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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长期以来，在城市建设中超大直径盾构机的普及程

度非常广泛。本文从综合性的角度介绍了超大直径盾

构机刀盘在不同焊接情况下，及其施工现场刀盘具体

的安装进程。从相关工艺上来看，整体安装、井下吊

装都比较安全可靠，同时也保证了整个安装的品质；特

别在工程资金投入和现场大小情况都符合的情况下，井

下吊装的精确度可以得到可靠的保障，并获得良好的

组装成效。相反地，针对施工现场比较狭窄的空间而言，

最终采取井下分区域组装定位焊接成型流程则更加便

利与科学。

1    刀盘不相同焊接状况详细介绍

1.1    车间内部整个组装焊接状况

经过相关调查可知，刀盘在设计过程中会采取分块

的形式，从整体的角度加以分析，其主要有两部分组

成：一部分是中心刀盘，另一部分是分布在刀盘四周的

六个刀臂。在对第一部分进行设计时，需要重点考虑

切口率的问题，并且还要确保刀盘具备完善的功能性，

可以为刀臂提供可靠的保护作用。在对设计好的刀盘

进行测试环节时，则要利用专业的定制工具来完成检

测与调试工作。焊接工作主要在车间进行，在这一环

节结束后，进行检验，当通过验收，显示其检验合格，

随后运送至施工场地进行井下组装，最终结果的整体

质量把控力度较强。图 1所示为刀盘面测试工装示意图，

图 2 所示为刀盘车间的整体装配焊接完成实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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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中国城市隧道施工方面表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在这一背景下，相关机械设备的应用也在
不断普及。其中，超大直径盾构机刀盘在施工过程中出现的频次比较高，其在地上进行焊接的过程中，具
有一次成型的优势特点，之后在履带吊的协助下，使其完成井下吊挂，需要注意的是履带吊的质量需要＞
600t。另外，不同城市受建筑空间的影响，还需要基于矿井的主梁承载情况及地面受力情况等的考虑下展
开更为深入的分析，从中可以发现，施工单位比较习惯应用行车和履带吊车，从而实现吊挂作业。与此同时，
将中心刀盘与刀臂看作是两个独立的个体，对其采取分离安装处理的方式，并合理应用定位块焊接技术，
确保刀盘得以拼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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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始发井内部分块组装焊接

在实际的施工吊装过程中，由于整体施工现场空间

相对狭小，且四周的工作场地无法满足 600t 以上履带

吊车此类超大型设备的放置、旋转等需要，因此盾构

机架构件的放置、短驳限制了其合理吊装程度的完成

状况。在整个吊装流程中，针对大型设备的井底施工

提出了严格的要求控制，刀盘在井内进行分块施工时，

焊缝品质的提高，及其技术的改进都必须从严把控。刀

图 1    刀盘面测试工装示意图

图 2    刀盘工厂内整体安装焊接完成实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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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在始发井内利用主吊旋转至不相同位置过程中，也

要在各个部位查看刀盘耐磨板和盾身外部焊接耐磨圈

之间的距离大小，并尽量多地设定距离检测点，进一

步确保整个的精确度，公差把控 9.5 ～ 2mm 区间。

2    超大直径盾构机刀盘吊装具体流程分解

刀盘吊装具体流程分解如下：

（1）当刀盘下井前，必须要确保覆盖在其上面的塑

胶部完全揭落，同时还要做好表面的清洁工作，对密

封条位置进行细致的检查，重点观察其是否粘结紧密，

然后在盾构机刀盘中心线位置两侧各系上一条长 30m
的尼龙绳子；

（2）采用双机抬吊方法进行翻转，主吊为 320t 龙
门吊，辅吊为 200t 汽车吊。在 320t 安装吊装刀盘绳圈、

吊耳，同时缓慢升起上吊钩，并重新定位至龙门吊，从

而保证盾构机刀盘中心体翻转时不致产生滑动，并翻

转盾构机刀盘中心，使其保持竖直形态；

（3）在翻转作业的过程中，利用盾构机刀盘的专用

吊耳结构做成龙门吊挂点，利用盾构机刀盘的辅臂钢

架构做成汽车吊点

（4）将盾构机的刀盘中心体和主轴承类型做好对正

工作，在对正工作完毕后，在盾构机刀盘下端辐臂上

悬挂两个质量为 10t 的手拉葫芦，并紧固于盾体分隔舱

板的上吊耳处，转移龙门吊致使盾构机刀盘不断地向

主轴承的方向靠拢，并逐步由手拉葫芦所拽起的盾构

机刀盘下端向主轴承的方向靠拢，在盾构机刀盘中先

安装六个定位销，并慢慢地调动盾构机刀盘使定位销

完成并放入主轴承的孔洞中，然后手拉葫芦继续地往

里拉拽盾构机刀盘，使两个法兰面实现对接，并安装

了双头对接的紧固螺钉；

（5）盾构机刀盘螺栓最少拉拔了三次，并采用海瑞

克设计的自专拉拔装置，按照不同拉力要求来完成；

（6）转动刀盘，需要对称安装，按照以上方法组装

剩下的盾构机刀盘主臂，且连接相邻面间的定位销与

定位螺栓；

（7）转动刀盘，安装盾构机刀盘的主臂方法装配

盾构机刀盘辅臂，扇形辐臂安装方法属于垂直装配，

在不同的辅助辐臂上共五处装配连接螺栓，其四处均

与相邻的主辐臂联结在一起，此外跟刀盘中心体有关 
关联；

（8）通过微调中心锥位置，使其与刀盘关联面全部

相连，穿过螺栓加固，清除暂时支架与吊具，且清理

内部的全部关联线路。

3    超大直径盾构机组安装工艺要求

3.1    焊接工作具体执行标准

要想保证刀盘质量，对焊接工作的完成度与安装速

度都要有合适的调节方式。焊缝工作开展过程中务必

遵循有关规定，及时调派具备焊缝资格和有经验的焊

接件工人进行作业，并且要有可以确定焊接品质并负

责焊缝作业监理工作的技术协管员实施监理。

3.2    焊接原料具体执行标准

焊丝、焊粉和防护气体都应当根据相应的标准使

用，并进行质量监测。焊丝和焊接消耗品必须按照生产

厂家的规定贮存和使用管理，焊板需要保持干燥、洁净，

同时保护层无破坏的情况下进行焊接操作。

3.3    车间内装配工艺

安装前须做好盾构机安装的准备，划线定位、清扫

现场，尺寸规格须符合盾构机的宽度与长度尺寸，且地

面结构要符合盾构机的总体承载能力要求。首先，把

前盾底、中盾底部分块放置在台架上，再进行 2 个底

部分块的拼装，以尽量增加驱动部分的受力面积。

在前、中盾的下划块上方可以搭建翻转支架，在翻

转架内完成了驱动部分驱动电机的装配，最后完成整个

翻转。在翻身支架内有两对 150 液压千斤顶，能够配

合车辆完成驱动部分总成的翻滚装配。做好驱动组件装

配工作后需用码板加以定位，以及吊装施工前、中盾

体的左右分块。在吊装施工左右分块完毕后马上钻孔

定位，注重吊装施工安全性和定位的准确度。接着顺

利完成前盾的顶划块装配。前、中盾拼装完毕后开始

后盾体下划块的装配，接着顺利完成后盾体左、右划

块与纵梁的拼装，最后开始后盾顶部分块的吊装工作

即可。最后完成盾构机刀盘的安装。因为盾构机刀盘

的制作时间长，通常要在盾体与台车装配好后，在整

机调试期间安装完毕。在经过全面检查合格之后，可

以装配刀盘封板和与辐条连接的工艺卡板，以进行盾

构机刀盘总成的装配。

3.4    现场施工下井工艺

根据相关调查可知，在施工现场对盾构机进行装

配，其与在车间装配的工序流程大致一样，其中比较

重要的一个问题便是井尺寸，这一因素对盾构机的分块

和拼装都有着一定的影响。首先是进行台车安装作业，

将其放置在井口位置，然后缓慢下井，在具体下井过

程中，要保证其轮胎先下去。台车的分块需要在地面

上完成组装，之后再在台车 U 型划片上进行连线工装。

台车下划块下井后和轮胎一起装配，并对轮胎部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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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保护，以避免台车出现打滑。在明挖段后侧左、右

部分均事先装设卷杨机，再使用卷扬机和滑车组件使

台车总体向后移动定位，在移动过程中台车下侧船底

板交替铺装，直到台车全部投入明挖段内后，对台车轮

胎作密封处理，以避免台车向前打滑。以上工作完成后，

从盾构下井处开始安装盾构，盾构的主体拼装工序和

前文叙述相同。

3.5    相关规定

按照相关规定，立向下焊无论何种焊接方式都需要

杜绝。焊道长度受到热输入影响的原因应该符合下列

条件：

（1）在热摆动过程中，焊道的最大宽度为 15mm ；

（2）不摆动过程中，焊道的最大长度为 10mm ；

（3）埋弧焊的焊道尺寸最大数值是 18mm ；

（4）中厚板在焊接完毕后则要用电加热至 300℃，

并在高温的状态下保持的时间要超过 2h，使用保温棉

被铺盖减缓温度的下降速度，处置焊缝外部的焊渣与

溅落物等，按照相关执行标准完工焊缝无损探伤。

3.6    清洁工作

在焊接工作完毕后，则要使用钢刷清除焊渣，单边

100% 焊接，但另一边完全没有进行焊接则是不可以的，

应该同时焊接。

3.7    焊接主刀臂关键点

焊接主刀臂关键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利用融透型焊接方式预防开裂；

（2）焊接之前焊缝需清洁打磨；

（3）主刀臂焊接须由内向外实施，焊接量 15%，

预热温度要确保对应温度，启动外围焊接之前，则要将

焊缝打磨，假设焊接数量依旧为 15% 时，没有实施焊

接里外焊缝之前，依旧要确保热度，预防被冷却，同

时要做好着色探伤；

（4）焊接主刀臂内部 50% 时，预热温度要维持不变，

紧接着 50% ～ 100% 外围焊接量则按照相关遵标准来

完成，待整体焊接达成后，需要执行着色探伤或 MT，
其余原料切割完成同时打磨完成，需要查看刀盘刀具

水平大小且完成整体文档留存。

3.8    焊缝检验重点关注事项

（1）整体全熔透焊接若与焊高超过 35mm 的焊接缝，

则必须进行 UT 探伤检查；

（2）若整体实板拼接焊缝使用 K 形坡口处理，整

体焊接时必须完全熔透焊缝，并给予 100% 的超声波检

测技术探伤后再加上 MT 检查；

（3）对整个焊缝都需要进行外观检查和 MT 自查；

（4）经过热处理后，各质监部门都需针对整体进

行检查，构件尺寸不齐全的需要进行修正，对全熔透

焊缝坡口和焊高超过 35mm 的焊缝，则需再一次进行

100UT 加上 MT 的探伤检测，随后将探伤结果整理成

文档留存。

4    结语

总而言之，在施工现场焊缝完工后，由于焊缝质量

已经对盾构机的安全产生了影响，且随着市区的吊装规

范也日趋标准化，所采用的吊具和运送、翻身现场空间

狭小。怎样在狭窄空间里实现并提高施工品质，人们针

对盾构机吊装工艺提出了更高标准的诉求。而通过分析

超大直径盾构机的分块式刀盘装配技术可知，在最大程

度上规范大中型盾构机的刀盘工艺生产和现场施工质量

管理，对提高盾构机刀盘效率和准确性给予了重要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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