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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地铁隧道围
岩地面预注浆加固工艺，
包括如下步骤：
(1 )确定
需要加固的地铁隧道围岩范围，
即为目标岩体区
域；
( 2 )倾斜造孔段施工：
施工倾斜钻孔，
使得倾
斜钻孔由远及近接近目标岩体区域，
并逐步过渡
为水平钻孔；
倾斜钻孔内安装套管；
(3)施工水平
注浆段：
施工水平钻孔，
水平钻孔段由预注浆加
固围岩长度决定；
(4)注浆加固：
把浆液通过钻杆
输送到目标岩体中 ；
( 5 )全部水平钻孔注浆结束
后，
把倾斜钻孔内的套管拔出，
然后进行封孔。
本
发明能够有效加固地铁隧道围岩、
防止地铁隧道
开挖后出现围岩塌落或冒顶等现象、
提高地铁施
工效率及增强地铁隧道围岩支护效果的地铁隧
道围岩地面预注浆加固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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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地铁隧道围岩地面预注浆加固工艺，
其特征在于，
包括如下步骤：
(1)确定需要加固的地铁隧道围岩范围，
即为目标岩体区域；
(2)倾斜造孔段施工：
施工倾斜钻孔，
使得倾斜钻孔由远及近接近目标岩体区域，
并逐
步过渡为水平钻孔；
倾斜钻孔内安装套管；
(3)施工水平注浆段：
施工水平钻孔，
水平钻孔段由预注浆加固围岩长度决定；
(4)注浆加固：
把浆液通过钻杆输送到目标岩体中；
(5)全部水平钻孔注浆结束后，
把倾斜钻孔内的套管拔出，
然后进行封孔；
在步骤(1)中：
围岩长度M小于或等于200m；
地铁围岩岩体属于Ⅳ级或以上范围，
即岩体
基本质量指标BQ大于或等于251；
并且适用于盾构法及矿山法施工的地铁隧道；
在步骤(2)中：
钻机安置在距离目标岩体区域水平距离N为60m的地面；
在步骤(2)中：
钻孔入土角度为8°
～12°
；
在步骤(2)中：
倾斜钻孔孔径Φ127～152mm，
套管型号Φ108～133×5mm无缝钢管；
在步骤(3)中：
水平段钻孔孔径Φ89～118mm，
钻孔的偏斜率小于或等于3‰；
在步骤(3)中：
水平钻孔以地铁隧道中心轴为中心，
均匀布置在地铁隧道四周；
在步骤(3)中：
水平钻孔布孔圈径D为12～15m，
水平钻孔数为8个；
在步骤(3)中：
利用一台钻机顺序施工所有水平钻孔；
只有一个水平钻孔的注浆任务全
部结束后，
才能迁移钻机施工下一个水平钻孔；
水平钻孔采用泥浆护壁钻进，
钻孔泥浆性
能：
比重为1 .10～1 .25，
粘度50～65s，
含沙量小于0 .6wt％；
在步骤(4)中：
每个水平钻孔的
水平注浆段采用“前进式”分段注浆方式，
即上一个注浆段注浆结束后才进行下个注浆段的
钻进，
每个注浆段长度50～80m；
每次注浆前应使用清水进行洗孔；
注浆浆液选用单液水泥
浆，
水灰比1 .25:1，
水泥选用P .O32 .5普通硅酸盐水泥；
在步骤(4)中：
注浆结束标准如下：
注浆结束压力控制在0 .5～1 .0MPa；
单次注浆量小于
或等于60～90m3。

2

CN 106837382 B

说

明

书

1/3 页

一种地铁隧道围岩地面预注浆加固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浅埋隧道围岩的地面预注浆加固的施工工艺，
适用于地铁、地下管廊
等市政工程的地下隧道，
可以提高破碎岩体的稳定性，
改善隧道施工的工程地质环境。
背景技术
[0002] 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
人口数量的不断增长，
造成严重的城市交通拥堵现象，
这势
必要求人们加大对地下空间的利用，
地铁成为缓解交通压力、加快城市节奏的有效手段。
目
前，
我国各大城市在地铁建设方面不断加大力度，
地铁的建设将是我国21世纪城市地下空
间开发的重点。全国20多座城市都在兴建地铁交通系统。
[0003] 地铁隧道一般属于浅埋的地下结构，
而且，
地铁线路都会穿越城市人口密集区，
地
面情况复杂，
河流、道路、桥梁、
建(构)筑物、
以及军事管理区等，
因此，
大多采用盾构法、矿
山法进行施工，
减少施工对地面的影响。但是，
开挖后洞室顶部岩体往往会产生较大的沉
降，
破碎岩体甚至会出现塌落、
冒顶等现象，
尤其是浅埋强风化地下隧道周围的岩体一般处
于节理密集和非常破碎状态之中，
造成地铁施工效率低下以及围岩支护效果减弱。
发明内容
[0004] 有鉴于此，
本发明在于提供一种能够有效加固地铁隧道围岩、
防止地铁隧道开挖
后出现围岩塌落或冒顶等现象、
提高地铁施工效率及增强地铁隧道围岩支护效果的地铁隧
道围岩地面预注浆加固工艺。
[0005] 本发明是通过如下技术方案实现的：
[0006] 一种地铁隧道围岩地面预注浆加固工艺，
包括如下步骤：
[0007]
(1)确定需要加固的地铁隧道围岩范围，
即为目标岩体区域；
[0008]
(2)倾斜造孔段施工：
施工倾斜钻孔，
使得倾斜钻孔由远及近接近目标岩体区域，
并逐步过渡为水平钻孔；
倾斜钻孔内安装套管；
[0009]
(3)施工水平注浆段：
施工水平钻孔，
水平钻孔段由预注浆加固围岩长度决定；
[0010]
(4)注浆加固：
把浆液通过钻杆输送到目标岩体中；
[0011]
(5)全部水平钻孔注浆结束后，
把倾斜钻孔内的套管拔出，
然后进行封孔。
[0012] 上述地铁隧道围岩地面预注浆加固工艺 ，
在步骤(1)中 ：
围岩长度M小于或等于
200m，
如果长度大于200m，
钻机的扭矩及推进力不足；
地铁围岩岩体属于Ⅳ级或以上范围，
即岩体基本质量指标BQ大于或等于251 (此分类来源于《工程岩体分级标准GBT502181994)》；
并且适用于盾构法及矿山法施工的地铁隧道。
[0013] 上述地铁隧道围岩地面预注浆加固工艺，
在步骤(2)中：
钻机安置在距离目标岩体
区域水平距离N为60m的地面。
[0014] 上述地铁隧道围岩地面预注浆加固工艺，
在步骤(2)中：
钻孔入土角度为8 °
～12 °
，
如果角度超出该范围，
钻孔不在设计范围内入靶，
即钻孔轨迹无法保证在设定的深度逐渐
过渡为水平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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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上述地铁隧道围岩地面预注浆加固工艺 ，在步骤(2)中 ：
倾斜钻孔孔径Φ127～
152mm，
钻孔孔径偏大或偏小，
无法利用钻孔进行孔内注浆施工，
套管型号Φ108～133×5mm
无缝钢管。
[0016] 上述地铁隧道围岩地面预注浆加固工艺，
在步骤(3)中：
水平段钻孔孔径Φ89～
118mm，
钻孔的偏斜率小于或等于3‰。
[0017] 上述地铁隧道围岩地面预注浆加固工艺，
在步骤(3)中：
水平钻孔以地铁隧道中心
轴为中心，
均匀布置在地铁隧道四周。
[0018] 上述地铁隧道围岩地面预注浆加固工艺，
在步骤(3)中：
水平钻孔布孔圈径D为12
～15m，
偏小会影响盾构隧道施工，
偏大会造成注浆有效帷幕无法交圈；
水平钻孔数为8个。
[0019] 上述地铁隧道围岩地面预注浆加固工艺，
在步骤(3)中：
利用一台钻机顺序施工所
有水平钻孔；
只有一个水平钻孔的注浆任务全部结束后，
才能迁移钻机施工下一个水平钻
孔；
水平钻孔采用泥浆护壁钻进，
钻孔泥浆性能：
比重为1 .10～1 .25，
粘度50～65s，
含沙量
小于0 .6wt％；
在步骤(4)中：
每个水平钻孔的水平注浆段采用“前进式”分段注浆方式，
即上
一个注浆段注浆结束后才进行下个注浆段的钻进；
每个注浆段长度50～80m，
偏小影响施工
效率，
偏大影响注浆加固效果。每次注浆前应使用清水进行洗孔；
注浆浆液选用单液水泥
浆，
水灰比1 .25:1，
水泥选用P .O 32 .5普通硅酸盐水泥。
[0020] 上述地铁隧道围岩地面预注浆加固工艺，
在步骤(4)中：
注浆结束标准如下：
注浆
结束压力控制在0 .5～1 .0MPa，
可以确保浆液的有效扩散距离；
单次注浆量小于或等于60～
90m3 ，
大于此值会造成堵塞管路等事故。
[0021]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22] 与传统的垂直孔注浆相比较，
本发明中的工艺具有以下优点：
[0023] 1、
钻孔孔数极大减少，
减少75％以上的钻孔数量；
[0024] 2、
占地面积极大减小，
本发明中的工艺施工占地面积约1亩，
而传统工艺是“满堂
红”式布置垂直注浆孔，
占地面积太广，
约4亩；
[0025] 3、
地铁隧道上面往往存在建(构)筑物、
河流、
桥梁等，
传统垂直注浆工艺受限于地
形地貌，
根本无法进行施工，
而本发明中的工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
把施工场地调整到开阔
地带。
[0026] 4、
注浆加固的目的具有针对性，
加固效果更加明显，
而且，
隧道围岩的加固范围扩
大很多，
以地铁隧道轴心为中心的岩体加固区域直径达到22 .014m，
面积达385m2 ,加固围岩
体积达77000m3。
附图说明
[0027] 图1为本发明地铁隧道围岩地面预注浆加固工艺中水平钻孔布置横截面图。
[0028] 图2为本发明地铁隧道围岩地面预注浆加固工艺中地铁隧道围岩注浆孔剖面图。
[0029] 1-地铁隧道；
2-水平钻孔；
3-加固范围；
4-倾斜造孔段；
5-水平注浆段；
6-地面；
7钻机。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为清楚说明本发明中的方案，
下面给出优选的实施例并结合附图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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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地铁隧道围岩地面预注浆加固工艺，
包括如下步骤：
[0032]
(1)确定需要加固的地铁隧道围岩范围，
即为目标岩体区域；
[0033] 围岩长度小于或等于200m；
地铁围岩岩体属于Ⅳ级或以上范围，
即岩体基本质量
指标BQ大于或等于251，
适用于盾构法及矿山法施工的地铁隧道。
[0034]
(2)倾斜造孔段施工：
施工倾斜钻孔，
使得倾斜钻孔由远及近接近目标岩体区域，
并逐步过渡为水平钻孔；
倾斜钻孔内安装套管；
钻机安置在距离目标岩体区域水平距离为
60m的地面。钻孔入土角度为8 °
～12 °
。倾斜钻孔孔径Φ152mm，
套管型号Φ133×5mm无缝钢
管。
[0035]
(3)施工水平注浆段：
利用DDW-600水平定向钻机和SMWD-76无线随钻仪施工水平
钻孔，
水平钻孔段由预注浆加固围岩长度决定；
水平段钻孔孔径Φ118mm，
钻孔的偏斜率小
于或等于3‰。水平钻孔以地铁隧道中心轴为中心，
均匀布置在地铁隧道四周。水平钻孔布
孔圈径D为12m(地铁隧道直径为6m) ，
水平钻孔数为8个。利用一台钻机顺序施工所有水平钻
孔；
只有一个水平钻孔的注浆任务全部结束后，
才能迁移钻机施工下一个水平钻孔；
水平钻
孔采用泥浆护壁钻进，
使用3NB-260泥浆泵，
钻孔泥浆性能：
比重为1 .10～1 .25，
粘度50～
65s(马氏漏斗)，
含沙量小于0 .6wt％。
[0036]
(4)注浆加固：
利用NBB-390注浆泵把浆液通过钻杆输送到目标岩体中，
浆液充填
到破碎岩体的裂隙及孔洞中，
提高围岩整体稳定性，
起到了加固破碎岩体的作用；
[0037]
利用TDKW-2定位止浆塞，
每个水平钻孔的水平注浆段采用“前进式”分段注浆方
式，
即上一个注浆段注浆结束后才进行下个注浆段的钻进，
每个注浆段长度50～80m，
每次
注浆前应使用清水进行洗孔；
注浆浆液选用单液水泥浆，
水灰比1 .25:1，
水泥选用P .O 32 .5
普通硅酸盐水泥。注浆结束标准如下：
注浆结束压力控制在0 .5～1 .0MPa；
单次注浆量小于
3
或等于60m 。注浆结束标准如下：
注浆结束压力控制在0 .5～1 .0MPa；
单次注浆量小于或等
3
于60m 。
[0038]
(5)全部水平钻孔注浆结束后，
利用ZSB-60拔管机把倾斜钻孔内的套管拔出，
然后
进行封孔。
[0039] 本发明的地铁隧道围岩地面预注浆加固工艺是针对地铁隧道围岩的破碎带及裂
隙导水带进行地面预注浆加固的施工工艺，
利用水平定向钻孔技术在隧道围岩中施工水平
注浆孔，
把钻杆作为注浆通道，
使用高压注浆泵将注浆浆液压入围岩岩体，
充填裂隙及孔
洞，
实现加固围岩的效果。通过工程勘察判定地铁线路计划穿过的地层中存在破碎带、
裂隙
导水带等薄弱岩体，
针对这部分的地铁隧道围岩进行地面预注浆加固治理。
[0040] 首先，
地铁隧道围岩处于未开挖阶段，
围岩没有经过施工扰动的影响；
其次，
利用
地面非开挖钻机施工倾斜钻孔，
接近目标岩体区域时逐步过渡为水平钻孔，
水平钻孔段由
预注浆加固围岩长度决定，
倾斜段钻孔内安装套管，
水平段钻孔为裸孔注浆段，
利用地面高
压注浆泵把浆液通过钻杆输送到目标岩体中；
最后，
达到注浆标准后，
对钻孔进行封孔。
[0041] 上述实施例仅仅是为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创造所作的举例，
而并非对本发明创造具
体实施方式的限定。对于所属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
在上述说明的基础上还可以做出
其它不同形式的变化或变动。这里无需也无法对所有的实施方式予以穷举。凡在本发明的
精神和原则之内所引伸出的任何显而易见的变化或变动仍处于本发明创造权利要求的保
护范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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