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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真空高速磁浮交通技术领域，公

开了真空磁浮预制装配式管道梁的施工方法，通

过分别预制所述上层构件和下层构件来形成真

空磁浮的管道梁，有效降低了单体结构的高度，

解决管道梁整体结构尺寸太大带来的运输受限

的问题，实现了长距离运输及采用现有设备吊装

的可能，所述上层构件和下层构件分别预制，可

采用不同材质，利于降低总体建设成本，有效简

化施工难度，提高吊装过程的安全性，便于施工

操作，能够适用于大江大河、深沟峡谷等各种环

境条件，利于提高安装效率及安装精度，密封程

度可靠，同时方便轨道梁的安装，有利于降低轨

道梁高度，减少辅助安装构件的设置，便于后期

维保及局部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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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真空磁浮预制装配式管道梁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管道梁包含上层构件(1)

和下层构件(2)，所述上层构件(1)和下层构件(2)能够拼接成闭合的管体结构，所述下层构

件(2)为U型结构，所述下层构件(2)的底板包含平面段和弧面段，所述平面段用于设置轨道

梁(21)，施工方法包含如下步骤：

a、分别预制所述上层构件(1)和下层构件(2)，并在所述上层构件(1)的两侧内壁分别

连接定位槽板(4)，使每个所述定位槽板(4)与对应的内壁形成凹槽，在所述下层构件(2)的

两个侧壁顶面上对应设置与所述凹槽适配的凸台(3)，在所述下层构件(2)的两个端面上加

工出所述安装槽，所述凹槽的长度与上层构件(1)的长度适配，所述凸台(3)的长度与下层

构件(2)的长度适配，在每个所述下层构件(2)的两个端面上分别加工出安装槽；

b、将所有所述下层构件(2)依次架设于墩身顶部，相邻两个所述下层构件(2)的端面间

预留伸缩缝；

c、以已安装的所述下层构件(2)作为平台依次吊装所述上层构件(1)，在所述凸台(3)

上覆盖填料(5)，再通过将对应的所述凹槽连接于对应的所述凸台(3)上，依次安装所有所

述上层构件(1)，相邻两个所述上层构件(1)间的连接缝与相邻两个所述下层构件(2)间的

连接缝错缝设置；

d、将相邻两个所述上层构件(1)的端面连接闭合；

e、在相邻两个所述下层构件(2)的所述安装槽中安装填料(5)，然后在两个所述安装槽

中安装U型钢板(7)将相邻两个所述下层构件(2)的端面连接闭合，完成管道梁的施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上层构件(1)为钢板构件或玻璃

构件或塑料构件。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上层构件(1)为钢板构件时，在所

述步骤d中，将相邻两个所述上层构件(1)焊接连接；所述上层构件(1)为玻璃构件或塑料构

件时，在所述步骤d中，将相邻两个所述上层构件(1)粘结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下层构件(2)为混凝土构件。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下层构件(2)能够替换为在施工

场地现场浇筑。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e中，安装所述U型钢板(7)时，

每个所述下层构件(2)的至少一个安装槽与对应的所述U型钢板(7)之间预留伸缩缝。

7.根据权利要求1-6任一所述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定位槽板(4)通过螺栓连

接于所述凸台(3)，所述U型钢板(7)通过螺栓连接于所述安装槽。

8.根据权利要求1-6任一所述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凸台(3)与下层构件(2)一

体成型。

9.根据权利要求1-6任一所述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管道梁的施工完成后，再

在所述下层构件(2)上施工轨道梁(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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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空磁浮预制装配式管道梁的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真空高速磁浮交通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真空磁浮预制装配式管道

梁的施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真空高速磁浮交通技术是将真空管道和磁浮技术相结合而成的技术，由于突破了

空气阻力、噪声和轮轨粘着等制约，速度可达到600~1000km/h，填补了高铁到航空运输间的

速度空白区；随着大功率牵引驱动技术的突破，可以达到1000km/h及以上，甚至是超音速或

者倍音速的更高速度，成为未来弥补或取代航空的长距离城市或超长距离洲际运输模式。

[0003] 现有的磁浮交通管道梁多为圆形钢管结构，或置于地面，或置于桥墩上。施工方法

多采用先在钢管厂内分段加工，后运到现场焊接的方式。如2017年，美国Hyperloop  one公

司在内华达沙漠搭建了500  m长的真空管道试验线，钢管采用3.3m直径，采用分节段运输到

现场，架设到高约3米左右的桥墩上后再焊接连接。西南交通大学于2013年建成了长为45m

的高温超导磁浮环形试验线，将直径为2m的管道置于紧临地面的支架墩上。

[0004] 由于现有技术中仅针对试验线路和试验车辆，管径较小，线路标高也较矮，施工方

法都采用了纵向分段的直接吊装架设方式。但当车辆为实际运营车辆时，由于车辆高度较

大，管道梁结构尺寸和结构重量也会随之增加，该施工技术方案将存在明显的局限性。首

先，管道梁直径太大（约6-7m），而国内公路运输限高一般是5m左右，致使大管径圆管运输存

在严重的问题。其次，常规的吊机无法实现单根大管径管道梁的起吊和安装；最后，当实际

运营线路穿越大江大河、深沟峡谷时，吊机无法就位进行施工吊装。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中的通过纵向分段的直接吊装架设方式难以适

用于真实运营线路的管道梁结构尺寸和结构重量，以及管道尺寸太大无法运输等的上述不

足，提供一种真空磁浮预制装配式管道梁的施工方法。

[0006]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了以下技术方案：

一种真空磁浮预制装配式管道梁的施工方法，所述管道梁包含上层构件和下层构件，

所述上层构件和下层构件能够拼接成闭合的管体结构，所述下层构件为U型结构，所述下层

构件的底板包含平面段和弧面段，所述平面段用于设置轨道梁，施工方法包含如下步骤：

a、分别预制所述上层构件和下层构件，并在所述上层构件的两侧内壁分别连接定位槽

板，使每个所述定位槽板与对应的内壁形成凹槽，在所述下层构件的两个侧壁顶面上对应

设置与所述凹槽适配的凸台，在所述下层构件的两个端面上加工出所述安装槽，所述凹槽

的长度与上层构件的长度适配，所述凸台的长度与下层构件的长度适配，在每个所述下层

构件的两个端面上分别加工出安装槽；

b、将所有所述下层构件依次架设于墩身顶部，相邻两个所述下层构件的端面间预留伸

缩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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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以已安装的所述下层构件作为平台依次吊装所述上层构件，在所述凸台上覆盖填

料，再通过将对应的所述凹槽连接于对应的所述凸台上，依次安装所有所述上层构件，相邻

两个所述上层构件间的连接缝与相邻两个所述下层构件间的连接缝错缝设置；

d、将相邻两个所述上层构件的端面连接闭合；

e、在相邻两个所述下层构件的所述安装槽中安装填料，然后在两个所述安装槽中安装

U型钢板将相邻两个所述下层构件的端面连接闭合，完成管道梁的施工。

[0007] 采用本发明所述的真空磁浮预制装配式管道梁的施工方法，通过分别预制所述上

层构件和下层构件来形成真空磁浮的管道梁，有效降低了单体结构的高度，解决管道梁整

体结构尺寸太大带来的运输受限的问题，实现了长距离运输及采用现有设备吊装的可能，

所述上层构件和下层构件分别预制，可采用不同材质，利于降低总体建设成本，并且能够分

体式安装所述上层构件和下层构件，所述下层构件能够通过现有的施工设备，如混凝土梁

架桥机将所述下层构件全线安装完毕后，利用已安装的所述下层构件作为平台，依次吊装

所述上层构件，方便上下层结构的连接，有效简化施工难度，提高吊装过程的安全性，便于

施工操作，能够适用于大江大河、深沟峡谷等各种环境条件，也可以边安装所述下层构件边

在已安装的下层构件上安装所述上层构件，通过上层构件的所述凹槽和下层构件的凸台来

实现上下层结构的准确定位，利于提高安装效率及安装精度，同时密封程度可靠，所述上层

构件可以沿用圆弧结构，所述下层构件为U型结构，相较于现有的圆管型管道，所述平面段

的顶面为平面，方便轨道梁的安装，有利于降低轨道梁高度，节省成本，所述平面段的底面

为平面，能够方便连接桥墩，利于减小所述下部构件的高度，减少辅助安装构件的设置，便

于后期维保及局部更换。

[0008] 优选的，所述上层构件为钢板构件或玻璃构件或塑料构件。

[0009] 进一步优选的，所述上层构件为钢板构件时，在所述步骤d中，将相邻两个所述上

层构件焊接连接；所述上层构件为玻璃构件或塑料构件时，在所述步骤d中，将相邻两个所

述上层构件粘结连接。

[0010] 优选的，所述下层构件为混凝土构件。

[0011] 由于所述上层构件主要用于封闭，所述下层构件主要用于承载受力，采用上述设

置方式，充分利用了不同材料和不同构件的特点，明显降低了管道梁结构的重量，显著降低

了管道梁结构及下部结构的总造价，对未来实际运用和推广具有重大意义，并且采用如塑

料、玻璃的透明构件，便于扩大乘客视野范围，减缓封闭空间带来的压抑与恐惧感，提升运

营线路的乘坐体验感。

[0012] 进一步优选的，所述下层构件能够替换为在施工场地现场浇筑。

[0013] 所述下层构件能够替换为现浇构件，进一步避免运输限制。

[0014] 优选的，在步骤e中，安装所述U型钢板时，每个所述下层构件的至少一个安装槽与

对应的所述U型钢板之间预留伸缩缝。

[0015] 优选的，所述定位槽板通过螺栓连接于所述凸台，所述U型钢板通过螺栓连接于所

述安装槽。

[0016] 优选的，所述凸台与下层构件一体成型。

[0017] 优选的，所述管道梁的施工完成后，再在所述下层构件上施工轨道梁。

[0018] 综上所述，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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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采用本发明所述的真空磁浮预制装配式管道梁的施工方法，有效降低单体结构的高

度，解决管道梁整体结构尺寸太大带来的运输受限的问题，实现了长距离运输及采用现有

设备吊装的可能，所述上层构件和下层构件分别预制，可采用不同材质，利于降低总体建设

成本，简化施工难度，提高吊装过程的安全性，便于施工操作，能够适用于大江大河、深沟峡

谷等各种环境条件，安装效率及安装精度高，密封程度可靠，方便轨道梁的安装，减少辅助

安装构件的设置，便于后期维保及局部更换。

[0019] 附图说明：

图1为本发明所述的真空磁浮预制装配式管道梁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图2为图1的局部放大图；

图3为图1的A-A的断面图；

图4为图3的局部放大图；

图5为图1的B-B的断面图；

图6为图5的C-C的断面图；

图7为实施例1的下层构件端面的安装槽的结构示意图；

图8为实施例1的U型钢板的安装结构示意图。

[0020] 图中标记：1-上层构件，2-下层构件，21-轨道梁，3-凸台，4-定位槽板，5-填料，6-

加劲肋，7-U型钢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结合附图及具体实施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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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施例1

本发明所述的真空磁浮预制装配式管道梁的施工方法，管道梁结构包含上层构件1和

下层构件2，如图1-6所示，所述上层构件1为弧形构件，所述上层构件1外壁上间隔设有加劲

肋6，如间隔3-5m设置一个所述加劲肋6，所述上层构件1可以采用圆弧结构，优选的，在所述

上层构件1连接下层构件2的两个端部分别设置直段，便于设置连接凸台3的凹槽，所述下层

构件2为U型，所述下层构件的底板包含平面段和弧面段，所述下层构件2的底板厚度厚于两

侧的腹板厚度，所述上层构件1和下层构件2能够拼接成闭合的管体结构，优选的，所述上层

构件1为钢板构件或玻璃构件或塑料构件，所述下层构件2为混凝土构件，所述下层构件2的

平面段用于设置轨道梁21，由于所述上层构件1主要用于封闭，所述下层构件2主要用于承

载受力，采用上述设置方式，充分利用了不同材料和不同构件的特点，明显降低了管道梁结

构的重量，显著降低了管道梁结构的总造价，对未来实际运用和推广具有重大意义，并且采

用如塑料、玻璃的透明构件，便于扩大乘客视野范围，减缓封闭空间带来的压抑与恐惧感，

提升运营线路的乘坐体验感。

[0023] 所述上层构件1与下层构件2的连接面之间具有密封连接结构，具体的，如图3-6所

示，所述密封连接结构包含凹槽和凸台3，所述上层构件1的两侧内壁分别连接有定位槽板

4，每个所述定位槽板4为倒L型，每个所述定位槽板4与对应的内壁形成所述凹槽，所述凹槽

与对应的所述凸台3适配连接，所述下层构件2的两个腹板顶面上分别设有所述凸台3，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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凸台3与下层构件2一体成型，所述凸台3设于对应顶面中线的内侧，具体的，所述定位槽板4

顶面上设有安装孔一，所述安装孔一通过螺栓连接于对应的所述凸台3，所述安装孔一为条

形安装孔，所述凹槽的长度与上层构件1的长度适配，所述凸台3的长度与下层构件2的长度

适配，即在所述上层构件1内壁设有通长的所述凹槽，在所述下层构件2的顶面上设置通长

的所述凸台，所述凹槽卡在对应的所述凸台上，通过条形安装孔以便适应所述上层构件1和

下层构件2不同材质的不同变形程度，所述凹槽卡在所述凸台3上后，在所述凹槽与对应的

凸台3之间存在U型的间隙，相较于平面的接缝，有利于阻碍空气流通，进一步在间隙中填充

有填料5，如橡胶、石棉、聚四氟乙烯，用于密封，有效保证密封效果，结构简单可靠，安装效

率高，便于定位，稳定性好。

[0024] 梁结构通常需要设置若干个节段以便安装运输，相邻两个所述上层构件1之间的

连接缝与相邻两个所述下层构件2之间的连接缝错缝设置。所述下层构件2的相邻节段之间

通过U型钢板7连接，所述U型钢板7的两端分别连接于相邻两个所述节段对应端面的安装槽

中，所述安装槽为在所述下层构件2内壁开设的L型槽口，如图3-4、7所示，更便于安装，所述

U型钢板7即沿所述下层构件2的内壁连续设置的钢板，用于封闭所述下层构件2节段间的缝

隙，所述U型钢板7的两端分别设有安装孔二，所述安装孔二通过螺栓连接于对应的安装槽，

所述U型钢板7其中一端的安装孔二为条形安装孔，如图8所示，通过条形安装孔来适应相邻

节段的变形，初始状态下保证相邻两个节段的端面间具有间隙，同时对应条形安装孔一侧

的安装槽槽底与对应的所述U型钢板7端部也具有间隙，即设置变形缝；为提高密封效果，所

述U型钢板7与安装槽内壁之间设有填料5，如橡胶、石棉、聚四氟乙烯，既能保证管道密封又

能保证变形，所述填料5的宽度可以是适配U型钢板7的宽度，即两个相邻的所述安装槽中设

置一整块所述填料5，也可以是在仅在每个所述安装槽中对应设置一个所述填料5。

[0025] 具体包含如下施工步骤：

步骤一、分别预制所述上层构件1和下层构件2，并在所述上层构件1的两侧内壁分别连

接定位槽板4，使每个所述定位槽板4与对应的内壁形成凹槽，在所述下层构件2的两个侧壁

顶面上对应设置与所述凹槽适配的凸台3，在所述下层构件2的两个端面上加工出所述安装

槽，所述凹槽的长度与上层构件1的长度适配，所述凸台3的长度与下层构件2的长度适配，

在每个所述下层构件2的两个端面上分别加工出安装槽；

步骤二、将所有所述下层构件2依次架设于墩身顶部，相邻两个所述下层构件2的端面

间预留伸缩缝；

步骤三、以已安装的所述下层构件2作为平台依次吊装所述上层构件1，在所述凸台3上

覆盖填料5，再通过将对应的所述凹槽用螺栓连接于对应的所述凸台3上，依次安装所有所

述上层构件1，相邻两个所述上层构件1间的连接缝与相邻两个所述下层构件2间的连接缝

错缝设置；

步骤四、将相邻两个所述上层构件1的端面连接闭合，当所述上层构件1为钢构件时，相

邻两个节段焊接连接；当所述上层构件1为塑料构件或玻璃构件时，相邻两个节段粘结连

接；

步骤五、在相邻两个所述下层构件2的所述安装槽中安装填料5，然后在两个所述安装

槽中安装所述U型钢板7将相邻两个所述下层构件2的端面连接闭合，每个所述下层构件2的

至少一个安装槽与对应的所述U型钢板7之间预留伸缩缝，完成管道梁的施工，之后在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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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层构件2上施工轨道梁21，再在所述轨道梁21上安装轨道功能区构件，及安装真空磁浮线

路两端的封闭闸门，以便后续对管道线路内抽真空。

[0026] 实施例2

本发明所述的真空磁浮预制装配式管道梁的施工方法，其施工步骤与实施例1大致相

同，其不同之处在于，所述下层构件2采用现浇的方式施工，即仅需预制所述上层构件1，并

在其内壁上安装所述定位槽板4形成所述凹槽，在施工现场采用现有的现浇梁的施工方法，

即在桥墩上依次浇筑所有所述下层构件2，并在所述下层构件2的两腹板顶面成型所述凸台

3。

[0027]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

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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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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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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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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