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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地下洞室及地下洞室施工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地下水丰富、围岩地质条件差的

大型地下洞室的施工方法，利用地下廊道进行超

前排水、超前加固主洞室围岩、超前勘探、超前监

测的多用途布置型式和方法，即在地下主洞室顶

拱及和边墙周边布置多层地下廊道，主洞室开挖

前先施工顶拱和边墙周边的廊道，利用施工后的

地下廊道超前降低主洞室周边地下水水位，同时

利用顶层廊道和边墙周边廊道对主洞室顶拱围

岩进行预固结灌浆、预应力锚索钻孔施工和监测

仪器的预埋。这种布置型式和方法，既可有效降

低地下水对洞室围岩的影响，又可通过提前对主

洞室进行灌浆加固围岩，缩短锚索施工时间发挥

锚索及时支护作用，且通过超前预埋监测仪器，

及时准确采集和掌握主洞室开挖过程中围岩的

变形监测数据来指导设计与施工，有力保障了地

下洞室施工期和运行期的安全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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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地下洞室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S1、在开挖主洞室之前，在待开挖主洞室拱顶上方挖设灌排廊道（2）；同时，在待开挖主

洞室的边墙两侧分别挖设第1层周边廊道（3），该周边廊道（3）位于主洞室拱顶所跨越的深

度范围内，在该周边廊道（3）的上方挖设顶层廊道（1）；

S2、分别在步骤S1中各顶层廊道（1）和灌排廊道（2）上设置向相应廊道上方的岩层延伸

的排水孔幕（4），在顶层廊道（1）与第1层周边廊道（3）之间设置排水孔幕（4）；

S3、通过灌排廊道（2）对待开挖主洞室（8）拱顶开挖线以上的围岩进行预固结灌浆施

工，在主洞室拱顶上方获得灌浆加固区（5）；

S4、通过周边廊道和灌排廊道对待开挖主洞室进行预应力锚索的造孔和预应力锚墩的

施工；然后，开始开挖主洞室，待开挖到预应力锚索相应部位后，进行穿索并对预应力锚索

（6）进行张拉锁定；开挖主洞室的同时，在第1层周边廊道的下方挖设依次由上至下排布的

第2层……第N层周边廊道，并在上、下相邻的周边廊道之间设置排水孔幕；其中，N为不小于

2的正整数。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地下洞室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对周边廊道和灌排廊道进

行开挖施工时，通过周边廊道和灌排廊道提前预埋用于收集主洞室围岩地质信息的监测

仪。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地下洞室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主洞室（8）拱顶上方

设有两条灌排廊道（2）。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地下洞室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相邻所述周边廊道（3）之

间通过排水孔幕（4）连通。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地下洞室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主洞室（8）包括多个

子洞室（801；802），周边廊道（3）设置于相邻所述子洞室（801；802）之间，该周边廊道（3）与

相邻各子洞室（801；802）的边墙之间分别设有预应力锚索（6）。

6.根据权利要求1~5任一项所述的地下洞室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预应力锚索

（6）为预应力对穿锚索。

7.根据权利要求1~5任一项所述的地下洞室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灌排廊道

（2）与主洞室（8）拱顶的距离为10~35m；所述周边廊道（3）与主洞室（8）边墙之间的距离为30

~60m。

8.根据权利要求1~5任一项所述的地下洞室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周边廊道

（3）与主洞室（8）的边墙之间埋设有监测仪（7）；所述灌排廊道（2）与主洞室（8）拱顶之间埋

设有监测仪（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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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地下洞室及地下洞室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地下工程领域，涉及一种地下洞室及地下洞室施工方法，尤其涉及地

下水丰富、围岩地质条件差的大型地下洞室及其施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针对地下水丰富、围岩条件较差的地下洞室施工，主要在地下洞室周边布置

地下廊道进行永久排水；支护方面在采用锚喷支护的基础上，还需要布置预应力锚索来控

制洞室围岩变形。常规的做法中，地下廊道的布置仅仅用作永久排水，而且地下廊道施工往

往滞后于主洞室施工，不考虑超前降低主洞室周边的地下水水位，施工期主洞室围岩往往

由于受地下水的影响而易出现塌方等现象；预应力锚索多采用端锚索，锚索施工和监测仪

器的埋设往往要等主洞室开挖时，再行施工，这样锚索支护及时性差，监测仪器收集到的数

据滞后，无法真实反映围岩变形的情况，常出现锚索支护不及时，导致主洞室开挖过程中出

现围岩变形过大和失稳的情况发生，也常常由于监测仪器埋设滞后，无法及时掌握洞室围

岩的变形情况，导致无法预判洞室围岩的稳定情况，而出现塌方现象，影响施工期安全，并

造成工期延误。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一种结构稳固的地下洞室及其施工方法。

[0004]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为：一种地下洞室，包括主洞室，所述主洞室的拱顶设有灌浆加

固区，灌浆加固区的上方设有灌排廊道，所述灌排廊道与灌浆加固区之间设有预应力锚索；

所述主洞室的两侧分别设有多条由上至下依次排列周边廊道，所述多条周边廊道与主洞室

的边墙之间设有预应力锚索。

[0005] 一般地，灌浆加固区指向相应区域的岩层内注入灌浆水泥等物料，以起到加固该

区域的作用。

[0006] 本发明中，通过灌浆加固区的设置，可以保证主洞室拱顶区域围岩的强度，防止开

挖时出现塌方事故；同时，在灌浆加固区上方设置灌排廊道，一方面可方便灌浆以形成灌浆

加固区，另一方面，可方便地在灌排廊道和灌浆加固区之间设置预应力锚索，约束相应围岩

的变形，提高主洞室的结构稳定性，同时预应力锚索对灌浆加固区产生牵引作用，降低灌浆

加固区对主洞室边墙部位的压力；通过周边廊道及相关预应力锚索的设置，可以对主洞室

边墙附近的围岩产生支护作用，限制围岩变形，以全方位提升主洞室的稳固程度，防止主洞

室开挖及后续使用过程中出现塌方事故。

[0007] 进一步地，所述主洞室拱顶上方设有两条灌排廊道，设置两条灌排廊道，对应的可

多设置两条预应力锚索，以增大对拱顶围岩的约束力。

[0008] 进一步地，所述灌排廊道上设有向灌排廊道上方延伸的排水孔幕。

[0009] 进一步地，相邻所述周边廊道之间通过排水孔幕连通。

[0010] 通过排水孔幕的设置，可降低主洞室周边地下水位，减小地下水对主洞室开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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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利于主洞室的开挖稳定；开挖完成后，可对主洞室起到保护作用，减少水对主洞室的

渗透。

[0011] 进一步地，所述主洞室包括多个子洞室，相邻所述子洞室之间设有周边廊道，该周

边廊道与相邻各子洞室的边墙之间分别设有预应力锚索，提高洞室边墙的稳固度。

[0012] 进一步地，所述预应力锚索为预应力对穿锚索。

[0013] 进一步地，所述灌排廊道与主洞室拱顶的距离为10~35m；所述周边廊道与主洞室

边墙之间的距离为30~60m。优选地，所述灌排廊道与主洞室拱顶的距离为20~30m；所述周边

廊道与主洞室边墙之间的距离为40~50m。

[0014] 为了获得主洞室围岩变形等信息，所述周边廊道与主洞室的边墙之间埋设有监测

仪；所述灌排廊道与主洞室拱顶之间埋设有监测仪。优选地，所述监测仪为多点位移计。

[0015] 基于同一个发明构思，本发明还提供一种地下洞室的施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16] S1、在开挖主洞室之前，在待开挖主洞室拱顶上方挖设灌排廊道；同时，在待开挖

主洞室的边墙两侧分别挖设第1层周边廊道，该周边廊道位于主洞室拱顶所跨越的深度范

围内，在该周边廊道的上方挖设顶层廊道；

[0017] S2、分别在步骤S1中各顶层廊道和灌排廊道上设置向相应廊道上方的岩层延伸的

排水孔幕，在顶层廊道与第1层周边廊道之间设置排水孔幕；

[0018] S3、通过灌排廊道对待开挖主洞室拱顶开挖线以上的围岩进行预固结灌浆施工，

在主洞室拱顶上方获得灌浆加固区；

[0019] S4、通过周边廊道和灌排廊道对待开挖主洞室进行预应力锚索的造孔和预应力锚

墩的施工；然后，开始开挖主洞室，待开挖到预应力锚索相应部位后，进行穿索并对预应力

锚索进行张拉锁定；开挖主洞室的同时，在第1层周边廊道的下方挖设依次由上至下排布的

第2层……第N层周边廊道，并在上、下相邻的周边廊道之间设置排水孔幕；其中，N为不小于

2的正整数。

[0020] 进一步地，对周边廊道和灌排廊道进行开挖施工时，通过周边廊道和灌排廊道提

前预埋用于收集主洞室围岩地质信息的监测仪，如多点位移计。这样待主洞室开挖后可及

时收集围岩变形等信息，可为评价和调整支护设计参数和施工措施提供依据，有效控制主

洞室的围岩变形，确保主洞室开挖的安全稳定。

[0021] 采用本发明的方法，步骤S1中超前开挖灌排廊道、顶层廊道和第1层周边廊道，并

在步骤S2中设置相关排水孔幕，可以超前降低主洞室周边地下水位，减小地下水对主洞室

开挖的影响，有利于主洞室的开挖稳定；步骤S3中，通过灌浆施工，可有效提高主洞室顶拱

围岩的完整性和稳定性，避免主洞室开挖时顶拱围岩出现大的塌方和掉块；步骤S4中，在开

挖主洞室之前便进行预应力锚索的造孔和预应力锚墩施工，待主洞室开挖到锚索相应部位

一定距离后，可快速穿索和进行锚索的张拉锁定，可充分发挥锚索及时支护的功效，及时约

束围岩的变形，对确保主洞室的开挖稳定十分有利。

[0022] 对周边廊道、顶层廊道等地下廊道先行施工后，可收集地下廊道开挖揭露的地质

情况，通过此推测出主洞室的围岩信息，有利于对支护参数和施工方案进行复核。

[0023] 本发明在地下洞室构建过程中，利用地下廊道提前施工，并结合超前排水、超前对

主洞室灌浆加固、超前勘探和超前监测的多用途布置型式和施工方法，实现对主洞室超前

排水、超前灌浆加固、超前勘探和超前监测。这种布置型式和方法利用主洞室顶拱及周边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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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多层地下廊道（顶层廊道、灌排廊道及周边廊道）且在主洞室开挖前先行施工完成，先利

用施工后的地下廊道对待开挖主洞室区域及附近岩层进行超前排水，即通过廊道降低待开

挖主洞室周边的地下水水位，有效地减小地下水对主洞室开挖的影响，保证主洞室的开挖

稳定；再利用灌排廊道对主洞室进行预固结灌浆超前加固，提高主洞室顶拱围岩的完整性

和稳定性，避免主洞室开挖时顶拱围岩出现大的塌方和掉块；然后再利用施工后的地下廊

道提前对预应力锚索进行钻孔（锚墩）的施工，可充分发挥锚索支护的及时性，及时约束围

岩的变形，确保主洞室的开挖稳定；最后再利用施工后的相关地下廊道收集地质信息和提

前预埋监测仪器，推测出主洞室地质信息和及时获得监测数据可为评价和调整支护设计参

数和施工措施提供依据，为有效地控制主洞室的围岩变形和确保主洞室开挖的安全稳定提

供有利保障。

[0024] 本发明的地下洞室结构稳固，运行期安全稳定；通过本发明的提供的施工方法，可

实现对主洞室的安全稳定开挖，节省施工时间，有效保障地下洞室施工期和运行期的安全

稳定。

附图说明

[0025] 图1是本发明第一种实施方式的廊道及排水孔幕布置示意图。

[0026] 图2是本发明第一种实施方式的主洞室顶拱预固结灌浆布置示意图。

[0027] 图3是本发明第一种实施方式的预应力锚索布置示意图。

[0028] 图4是本发明第一种实施方式的地下廊道监测器埋设情况示意图。

[0029] 其中：1—顶层廊道；2—灌排廊道；3—周边廊道；4—排水孔幕；5—灌浆加固区；

6—预应力锚索；7—监测仪器；8—主洞室；801、802-子洞室。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为叙述方便，本发明中如出现“上”、“下”、“左”、“右”字样，仅表示与附图本身的

上、下、左、右方向一致，并不对结构起限定作用。

[0031] 下面以某抽水蓄能电站的地下洞室构建为例来对本发明进行进一步说明，该电站

地下厂房洞室围岩条件较差，围岩类别为Ⅲ～Ⅳ类，局部Ⅴ类，围岩比较破碎，且地下水十

分丰富。

[0032] 该地下洞室，包括主洞室8，所述主洞室8的拱顶设有灌浆加固区5，灌浆加固区5的

上方设有灌排廊道2，所述灌排廊道2与灌浆加固区5之间设有预应力锚索6；所述主洞室8的

两侧分别设有3条由上至下依次排列周边廊道3，第一层和第二层周边廊道3与主洞室8的边

墙之间设有预应力锚索6。

[0033] 其中，所述主洞室8包括洞室子801和子洞室802，各子洞室拱顶上方设有两条灌排

廊道2（见图2）。

[0034] 所述灌排廊道2上设有向灌排廊道上方延伸的排水孔幕4；相邻所述周边廊道3之

间通过排水孔幕4连通（见图1）。

[0035] 相邻所述子洞室之间设有一个周边廊道3，该周边廊道3与相邻各子洞室的边墙之

间分别设有预应力锚索6（见图3）。

[0036] 所述预应力锚索6为预应力对穿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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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7] 所述周边廊道3与主洞室8的边墙之间埋设有监测仪7；所述灌排廊道2与主洞室8

拱顶之间埋设有监测仪7（见图4）。

[0038] 为提高厂房洞室围岩的整体稳定性，在厂房顶拱以上25m和距边墙45m周边布置4

层地下廊道（由上至下依次为顶层廊道1及与顶层廊道平齐的灌排廊道2、周边廊道3），地下

廊道布置充分考虑降低厂房地下水、又可对主厂房和主变洞顶拱围岩进行预固结灌浆、又

方便预应力锚索的快速施工和提前预埋监测仪器等多方面综合作用，在地下廊道布置设计

时充分考虑廊道的合适高程和位置，以及顶层灌排廊道断面尺寸等，地下廊道布置既要具

备提前施工的条件，又要具备对主洞室顶拱进行预固结灌浆、预应力锚索6和监测器7的提

前施工的条件和方法。该地下廊道多用途布置型式和方法，既成功解决了地下水对厂房开

挖的影响，使厂房整个开挖过程基本处于干燥的环境施工，又通过预固结灌浆、预应力锚索

及时支护和监测仪器提前预埋准确掌握厂房围岩变形数据，及时调整支护参数和施工措

施，有效地控制厂房洞室围岩的变形，顺利保证了厂房洞室开挖过程的安全稳定。从实施效

果来看，效果比较理想，主洞室开挖过程未出现塌方、掉块现象，工程进行十分顺利；运行期

中，主洞室结构表现稳定，未出现异常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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