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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最终接头顶推小梁

的液压顶推系统，通过采用两根供油管道来分别

向最终接头两端的接头处所设置的千斤顶提供

液压油，而且最终接头每一端的接头处设置的千

斤顶其一半数量通过第一供油管道获取液压油，

其另一半数量通过第二供油管道获取液压油，从

而提高在最终接头安装过程中，千斤顶对最终接

头顶推小梁顶推时，液压泵对千斤顶供油的稳定

性和同步性。而且，两根供油管道沿最终接头的

内壁设置，并且供油管道所在平面与最终接头两

端接头处的端面平行，简化了液压管道的布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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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最终接头顶推小梁的液压顶推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液压泵站、第一供油

管道、第二供油管道、回油管道以及一定数量的千斤顶；其中，

最终接头两端的接头处分别设置有相同数量的千斤顶，用于顶推最终接头两端接头处

的顶推小梁；所述第一供油管道和所述第二供油管道均为闭合的环形管道结构，所述第一

供油管道和所述第二供油管道沿最终接头的内壁设置，并且所述第一供油管道和所述第二

供油管道所位于的平面与最终接头两端接头处的端面平行；

所述液压泵站，用于为所述第一供油管道和所述第二供油管道提供液压油输入；并且，

最终接头每一端的接头处设置的千斤顶其一半数量通过所述第一供油管道获取液压油，其

另一半数量通过所述第二供油管道获取液压油；其中，每个所述千斤顶的进油口连接所述

第一供油管道或者所述第二供油管道的管道上设置有单向阀，每个千斤顶的出油口连接至

所述回油管线连接，用于将使用后的液压油输送回所述液压泵站；

所述液压泵站具有N个液压泵，所述第一供油管道和所述第二供油管道上分别设置有

N-1个截断阀门，用于将所述第一供油管道和所述第二供油管道划分成N个管节；其中，所述

第一供油管道和所述第二供油管道位于同一区域的管节由同一个液压泵提供液压油输入。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最终接头顶推小梁的液压顶推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

供油管道和所述第二供油管道的每个管节分别对应相同数量千斤顶。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用于最终接头顶推小梁的液压顶推系统，其特征在于，同一区域

的管节中位置相邻的两个千斤顶，一个连接在所述第一供油管道上，另一个连接在所述第

二供油管道上。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最终接头顶推小梁的液压顶推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千斤

顶具有两套进油油路和回油油路；其中一套进油油路和回油油路用于最终接头安装完成时

灌注环氧树脂。

5.如权利要求1～4之一所述的用于最终接头顶推小梁的液压顶推系统，其特征在于，

在每个所述千斤顶的进油口连接所述第一供油管道或者所述第二供油管道的管道上还设

有油路阀门和千斤顶阀门，并且，所述油路阀门设置在所述单向阀与所述第一供油管道或

者所述第二供油管道之间，所述千斤顶阀门设置在所述单向阀与千斤顶进油口之间。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用于最终接头顶推小梁的液压顶推系统，其特征在于，每个所述

千斤顶的进油口连接所述第一供油管道或者所述第二供油管道的管道上设置有保压阀；并

且，所述保压阀与所述单向阀并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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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最终接头顶推小梁的液压顶推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外海沉管隧道安装施工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用于最终接头顶推小

梁的液压顶推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外海沉管隧道最终接头安装时，需要使用液压顶推系统来顶推最终接头的

顶推小梁，使最终接头与其两端的沉管对接。其中，液压顶推系统由液压泵、供油管线和千

斤顶构成，一方面由于千斤顶数量众多，需要保证对千斤顶供油的稳定性和同步性，避免千

斤顶的工作不稳定影响最终接头与其两端的沉管对接。另一方面，在液压顶推系统对最终

接头顶推小梁顶推到位后，需要保压至最终接头与其两端的沉管的钢接头焊接并浇筑完混

凝土，因此，对液压顶推系统的保压性能有非常高的要求。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如何提高在最终接头安装过程中，千斤顶对最终接头顶推小

梁顶推时，液压泵对千斤顶供油的稳定性和同步性，以及如何提高在最终接头顶推小梁被

顶推到位后，千斤顶的保压性能。

[0004] 为了实现上述发明目的，本发明提供了以下技术方案：

[0005] 一种用于最终接头顶推小梁的液压顶推系统，其包括液压泵站、第一供油管道、第

二供油管道、回油管道以及一定数量的千斤顶；其中，

[0006] 最终接头两端的接头处分别设置有相同数量的千斤顶，用于顶推最终接头两端接

头处的顶推小梁；所述第一供油管道和所述第二供油管道均为闭合的环形管道结构，所述

第一供油管道和所述第二供油管道沿最终接头的内壁设置，并且所述第一供油管道和所述

第二供油管道所位于的平面与最终接头两端接头处的端面平行；

[0007] 所述液压泵站，用于为所述第一供油管道和所述第二供油管道提供液压油输入；

并且，最终接头每一端的接头处设置的千斤顶其一半数量通过所述第一供油管道获取液压

油，其另一半数量通过所述第二供油管道获取液压油；其中，每个所述千斤顶的进油口连接

所述第一供油管道或者所述第二供油管道的管道上设置有单向阀，每个千斤顶的出油口连

接至所述回油管线连接，用于将使用后的液压油输送回所述液压泵站。

[0008] 根据一种具体的实施方式，本发明用于最终接头顶推小梁的液压顶推系统中，所

述液压泵站具有N个液压泵，所述第一供油管道和所述第二供油管道上分别设置有N个截断

阀门，用于将所述第一供油管道和所述第二供油管道划分成N个管节；其中，所述第一供油

管道和所述第二供油管道位于同一区域的管节由同一个液压泵提供液压油输入。

[0009]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供油管道和所述第二供油管道的每个管节分别对应相同数量

千斤顶。

[0010] 再进一步地，同一区域的管节中位置相邻的两个千斤顶，一个连接在所述第一供

油管道上，另一个连接在所述第二供油管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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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根据一种具体的实施方式，本发明用于最终接头顶推小梁的液压顶推系统中，所

述千斤顶具有两套进油油路和回油油路；其中一套进油油路和回油油路用于最终接头安装

完成时灌注环氧树脂。

[0012] 根据一种具体的实施方式，本发明用于最终接头顶推小梁的液压顶推系统中，在

每个所述千斤顶的进油口连接所述第一供油管道或者所述第二供油管道的管道上还设有

油路阀门和千斤顶阀门，并且，所述油路阀门设置在所述单向阀与所述第一供油管道或者

所述第二供油管道之间，所述千斤顶阀门设置在所述单向阀与千斤顶进油口之间。

[0013] 进一步地，每个所述千斤顶的进油口连接所述第一供油管道或者所述第二供油管

道的管道上设置有保压阀；并且，所述保压阀与所述单向阀并联。

[001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15] 1、本发明用于最终接头顶推小梁的液压顶推系统中，由于采用两根供油管道来分

别向最终接头两端的接头处所设置的千斤顶提供液压油，而且最终接头每一端的接头处设

置的千斤顶其一半数量通过第一供油管道获取液压油，其另一半数量通过第二供油管道获

取液压油，从而提高在最终接头安装过程中，千斤顶对最终接头顶推小梁顶推时，液压泵对

千斤顶供油的稳定性和同步性。而且，两根供油管道沿最终接头的内壁设置，并且供油管道

所在平面与最终接头两端接头处的端面平行，简化了液压管道的布设。

[0016] 2、本发明用于最终接头顶推小梁的液压顶推系统中，由于第一供油管道和第二供

油管道上分别上设置有一定数量的截断阀门，并将第一供油管道和第二供油管道划分成相

应数量的管节。同时，第一供油管道和第二供油管道位于同一区域的管节由同一个液压泵

提供液压油输入，第一供油管道和第二供油管道的每个管节分别对应相同数量千斤顶，而

且，同一区域的管节中位置相邻的两个千斤顶，一个连接在第一供油管道上，另一个连接在

第二供油管道上，从而进一步提高在最终接头安装过程中，千斤顶对最终接头顶推小梁顶

推时，液压泵对千斤顶供油的稳定性和同步性。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发明一种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为本发明千斤顶与供油管道连接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3为本发明千斤顶连接供油管道的管道结构示意图。

[0020] 图中标记：100-千斤顶，1-油路阀门，2-保压阀，3-单向阀，4-压力传感器，5-千斤

顶阀门。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结合试验例及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详细描述。但不应将此理解

为本发明上述主题的范围仅限于以下的实施例，凡基于本发明内容所实现的技术均属于本

发明的范围。

[0022] 如图1所示的本发明一种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其中，本发明的顶推系统包括液压

泵站、第一供油管道PA、第二供油管道PB、回油管道R以及54台的千斤顶。最终接头两端的接

头处分别设置27台的千斤顶，用于顶推最终接头两端接头处的顶推小梁。

[0023] 第一供油管道PA和第二供油管道PB均为闭合的环形管道结构，第一供油管道PA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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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供油管道PB沿最终接头的内壁设置，并且第一供油管道PA和第二供油管道PB所位于的

平面与最终接头的接头处的端面平行。

[0024] 液压泵站为第一供油管道PA和第二供油管道PB提供液压油输入。以图1中所示的最

终接头一端的接头处为例，其接头处上设置有27台千斤顶，其中有14台千斤顶通过第一供

油管道PA获取液压油，其余的13台千斤顶通过第二供油管道PB获取液压油。而且，每台千斤

顶的进油口连接第一供油管道PA或第二供油管道PB的管道上设置有保压阀，每台千斤顶的

出油口连接至回油管线R连接，并将使用后的液压油输送回液压泵站。

[0025] 具体的，液压泵站具有3个液压泵，即液压泵Ⅰ、液压泵Ⅱ和液压泵Ⅲ，第一供油管

道PA和第二供油管道PB上分别设置有3个截断阀门，并通过所设置的3个截断阀门将第一供

油管道PA和第二供油管道PB划分成3个管节，即GROUPⅠ、GROUPⅡ和GROUPⅢ。其中，第一供油

管道PA和第二供油管道PB位于同一区域的管节由同一个液压泵提供液压油输入，即GROUPⅠ、

GROUPⅡ和GROUPⅢ分别由液压泵Ⅰ、液压泵Ⅱ和液压泵Ⅲ提供液压油输入。

[0026] 而且，第一供油管道PA和第二供油管道PB的每个管节分别对应相同数量千斤顶，即

GROUPⅠ对应编号1～9的千斤顶，GROUPⅡ对应编号10～18的千斤顶，GROUPⅢ对应编号19～

27的千斤顶。同时，同一区域的管节中位置相邻的两个千斤顶，一个连接在第一供油管道PA

上，另一个连接在第二供油管道PB上，即在GROUPⅠ中编号为1、3、5、7、9的千斤顶通过第二供

油管道PB获取液压油，编号为2、4、6、8的千斤顶通过第一供油管道PA获取液压油；在GROUPⅡ

中编号为10、12、14、16、18的千斤顶通过第一供油管道PA获取液压油，编号为11、13、15、17

的千斤顶通过第二供油管道PB获取液压油；在GROUPⅢ中编号为19、21、23、25、27的千斤顶

通过第二供油管道PB获取液压油，编号为20、22、24、26的千斤顶通过第一供油管道PA获取液

压油。

[0027] 在本发明中所采用的千斤顶具有两套进油油路和回油油路；其中一套进油油路和

回油油路用于最终接头安装完成时灌注环氧树脂，另一套进油油路和回油油路用于运送液

压油。在最终接头与其两端的沉管的钢接头焊接并浇筑完混凝土后，通过压力泵与相应的

进油口和回油油路连接，将环氧树脂灌注至千斤顶的有杆腔和无杆腔内，填充后待环氧树

脂定型，从而永久地固定住千斤顶的形态。

[0028] 结合图2所示的本发明千斤顶与供油管道连接的结构示意图；其中，本发明的液压

顶推系统中，千斤顶100的进油口连接第一供油管道PA的管道上还设有油路阀门1和千斤顶

阀门5。并且，油路阀门1设置在单向阀3与第一供油管道PA之间，千斤顶阀门5设置在单向阀

3与千斤顶进油口之间。同时，在千斤顶阀门5与单向阀3之间设置有压力传感器4。千斤顶

100的进油口连接第一供油管道PA的管道上设置有保压阀2，并且，保压阀2与单向阀3并联。

通过在千斤顶的进油口连接供油管道的管道上设置保压阀，从而提高在最终接头顶推小梁

被顶推到位后，千斤顶的保压性能。

[0029] 结合图3所示的本发明千斤顶连接供油管道的管道结构示意图；其中，保压阀与千

斤顶进油口连接的管道均为整管，且管道的弯曲处圆滑过渡。从而避免管道焊接处或者管

道弯折处对液压油压力的影响，进而影响千斤顶工作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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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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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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