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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为地下综合管廊预制拼装管道，
解决
地下综合管廊构件体积大，
不便于拼装和隧道运
输的问题，
由上U形构件、左L形构件，
右L形构件
拼装构成矩形管道，
上U形构件两侧壁有下端头
及其连接装置分别与左L形构件，
右L形构件的上
端头及其连接装置配合，
左L形构件，
右L形构件
的左、右端头及其连接装置配合，
拼装构成矩形
管道的两端有相吻合的端口及其相配合的连接
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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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下综合管廊预制拼装管道，
其特征在于，
由上U形构件（1）、左L形构件（3），
右L形构
件（4）拼装构成矩形管道，
上U形构件（1）两侧壁有下端头及其连接装置分别与左L形构件
（3），
右L形构件（4）的上端头及其连接装置配合，
左L形构件（3），
右L形构件（4）的左、
右端头
及其连接装置配合，
拼装构成矩形管道的两端有相吻合的端口及其相配合的连接装置。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地下综合管廊预制拼装管道，
其特征在于，
所述上U形构件（1）
两侧壁有对称的下端面（15）、
内斜面（16）、
上端面（17），
上、
下端面位于内斜面上、
下端，
左
侧壁的上端面（17）有竖向螺栓孔（18）与操作空间（19）连通，
右侧壁预埋有水平螺帽（20），
上U形构件（1）的左端面（21）与左斜面（22）上端连接，
左斜面下端与左连接座（23）连接，
左
连接座（23）有水平螺栓孔（24）与左操作空间（25）连接，
上U形构件（1）的右端面（26）与右斜
面（27）上端连接，
右斜面下端与右连接座（28）连接，
右连接座（28）有水平螺栓孔（29）与右
操作空间（30）连接，
上U形构件（1）两侧壁有至少两竖向螺栓孔（31）与操作空间（32）连接，
竖向螺栓孔（31）与左L形构件（3）上的竖向螺栓孔（33）同轴，
竖向螺栓孔（33）与操作空间
（34）连接，
左L形构件（3）的上端面（36）、
斜面（35）、
下端面（37）分别与上U形构件（1）的上端
面（17）、
内斜面（16）、
下端面（15）配合，
左L形构件（3）的上端面（36）有竖向螺栓孔（38）与左
侧壁的上端面（17）的竖向螺栓孔（18）同轴并有操作空间（39），
左L形构件（3）的右端为L形，
其竖向面（40）有水平螺栓孔（41）与操作空间（45）连接，
其水平面（43）有至少一个预埋螺母
（44），
右L形构件（4）的左端与上U形构件（1）的右端的竖向面（40）、
水平面（43）配合，
有水平
螺栓孔（46）与竖向面（40）的水平螺栓孔（41）同轴、有操作空间（47），
有螺栓（48）与预埋螺
母（44）配合，
右L形构件（4）的上端有上端面（49）、
斜面（50）、
下端面（51）分别与上U形构件
（1）侧壁的上端面（17）、
内斜面（16）、
下端面（15）配合，
右L形构件（4）的斜面（50）上有螺栓
（52与上U形构件（1）的右侧壁预埋的水平螺帽（20）配合。
3 .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地下综合管廊预制拼装管道，
其特征在于，
上U形构件（1）
的高度为拼装管道高度三分之一，
左L形构件，
右L形构件的高度相等，
比拼装管道内空高度
低200-250mm，
左L形构件（3）的右端竖向面（41）有宽25mm，
深15mm的密封槽（42），
在左L形构
建的下端面（37），
右L形构件（4）的下端面（51）开有宽25mm深15mm的密封槽。
4 .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地下综合管廊预制拼装管道，
其特征在于，
在基坑（11）中
间开出宽800mm深300mm的沟槽，
将左L形构件（3）的右端放在基坑（11）中，
再将右L形构件
（4）的左端放到左L形构件（3）的右端上，用高强度螺栓（7）穿过螺栓（48）与预埋在左L形构
件（3）中的螺母4连接，
将左L形构件和右L形构件垂直连接，
再用两个高强度螺栓（10）穿过
水平螺栓孔（41、
46）对左L形构件和右L形构件水平连接，
把左L形构件3和右L形构件5连接
拼装成牢固整体，
在端面密封槽安上R型防水密封胶（12），
管道在钻掘推进油缸的反推下和
前一节管道（14）的斜面接头连接拼装，用4个高强度螺栓（13）将右连接座（28）前一节管道
（14）的左连接座（23）连接拼装成牢固的整体，
前后管道拼装后，用水泥沙浆填充基坑（11）
放置左L形构件右端的沟槽，
管道拼装好后，
用硅酸盐水泥填平连接缝和螺栓操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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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综合管廊预制拼装管道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与地下管道建设的拼装管道有关。
背景技术
[0002] 我国地下综合管廊建设是补城市建设短板，
拉动社会投资，
带动装备制造产业，
拉
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是城市建设智能化高质量发展要求。因此国家明确要求要用先进进
装备和预制拼装技术提高建设水平。预制拼装技术是地下管道建设的关键技术，
没有预制
拼装技术就不能建成现代化地铁，
没有预制拼装技术同样不能建成现代化地下综合管廊。
预制拼装技术落后依靠落后技术，
有的在基坑现浇，
有的对10米以下的地下综合管廊都用
深开挖建设，
有的管道从天坑放进隧道安装。依靠这些落后技术根本建不成现代化地下综
合管廊。必须突破预制拼装关键技术才能提高地下综合管廊建设水平。为此我公司研发了
UL形构件预制拼装技术发明专利，
其特点一是创造一种具有很好力学结构保证预制拼装强
度和精度，
体积小便于隧道运输，
便于预制拼装的先进构件。二是创造独特的预制拼装技
术，
将构件简便快速拼装成牢固的整体，
突破预制拼装关键技术，
提高地下综合管廊建设水
平。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具有很好力学结构，
拼装强度和精度高，
构件体积小，
便
于拼装和隧道运输的地下综合管廊预制拼装管道。
[0004] 本发明专利技术是这样实现的：
地下综合管廊预制拼装管道，
由上U形构件1、左L形构件3，
右L形构件4拼装构成矩形管
道，
矩形管道两端有相对称的连接装置，
上U形构件1两侧壁有下端头及其连接装置分别与
左L形构件3，
右L形构件4的上端头及其连接装置配合，
左L形构件3，
右L形构件4的左、右端
头及其连接装置配合，
拼装构成矩形管道的两端有相吻合的端口及其相配合的连接装置。
[0005] 所述上U形构件1两侧壁有对称的下端面15、
内斜面16、上端面17，
上、下端面位于
内斜面上、
下端，
左侧壁的上端面17有竖向螺栓孔18与操作空间19连通，
右侧壁预埋有水平
螺帽20，
上U形构件1左端面21与左斜面22上端连接，
左斜面下端与左连接座23连接，
左连接
座23有水平螺栓孔24与左操作空间25连接，
上U形构件1右端面26与右斜面27上端连接，
右
斜面下端与右连接座28连接，
右连接座28有水平螺栓孔29与右操作空间30连接，
上U形构件
1两侧壁有至少两竖向螺栓孔31与操作空间32连接，
竖向螺栓孔31与左L形构件3上的竖向
螺栓孔33同轴，
竖向螺栓孔33与操作空间34连接，
左L形构件3的上端面36、
斜面35、
下端面
37分别与，
上U形构件1的上端面17、
内斜面16、
下端面15配合，
左L形构件3的上端面36有竖
向螺栓孔38与左侧壁的上端面17有竖向螺栓孔18同轴并有操作空间39，
左L形构件3的右端
为L形，
其竖向面40有水平螺栓孔41与操作空间45连接，
其水平面43有至少一个预埋螺母
44，
右L形构件4的左端与上U形构件1的右端的竖向面40、
水平面43配合，
有水平螺栓孔46与
竖向面40的水平螺栓孔41同轴、
有操作空间47，
有螺栓48与预埋螺母44配合，
右L形构件4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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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端有上端面49、
斜面50、
下端面51分别与上U形构件1侧壁的上端面17、
内斜面16、
下端面
15配合。右L形构件4的斜面50上有螺栓52与上U形构件1的右侧壁预埋的水平螺帽20配合。
[0006] 上U形构件1高度为管道高度三分之一，
左L形构件3，
右L形构件44的高度相等，
比
管道内空高度低200-250mm，
左L形构件3右端竖向面41有宽25mm，
深15mm的密封槽42，
在左L
形构建3的下端面37，
右L形构件4的下端面51开有宽25mm深15mm的密封槽。
[0007] 在基坑11中间开出宽800mm深300mm的沟槽，
将左L形构件3的右端放在基坑11沟槽
中，
再将右L形构件4的左端放到左L形构件3的右端上，
用4个高强度螺栓7和预埋在左L形构
件3中的螺母8将左L形构件3和右L形构件4垂直连接，
再用两个高强度螺栓10对左L形构件3
和右L形构件4水平连接，
把左L形构件3和右L形构件5连接拼装成牢固整体，
在端面密封槽
安上R型防水密封胶12，
管道在钻掘推进油缸的反推下和前一节管道14的斜面接头连接拼
装，用4个高强度螺栓13和前一节管道14连接拼装成牢固的整体，
前后管道拼装后，用水泥
沙浆填充基坑11放置左L形构件3右端的沟槽，
管道拼装好后，用硅酸盐水泥填平连接缝和
螺栓操作空间。
[0008] 本发明不但创造了具有很好力学结构保证预制拼装强度和精度，
从基坑中开辟预
制拼装空间，
将预制拼装接头埋在基坑，
从基坑中创造预制拼装条件，
突破了预制拼装关键
技术。本发明具有很好力学结构，
便于预制拼装的UL形先进构件，
保证预制拼装强度和精
度，
构件体积小，
便于隧道运输，
便于预制拼装的UL形先进构件。创造一种将构件简单方便
快速拼装成牢固整体的独特预制拼装技术，
突破了地下综合管廊预制拼装技术落后的瓶
颈。
附图说明
[0009] 图1为本发明结构图。
[0010] 图2为图1的剖视图。
[0011] 图3为上U形构件图。
[0012] 图4为左L形构件图。
[0013] 图5为右L形构件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4] 上U形构件1两侧壁有对称的下端面15、
内斜面16、上端面17，
上、下端面位于内斜
面上、
下端，
左侧壁的上端面17有竖向螺栓孔18与操作空间19连通，
右侧壁预埋有水平螺帽
20，
上U形构件1左端面21与左斜面22上端连接，
左斜面下端与左连接座23连接，
左连接座23
有水平螺栓孔24与左操作空间25连接，
上U形构件1右端面26与右斜面27上端连接，
右斜面
下端与右连接座28连接，
右连接座28有水平螺栓孔29与右操作空间30连接，
上U形构件1两
侧壁有至少两竖向螺栓孔31与操作空间32连接，
竖向螺栓孔31与左L形构件3上的竖向螺栓
孔33同轴，，
竖向螺栓孔33与操作空间34连接，
左L形构件3的上端面36、
斜面35、
下端面37分
别与，
上U形构件1的上端面17、
内斜面16、
下端面15配合，
左L形构件3的上端面36有竖向螺
栓孔38与左侧壁的上端面17有竖向螺栓孔18同轴并有操作空间39，
左L形构件3的右端为L
形，
其竖向面40有水平螺栓孔41与操作空间45连接，
其水平面43有至少一个预埋螺母44，
右
L形构件4的左端与上U形构件1的右端的竖向面40、
水平面43配合，
有水平螺栓孔46与竖向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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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40的水平螺栓孔41同轴、
有操作空间47，
有螺栓48与预埋螺母44配合，
右L形构件4的上端
有上端面49、
斜面50、
下端面51分别与上U形构件1侧壁的上端面17、
内斜面16、
下端面15配
合。右L形构件4的斜面50上有螺栓52与上U形构件1的右侧壁预埋的水平螺帽20配合。
[0015] 本发明的制造流程如下：
一、
构件设置
构件设置要具有很好力学结构保证预制拼装强度和精度，
要减小构件体积，
便于构件
隧道运输，
便于预制拼装。为此本发明专利首先将地下综合管廊管道从上下分成两部份。上
部份为U形构件1，
高度是管道高度的三分之一左右。下部份是管道主体，
体积很大，
不便于
隧道运输，
不便于预制拼装。为了减小构件体积，
将管道下部份从底板中间分成左右两部
份，
左边为L形构件3，
右边为L形构件4，
这样构件体积比管道下部份减小一倍。L形构件3和L
形构件4高度h相等。为了隧道运输方便，
L形构件3总高H低于管道内空高度200-250mm。为了
U形构件1和L形构件3，
L形构件4拼装方便，
U形构件1和L形构件3，
L形构件4为斜面配合连
接，
U形构件1为外斜面接头，
L 形构件3和L形构件4为内斜面接头。为了U形构件1和L形构件
3，
L形构件4拼装防水密封，
在L形构件3，
L形构件4的连接端面设有25mm宽15mm深的的密封
槽。将构件设置成U形构件1和L形构件构件3，
L形构件4的连接端面设有25mm宽15mm深的的
密封槽。将构件设置成U形构件1和L形构件3和L形构建4创造了一种具有很好力学结构保证
预制拼装强度和精度，
体积小便于隧道运输，
便于预制拼装的UL形先进构件。
[0016] 二、
构件拼装
1、
U形构件1拼装准备。
[0017] 将u形构件1从隧道运送到拼装仓内放到自动升降台上准备拼装。
[0018] 2、
L形构件3和L形构件4拼装。
[0019] 从管道下部份底板中间分成左右L形构件不但具有很好的力学结构保证拼装强度
和精度，
而且减小构件体积便于隧道运输和预制拼装。但是L形构件3和L形构件4在底板中
间没有连接位置，
无法连接拼装。这是预制拼装技术的关键和突破点，
是预制拼装必须突破
的关键技术。为此创造了独特的预制拼装技术。其特点就是在L构件3底板右端底面设置连
接头，
在L形构件3右端面密封槽内安上R型防水密封胶9，
在基坑11中间开出800mm宽300mm
深的沟槽，
将L形构件3的连接头放置在沟槽中，
再将L形构件4连接头放在L形构件3接头上，
用4个高强度螺栓7和预埋在L形构件3中的螺母8对L形构件3和L形构件4垂直连接，
再用两
个高强度螺栓10对L形构件3和L形构件4水平连接。对L形构件3和L形构件4进行垂直和水平
连接，
不但保证了预制拼装的强度和精度，
而且拼装简单方便快速，
这就是从基坑11中创造
出来的独特预制拼装技术，
突破了地下综合管廊预拼装技术落后的瓶颈。
[0020] 2、
U形构件1和L形构件3 ,L形构件4连接拼装。
[0021] L形构件3和L形构件4拼装好后，
用铲车将预先放置U形构件1的自动升降台铲起，
把U形构件1升起安放到L形构件3，
L形构件4的斜面接头上，
L形构件3和L形构件4分别用两
个高强度螺栓2和U形构件1垂直连接，
分别用两个高强度螺栓5和预埋在U形构件1中的螺母
6水平连接，
将U形构构件1和L形构件3，
L形构件4拼装成牢固整体。
[0022] 4、
将拼装好的管道和前一节管道14连接拼装。
[0023] 将U构件1和L形构件3，
L形构件4拼装成整体后，
在端面密封槽安上R型防水密封胶
12。管道管道在钻掘推进油缸的反推下和前一节管道14的斜面接头连接拼装，
用4个高强度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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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栓13和前一节管道14连接拼装成牢固的整体。
[0024] 2、
前后管道拼装后，
用水泥沙浆填充基坑11放置L形构件3接头的沟槽。
[0025] 6、
管道拼装好后，
用硅酸盐水泥填平连接缝和螺栓辦手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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