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911014298.0

(22)申请日 2019.10.23

(71)申请人 贵州大学

地址 550025 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贵州大

学北校区

    申请人 中铁二院贵阳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

责任公司

(72)发明人 刘宁　陈凯　刘向远　赵柏文　

付守洪　蔡炜　江飘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联创佳为专利事务所

(普通合伙) 11362

代理人 石诚

(51)Int.Cl.

E21D 9/14(2006.01)

E21D 11/10(2006.01)

E21D 11/15(2006.01)

E21D 11/14(2006.01)

E21D 21/00(2006.01)

E21D 11/38(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大断面隧道“品”字形功能结构的开挖、

支护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大断面隧道“品”字形功

能结构的开挖、支护方法，根据隧道尺寸，将开挖

区域分为左、中、右三个区域，每个区域由上至下

分为多个导洞，按照左右对称、由上至下、最后中

间的施工方式开挖各个导洞，开挖同时对各个导

洞顶、底部以及侧面进行支护，使之形成闭合圈，

一个循环结束围岩稳定后，拆除支护中的部分临

时钢支撑，对剩余临时钢支撑进行加固处理，使

之成为永久钢支撑。通过对双侧壁导坑法的改

进，实现了隧道开挖临时支护转变为永久支护。

能有效的节约施工成本、缩短一定的工期、增加

施工安全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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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大断面隧道“品”字形功能结构的开挖、支护方法，其特征在于：根据隧道尺寸，

将开挖区域分为左、中、右三个区域，每个区域由上至下分为多个导洞，按照左右对称、由上

至下、最后中间的施工方式开挖各个导洞，开挖同时对各个导洞顶、底部以及侧面进行支

护，使之形成闭合圈，一个循环结束围岩稳定后，拆除支护中的部分临时钢支撑，对剩余临

时钢支撑进行加固处理，使之成为永久钢支撑。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大断面隧道“品”字形功能结构的开挖、支护方法，其特征在

于：该方法包括有以下步骤：

A.将开挖区域分为左侧区域、中间区域和右侧区域，每个区域由上至下又分为三个导

洞，左侧区域分为：左侧上部导洞①、左侧中部导洞③和左侧底部导洞⑤；中间区域分为：中

间上部导洞⑦、中间中部导洞⑧和中间底部导洞⑨；右侧区域分为：右侧上部导洞②、右侧

中部导洞④和右侧底部导洞⑥；

B.开挖左侧上部导洞①和右侧上部导洞②：对左侧上部导洞①进行超前预支护，然后

开挖左侧上部导洞①，同步进行初期支护，支护紧跟掌子面，主洞洞身及侧壁墙初喷后，对

主洞洞身支护采用组合式锚杆、钢筋网片、工字钢支撑、复喷湿喷砼进行支护；支护过程中

侧壁墙工字钢支撑与洞身拱部及横向钢支撑连接，侧壁墙采用湿喷砼加强支护，使之形成

闭合圈；工字钢间采用纵向连接钢筋连接，开挖长度至一个断面宽度L后，开挖右侧上部导

洞②，其施工步骤同左侧上部导洞①；

C.开挖左侧中部导洞③和右侧中部导洞④：对左侧中部导洞③进行超前预支护,然后

开挖左侧中部导洞③，同步进行初期支护，支护紧跟掌子面，主洞洞身及侧壁墙初喷后，对

主洞洞身采用组合式锚杆、钢筋网片、工字钢支撑、复喷湿喷砼进行支护；支护过程中侧壁

墙工字钢支撑与左侧上部导洞①侧壁钢支撑及左侧中部导洞③横向钢支撑连接，侧壁墙采

用湿喷砼加强支护，使之形成闭合圈；工字钢间采用纵向连接钢筋连接，开挖长度至一个断

面宽度L后，开挖右侧中部导洞④，其施工步骤同左侧中部导洞③；

D.开挖左侧底部导洞⑤和右侧底部导洞⑥：对左侧底部导洞⑤进行超前预支护,然后

开挖左侧底部导洞⑤，同步进行初期支护，支护紧跟掌子面，主洞洞身及侧壁墙初喷后，对

主洞洞身采用组合式锚杆、钢筋网片、工字钢支撑、复喷湿喷砼进行支护；底部采用钢支撑

进行初期支护，侧壁墙工字钢支撑与左侧中部导洞③侧壁钢支撑及底部钢支撑连接，侧壁

墙采用湿喷砼加强支护，底部采用湿喷砼支护，使之形成闭合圈；工字钢间采用纵向连接钢

筋连接，开挖长度至一个断面宽度L后，开挖右侧底部导洞⑥，其施工步骤同左侧底部导洞

⑤；

E.开挖中间上部导洞⑦：对中间上部导洞⑦进行超前预支护,  然后开挖中间上部导洞

⑦，同步进行初期支护，支护紧跟掌子面，主洞洞身初喷后，主洞洞身支护采用组合式锚杆、

钢筋网片、工字钢支撑、复喷湿喷砼支护；洞身拱部钢支撑与左右两侧侧壁墙工字钢支撑连

接，横向钢支撑与两侧侧壁墙钢支撑连接，洞身拱部采用湿喷砼加强支护，使之形成闭合

圈；工字钢间采用纵向连接钢筋连接，开挖长度至一个断面宽度L后，开挖中间中部导洞⑧；

F.开挖中间中部导洞⑧：开挖中间中部导洞⑧，设置横向钢支撑与两侧侧壁墙钢支撑

连接，使之形成闭合圈；工字钢间采用纵向连接钢筋连接，开挖长度至一个断面宽度L后，开

挖中间底部导洞⑨；

G.开挖中间底部导洞⑨：开挖中间底部导洞⑨，同步进行初期支护，底部钢支撑与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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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底部钢支撑连接，底部采用湿喷砼支护；

H.待围岩稳定后拆除部分临时支撑：包括中间上部导洞⑦与左侧上部导洞①、右侧上

部导洞②之间的两个侧壁墙工字钢支撑；左侧中部导洞③和左侧底部导洞⑤之间的横向钢

支撑；右侧中部导洞④和右侧底部导洞⑥之间的横向钢支撑；以及中间上部导洞⑦与中间

中部导洞⑧之间的横向钢支撑；

J.整体灌注仰拱砼及填充层,之后设置防水层进行二次衬砌,采用模注混凝土二次衬

砌对洞身和保留下来的临时支撑进行衬砌，重复以上步骤，直至整个隧道开挖完成。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大断面隧道“品”字形功能结构的开挖、支护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步骤A中，根据上方通风隧道以及下方两个行车隧道的具体几何尺寸，利用测量仪

器按照设计标高进行放线定位，将各个隧道分部导洞的标高坐标位置确定。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大断面隧道“品”字形功能结构的开挖、支护方法，其特征在

于：开挖过程中，利用I28b型钢作为临时支撑的材料，按照事先设计好的尺寸与位置做好拼

接工作，拼接采用端头处垫板螺栓铆钉的方式进行；步骤H中，两个侧壁墙工字钢支撑以及

两个横向钢支撑拆除完毕后，对剩余临时支撑的接头处进行从上至下的焊接加固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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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大断面隧道“品”字形功能结构的开挖、支护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大断面隧道“品”字形功能结构的开挖、支护方法，属于隧道建造

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的隧道支护包含有初期支护、二次衬砌以及临时支撑。其中初期支护与二次

衬砌属于隧道永久性支护结构，而临时支撑一般是在隧道开挖阶段使用的隧道支护手段，

在初期支护稳定后，再将其拆除。特别是在大断面隧道分部开挖中，为了加强隧道的稳定

性，采用临时支护的措施比较常见。针对“品”字形隧道，双侧壁导坑法主要特点是采用分多

块开挖、建造临时中隔墙、临时横向支撑，必要时需要设置临时竖向支撑，再拆除原来的临

时支撑进行隧道二次初砌。最后实现隧道的打通。在大断面隧道分部开挖中，待初期支护稳

定之前，采用临时支护的方式实现隧道围岩的稳定，初期支护稳定后，然后再拆除临时支撑

作二次衬砌。虽然此种工艺在隧道施工中很常见，但其需要拆除临时支撑再作二次衬砌是

交界面呈“品”字形隧道开挖的最大缺点。临时支护虽然可以加强隧道围岩稳定，但是毕竟

属于一次性消耗材料，一定程度上造成的工程用料的浪费与增加。现有的临时支护手段一

般都是采用横向或竖向的钢支撑。尚无将临时支撑当永久支护的方法。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大断面隧道“品”字形功能结构的开挖、支护方法。通

过对双侧壁导坑法的改进，实现了隧道开挖临时支护转变为永久支护。能有效的节约施工

成本、缩短一定的工期、增加施工安全系数。

[0004]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一种大断面隧道“品”字形功能结构的开挖、支护方法，根据隧

道尺寸，将开挖区域分为左、中、右三个区域，每个区域由上至下分为多个导洞，按照左右对

称、由上至下、最后中间的施工方式开挖各个导洞，开挖同时对各个导洞顶、底部以及侧面

进行支护，使之形成闭合圈，一个循环结束围岩稳定后，拆除支护中的部分临时钢支撑，对

剩余临时钢支撑进行加固处理，使之成为永久钢支撑。

[0005] 前述的大断面隧道“品”字形功能结构的开挖、支护方法中，该方法包括有以下步

骤：

A.将开挖区域分为左侧区域、中间区域和右侧区域，每个区域由上至下又分为三个导

洞，左侧区域分为：左侧上部导洞①、左侧中部导洞③和左侧底部导洞⑤；中间区域分为：中

间上部导洞⑦、中间中部导洞⑧和中间底部导洞⑨；右侧区域分为：右侧上部导洞②、右侧

中部导洞④和右侧底部导洞⑥；

B.开挖左侧上部导洞①和右侧上部导洞②：对左侧上部导洞①进行超前预支护，然后

开挖左侧上部导洞①，同步进行初期支护，支护紧跟掌子面，主洞洞身及侧壁墙初喷后，对

主洞洞身支护采用组合式锚杆、钢筋网片、工字钢支撑、复喷湿喷砼进行支护；支护过程中

侧壁墙工字钢支撑与洞身拱部及横向钢支撑连接，侧壁墙采用湿喷砼加强支护，使之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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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合圈；工字钢间采用纵向连接钢筋连接，开挖长度至一个断面宽度L后，开挖右侧上部导

洞②，其施工步骤同左侧上部导洞①；

C.开挖左侧中部导洞③和右侧中部导洞④：对左侧中部导洞③进行超前预支护,然后

开挖左侧中部导洞③，同步进行初期支护，支护紧跟掌子面，主洞洞身及侧壁墙初喷后，对

主洞洞身采用组合式锚杆、钢筋网片、工字钢支撑、复喷湿喷砼进行支护；支护过程中侧壁

墙工字钢支撑与左侧上部导洞①侧壁钢支撑及左侧中部导洞③横向钢支撑连接，侧壁墙采

用湿喷砼加强支护，使之形成闭合圈；工字钢间采用纵向连接钢筋连接，开挖长度至一个断

面宽度L后，开挖右侧中部导洞④，其施工步骤同左侧中部导洞③；

D.开挖左侧底部导洞⑤和右侧底部导洞⑥：对左侧底部导洞⑤进行超前预支护,然后

开挖左侧底部导洞⑤，同步进行初期支护，支护紧跟掌子面，主洞洞身及侧壁墙初喷后，对

主洞洞身采用组合式锚杆、钢筋网片、工字钢支撑、复喷湿喷砼进行支护；底部采用钢支撑

进行初期支护，侧壁墙工字钢支撑与左侧中部导洞③侧壁钢支撑及底部钢支撑连接，侧壁

墙采用湿喷砼加强支护，底部采用湿喷砼支护，使之形成闭合圈；工字钢间采用纵向连接钢

筋连接，开挖长度至一个断面宽度L后，开挖右侧底部导洞⑥，其施工步骤同左侧底部导洞

⑤；

E.开挖中间上部导洞⑦：对中间上部导洞⑦进行超前预支护,  然后开挖中间上部导洞

⑦，同步进行初期支护，支护紧跟掌子面，主洞洞身初喷后，主洞洞身支护采用组合式锚杆、

钢筋网片、工字钢支撑、复喷湿喷砼支护；洞身拱部钢支撑与左右两侧侧壁墙工字钢支撑连

接，横向钢支撑与两侧侧壁墙钢支撑连接，洞身拱部采用湿喷砼加强支护，使之形成闭合

圈；工字钢间采用纵向连接钢筋连接，开挖长度至一个断面宽度L后，开挖中间中部导洞⑧；

F.开挖中间中部导洞⑧：开挖中间中部导洞⑧，设置横向钢支撑与两侧侧壁墙钢支撑

连接，使之形成闭合圈；工字钢间采用纵向连接钢筋连接，开挖长度至一个断面宽度L后，开

挖中间底部导洞⑨；

G.开挖中间底部导洞⑨：开挖中间底部导洞⑨，同步进行初期支护，底部钢支撑与左右

侧底部钢支撑连接，底部采用湿喷砼支护；

H.待围岩稳定后拆除部分临时支撑：包括中间上部导洞⑦与左侧上部导洞①、右侧上

部导洞②之间的两个侧壁墙工字钢支撑；左侧中部导洞③和左侧底部导洞⑤之间的横向钢

支撑；右侧中部导洞④和右侧底部导洞⑥之间的横向钢支撑；以及中间上部导洞⑦与中间

中部导洞⑧之间的横向钢支撑；

J.整体灌注仰拱砼及填充层,之后设置防水层进行二次衬砌,采用模注混凝土二次衬

砌对洞身和保留下来的临时支撑进行衬砌，重复以上步骤，直至整个隧道开挖完成。

[0006] 前述的大断面隧道“品”字形功能结构的开挖、支护方法中，所述步骤A中，根据上

方通风隧道以及下方两个行车隧道的具体几何尺寸，利用测量仪器按照设计标高进行放线

定位，将各个隧道分部导洞的标高坐标位置确定。

[0007] 前述的大断面隧道“品”字形功能结构的开挖、支护方法中，开挖过程中，利用I28b

型钢作为临时支撑的材料，按照事先设计好的尺寸与位置做好拼接工作，拼接采用端头处

垫板螺栓铆钉的方式进行；步骤H中，两个侧壁墙工字钢支撑以及两个横向钢支撑拆除完毕

后，对剩余临时支撑的接头处进行从上至下的焊接加固处理。

[0008]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开挖、支护方法具有以下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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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与传统的开挖方法相比，对隧道分部有严格要求，开挖方法能保证“品”字形隧道的

后期施工顺利高效进行。

[0009] 2、与传统的开挖方法相比，通过拆除部分临时支撑，保留部分临时支撑，并将部分

临时支撑转变为永久支撑，能有效的节约施工成本。社会、经济效益显著。

[0010] 3、与传统的开挖方法相比，临时支撑的连接有严格要求，对未拆除的临时支撑进

行局部的加固处理，提高了隧道稳定性，大大降低施工风险。

附图说明

[0011] 附图1为总体施工流程图；

附图2-附图7为施工顺序图；

附图8为施工时序图；

附图标记：1-系统锚杆；2-初期支护；3-防水层；4-二次衬砌；5-钢隔壁支撑；6-行车隧

道；7-通风隧道；8-横向钢支撑。

具体实施方式

[0012]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说明，但并不作为对本发明限制的依

据。

[0013] 本发明的实施例：一种大断面隧道“品”字形功能结构的开挖、支护方法，根据隧道

的设计尺寸，将开挖区域分为左、中、右三个区域，每个区域由上至下分为多个导洞，按照左

右对称、由上至下、最后中间的施工方式开挖各个导洞，开挖同时对各个导洞顶、底部以及

侧面进行支护，使之形成闭合圈，一个循环结束待围岩稳定后，拆除支护中的部分临时钢支

撑，对剩余临时钢支撑进行加固处理，使之成为永久钢支撑。如附图1所示，完成在大断面

“品”字形隧道开挖主要分九步：(1)施工准备；(2)超前支护；(3)分部开挖；(4)初期支护；

(5)  拆除部分临时支撑；(6) 防水；(7)二次衬砌；  (8)循环施工；(9)完成隧道开挖。具体施

工步骤如下，如附图2-7所示：

A.将开挖区域分为左侧区域、中间区域和右侧区域，每个区域由上至下又分为三个导

洞，左侧区域分为：左侧上部导洞①、左侧中部导洞③和左侧底部导洞⑤；中间区域分为：中

间上部导洞⑦、中间中部导洞⑧和中间底部导洞⑨；右侧区域分为：右侧上部导洞②、右侧

中部导洞④和右侧底部导洞⑥；

B.开挖左侧上部导洞①和右侧上部导洞②：对左侧上部导洞①进行超前预支护，然后

开挖左侧上部导洞①，同步进行初期支护，支护紧跟掌子面，主洞洞身及侧壁墙初喷后，对

主洞洞身支护采用组合式锚杆、钢筋网片、工字钢支撑、复喷湿喷砼进行支护；支护过程中

侧壁墙工字钢支撑与洞身拱部及横向钢支撑牢固连接在一起，侧壁墙采用湿喷砼加强支

护，使得整个初期支护形成闭合圈；工字钢间采用纵向连接钢筋连接，以加强钢支撑的稳

定；开挖长度至一个断面宽度L后，开挖右侧上部导洞②，其施工步骤与左侧上部导洞①的

方法相同；

C.开挖左侧中部导洞③和右侧中部导洞④：对左侧中部导洞③进行超前预支护,然后

开挖左侧中部导洞③，同步进行初期支护，支护紧跟掌子面，主洞洞身及侧壁墙初喷后，对

主洞洞身采用组合式锚杆、钢筋网片、工字钢支撑、复喷湿喷砼进行支护；支护过程中侧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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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工字钢支撑与左侧上部导洞①侧壁钢支撑及左侧中部导洞③横向钢支撑牢固连接在一

起，侧壁墙采用湿喷砼加强支护，使初期支护形成闭合圈；工字钢间采用纵向连接钢筋连

接，以加强钢支撑的稳定；开挖长度至一个断面宽度L后，开挖右侧中部导洞④，其施工步骤

同左侧中部导洞③；

D.开挖左侧底部导洞⑤和右侧底部导洞⑥：对左侧底部导洞⑤进行超前预支护,然后

开挖左侧底部导洞⑤，同步进行初期支护，支护紧跟掌子面，主洞洞身及侧壁墙初喷后，对

主洞洞身采用组合式锚杆、钢筋网片、工字钢支撑、复喷湿喷砼进行支护；底部采用钢支撑

进行初期支护，侧壁墙工字钢支撑与左侧中部导洞③侧壁钢支撑及底部钢支撑牢固连接在

一起，侧壁墙采用湿喷砼加强支护，底部采用湿喷砼支护，使初期支护形成闭合圈；工字钢

间采用纵向连接钢筋连接，开挖长度至一个断面宽度L后，开挖右侧底部导洞⑥，其施工步

骤同左侧底部导洞⑤；

E.开挖中间上部导洞⑦：先对中间上部导洞⑦进行超前预支护,  然后开挖中间上部导

洞⑦，同步进行初期支护，支护紧跟掌子面，主洞洞身初喷后，主洞洞身支护采用组合式锚

杆、钢筋网片、工字钢支撑、复喷湿喷砼支护；洞身拱部钢支撑与左右两侧侧壁墙工字钢支

撑牢固连接在一起，横向钢支撑与两侧侧壁墙钢支撑连接，洞身拱部采用湿喷砼加强支护，

使之形成闭合圈；工字钢间采用纵向连接钢筋连接，以加强钢支撑的稳定；开挖长度至一个

断面宽度L后，开挖中间中部导洞⑧；

F.开挖中间中部导洞⑧：开挖中间中部导洞⑧，设置横向钢支撑与两侧侧壁墙钢支撑

牢固连接在一起，使得该导洞的初期支护形成闭合圈；工字钢间采用纵向连接钢筋连接，以

加强钢支撑的稳定；开挖长度至一个断面宽度L后，开挖中间底部导洞⑨；

G.开挖中间底部导洞⑨：开挖中间底部导洞⑨，同步进行初期支护，该导洞底部钢支撑

与左右侧底部钢支撑牢固连接在一起，局部可焊接加强，底部采用湿喷砼支护；

H.待围岩稳定后拆除部分临时支撑：包括中间上部导洞⑦与左侧上部导洞①、右侧上

部导洞②之间的两个侧壁墙工字钢支撑；左侧中部导洞③和左侧底部导洞⑤之间的横向钢

支撑；右侧中部导洞④和右侧底部导洞⑥之间的横向钢支撑；以及中间上部导洞⑦与中间

中部导洞⑧之间的横向钢支撑；即2个侧壁墙工字钢支撑以及3个横向钢支撑。从附图5以及

附图6可以明确看出拆除部位。

[0014] J .整体灌注仰拱砼及填充层,之后设置防水层进行二次衬砌,采用模注混凝土二

次衬砌对洞身和保留下来的临时支撑进行衬砌，重复以上步骤，直至整个隧道开挖完成。

[0015] 开挖、支护完成后的隧道结构如附图7所示，“品”字形功能结构隧道，上有一个通

风隧道7，主体位于中间上部导洞⑦区域，下有两个行车隧道6，主体分别位于左侧底部导洞

⑤和右侧底部导洞⑥区域。由于通风隧道7的施工故需要拆除通风隧道7旁边的侧壁墙工字

钢支撑以及其底部的横向钢支撑。而行车隧道6的施工则需要拆除其顶部的横向钢支撑。

[0016] 从图7可以看出整个隧道的支护结构，包括有对主洞洞身采用组合式锚杆、钢筋网

片构成的系统锚杆1，复喷湿喷砼进行支护形成初期支护2，同时架设6个侧壁墙工字钢支撑

5以及6个横向钢支撑8，横向钢支撑8和侧壁墙工字钢支撑5的端部连接，后期拆除2个侧壁

墙工字钢支撑5和3个横向钢支撑8，并在初期支护2外部施作防水层3以及二次衬砌4。最后

得到如附图6所示结构，后期再施作通风隧道7和两个行车隧道6，最终得到如附图7所示结

构。

说　明　书 4/5 页

7

CN 110714780 A

7



[0017] 本方案着重保留部分临时横向钢支撑8和部分侧壁墙工字钢支撑5，所以横向钢支

撑8和部分侧壁墙工字钢支撑5的位置必须严格控制，实时测控其标高。使之不阻碍三个隧

道通达。对要保留的横向钢支撑8和部分侧壁墙工字钢支撑5之间的连接，要严格监控其稳

定性，并进行局部加固。

[0018] 步骤A中，根据上方通风隧道以及下方两个区间隧道的具体几何尺寸，利用测量仪

器按照设计标高进行放线定位，将各个隧道分部导洞的标高坐标位置确定。

[0019] 由于部分临时横向钢支撑8和部分侧壁墙工字钢支撑5将转换为永久支撑，故需要

将临时横向钢支撑8和部分侧壁墙工字钢支撑5的连接工作做好。开挖过程中，利用I28b型

钢作为临时支撑的材料，按照事先设计好的尺寸与位置做好拼接工作，拼接采用端头处垫

板螺栓铆钉的方式进行；步骤H中，两个侧壁墙工字钢支撑5以及两个横向钢支撑8拆除完毕

后，对剩余临时支撑的接头处进行从上至下的焊接加固处理。

[0020] 施工过程中，如附图8所示，隧道各部分开挖有时间的滞后要求。即采用分层分部

开挖，原则上各部分的开挖进度由快到慢顺序是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其具体间隔可以根

据实时的地质监控合理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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