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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大断面隧道V级围岩开挖

支护的施工方法，该方法根据高速公路隧道施工

需求研制出隧道V级围岩开挖掘进的新方法。对

于大断面公路隧道掘进施工中，如何确保隧道施

工质量、安全和施工进度是重难点内容，直接决

定了隧道施工的质量、投入的成本及隧道工期

等。该方法通过建模对隧道周边围岩受力进行分

析，对施工过程中隧道初支变形进行有效控制，

提早初期支护作用时间。不仅提高了隧道施工安

全系数和隧道施工掘进速度，提高了隧道开挖施

工机械的利用率，同时确保了成型隧道的质量。

本方法适用于两车道以上大断面圆弧形或马蹄

形隧道开挖掘进施工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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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大断面隧道V级围岩开挖支护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在大断面隧道开挖过程中，凌空面越广，围岩作用力越大，产生的破坏力也越大；隧道V级围

岩开挖后，在短时间内支护不及时也极易发生坍塌；根据这一特性，采取小面积开挖掘进的

分部环挖法来解决此问题，充分利用围岩自身自稳能力来抵抗周边围岩作用力，在短时间

内完成初期支护，形成支护体系；

1.1大跨径隧道开挖方法

隧道开挖方法直接关系到隧道的施工进度和安全，本方法就是在保证施工安全的前提

下，将隧道分为上下两大部分，充分利用大跨径隧道的空间，将大型机械设备应用于隧道开

挖施工，将施工效率和施工进度提升起来；

a.第一步首先开挖隧道上部台阶拱部围岩，开挖宽度等同拱部超前支护的范围，开挖

高度控制在2.2m～1 .8m之间，开挖进尺宜控制在1榀，不超2榀；开挖形状为圆弧形，面积

33m2；该部施工全部在超前小导管的支护下进行，依据围岩情况，采用PC220型挖掘机直接

开挖，边角处采用人工风镐开挖，或采用爆破开挖，挖机清碴，保证开挖范围不欠挖，然后进

行初期支护；

b.第二步开挖隧道上部台阶中核心土，保证中部核心土台顶面距掌子面3.5m～4.5m，

既保证挖掘机能够对掌子面作业施工，超前小导管能够打设安装，又能控制掌子面位移，保

证前掌子面围岩稳定不变形；中核心土体开挖时，预留左右侧边墙土体，土体顶部宽度2m左

右，底部宽度3.5m～4.0m，高度3m左右，保证土体有足够的强度能够抵御围岩变形挤压力，

边坡坡比采用1:0.3；上部台阶整体高度距初支顶部宜6.0m～7.0m，保证大型机械设备的作

业空间；

c.第三步开挖隧道上部台阶左或右侧边墙土体，每循环开挖1～2榀；开挖完毕后立即

进行支护，此处边墙左右侧可同时开挖、支护，左右侧边墙保证前后错位不小于3m；

d.第四步开挖隧道上部台阶右或左侧边墙土体，方法同c；

e.第五步开挖隧道下部台阶左或右侧边墙导坑，每循环开挖1～2榀，开挖后应立即支

护；此处开挖导坑底部宽度不宜小于3.5m，以方便打设安装锁脚小导管施工；开挖完毕后立

即进行支护，此处边墙导坑左右侧同时开挖支护，左右侧边墙保证前后错位不小于3m，中部

预留土体顶部宽度应满足车辆设备通行，并有足够的稳定性，两侧边坡坡比为1:0.3；下部

台阶导坑距上部台阶边墙土体宜10m～20m，台阶平台可提供给各类型设备作业空间，提高

施工效率；

f.第六步开挖隧道下部台阶右或左侧边墙导坑，方法同e；

h.第七步开挖隧道下台阶中部土体及仰拱，开挖应一次到位，仰拱整体开挖，不能分幅

施作，每循环开挖长度不大于3m；否则开挖支护时间过长，易造成初支掉落形成事故；此处

开挖施工应在上部台阶喷浆时进行，避免干扰，支护施工应在12m栈桥下进行；

1.2大跨径隧道支护方法

大跨径隧道台阶分部环挖后应及时进行初期支护，支护方法如下：

a.上部台阶拱顶采用3m长Φ42×4的注浆小导管进行超前支护，每榀小导管仰角控制

在10°～15°，小导管环向间距30cm～45cm，穿过一榀型钢拱架超前打设，搭接长度为1.5m～

1.2m，如此布设超前小导管可以有力的阻止拱顶围岩的下沉变形，增加拱顶围岩的自稳能

力；钢拱架根据围岩情况采用I22b或I20b型钢，间距采用50cm～75cm，钢架间设连接筋固定

权　利　要　求　书 1/2 页

2

CN 107060840 B

2



连接；在型钢钢架内外侧铺设钢筋网，钢筋网与喷射混凝土共同作用，以增加初期支护的抗

折性能；在型钢拱架拱脚上方30cm处打设两根3.5m～4m的锁脚注浆小导管，小导管倾斜向

下15°，一根锁脚导管紧贴钢拱架打设，另一根锁脚导管朝前打设，与拱架断面形成10°夹

角，锁脚导管注浆后通过L型Φ22钢筋与型钢拱架焊接；锁脚小导管在围岩山体内通过注浆

形成一道围岩封闭层，确保初支与山体围岩紧密连接；由于本开挖方法空间较窄，且加强了

超前小导管支护作用，因此取消了作用较不明显，施作较难，且危险性较高的径向锚杆；

b.上下台阶边墙开挖后及时进行初期支护，型钢钢架采用钢板螺栓连接，锁脚小导管

打设同上a，并取消径向锚杆；

c.仰拱开挖后及时进行支护，每榀型钢采用1m长Φ22钢筋三道进行定位；每道两根分

别位于型钢两侧，打入拱底围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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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大断面隧道V级围岩开挖支护的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大断面圆弧形隧道V级围岩条件下分部开挖支护的施工方法，属于围

岩隧道开挖支护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交通运输业的跨越式进步，现有高速公路越来越不能满足

交通需求，尤其是经济不发达的山岭地区依托国家现行经济政策，经济高速发展，但受到了

交通的极大制约，因此在山岭地区修建高速公路成为必行之事。山岭高速公路越来越多的

被设计为三车道高速公路，同时，穿越山岭时隧道也成为三车道山岭隧道。虽然三车道隧道

属于大跨径隧道，在修建时存在一定难度，但是还是越来越多的被采用。该方法依托于昆明

绕城高速公路东南段杨林隧道工程，根据大跨径山岭隧道V级围岩开挖支护需求研制出的

新方法。对于大断面隧道V级围岩开挖支护施工中，选择如何开挖和支护是重难点内容，直

接决定了使用的机械、投入的成本等。目前，国内对大跨径隧道V级围岩开挖掘进通常采用

CRD法或者是双侧壁导坑法，对于这两种方法一是开挖速度慢，大型机械设备不易投入使

用，工作效率低；二是投入较多，临时支护需拆除，拆除过程中易产生安全隐患，初支沉降容

易超标。因此经常因为拆除临时支护造成拱顶下沉侵限或是产生坍塌危险，同时也因为开

挖进度较慢造成工期紧张。

[0003] 大跨径隧道V级围岩开挖支护往往影响了整个项目工期和效益，同时一旦发生初

支变形沉降过大，或者拱顶坍塌等事情，将极大的影响隧道施工的安全、质量、进度和效益。

尽管现代超前探测技术较为先进，但是隧道施工中不可预见因素太多，围岩变化较快，一整

座长大隧道施工完毕，地质类型变更往往不可控，因此，长大隧道最终的竣工日期成为不可

控，这给施工单位及投资单位均带来不可控损失。所以研究新的施工方法具有较高的实用

价值和重要社会意义。

[0004] 因传统的大跨径隧道V级围岩施工方法效率低、投入高、安全隐患多、施工进度缓

慢，基于上述分析，研究出新的大跨径隧道V级围岩开挖支护的施工方法——台阶分部环挖

法。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大断面隧道V级围岩开挖支护

的施工方法，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在大断面隧道开挖过程中，凌空面越广，围岩作用力越

大，产生的破坏力也越大。隧道V级围岩开挖后，在短时间内支护不及时也极易发生坍塌。根

据这一特性，采取小面积开挖掘进的分部环挖法来解决此问题，充分利用围岩自身自稳能

力来抵抗周边围岩作用力，在短时间内完成初期支护，形成支护体系。

[0006] 1.1大跨径隧道开挖方法

[0007] 隧道开挖方法直接关系到隧道的施工进度和安全，本方法就是在保证施工安全的

前提下，将隧道分为上下两大部分，充分利用大跨径隧道的空间，将大型机械设备应用于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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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开挖施工，将施工效率和施工进度提升起来。

[0008] a .第一步首先开挖隧道上部台阶拱部围岩，开挖宽度等同拱部超前支护的范围，

开挖高度控制在2.2m～1.8m之间，开挖进尺宜控制在1榀，不超2榀。开挖形状为圆弧形，面

积约33m2。该部施工全部在超前小导管的支护下进行，依据围岩情况，采用PC220型挖掘机

直接开挖，边角处采用人工风镐开挖，或采用爆破开挖，挖机清碴，保证开挖范围不欠挖，然

后进行初期支护。

[0009] b.第二步开挖隧道上部台阶中核心土，保证中部核心土台顶面距掌子面3.5m～

4.5m，既保证挖掘机能够对掌子面作业施工，超前小导管能够打设安装，又能控制掌子面位

移，保证前掌子面围岩稳定不变形。中核心土体开挖时，预留左右侧边墙土体，土体顶部宽

度2m左右，底部宽度3.5m～4.0m，高度3m左右，保证土体有足够的强度能够抵御围岩变形挤

压力，边坡坡比采用1:0.3。上部台阶整体高度距初支顶部宜6.0m～7.0m，保证大型机械设

备的作业空间。

[0010] c.第三步开挖隧道上部台阶左或右侧边墙土体，每循环开挖1～2榀。开挖完毕后

立即进行支护，此处边墙左右侧可同时开挖、支护，左右侧边墙保证前后错位不小于3m。

[0011] d.第四步开挖隧道上部台阶右或左侧边墙土体，方法同c。

[0012] e.第五步开挖隧道下部台阶左或右侧边墙导坑，每循环开挖1～2榀，开挖后应立

即支护。此处开挖导坑底部宽度不宜小于3.5m，以方便打设安装锁脚小导管施工。开挖完毕

后立即进行支护，此处边墙导坑左右侧同时开挖支护，左右侧边墙保证前后错位不小于3m，

中部预留土体顶部宽度应满足车辆设备通行，并有足够的稳定性，两侧边坡坡比为1:0.3。

下部台阶导坑距上部台阶边墙土体宜10m～20m，台阶平台可提供给各类型设备作业空间，

提高施工效率。

[0013] f.第六步开挖隧道下部台阶右或左侧边墙导坑，方法同e。

[0014] h.第七步开挖隧道下台阶中部土体及仰拱，开挖应一次到位，仰拱整体开挖，不能

分幅施作，每循环开挖长度不大于3m。否则开挖支护时间过长，易造成初支掉落形成事故。

此处开挖施工应在上部台阶喷浆时进行，避免干扰，支护施工应在12m栈桥下进行。

[0015] 1.2大跨径隧道支护方法

[0016] 大跨径隧道台阶分部环挖后应及时进行初期支护，支护方法如下：

[0017] a .上部台阶拱顶采用3m长Φ42×4的注浆小导管进行超前支护，每榀小导管仰角

控制在10°～15°，小导管环向间距30cm～45cm，穿过一榀型钢拱架超前打设，搭接长度为

1.5m～1.2m，如此布设超前小导管可以有力的阻止拱顶围岩的下沉变形，增加拱顶围岩的

自稳能力。钢拱架根据围岩情况采用I22b或I20b型钢，间距采用50cm～75cm，钢架间设连接

筋固定连接。在型钢钢架内外侧铺设钢筋网，钢筋网与喷射混凝土共同作用，以增加初期支

护的抗折性能。在型钢拱架拱脚上方30cm处打设两根3.5m～4m的锁脚注浆小导管，小导管

倾斜向下15°，一根锁脚导管紧贴钢拱架打设，另一根锁脚导管朝前打设，与拱架断面形成

10°夹角，锁脚导管注浆后通过L型Φ22钢筋与型钢拱架焊接。锁脚小导管在围岩山体内通

过注浆形成一道围岩封闭层，确保初支与山体围岩紧密连接。由于本开挖方法空间较窄，且

加强了超前小导管支护作用，因此取消了作用较不明显，施作较难，且危险性较高的径向锚

杆。

[0018] b.上下台阶边墙开挖后及时进行初期支护，型钢钢架采用钢板螺栓连接，锁脚小

说　明　书 2/5 页

5

CN 107060840 B

5



导管打设同上a，并取消径向锚杆。

[0019] c.仰拱开挖后及时进行支护，每榀型钢采用1m长Φ22钢筋三道进行定位。每道两

根分别位于型钢两侧，打入拱底围岩。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三车道隧道开挖支护示意图。

[0021] 图2为三车道隧道初支洞身。

[0022] 图3为隧道锁脚小导管示意图

[0023] 图中：1、隧道上部台阶拱部围岩，2、隧道上部台阶中核心土，3、隧道上部台阶左侧

边墙土体，4、隧道上部台阶右侧边墙土体，5、隧道下部台阶左侧边墙导坑，6、隧道下部台阶

右侧边墙导坑，7、隧道下台阶中部土体及仰拱。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一种大断面隧道V级围岩开挖支护的施工方法，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25] 1、大跨径隧道围岩开挖受力分析

[0026] 隧道设计断面采用“三心圆曲墙式”断面，三车道设计开挖断面最大达17.25m，紧

急停车带宽度可达到20.40m。大跨径隧道掌子面开挖后主要是受到正掌子面围岩的主动土

压力和拱部围岩的自重压力、边墙围岩的挤压力以及拱底围岩在山体围岩挤压下的上拱

力，也就是说假如隧道掌子面围岩一次开挖成型后，凌空面会受到两方面的压力即围岩自

重土压力以及周边围岩的挤压力，如果初支不及时，在这两方面压力下，就会导致隧道掌子

面围岩失去自稳能力从而坍塌。在大断面隧道实际施工开挖过程中，凌空面越广，围岩作用

力越大，产生的破坏力也越大。再者，隧道V级围岩本身的自稳能力较差，围岩散碎易滑动，

在开挖过程中，由于外力的干扰，本身稳定的结构会受到影响，再在山体围岩挤压作用力

下，更加容易失稳坍塌。初期支护主要就是在掌子面围岩失稳前，对掌子面拱顶、边墙及仰

拱围岩进行支护，从而使一定范围内的围岩与初支结构成为一体，从而保证围岩不失稳，变

形在可控范围内。拱部坍塌多是由于隧道开挖后支护不及时造成的，而隧道初支坍塌多是

由于边墙或仰拱开挖过长而支护不及时造成,拱脚悬空或者初支与围岩本体未构成一体，

存在空洞从而引发坍塌。本方法就是通过研究开挖支护方法，减少隧道围岩凌空的面积和

时间从而控制围岩失稳变形。

[0027] 2、大跨径隧道开挖支护技术方案。

[0028] 通过对大断面隧道掌子面围岩开挖受力分析得知：在大断面隧道开挖过程中，凌

空面越广，围岩作用力越大，产生的破坏力也越大。隧道V级围岩开挖后，在短时间内支护不

及时也极易发生坍塌。根据这一特性，采取小面积开挖掘进的分部环挖法来解决此问题，充

分利用围岩自身自稳能力来抵抗周边围岩作用力，在短时间内完成初期支护，形成支护体

系。

[0029] 2.1大跨径隧道开挖方法

[0030] 隧道开挖方法直接关系到隧道的施工进度和安全，本方法就是在保证施工安全的

前提下，将隧道分为上下两大部分，充分利用大跨径隧道的空间，将大型机械设备应用于隧

道开挖施工，将施工效率和施工进度提升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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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a .第一步首先开挖隧道上部台阶拱部围岩，开挖宽度等同拱部超前支护的范围，

开挖高度控制在2.2m～1.8m之间，开挖进尺宜控制在1榀，不超2榀。开挖形状为圆弧形，面

积约33m2。该部施工全部在超前小导管的支护下进行，依据围岩情况，采用PC220型挖掘机

直接开挖，边角处采用人工风镐开挖，或采用爆破开挖，挖机清碴，保证开挖范围不欠挖，然

后进行初期支护。

[0032] b.第二步开挖隧道上部台阶中核心土，保证中部核心土台顶面距掌子面3.5m～

4.5m，既保证挖掘机能够对掌子面作业施工，超前小导管能够打设安装，又能控制掌子面位

移，保证前掌子面围岩稳定不变形。中核心土体开挖时，预留左右侧边墙土体，土体顶部宽

度2m左右，底部宽度3.5m～4.0m，高度3m左右，保证土体有足够的强度能够抵御围岩变形挤

压力，边坡坡比采用1:0.3。上部台阶整体高度距初支顶部宜6.0m～7.0m，保证大型机械设

备的作业空间。

[0033] c.第三步开挖隧道上部台阶左或右侧边墙土体，每循环开挖1～2榀。开挖完毕后

立即进行支护，此处边墙左右侧可同时开挖、支护，左右侧边墙保证前后错位不小于3m。

[0034] d.第四步开挖隧道上部台阶右或左侧边墙土体，方法同c。

[0035] e.第五步开挖隧道下部台阶左或右侧边墙导坑，每循环开挖1～2榀，开挖后应立

即支护。此处开挖导坑底部宽度不宜小于3.5m，以方便打设安装锁脚小导管施工。开挖完毕

后立即进行支护，此处边墙导坑左右侧可同时开挖支护，左右侧边墙保证前后错位不小于

3m，中部预留土体顶部宽度应满足车辆设备通行，并有足够的稳定性，两侧边坡坡比为1:

0.3。下部台阶导坑距上部台阶边墙土体宜10m～20m，台阶平台可提供给各类型设备作业空

间，提高施工效率。

[0036] f.第六步开挖隧道下部台阶右或左侧边墙导坑，方法同e。

[0037] h.第七步开挖隧道下台阶中部土体及仰拱，开挖应一次到位，仰拱整体开挖，不能

分幅施作，每循环开挖长度不大于3m。否则开挖支护时间过长，易造成初支掉落形成事故。

此处开挖施工应在上部台阶喷浆时进行，避免干扰，支护施工应在12m栈桥下进行。

[0038] 2.2大跨径隧道支护方法

[0039] 大跨径隧道台阶分部环挖后应及时进行初期支护，支护方法如下：

[0040] a .上部台阶拱顶采用3m长Φ42×4的注浆小导管进行超前支护，每榀小导管仰角

控制在10°～15°，小导管环向间距30cm～45cm，穿过一榀型钢拱架超前打设，搭接长度为

1.5m～1.2m，如此布设超前小导管可以有力的阻止拱顶围岩的下沉变形，增加拱顶围岩的

自稳能力。钢拱架根据围岩情况采用I22b或I20b型钢，间距采用50cm～75cm，钢架间设连接

筋固定连接。在型钢钢架内外侧铺设钢筋网，钢筋网与喷射混凝土共同作用，以增加初期支

护的抗折性能。在型钢拱架拱脚上方30cm处打设两根3.5m～4m的锁脚注浆小导管，小导管

倾斜向下15°，一根锁脚导管紧贴钢拱架打设，另一根锁脚导管朝前打设，与拱架断面形成

10°夹角，锁脚导管注浆后通过L型Φ22钢筋与型钢拱架焊接。锁脚小导管在围岩山体内通

过注浆形成一道围岩封闭层，确保初支与山体围岩紧密连接。由于本开挖方法空间较窄，且

加强了超前小导管支护作用，因此取消了作用较不明显，施作较难，且危险性较高的径向锚

杆。

[0041] b.上下台阶边墙开挖后及时进行初期支护，型钢钢架采用钢板螺栓连接，锁脚小

导管打设同上a，并取消径向锚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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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2] c.仰拱开挖后及时进行支护，每榀型钢采用1m长Φ22钢筋三道进行定位。每道两

根分别位于型钢两侧，打入拱底围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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