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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一种用于地铁车站封闭施工隔音围挡结构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地铁车站封闭施工

隔音围挡结构，该结构包括防火隔音围挡、活动

门结构和紧急逃生门结构；防火隔音围挡为安装

在地铁车站内的封闭结构；活动门结构和紧急逃

生门结构均安装在防火隔音围挡上。防火隔音围

挡包括围挡边框和内撑方钢。活动门结构包括电

机固定架、驱动齿轮、驱动电机、T形齿条滑轨、活

动门、活动门导向轮固定架和活动门导向轮；紧

急逃生门结构包括钢丝线缆、定滑轮、定滑轮固

定架、动滑轮固定架、动滑轮和紧急逃生轮。本发

明针对地铁内封闭施工的需要，设计的防火降噪

围挡结构，根据围护空间的需要自由选择围挡边

框的尺寸，围护空间能够根据需要进行选择，适

合临时装配的围护结构，整个结构安全系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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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地铁车站封闭施工隔音围挡结构，其特征在于：该结构包括防火隔音围挡、

活动门结构和紧急逃生门结构；防火隔音围挡为安装在地铁车站内的封闭结构，用以围护

住地铁车站内的待破拆墙体；活动门结构和紧急逃生门结构均安装在防火隔音围挡上；

防火隔音围挡包括围挡边框和内撑方钢，围挡边框为防火隔音围挡的主体骨架结构，

围挡边框内部由内撑方钢进行横向支撑；围挡边框的端部通过直角钢板和膨胀螺栓固定在

待破拆墙体的外侧墙体上；

活动门结构包括电机固定架、驱动齿轮、驱动电机、T形齿条滑轨、活动门、活动门导向

轮固定架和活动门导向轮；活动门安装在围挡边框正面；活动门的顶部安装在T形齿条滑轨

的底部，T形齿条滑轨的顶部滑动安装在活动门导向轮固定架内的活动门导向轮上，由活动

门导向轮对T形齿条滑轨进行约束，并保证T形齿条滑轨沿水平方向进行运动；驱动齿轮与T

形齿条滑轨上的齿条相啮合，驱动齿轮由驱动电机驱动；驱动电机安装在电机固定架上，电

机固定架安装在围挡边框上，电机固定架能够沿围挡边框竖向滑动；

紧急逃生门结构包括钢丝线缆、定滑轮、定滑轮固定架、动滑轮固定架、动滑轮和紧急

逃生轮；紧急逃生轮安装在围挡边框下部，钢丝线缆的一端安装在紧急逃生轮上，定滑轮通

过定滑轮固定架安装在围挡边框上部，动滑轮通过动滑轮固定架安装在定滑轮的一侧，钢

丝线缆绕过定滑轮、动滑轮后固定在围挡边框上；动滑轮与电机固定架的顶部相连接；围挡

边框在工厂内预制加工而成不同规格的模数形式，围挡边框为双层结构，围挡边框的外层

为防火彩钢板，围挡边框内外层之间填充有防火岩棉。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地铁车站封闭施工隔音围挡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

动滑轮固定架上设有竖向滑槽，动滑轮的中心轴能够沿竖向滑槽进行滑动。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用于地铁车站封闭施工隔音围挡结构，其特征在于：竖向

滑槽的高度不小于五倍驱动齿轮的齿高。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地铁车站封闭施工隔音围挡结构，其特征在于：定滑

轮固定架和动滑轮固定架均通过固定螺栓安装在围挡边框上。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地铁车站封闭施工隔音围挡结构，其特征在于：紧急

逃生轮上设有逃生轮手柄。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地铁车站封闭施工隔音围挡结构，其特征在于：T形

齿条滑轨的长度不大于活动门的长度。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地铁车站封闭施工隔音围挡结构，其特征在于：各个

所述的活动门导向轮固定架沿活动门的运动方向均匀分散布置。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地铁车站封闭施工隔音围挡结构，其特征在于：围挡

边框与活动门之间设有门栓。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地铁车站封闭施工隔音围挡结构，其特征在于：紧急

逃生轮在围挡边框上的安装位置不高于1.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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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地铁车站封闭施工隔音围挡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地铁车站施工的结构(带活动门和紧急逃生系统)，属于城市

轨道交通安全建筑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城市地下空间建设逐渐向区块化及网络化发展。在

地铁车站拓建施工的过程中，新建工程与既有车站主体的改动，待破拆墙体的破除施工可

能会在车站运营控制区之内，对车站正常运营管理的影响较大。需要在连通接驳位置采取

重点站内防护措施，以减少地铁车站施工对既有地铁正常运营的影响。

[0003] 地铁车站内的施工技术，面临人流密集、施工环境狭小、管理压力大等问题，同时

施工环境需要做到文明施工。现有的施工技术中，多是采用简单的围挡封闭，施工材料运输

存在不便。当施工现场发生安全事故(坍塌、着火等)，施工现场易造成混乱，不易逃生；因此

设计一种符合施工现场且具有安全性能的围护结构非常必要。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设计了一种具有防火、降噪、安全隔离的围挡结构，通过该结构

对地铁内部的施工位置(待破拆墙体)空间进行有效围护，保证施工不被打扰，同时也降低

对地铁车站内的人流影响。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为一种用于地铁车站封闭施工隔音围挡

结构，该结构包括防火隔音围挡、活动门结构和紧急逃生门结构；防火隔音围挡为安装在地

铁车站内的封闭结构，用以围护住地铁车站内的待破拆墙体；活动门结构和紧急逃生门结

构均安装在防火隔音围挡上。

[0006] 防火隔音围挡包括围挡边框和内撑方钢，围挡边框为防火隔音围挡的主体骨架结

构，围挡边框内部由内撑方钢进行横向(围挡边框的断面方向)支撑；围挡边框的一侧通过

直角钢板和膨胀螺栓固定在待破拆墙体的外侧墙体上。

[0007] 活动门结构包括电机固定架、驱动齿轮、驱动电机、T形齿条滑轨、活动门、活动门

导向轮固定架和活动门导向轮；活动门安装在围挡边框侧部的水平方向上；活动门的顶部

安装在T形齿条滑轨的底部，T形齿条滑轨的顶部滑动安装在活动门导向轮固定架内的活动

门导向轮上，由活动门导向轮对T形齿条滑轨进行约束，并保证T形齿条滑轨沿水平方向进

行运动。驱动齿轮与T形齿条滑轨上的齿条相啮合，驱动齿轮由驱动电机驱动。驱动电机安

装在电机固定架上，电机固定架安装在围挡边框上，电机固定架与围挡边框之间具有竖直

方向的自由度。

[0008] 紧急逃生门结构包括钢丝线缆、定滑轮、定滑轮固定架、动滑轮固定架、动滑轮和

紧急逃生轮。紧急逃生轮安装在围挡边框下部，钢丝线缆的一端安装在紧急逃生轮上，定滑

轮通过定滑轮固定架安装在围挡边框上部，动滑轮通过动滑轮固定架安装在定滑轮的一

侧，钢丝线缆绕过定滑轮、动滑轮后固定在围挡边框上。动滑轮与电机固定架的顶部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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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0009] 进一步地，所述动滑轮固定架上设有竖向滑槽，动滑轮的中心轴能够沿竖向滑槽

进行滑动。

[0010] 进一步地，竖向滑槽的高度不小于五倍驱动齿轮的齿高。

[0011] 进一步地，定滑轮固定架和动滑轮固定架均通过固定螺栓安装在围挡边框上。

[0012] 进一步地，紧急逃生轮上设有逃生轮手柄，通过转动逃生轮手柄带动紧急逃生轮

转动，进而实现钢丝线缆的拉紧。

[0013] 进一步地，T形齿条滑轨的长度不大于活动门的长度。

[0014] 进一步地，各个所述的活动门导向轮固定架沿活动门的运动方向均匀分散布置。

[0015] 进一步地，围挡边框在工厂内预制加工而成不同规格的模数形式，围挡边框为双

层结构，围挡边框的外层为防火彩钢板，围挡边框内外层之间填充有防火岩棉。通过预制组

装不同模数的围挡边框以适应地铁车站内的待破拆墙体的围护需要。

[0016] 进一步地，围挡边框与活动门之间设有门栓，通过门栓保证围挡边框与活动门的

开关。

[0017] 进一步地，紧急逃生轮在围挡边框上的安装位置不高于1.5m。

[0018] 本领域技术人员通过了解上述技术内容，应该了解的是，电机固定架与围挡边框

之间的竖向自由度，可以是竖向的滑动配合等多种组合形式。

[0019] 与现有技术相比较，本发明具有如下技术效果。

[0020] 1、本发明针对地铁内封闭施工的需要，设计的防火降噪围挡结构，根据围护空间

的需要自由选择围挡边框的尺寸，围护空间能够根据需要进行选择。

[0021] 2、本发明设计的活动门结构，通过T形齿条滑轨吊装安装，无需安装地面导轨，方

便施工人员进出与搬运施工设备、物料门栓。

[0022] 3、本发明考虑到意外停电及电机抱死等突发故障，设置一套紧急逃生系统，其中

电机固定架与动滑轮相连。如遇电机抱死等故障内外均可通过转动逃生手柄转动逃生轮，

逃生轮缠绕钢丝线缆通过滑轮组带动电机固定架上移一段距离使电机与T形齿条滑轨分

离，然后可通过人力打开活动门。

[0023] 4、本发明装置结构设计合理，适合临时装配的围护结构，整个结构安全系数高。

附图说明

[0024] 图1是本发明装置结构的立面结构示意图。

[0025] 图2是A‑A剖面活动门开关示意图。

[0026] 图中，1为直角钢板；2为膨胀螺栓；3为待破拆墙体；4为钢丝线缆；5为定滑轮；6为

定滑轮固定架；7为固定螺栓；8为动滑轮固定架；9为动滑轮；10为电机固定架；11为驱动齿

轮；12为驱动电机；13为防火隔音围挡；14为围挡边框；15为内撑方钢；16为T形齿条滑轨；17

为活动门；18为活动门导向轮固定架；19为活动门导向轮；20为门栓；21为逃生轮手柄；22为

紧急逃生轮。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以下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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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如图1‑2所示，一种用于地铁车站封闭施工隔音围挡结构，该结构包括防火隔音围

挡13、活动门结构和紧急逃生门结构；防火隔音围挡13为安装在地铁车站内的封闭结构，用

以围护住地铁车站内的待破拆墙体3；活动门结构和紧急逃生门结构均安装在防火隔音围

挡13上。

[0029] 防火隔音围挡13包括围挡边框14和内撑方钢15，围挡边框14为防火隔音围挡13的

主体骨架结构，围挡边框14内部由内撑方钢15进行横向(即沿围挡边框14的断面方向)支

撑；围挡边框14的一侧通过直角钢板1和膨胀螺栓2固定在待破拆墙体3的外侧墙体上。

[0030] 活动门结构包括电机固定架10、驱动齿轮11、驱动电机12、T形齿条滑轨16、活动门

17、活动门导向轮固定架18和活动门导向轮19；活动门17安装在围挡边框14正面；活动门17

的顶部安装在T形齿条滑轨16的底部，T形齿条滑轨16的顶部滑动安装在活动门导向轮固定

架18内的活动门导向轮19上，由活动门导向轮19对T形齿条滑轨16进行约束，并保证T形齿

条滑轨16沿水平方向进行运动。驱动齿轮11与T形齿条滑轨16上的齿条相啮合，驱动齿轮11

由驱动电机12驱动。驱动电机12安装在电机固定架10上，电机固定架10安装在围挡边框14

上，电机固定架10与围挡边框14之间具有竖直方向的自由度(即电机固定架10与围挡边框

14之间能够通过竖直方向的拖拽力分离，电机固定架10能够沿围挡边框14进行竖向滑动)。

[0031] 紧急逃生门结构包括钢丝线缆4、定滑轮5、定滑轮固定架6、动滑轮固定架8、动滑

轮9和紧急逃生轮22。紧急逃生门结构设置在由围挡边框14围护的空间内侧，紧急逃生轮22

安装在围挡边框14下部，钢丝线缆4的一端安装在紧急逃生轮22上，定滑轮5通过定滑轮固

定架6安装在围挡边框14上部，动滑轮9通过动滑轮固定架8安装在定滑轮5的一侧，钢丝线

缆4绕过定滑轮5、动滑轮9后固定在围挡边框14上。动滑轮9与电机固定架10的顶部相连接。

[0032] 进一步地，所述动滑轮固定架8上设有竖向滑槽，动滑轮9的中心轴能够沿竖向滑

槽进行滑动。

[0033] 进一步地，竖向滑槽的高度不小于五倍驱动齿轮11的齿高。

[0034] 进一步地，定滑轮固定架6和动滑轮固定架8均通过固定螺栓7安装在围挡边框14

上。

[0035] 进一步地，紧急逃生轮22上设有逃生轮手柄21，通过转动逃生轮手柄21带动紧急

逃生轮22转动，进而实现钢丝线缆4的拉紧。

[0036] 进一步地，T形齿条滑轨16的长度不大于活动门17的长度。

[0037] 进一步地，各个所述的活动门导向轮固定架18沿活动门17的运动方向均匀分散布

置。

[0038] 进一步地，围挡边框14在工厂内预制加工而成不同规格的模数形式，围挡边框14

为双层结构，围挡边框14的外层为防火彩钢板，围挡边框内外层之间填充有防火岩棉。通过

预制组装不同模数的围挡边框14以适应地铁车站内的待破拆墙体3的围护需要。

[0039] 进一步地，围挡边框14与活动门17之间设有门栓20，通过门栓20保证围挡边框14

与活动门17的开关。

[0040] 进一步地，紧急逃生轮22在围挡边框14上的安装位置不高于1.5m。

[0041] 进一步地，T形齿条滑轨16分为顶部的齿条结构和底部的滑槽结构，活动门17与底

部的滑槽相配合实现水平滑动。顶部的齿条结构与驱动齿轮11相啮合实现啮合驱动。

[0042] 本领域技术人员通过了解上述技术内容，应该了解的是，电机固定架10与围挡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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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14之间的竖向自由度，可以是竖向的滑动配合等多种组合形式。

[0043] 本发明的活动门采用T形齿条滑轨吊装安装，特点是无需安装地面导轨，方便施工

人员进出与搬运施工设备、物料。驱动电机通过驱动齿轮与T形齿条滑轨啮合，驱动活动门

沿活动门导向轮开合，活动门采用门栓与围挡边框锁紧，防止无关人员开合。门栓采用特制

钥匙在活动门内外均可打开。

[0044] 本发明能够充分考虑到意外停电及电机抱死等突发故障，设置一套由组件4‑10以

及21和22构成的紧急逃生系统，其中电机固定架与动滑轮相连。如遇电机抱死等故障内外

均可通过转动逃生手柄转动逃生轮，逃生轮缠绕钢丝线缆通过滑轮组5‑9带动电机固定架

上移一段距离使电机与T形齿条滑轨分离，然后可通过人力打开活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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