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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地铁铺轨的施工是地铁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地铁

作为重要的交通方式之一，为城市的快速发展和经济平

稳运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本文结合实际的施工建设，

用新型轮胎式的铺轨设备代替传统的轨式铺轨设备的施

工方法，进而提高工作人员的组织效率和整个项目的施

工质量，为地铁行业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1    地铁铺轨施工方法分析

1.1    机铺法施工方案
在地铁铺轨施工期间，建设人员应运用一定的方式

把加工钢筋、轨道平板车以及基底内组装轨排传运到施

工现场。在铺轨作业建设初期，地铁施工项目的设计人

员首先应结合具体的铺轨方案，安设一定的走行轨并调

整好铺轨龙门，进而完成铺轨基标工作。其次，相关人

员还应紧密结合洞内的铺轨龙门在施工部位铺设一定数

量的轨排，再合理地调整轨排和铺轨基标的角度，使得

整体布局更加符合设计标准。最后，在防杂散电流焊接

和绑扎钢筋环节完成后，应立即安装中心水沟模板、轨

检小车检轨道和 CPIII 控制网社站等，并根据实践得出

的测试数据对地铁轨道的高低、水平、轨距及主要轨向

进行检验，当整体设计尺寸达到相关标准后，

运用轨道平板车运输一定数量的混凝土浇筑

铺设龙门。此种施工方式主要是针对一些场

地面积在 1.55m×32m、管段范围小于 6.2km
的预留轨排井车站及相关停车场建设，在施

工连续的操作环境下，一般在 75 ～ 100m/d。
 1.2    散铺法施工方案

该种施工方案主要是通过一定的运输工

具，如汽车把轨料、半成品、钢筋及短枕以

垂直的形式放入洞内，再运用叉车把轨料运

送到铺轨工作面。其中，测设基标是铺轨作

业的基础环节，根据测设基标原地的实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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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运用一定的人力资源，进行轨道组装并确保其协调。

在进行防杂电流焊接和绑扎钢筋等基础环节之后，同样

应立即安装中心水沟模板、轨检小车检轨道和 CPIII 控
制网社站等，同时对小车检测轨道的几个尺寸进行实地

测量，结合相关数据对地铁轨道的高低、水平、轨距及

主要轨向进行检验，利用泵管和地管进行混凝土输送。

此种施工方案应用的主要范围为场地面积为 62m×22m
的预留盾井建设中，在 12m×8m 的空间范围内放入轨

料，并保证管段范围不应超过 500m，在施工连续的操

作环境下，一般在 35 ～ 55m/d。 

2    传统地铁铺轨施工

2.1    传统铺轨设备配置
传统地铁铺轨设备的每个工作面需配置轮轨式地铁

铺轨机（图 1）、轨道车（图 2）、轨道平板车（图 3）和

料斗等。

2.2    传统铺轨施工主要工作环节
通常情况下，其基本的操作流程如下：

首先进行铺轨机走行轨道的铺设，并利用合理的工

程施工技术对铺设机进行技术安装和调试，进而在重要

的施工部位运行；

其次，通过轨道车进行相应牵引完成平板运输轨排

图 1    轮轨式地铁铺轨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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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工作，利用铺轨机的实用性完成路料、轨排的基础

安装，再逐一进行线路调整，运用平板车将混凝土输送

至施工部位；

最后，将铺轨机进行吊运来完成混凝土的道床浇筑，

完成线路的整体养护，再利用相关设备移至下一个重要

工位，逐一拆除铺轨机的走行轨道。

2.3    传统地铁铺轨施工工效
在工作面充分、稳定的施工环境下，传统轮轨式地

铁铺轨机械设备在持续的工作环境下，每天最多可以完成

100m 的铺轨工作量，其中不包含轨道拆卸时间、轨道安

装流程和相关基底施工建设。轨道在投入使用之前，应利

用轨道车进行安全的浇筑过后，等到轨道充分凝结时，才

可以投入到运输生产中，并且在初期使用时，应注意整体

的工作速度，不可全天持续施工，同时由于轮轨式地铁铺

轨设备的工作效率较低，不适合进行穿插作业。

3    新型无轨化地铁铺设施工

3.1    主要机械和操作人员配置
新型无轨化地铁铺设设备主要包含适量的轮胎式地

铁铺轨机（图 4）、轮胎式罐车（图 5）和轮胎式平板车

（图 6）等，并结合铺设施工的工作量来合理配备相应的

施工作业人员。

轮胎式地铁铺轨机组由门架、底盘、驱动装置、液

压系统、起吊装置、转向控制系统、电池系统和电气系

统等组成。

门架是轮胎式地铁铺轨机的主要支撑结

构件。门架由上下立柱门架和横梁组成，选

用方形管套装结构。通过门架两侧的立柱油

缸，使整机高度方向可以调整，利用横梁上

油缸对整机轮距调整。

底盘采用轮式行走和电子液压多模式转

向方案，其主要结构组成：轮胎、行走液压

马达和减速机、回转支承、转向油缸、底盘

纵梁和行走架。

驱动装置主要包括回转支承、旋转臂、

摆动臂、轮胎和减速机马达。驱动装置摆动

臂可以快速调节角度，使车轮在 0°、25°
和 42°三种状态下工作，根据实际使用情况

选择轮胎角度。

液压系统实现车辆的行走、转向和各执行

机构的动作，主要包括转向液压系统、执行机

构液压系统、液压动力站和液压控制箱等。

起吊装置采用液压卷扬机构，分别安装

于横梁上，选用两个 2t 液压卷扬。液压卷扬

由摆线马达、液压多片制动器、行星减速机、

卷筒机和平衡阀等组成，钢丝绳通过 2 组定

图 2    地铁轨道车

图 3    地铁轨平车

图 4    轮胎式地铁铺轨机

图 5    轮胎式罐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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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轮和动滑轮连接在吊具上，钢丝绳分五股折叠，单个

液压卷扬理论可起吊 8 吨载荷，整个起吊装置额定载荷

可达 12t。
轮胎式地铁铺轨机的每一轮都能独立转向，通过控

制器进行集中程序控制，各轮胎实时转至相应角度。应

用该技术能实现整车多种模式转向，体现了高度集成、

高智能化的特点，电子液压复合多模式转向关键技术在

于控制器对各转向比例阀的实时 PWM 电流控制，比例

阀电流控制得越好，整车转向的准确性、同步性和实时

性将越好。

电池系统由高压箱、充电桩和 4 个电池箱组成。每

套动力电池系统采用 192 串 2 并成组，共 384 支电芯，

每套系统共 4 个电池箱组成。电池箱内配置有电芯、

BMS 从控、航插和熔断器等部件。铺轨机电气系统由

仪表开关台、电机控制箱和综合控制箱组成。

3.2    铺轨施工的主要工作环节
首先，要对轮胎式地铁铺轨机、轮胎式罐车和轮胎

式平板车等设备进行科学的运行调试，使这些设备能够

到达施工部位，其中轮胎式平板车应将排路料运送到施

工部位，轮胎式地铁铺轨机应对轨排路料进行安装；

其次，通过线路调试，进而完成混凝土的浇筑并通

过轮胎式罐车传送至施工部位；

最后，进行基础的线路养护，将相关设备转移至下

一工作部位后就可以完成此种施工流程。

这种施工方法可以不进行铺轨机走行轨道安装拆卸

环节。

3.3    新型无轨化施工工效
在工作面充分、稳定的施工环境下，传统轮轨式地

铁铺轨机械设备在持续的工作环境下，每天最多可以完

成 120m 的铺轨工作量，但是此种施工可以不受到外界

客观环境因素影响，在全天的施工环境下可以连续生产，

具备抢工能力较高、工作效率较快等诸多优势，进而被

逐渐推广应用。

3.4    新型轮胎式地铁铺轨设备施工的理想状态和常规状

态分析

3.4.1    理想状态

施工设备的两端只有 1 个下料口，在进行设备配置

安装过程中，应配备轮胎式地铁铺轨机，

在一端放置轮胎式罐车，另一端放置轮胎

式平板车。其主要的施工环节如下：

首先，在下料口的一端通过轮胎式平

板车将轨排、钢筋等传运到施工部位，运

用轮胎式地铁铺轨机对轨排进行安装调

试；

其次，在下料口另一端通过轮胎式罐

车将混凝土传送到施工部位，并通过轮胎

式平板车进行返回的下料口运料流程；

最后，当铺轨机向前移动时，应用轮胎式罐车进行

混凝土浇筑，反复进行操作即可。

3.4.2    常规状态

当只有 1 个下料口时，就只能通过轮胎式设备进行

施工处理。其主要的施工环节如下：

首先，利用轮胎式地铁铺轨机到达施工不部位，再

利用轮胎式平板车将轨排等相关材料发运，完成轨排安

装；

其次，应用轮胎式罐车将混凝土运输到施工部位；

最后，通过轮胎式平板错车和轮胎式罐车完成混凝

土浇筑。

另外，还有一种常规方法，其主要工作流程如下（也

是只有 1 个下料口）：

首先，利用轮胎式地铁铺轨机到达施工部位，接着

进行轨道排轨材料的运输，这些材料主要通过牵引平板

车运至施工部位，进而完成安装轨排的工作；

其次，通过轨道牵引平板车进行返回运料处理，应

用轮胎式罐车将混凝土运输至施工部位；

最后，进行混凝土浇筑，并反复利用轮胎式罐车、

错车运输混凝土即可完成。

4    结语

总而言之，利用新型轮胎式铺轨设备可以显著地缩

减地铁施工的主要建设周期，相关部门应该不断学习国

内外先进的轮胎式铺轨设备技术，并通过技术创新与运

用，科学地应用于地铁建设行业，使得轨道运行不受到

客观因素影响，最终提高地铁建设的整体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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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轮胎式平板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