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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隧道隧底溶洞处理施工

方法，包括以下步骤：S1)对隧底溶洞进行排水或

引水处理后，采用洞渣、块石填充充满所述溶洞

空间；S2)使用钢花管打穿隧底溶洞或隧底溶洞

周围的软弱夹层并嵌入隧底溶洞的下方基岩大

于预定长度；S3)通过所述钢花管对隧底溶洞周

围的土层进行注浆加固，同时进行人工挖孔桩的

加固施工；S4)在钢花管注浆加固及挖孔桩加固

施工完成后，在所述钢花管和人工挖孔桩上方施

作筏板。施工流程简便易行，提高了施工的效率，

保证了施工的进度，且能够保证隧道施工和隧道

使用过程中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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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隧道隧底溶洞处理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S1)对隧底溶洞进行排水或引水处理后，采用洞渣、块石填充充满所述溶洞空间；

S2)使用钢花管打穿隧底溶洞或隧底溶洞周围的软弱夹层并嵌入隧底溶洞的下方基岩

大于预定长度；

S3)通过所述钢花管对隧底溶洞周围的土层进行注浆加固，同时进行人工挖孔桩的加

固施工；

S4)在钢花管注浆加固及挖孔桩加固施工完成后，在所述钢花管和人工挖孔桩上方施

作筏板。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2)中，所述预定长度为1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2)中，所述钢花管为分节无

缝钢管，相邻两节无缝钢管之间采用螺纹套管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3)通过所述钢花管对隧底

溶洞周围的土层进行注浆加固，包括：采用水灰比为1:1的水泥浆进行注浆加固，水泥采用

强度等级大于等于32.5的普通硅酸盐水泥，注浆压力为3.0MPa。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3)进行人工挖孔桩的加固

施工，包括：

对施工场地进行清理平整、夯打密实，进行施工准备；

测量放样确定所述人工挖孔桩的准确位置；

从上至下逐层人工挖掘形成桩孔；

制作钢筋笼并吊入所述桩孔中；

采用混凝土灌注入所述桩孔中形成所述人工挖孔桩。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人工挖掘形成桩孔后，还包括：在

桩孔中心位置保留核心土，沿桩孔的孔口位置环向开始挖掘，施工至第一预定深度后施作

护壁及锁口圈以维护加固桩孔的孔口。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在人工挖掘形成桩孔的过程中，每挖

掘0.8～1.5m深的桩孔，在所述桩孔壁采用立模灌注混凝土护壁。

8.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在人工挖掘形成桩孔的过程中，挖掘

所述桩孔达到设计高程后，进行孔底处理，检查孔底形状、孔径、孔深、垂直度、嵌入岩层深

度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4)还包括：在钢花管注浆加

固施工完成后，在钢花管注浆范围内钻设多个检查孔，通过所述检查孔对注浆效果进行检

查；

通过所述检查孔在1.0MPa压力下，进行压水检查，使得进水量符合预定要求；

通过所述检查孔取芯，取芯率不小于50％，进行无侧限抗压强度试验，使得抗压强度在

预定范围内；

在进水量和抗压强度不符合要求的情况下，进行补充注浆。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4)在钢花管注浆加固及挖

孔桩加固施工完成后，在所述钢花管和人工挖孔桩上方施作筏板，包括：

按照设计要求测量放线确定施作筏板的工作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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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平整形成施作筏板的工作面；

在所述工作面上绑扎钢筋，在钢筋周边和内部预定位置进行立模板操作，在所述模板

内浇筑混凝土形成所述筏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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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隧底溶洞处理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隧道施工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隧道隧底溶洞处理施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隧道所在地区地质情况复杂，在隧道洞身段地下水已形成独立的补径排系统，在

这样的地质背景下往往易形成颇具规模的地下岩溶形态，在隧道挖掘的过程中，遭遇大型

岩溶暗河、地下岩溶湖的几率很高，隧道施工时出现涌水涌砂的可能性较大，因此需要提前

设计和制定隧道遇溶洞的处理方法，避免施工事故的发生。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提供一种隧道隧底溶洞处理施工方法，施工流程简便易行，提高了施工的

效率，保证了施工的进度，且能够保证隧道施工和隧道使用过程中的安全。

[0004] 本发明提供的隧道隧底溶洞处理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S1)对隧底溶洞进行排

水或引水处理后，采用洞渣、块石填充充满所述溶洞空间；S2)使用钢花管打穿隧底溶洞或

隧底溶洞周围的软弱夹层并嵌入隧底溶洞的下方基岩大于预定长度；S3)通过所述钢花管

对隧底溶洞周围的土层进行注浆加固，同时进行人工挖孔桩的加固施工；S4)在钢花管注浆

加固及挖孔桩加固施工完成后，在所述钢花管和人工挖孔桩上方施作筏板。

[0005] 优选地，所述步骤S2)中，所述预定长度为1m。

[0006] 优选地，所述步骤S2)中，所述钢花管为分节无缝钢管，相邻两节无缝钢管之间采

用螺纹套管连接。

[0007] 优选地，所述步骤S3)通过所述钢花管对隧底溶洞周围的土层进行注浆加固，包

括：采用水灰比为1:1的水泥浆进行注浆加固，水泥采用强度等级大于等于32.5的普通硅酸

盐水泥，注浆压力为3.0MPa。

[0008] 优选地，所述步骤S3)进行人工挖孔桩的加固施工，包括：对施工场地进行清理平

整、夯打密实，进行施工准备；测量放样确定所述人工挖孔桩的准确位置；从上至下逐层人

工挖掘形成桩孔；制作钢筋笼并吊入所述桩孔中；采用混凝土灌注入所述桩孔中形成所述

人工挖孔桩。

[0009] 优选地，所述人工挖掘形成桩孔后，还包括：在桩孔中心位置保留核心土，沿桩孔

的孔口位置环向开始挖掘，施工至第一预定深度后施作护壁及锁口圈以维护加固桩孔的孔

口。

[0010] 优选地，在人工挖掘形成桩孔的过程中，每挖掘0.8～1.5m深的桩孔，在所述桩孔

壁采用立模灌注混凝土护壁。

[0011] 优选地，在人工挖掘形成桩孔的过程中，挖掘所述桩孔达到设计高程后，进行孔底

处理，检查孔底形状、孔径、孔深、垂直度、嵌入岩层深度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0012] 优选地，所述步骤S4)还包括：在钢花管注浆加固施工完成后，在钢花管注浆范围

内钻设多个检查孔，通过所述检查孔对注浆效果进行检查；通过所述检查孔在1.0MPa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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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进行压水检查，使得进水量符合预定要求；通过所述检查孔取芯，取芯率不小于50％，进

行无侧限抗压强度试验，使得抗压强度在预定范围内；在进水量和抗压强度不符合要求的

情况下，进行补充注浆。

[0013] 优选地，所述步骤S4)在钢花管注浆加固及挖孔桩加固施工完成后，在所述钢花管

和人工挖孔桩上方施作筏板，包括：按照设计要求测量放线确定施作筏板的工作面；清理、

平整形成施作筏板的工作面；在所述工作面上绑扎钢筋，在钢筋周边和内部预定位置进行

立模板操作，在所述模板内浇筑混凝土形成所述筏板。

[0014] 本发明提供的隧道隧底溶洞处理施工方法，通过填充充满排水或引水处理后的土

体空层，为隧道提供支撑力，避免隧道发生变形而影响正常的施工，也避免隧道在施工和使

用的过程中发生安全事故；通过使用钢花管打穿隧底溶洞或隧底溶洞周围的软弱夹层并嵌

入隧底溶洞的下方基岩大于预定长度，对填充后的溶洞空间及周围的软弱土层进行加固处

理，以增强对隧道的支撑强度，保证隧道施工和隧道使用过程中的安全；在所述钢花管对隧

底溶洞周围的土层进行注浆加固的同时进行人工挖孔桩的加固施工，提高了施工的效率，

保证了施工的进度；在钢花管注浆加固及挖孔桩加固施工完成后，在所述钢花管和人工挖

孔桩上方施作筏板，施工流程简便易行，所述筏板将所述钢花管注浆结构及挖孔桩加固结

构连接成整体，提高了承载能力，避免隧道的不均匀沉降，保证了隧道的施工和后期使用的

安全。

[0015] 本发明实施例的其它特征和优点将在随后的具体实施方式部分予以详细说明。

附图说明

[0016] 附图是用来提供对本发明实施例的进一步理解，并且构成说明书的一部分，与下

面的具体实施方式一起用于解释本发明实施例，但并不构成对本发明实施例的限制。在附

图中：

[0017] 图1是根据本发明实施方式的隧道隧底溶洞处理施工方法的步骤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的具体实施方式进行详细说明。应当理解的是，此

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方式仅用于说明和解释本发明实施例，并不用于限制本发明实施例。

[0019]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详细描述。

[0020] 如图1所示，本发明提供一种隧道隧底溶洞处理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S1)对隧

底溶洞进行排水或引水处理后，采用洞渣、块石填充充满所述溶洞空间；S2)使用钢花管打

穿隧底溶洞或隧底溶洞周围的软弱夹层并嵌入隧底溶洞的下方基岩大于预定长度；S3)通

过所述钢花管对隧底溶洞周围的土层进行注浆加固，同时进行人工挖孔桩的加固施工；S4)

在钢花管注浆加固及挖孔桩加固施工完成后，在所述钢花管和人工挖孔桩上方施作筏板。

[0021] 根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本发明提供的隧道隧底溶洞处理施工方法包括，步骤S1)

对隧底溶洞进行排水或引水处理后，采用洞渣、块石填充充满所述溶洞空间，通过填充充满

排水或引水处理后的土体空层，为隧道提供支撑力，避免隧道发生变形而影响正常的施工，

也避免隧道在施工和使用的过程中发生安全事故。

[0022] 根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步骤S2)使用钢花管打穿隧底溶洞或隧底溶洞周围的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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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夹层并嵌入隧底溶洞的下方基岩大于预定长度，以对填充后的溶洞空间及周围的软弱土

层进行加固处理，以增强对隧道的支撑强度，保证隧道施工和隧道使用过程中的安全。

[0023] 根据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优选地，所述步骤S2)中，所述预定长度为1m，嵌入隧

底溶洞的下方基岩足够的长度能够保证所述钢花管的稳定性，使得钢花管加固能够达到设

计的加固强度。

[0024] 根据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优选地，所述步骤S2)中，所述钢花管为分节无缝钢

管，相邻两节无缝钢管之间采用螺纹套管连接。具体地，每节无缝钢管采用φ76热轧无缝钢

管，壁厚为6mm；钢管底部加工成锥形，钢管顶部1m范围内为止浆段，不钻设注浆孔；管身钻

设注浆孔，孔径为10～16mm，注浆孔孔间距为15～20cm，所述注浆孔交错布置，以保证较好

的注浆和加固效果。

[0025] 根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步骤S3)通过所述钢花管对隧底溶洞周围的土层进行注

浆加固，同时进行人工挖孔桩的加固施工，优选地，人工挖孔桩的加固施工采用多作业面同

时施工，以提高施工的效率，保证施工的进度。

[0026] 根据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优选地，所述步骤S3)通过所述钢花管对隧底溶洞周

围的土层进行注浆加固，包括：采用水灰比为1:1的水泥浆进行注浆加固，水泥采用强度等

级大于等于32.5的普通硅酸盐水泥，注浆压力为3.0MPa，材料的利用率高，经济可行，且能

够达到设计的加固强度。

[0027] 根据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优选地，所述步骤S3)进行人工挖孔桩的加固施工，

包括：对施工场地进行清理平整、夯打密实；保证施工出土路线畅通；进行施工准备，具体

地，现场四周设置排水沟、集水井和沉淀池；孔口四周挖排水沟，做好排水系统，及时排除地

表水；准备卷扬机、弯切机、斗车、振捣棒、风镐、空气压缩机、潜水泵、风钻等施工机具；安装

提升设备，布置好出渣道路，合理堆放材料和机具，使其不增加孔壁压力、不影响施工操作。

[0028] 测量放样确定所述人工挖孔桩的准确位置，具体地，在桩外侧设置桩中心的十字

控制桩，设置护桩并固桩，间隔预定时间检查校核护桩，以保证所述人工挖孔桩的位置不发

生偏移。

[0029] 从上至下逐层人工挖掘形成桩孔，具体地，采用从上到下逐层用镐、锹进行开挖，

遇坚硬土或大块孤石采用锤、钎破碎，按设计桩径加20cm控制截面大小；孔内挖出的土装入

吊桶，采用提升设备将渣土垂直运输到地面，堆积到指定地点，以防止污染环境；除去岩层、

较坚硬密实土层，其他土层情况必须施作护壁，以保持孔壁的稳定性，保证施工的安全；一

次开挖深度控制在80～150cm，当挖空深度大于6m时，需加设通风和照明措施，以保证施工

的安全性。

[0030] 制作钢筋笼并吊入所述桩孔中，具体地，钢筋笼的制作需要在专用台架上进行，采

用三个固定架进行固定，保证主筋和箍筋的轴线、平顺度和间距符合设计和规范要求；焊制

时使用直角尺进行控制，确保钢筋笼加强箍筋与主筋垂直；为保证骨架在吊装和运输过程

中不变形，按照一定间隔距离进行吊装和运输，且在钢筋笼的加强箍筋内部焊接临时三角

支撑，在吊装入孔过程中逐段去掉。

[0031] 钢筋笼骨架吊装时采用两点吊装：第一吊点设在骨架的下部，第二吊点设在骨架

长度的中点到上部三分点之间；钢筋笼骨架入孔时应缓慢下放，避免摆动碰撞孔壁，防止孔

口坍塌；调整钢筋笼的中心位置，并将钢筋笼固定与孔壁固定，以避免在混凝土灌注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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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浮笼现象。

[0032] 采用混凝土灌注入所述桩孔中形成所述人工挖孔桩，具体地，浇筑混凝土时使用

塔吊料斗，料斗口中心对准桩中心垂直下落；混凝土坍落度控制在10cm～14cm，开始灌注时

孔底积水深度不超过5cm，加快灌注的速度，使得混凝土对孔壁的压力大于渗水压力，以防

止水渗入孔内；由井下操作人员使用插入式振动器分层捣实砼，每层厚度不超过50cm，插点

间距40-50cm；每个桩的桩芯砼一次连续浇捣完毕，不留设施工缝，交接班间隙不超过0.5h。

[0033] 根据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优选地，所述人工挖掘形成桩孔后，还包括：在桩孔

中心位置保留核心土，沿桩孔的孔口位置环向开始挖掘，施工至第一预定深度后施作护壁

及锁口圈以维护加固桩孔的孔口，阻挡井上土石及其它物体滚入井下伤人，并且便于挡水

和定位。

[0034] 根据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优选地，在人工挖掘形成桩孔的过程中，每挖掘0.8

～1.5m深的桩孔，在所述桩孔壁采用立模灌注混凝土护壁，以加固所述桩孔的孔壁，防止塌

孔。

[0035] 具体地，混凝土护壁厚度为25cm，混凝土设计强度为C20，在浇筑混凝土时，将护壁

模板顶部用铁板铺平，再用串筒将混凝土下滑至铁板上，人工铲入模板内，并用振捣棒振捣

密实。

[0036] 根据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优选地，在人工挖掘形成桩孔的过程中，挖掘所述桩

孔达到设计高程后，进行孔底处理，检查孔底形状、孔径、孔深、垂直度、嵌入岩层深度是否

符合设计要求。

[0037] 根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步骤S4)在钢花管注浆加固及挖孔桩加固施工完成后，在

所述钢花管和人工挖孔桩上方施作筏板，施工流程简便易行，所述筏板将所述钢花管注浆

结构及挖孔桩加固结构连接成整体，提高了承载能力，避免隧道的不均匀沉降，保证了隧道

的施工和后期使用的安全。

[0038] 根据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所述钢花管注浆加固注浆的过程中注浆压力逐步升

高，当注浆压力达到设计终压值并稳定持续10min以上，注浆量与设计注浆量大致接近，进

浆量在20～30L/min以下的情况下注浆加固施工结束。

[0039] 根据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优选地，所述步骤S4)还包括：在钢花管注浆加固施

工完成后，在钢花管注浆范围内钻设多个检查孔，通过所述检查孔对注浆效果进行检查；通

过所述检查孔在1.0MPa压力下，进行压水检查，使得进水量符合预定要求；通过所述检查孔

取芯，取芯率不小于50％，进行无侧限抗压强度试验，使得抗压强度在预定范围内；在进水

量和抗压强度不符合要求的情况下，进行补充注浆。

[0040] 根据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优选地，所述步骤S4)在钢花管注浆加固及挖孔桩加

固施工完成后，在所述钢花管和人工挖孔桩上方施作筏板，包括：按照设计要求测量放线确

定施作筏板的工作面；清理、平整形成施作筏板的工作面；在所述工作面上绑扎钢筋，在钢

筋周边和内部预定位置进行立模板操作，在所述模板内浇筑混凝土形成所述筏板。

[0041]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隧道隧底溶洞处理施工方法，通过填充充满排水或引水

处理后的土体空层，为隧道提供支撑力，避免隧道发生变形而影响正常的施工，也避免隧道

在施工和使用的过程中发生安全事故；通过使用钢花管打穿隧底溶洞或隧底溶洞周围的软

弱夹层并嵌入隧底溶洞的下方基岩大于预定长度，对填充后的溶洞空间及周围的软弱土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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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加固处理，以增强对隧道的支撑强度，保证隧道施工和隧道使用过程中的安全；在所述

钢花管对隧底溶洞周围的土层进行注浆加固的同时进行人工挖孔桩的加固施工，提高了施

工的效率，保证了施工的进度；在钢花管注浆加固及挖孔桩加固施工完成后，在所述钢花管

和人工挖孔桩上方施作筏板，施工流程简便易行，所述筏板将所述钢花管注浆结构及挖孔

桩加固结构连接成整体，提高了承载能力，避免隧道的不均匀沉降，保证了隧道的施工和后

期使用的安全。

[0042] 以上结合附图详细描述了本发明实施例的可选实施方式，但是，本发明实施例并

不限于上述实施方式中的具体细节，在本发明实施例的技术构思范围内，可以对本发明实

施例的技术方案进行多种简单变型，这些简单变型均属于本发明实施例的保护范围。

[0043]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在上述具体实施方式中所描述的各个具体技术特征，在不矛

盾的情况下，可以通过任何合适的方式进行组合。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重复，本发明实施例对

各种可能的组合方式不再另行说明。

[0044] 此外，本发明实施例的各种不同的实施方式之间也可以进行任意组合，只要其不

违背本发明实施例的思想，其同样应当视为本发明实施例所公开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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