，通过吊机、吊装耳将盾构机刀盘、盾构机

前盾、盾构机中盾以及盾构机盾尾的上下块进行拆解分离；

（5）盾构机组装：根据车站进行盾构机组装；

（6）盾构机平移、转向定位：通过千斤顶顶推装配式盾构机过站平台使盾构机随着装配

式盾构机过站平台在涂抹有减摩剂的钢轨上滑动，通过微调直至由球铰上盖板和球铰下盖

板盖合形成的球铰正对口字形加固圈梁；启动四类顶推装置下压球铰，使球铰上盖板卡嵌

在口字形加固圈梁中，球铰下盖板刚好嵌入口字形加固圈梁下方钢板的方形孔洞内固定不

动，通过千斤顶推动装配式盾构机过站平台，使装配式盾构机过站平台在球铰上盖板的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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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下绕着球铰转轴转动实现盾构机转向，转向完成后再通过千斤顶将盾构机平移至预定位

置；

（7）盾构机平移过站：将盾构机连同装配式盾构机过站平台置于钢轨上，其中钢轨恰好

置于矩形凹槽内，保证装配式盾构机过站平台沿着钢轨滑移，通过过站顶推千斤顶顶推焊

接在钢轨上的后靠，使盾构机连同装配式盾构机过站平台沿着钢轨滑移过站；

（8）盾构机组装：将过站后的盾构机各部件进行组织焊接，即完成可拆解盾构机拆解过

站。

[001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优点在于：

1、设置一类定位杆和二类定位杆，保证盾构机与装配式盾构机过站平台之间可实现精

确定位，为后续分平台的拆装提供基础；

2、装配式盾构机过站平台可分为四个分平台，四个分平台可任意组合，同时四个分平

台纵向尺寸与盾构机刀盘、前盾、中盾、盾尾尺寸一致，使过站时可根据车站的尺寸进行组

合，满足过站要求的前提下加快功效。

[0013] 3、设置有盾构机转向装置，可实现盾构机随装配式盾构机过站平台安全、高效、精

准转向，同时盾构机转向装置可下压可回弹，减小了对装配式盾构机过站平台高度方向空

间的削弱。

[0014] 4、各个横向钢梁底设置有矩形凹槽，在盾构机过站时矩形凹槽可置于钢轨上，使

盾构机沿着钢轨滑动过站，保证了盾构机过站的稳定性及方向的准确性。

[0015] 5、针对特殊的可拆解盾构机以及本发明的可拆解盾构机拆解过站装备提出了针

对性的盾构机拆解过站方法。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发明可拆解盾构拆解过站装备的装配式盾构机过站平台示意图；

图2为本发明可拆解盾构拆解过站装备的盾构机与装配式盾构机过站平台叠置示意

图；

图3为本发明可拆解盾构拆解过站装备的一号分平台示意图；

图4为本发明可拆解盾构拆解过站装备的二号分平台示意图；

图5为本发明可拆解盾构拆解过站装备的三号分平台示意图；

图6为本发明可拆解盾构拆解过站装备的四号分平台示意图；

图7为本发明可拆解盾构拆解过站装备的盾构机转向装置结构示意图；

图8为本发明可拆解盾构拆解过站装备的盾构机转向装置的对称横断面示意图；

图9为本发明可拆解盾构拆解过站装备的球铰上盖板结构示意图；

图10为本发明可拆解盾构拆解过站装备的球铰下盖板结构示意图；

图11为本发明可拆解盾构机拆解过站方法的盾构主机用工装焊接示意图；

图12为本发明可拆解盾构机拆解过站方法的盾构机拆解后示意图；

图13为本发明可拆解盾构机拆解过站方法的盾构机组装示意图；

图14为本发明可拆解盾构机拆解过站方法的盾构机平移过站示意图；图中各标注如

下：

1-装配式盾构机过站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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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一号分平台：111-一号平台格栅形平面底座、112-一类人字形托架、113-一类1字形

托架、114-一类顶推装置、115-一类横向钢梁、116-一类纵向钢梁；

12-二号分平台：121-二号平台格栅形平面底座、122-二类人字形托架、123-二类1字形

托架、124-二类顶推装置、125-一类反力板、126-一类定位杆、127-口字形加固圈梁、128-二

类横向钢梁、129-二类纵向钢梁、120-前盾定位孔；

13-三号分平台：131-三号平台格栅形平面底座、132-三类人字形托架、133-三类1字形

托架、134-三类顶推装置、135-三类横向钢梁、136-三类纵向钢梁；

14-四号分平台：141-四号平台格栅形平面底座、142-四类人字形托架、143-四类1字形

托架、144-二类定位杆、145-四类横向钢梁、146-四类纵向钢梁、147-盾尾定位孔；

2-盾构机转向装置，21-球铰上盖板，  22-球铰下盖板，23-球铰上压板；24-高强度压缩

装置；25-四类顶推装置，26-球铰凸圆，27-球铰凹槽，28-球铰转轴，29-球铰转轴槽；

3-盾构机，31-盾构机刀盘，32-盾构机前盾，33-盾构机中盾，34-盾构机盾尾，35-吊装

耳，36-顶升基座，37-定位耳；

4-钢轨；

5-矩形凹槽；

6-后靠；

7-过站顶推千斤顶。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以下结合附图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描述。

[0018] 具体实施例一

一种可拆解盾构机拆解过站装备，如图1和图2所示，包括装配式盾构机过站平台1和盾

构机转向装置2，装配式盾构机过站平台1包括水平一体连接的一号分平台11、二号分平台

12、三号分平台13和四号分平台14；

如图1和图3所示，一号分平台11用于放置盾构机刀盘31，包括一号平台格栅形平面底

座111、四个一类人字形托架112、四个一类1字形托架113和两个一类顶推装置114，一号平

台格栅形平面底座111由两道相互平行的一类横向钢梁115和六道位于两道一类横向钢梁

115之间的一类纵向钢梁116围成，一类人字形托架112和一类1字形托架113均焊接在一号

平台格栅形平面底座111的四周，一类1字形托架113位于一类人字形托架112的内端端部且

一一对应，盾构机刀盘31的弧形底面分别与一类人字形托架112和一类1字形托架113贴合

抵接，一类顶推装置114对称焊接在靠近二号分平台12的两个一类人字形托架112上；

如图1和图4，二号分平台12用于放置盾构机前盾32，包括与一号平台格栅形平面底座

111焊接连接的二号平台格栅形平面底座121、四个二类人字形托架122、四个二类1字形托

架123、两个二类顶推装置124、两道一类反力板125、两道一类定位杆126和一个口字形加固

圈梁127，二号平台格栅形平面底座121由两道相互平行的二类横向钢梁128以及六道位于

两道二类横向钢梁128之间的二类纵向钢梁129围成，二类人字形托架122和二类1字形托架

123均焊接在二号平台格栅形平面底座121的四周，二类1字形托架123相应位于一个二类人

字形托架122的内端端部且一一对应，盾构机前盾32的弧形底面分别与二类人字形托架122

和二类1字形托架123贴合抵接，二类顶推装置124对称焊接在靠近三号分平台13的两个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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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人字形托架122上，一类反力板125与二类纵向钢梁128平行且一类反力板125固定在两个

二类人字形托架122之间，一类定位杆126焊接在二类人字形托架122上，一类定位杆126的

顶部设置有用于与盾构机前盾32定位连接的前盾定位孔120，口字形加固圈梁127焊接在两

道二类横向钢梁128中间；

如图1和图5，三号分平台13用于放置盾构机中盾33，包括与二号平台格栅形平面底座

121焊接连接的三号平台格栅形平面底座131、四个三类人字形托架132、四个三类1字形托

架133和两个三类顶推装置134，三号平台格栅形平面底座131由两道相互平行的三类横向

钢梁135以及六道位于两道三类横向钢梁135之间的三类纵向钢梁136围成，三类人字形托

架132和三类1字形托架133均焊接在三号平台格栅形平面底座131的四周，三类1字形托架

133位于三类人字形托架132的内端端部且一一对应，盾构机中盾33的弧形底面分别与三类

人字形托架132和三类1字形托架133贴合抵接，三类顶推装置134分别焊接在靠近四号分平

台14的两个三类人字形托架132上；

如图1和图6，四号分平台14用于放置盾构机盾尾34，包括与三号平台格栅形平面底座

131焊接连接的四号平台格栅形平面底座141、六个四类人字形托架142、六个四类1字形托

架143和两道二类定位杆144，四号平台格栅形平面底座141由三道相互平行且等间距分布

的四类横向钢梁145以及与六道相互平行的四类纵向钢梁146十字交叉围成，四类人字形托

架142和四类1字形托架143均焊接在四号平台格栅形平面底座141上，四类人字形托架142

沿纵向均布有三个且沿横向对称分布，四类1字形托架143位于四类人字形托架142的内端

端部且一一对应，盾构机盾尾34的弧形底面分别与四类人字形托架142和四类1字形托架

143贴合抵接，二类定位杆144焊接在四类人字形托架142上，二类定位杆144的顶部设置有

用于与盾构机盾尾34定位连接的盾尾定位孔147；

如图7和图8所示，盾构机转向装置2包括位于口字形加固圈梁127中的球铰上盖板21和

球铰下盖板22，球铰上盖板21与球铰下盖板22盖合连接且转动配合，球铰上盖板21的顶面

焊接有球铰上压板23，球铰上压板23的下表面与各个二类纵向钢梁129之间以及球铰上压

板23的下表面与口字形加固圈梁127的边框之间分别设置有高强度压缩装置24，球铰上压

板23的上表面两端对称设置有用于压缩高强压缩装置24的四类顶推装置25，四类顶推装置

25的顶部固定在一类反力板125上。四类顶推装置25依次通过球铰上压板23、高强度压缩装

置24下压球铰上盖板21和球铰下盖板22，使球铰上盖板21和球铰下盖板22沿着口字形加固

圈梁127向下滑动，卸除四类顶推装置25压力后，球铰上盖板21和球铰下盖板22会随着球铰

上压板23上移而向上滑动。

[0019] 在此具体实施例中，如图9和图10所示，球铰上盖板21的底面设置有球铰凸圆26，

球铰下盖板22的顶面设置有与球铰凸圆26配合转动的球铰凹槽27，球铰凹槽27的中心设置

有球铰转轴28，球铰下盖板22可绕球铰转轴28相对转动，球铰凸圆26的中心设置与球铰转

轴28卡嵌配合的球铰转轴槽29。球铰转轴28呈T字型，球铰转轴槽29呈T字型。球铰凸圆26与

球铰凹槽27之间以及球铰转轴28与球铰转轴槽29之间均涂抹有用于减小转动摩擦力的减

摩剂。减摩剂优先为黄油。

[0020] 在此具体实施例中，如图13所示，一类横向钢梁115、二类横向钢梁128、三类横向

钢梁135和四类横向钢梁145的底部均设置有用于与过站用钢轨4配合使用的矩形凹槽5。在

盾构机3过站时矩形凹槽5可置于钢轨4上，使盾构机3沿着钢轨4滑动过站。一类顶推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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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二类顶推装置124、三类顶推装置134和四类顶推装置25均为可伸缩的液压伺服千斤

顶。高强压缩装置24为焊接有上下传力垫板的高强弹簧。

[0021] 在此具体实施例中，如图2所示，盾构机刀盘31、盾构机前盾32、盾构机中盾33和盾

构机盾尾34依次焊接形成盾构机3，一号平台格栅形平面底座111的纵向尺寸与的纵向尺寸

一致；二号平台格栅形平面底座121的纵向尺寸与盾构机前盾32的纵向尺寸一致；三号平台

格栅形平面底座131的纵向尺寸与盾构机中盾33的纵向尺寸一致；四号平台格栅形平面底

座141的纵向尺寸与盾构机盾尾34纵向尺寸一致。其中一号分平台11、二号分平台12、三号

分平台13和四号分平台14之间也可采用焊接的方式进行任意组合。

[0022] 具体实施例二

一种利用具体实施例一种可拆解盾构机拆解过站装备进行可拆解盾构机拆解过站的

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盾构主机用工装焊接：如图11所示，所需焊接的盾构机3用工装包含8个吊装耳35，

其中分别在盾构机刀盘31上块顶面两侧、盾构机前盾32上块顶面两侧、盾构机中盾33上块

顶面两侧、盾构机盾尾34上块顶面两侧各设置2个；6个顶升基座36，其中分别在盾构机前盾

32两侧、盾构机中盾33两侧、盾构机盾尾34两侧各设置2个；4个定位耳37，分别对称设置在

盾构机前盾32和盾构机盾尾34两侧；

（2）测量定位，铺设装配式盾构机过站平台1和盾构机转向装置2：结合端头井空间尺

寸、盾构机3过站铺设钢轨4位置确定盾构机转向位置，通过测量精确定位并在盾构机转向、

平移位置铺设装配式盾构机过站平台1和盾构机转向装置2；

（3）盾构机3与装配式盾构机过站平台1的精确定位固定：采用6个液压千斤顶一端置于

水平地面一端顶住顶升基座36，同步顶升盾构机3，将盾构机3顶升一定高度后，将装配式盾

构过站平台1平移至盾构机3下，不断微调装配式盾构机过站平台1的位置，直至焊接在盾构

机前盾32上的定位耳37上的孔洞与装配式盾构机过站平台1的一类定位杆126上的前盾定

位孔120对齐，同时焊接在盾构机尾盾34上的定位耳37上的孔洞与装配式盾构机过站平台1

的二类定位杆144上的盾尾定位孔147对齐，分别插上插销，将盾构机3与装配式盾构过站平

台1的各个人字形托架焊接固定；

（4）盾构机3拆解：由于盾构机3个部分之间存在卡槽，需要将盾构机刀盘31、盾构机前

盾32、盾构机中盾33和盾构机盾尾34整体分离后再进行上下块的拆解，切割一号分平台11、

二号分平台12、三号分平台13和四号分平台14之间的焊接体，同步启动一类顶推装置114、

二类顶推装置124和三类顶推装置134，使盾构机刀盘31、盾构机前盾32、盾构机中盾33和盾

构机盾尾34之间随着一号分平台11、二号分平台12、三号分平台13和四号分平台14的切割

一一分离，通过吊机、吊装耳35将盾构机刀盘31、盾构机前盾32、盾构机中盾33以及盾构机

盾尾34的上下块进行拆解分离，上下块的具体拆解方案根据盾构机3及车站净空确定，拆解

后剩余在装配式盾构机过站平台1上的结构如图12所示；

（5）盾构机3组装：根据车站进行盾构机3组装，以盾构机刀盘31、盾构机前盾32和盾构

机中盾33全组装过站为例，如图13所示；

（6）盾构机3平移、转向定位：通过千斤顶顶推装配式盾构机过站平台1使盾构机3随着

装配式盾构机过站平台1在涂抹有减摩剂的钢轨4上滑动，通过微调直至由球铰上盖板21和

球铰下盖板22盖合形成的球铰正对口字形加固圈梁127；启动四类顶推装置25下压球铰，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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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铰上盖板21卡嵌在口字形加固圈梁127中，球铰下盖板22刚好嵌入口字形加固圈梁127下

方钢板的方形孔洞内固定不动，通过千斤顶推动装配式盾构机过站平台1，使装配式盾构机

过站平台1在球铰上盖板21的带动下绕着球铰转轴28转动实现盾构机3转向（一般为转动

90°），转向完成后再通过千斤顶将盾构机3平移至预定位置；

（7）盾构机3平移过站：如图14所示，将盾构机3连同装配式盾构机过站平台1置于钢轨4

上，其中钢轨4恰好置于矩形凹槽5内，保证装配式盾构机过站平台1沿着钢轨4滑移，通过过

站顶推千斤顶7顶推焊接在钢轨4上的后靠6，使盾构机3连同装配式盾构机过站平台1沿着

钢轨4滑移过站；其中盾构机刀盘31上块、盾构机前盾32上块、盾构机中盾33上块和盾构机

盾尾34上块、盾尾下块可采用电瓶车分块运输过站；

（8）盾构机3组装：将过站后的盾构机3各部件进行组织焊接，即完成可拆解盾构机拆解

过站。

[0023] 上述说明并非对本发明的限制，本发明也并不限于上述举例。本技术领域的普通

技术人员在本发明的实质范围内，做出的变化、改型、添加或替换，也应属于本发明的保护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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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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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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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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