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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隧道超前探孔岩溶高压

涌水封堵装置及方法，该装置包括贯通隧道掌子

面与岩溶管道之间围岩的隧道超前探孔，该隧道

超前探孔在隧道掌子面一侧设有一根入孔管，该

入孔管的一端由隧道掌子面伸入隧道超前探孔，

另一端连接构成岔管结构的分流管一和分流管

二；分流管一经变径接头一连接引流管一，引流

管一通向集水坑；分流管二经变径接头二连接引

流管二，引流管二连接注浆管。在分流管一和分

流管二上分别设有高压闸阀一和高压闸阀二。本

发明是在孔口直接加装“分流—引流—注浆”的

处理装置再择机注浆封堵，一方面可以规避泄水

洞分流方法对地下水生态环境的不良影响，另一

方面增大了过水断面，有效降低了涌水射速。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4页  附图1页

CN 111441819 A

2020.07.24

CN
 1
11
44
18
19
 A



1.一种隧道超前探孔岩溶高压涌水封堵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贯通隧道掌子面(4)与

岩溶管道(1)之间围岩(3)的隧道超前探孔(2)，该隧道超前探孔(2)在隧道掌子面(4)一侧

设有一根入孔管(5)，该入孔管(5)的一端由隧道掌子面(4)伸入隧道超前探孔(2)，另一端

连接构成岔管结构的分流管一(8)和分流管二(9)；分流管一(8)经变径接头一(14)连接引

流管一(12)，引流管一(12)通向集水坑(16)；分流管二(9)经变径接头二(15)连接引流管二

(13)，引流管二(13)连接注浆管(17)。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隧道超前探孔岩溶高压涌水封堵装置，其特征在于：在所述分

流管一(8)和分流管二(9)上分别设有高压闸阀一(10)和高压闸阀二(11)。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隧道超前探孔岩溶高压涌水封堵装置，其特征在于：在所述隧

道掌子面(4)上设有加固锚杆(6)对入孔管(5)的孔口处进行加固。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隧道超前探孔岩溶高压涌水封堵装置，其特征在于：在所述隧

道超前探孔(2)的孔口处设有加固混凝土墩(7)将入孔管(5)包裹。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隧道超前探孔岩溶高压涌水封堵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入孔

管(5)缠有青麻。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隧道超前探孔岩溶高压涌水封堵装置，其特征在于：加固锚杆

(6)采用包括钢筋、钢绞线、钢管在内的材料组成锚杆系统，将入孔管(5)与围岩(3)、初支钢

拱架锚固在一起。

7.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隧道超前探孔岩溶高压涌水封堵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分流

管一(8)和分流管二(9)由隧道超前探孔(2)的孔口处分岔向两侧的隧道边墙(18)。

8.一种如权利要求1-7中任意一项所述装置的隧道超前探孔岩溶高压涌水封堵方法，

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S1，增加污水泵，使抽排流量大于涌水流量，持续抽排工作面积水至机械及人员能进入

涌水部位；

S2，打开高压闸阀一(10)和高压闸阀二(11)，保持分流管一(8)、分流管二(9)均通水，

采用挖掘机及装载机吊运，将入孔管(5)伸入隧道超前探孔(2)中；

S3，保持高压闸阀一(10)和高压闸阀二(11)处于打开状态，采用包括钢筋、钢绞线、钢

管在内的材料组成锚杆系统，将装置与围岩、初支钢拱架锚固在一起；

S4，保持高压闸阀二(11)的阀门打开，让分流管二(9)排水；关闭高压闸阀一(10)的阀

门，在高压闸阀一(10)上通过变径接头一(14)法兰连接更大口径的引流管一(12)，并沿一

侧的隧道边墙(18)敷设至远离隧道掌子面(4)的集水坑(16)中；

S5，打开高压闸阀一(10)的阀门，让涌水通过分流管一(8)经引流管一(12)排入集水坑

(16)中再集中抽排；然后关闭高压闸阀二(11)的阀门，在其后通过变径接头二(15)法兰连

接更大口径引流管二(13)，引流管二(13)沿另外一侧的隧道边墙(18)敷设；

S6，打开高压闸阀一(10)、高压闸阀二(11)，保持两侧管路均处于排水状态，在孔口部

位及锚固部位浇筑混凝土墩(7)；

S7，待浇筑混凝土墩(7)达到设计强度后，保持高压闸阀一(10)的阀门处于打开状态，

使分流管一(8)及引流管一(12)排水；然后关闭分流管二(9)上的高压闸阀二(11)，在引流

管二(13)上接入注浆管(17)；

S8，关闭高压闸阀一(10)的阀门，打开高压闸阀二(11)，通过注浆管(17)灌注速凝膏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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浆液，通过引流管二(13)—分流管二(9)—隧道超前探孔(2)线路，把速凝膏状浆液注入涌

水岩溶管道(1)；注浆达到结束标准后，关闭高压闸阀一(10)及高压闸阀二(11)屏浆待凝；

S9，达到待凝时间后，依次打开高压闸阀一(10)及高压闸阀二(11)，分别检查引流管一

(12)、引流管二(13)是否仍有涌水，或涌水流量是否满足设计要求，若不满足设计要求，则

再关闭所有阀门，在隧道掌子面(4)布置注浆孔补强注浆，直至开阀后引流管一(12)、引流

管二(13)管口无涌水。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111441819 A

3



一种隧道超前探孔岩溶高压涌水封堵装置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隧道工程及地下洞室工程领域，涉及一种适用于隧道超前探孔发生岩

溶高压涌水后的封堵处理结构及处理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隧道建设过程中为获取开挖工作面前方的地质信息，通常采用超前地质钻探进行

超前地质预报。隧道超前探孔一般采用冲击钻，其钻进速度快，可通过冲击器的响声、钻速

及其变化、岩粉、卡钻情况、钻杆震动情况、冲洗液的颜色及流量变化等粗略探明前方地质

情况，缺点是不能取芯。当在复杂地质地段或特殊目的地段超前钻孔时一般采用回转取芯

钻，回转取芯钻岩芯鉴定准确可靠，地层变化里程可准确确定，缺点是钻进速度慢。

[0003] 岩溶地区修建隧道，当隧道埋深大，隧道开挖范围内岩溶管道发育较强时，管道内

地下水水头较高。因冲击钻施工速度快，超前探孔多采用冲击钻钻进，但冲击钻多数情况下

为裸孔钻进，无孔口防护装置，当其击穿高压富水岩溶管道时，发生超前探孔岩溶高压涌水

的可能性极大。在高水头作用下，钻孔涌水射速大，对人员、设备及工程本身造成很大的安

全隐患，地下水流量大时还可能造成掌子面附近洞段淹没，后期处理技术难度极大。

[0004] 针对隧道超前探孔岩溶高压涌水，通常采用泄水洞分流、浇筑混凝土阻水墙再注

浆封堵等间接方式以及安装带套袋的直型注浆锚杆直接封堵方式。泄水洞分流处理需开挖

数公里长的泄水洞至超前探孔揭露的岩溶管道，投资大，工期长，且对周边地下水环境的影

响较大。浇筑混凝土阻水墙再注浆封堵需抽水后再分部导流、分部浇筑混凝土，处理时间

长，动水环境下浇筑混凝土难度较大。现有的直接处理方式多为在直型注浆锚杆外缠绕套

袋，通过向套袋内注浆使直型注浆锚杆锚固在钻孔内壁上，最后通过注浆锚杆注浆封堵涌

水。直型注浆锚杆直接封堵存在两大缺点，一是仅靠锚杆外套袋提供的锚固力有限，在涌水

射速特别高时该装置容易脱落射出，导致封堵失败；二是安装过程涌水通过直型注浆锚杆

向一个方向涌出，且过水断面未有效增大，涌水射速依然较高，对操作人员而言具有较大的

安全隐患。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在涌水孔口直接处理的快速、安全、低成本的隧道超

前探孔岩溶高压涌水的处理方式。

[0006]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7] 一种隧道超前探孔岩溶高压涌水封堵装置，包括贯通隧道掌子面与岩溶管道之间

围岩的隧道超前探孔，该隧道超前探孔在隧道掌子面一侧设有一根入孔管，该入孔管的一

端由隧道掌子面伸入隧道超前探孔，另一端连接构成岔管结构的分流管一和分流管二；分

流管一经变径接头一连接引流管一，引流管一通向集水坑；分流管二经变径接头二连接引

流管二，引流管二连接注浆管。在分流管一和分流管二上分别设有高压闸阀一和高压闸阀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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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具体的封堵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9] 步骤一，增加污水泵，使抽排流量大于涌水流量，持续抽排工作面积水至机械及人

员能进入涌水部位。

[0010] 步骤二，打开本发明装置上的所有闸阀的阀门，保持所有分流管道通水，采用挖掘

机及装载机吊运，人工配合的方式，将本发明使用的装置缠有青麻的入孔管伸入涌水超前

探孔中，并使用挖掘机尽可能增大入孔管的入孔长度。

[0011] 步骤三，保持所有闸阀的阀门处于打开状态，分流泄压降射速，采用钢筋、钢绞线、

钢管等材料将孔口装置与围岩、初支钢拱架锚固在一起。

[0012] 步骤四，保持一侧分流管上闸阀阀门打开，让涌水从该侧分流管排出；关闭另一侧

分流管上的闸阀，在其后通过变径接头法兰连接接入更大口径的引流管，引流管沿隧道一

侧边墙敷设至远离掌子面的集水坑中。

[0013] 步骤五，打开已接好引流管的一侧分流管上的闸阀阀门，让涌水通过该侧分流管

及引流管排出；然后关闭尚未连接引流管的分流管上的闸阀阀门，在其后通过变径接头法

兰连接接入更大口径的引流管，沿隧道另一侧边墙敷设至方便接入注浆管的位置。

[0014] 步骤六，打开所有闸阀，保持两侧管路均处于排水状态，分流泄压降射速，对装置

孔口部位及锚固部位浇筑混凝土墩，进一步加固孔口装置。

[0015] 步骤七，待浇筑混凝土墩达到设计强度后，保持端部导入集水坑一侧的引分流管

上的闸阀阀门处于打开状态，使涌水经该侧管路排出；然后关闭另外一侧分流管上的闸阀，

在该侧引流管末端上接入注浆管路。

[0016] 步骤八，关闭导入集水坑一侧的管路上的闸阀阀门，目的是保证注浆时不会通过

该管道跑浆。打开连接注浆管路一侧的管道上的所有闸阀，灌注速凝膏状浆液，通过注浆管

路一侧管道把浆液注入涌水岩溶管道内。达到注浆结束标准后，关闭所有闸阀屏浆待凝。

[0017] 步骤九，达到待凝时间后，分别打开两侧管路闸阀，检查两侧管路出口处是否仍有

涌水，或涌水流量是否满足设计要求。若不满足设计要求，则关闭所有阀门，在掌子面布置

注浆孔补强注浆，直至开阀后两侧管路末端出口处无涌水或涌水量满足设计要求。

[0018] 上述操作中要求孔口装置伸入超前探孔段的入孔管直径比超前探孔直径小5～

10mm，分流管直径不小于超前探孔直径，引流管直径比分流管直径大30～50mm，闸阀均为高

压闸阀，耐受压力不小于涌水压力1.5～2倍。

[0019] 本发明通过两级大直径分流管增大涌水出口流量，降低出口涌水射速，降低安全

隐患；装置上的控水阀门一方面可控排水，动态控制出水流量，利于积水抽排；引流管将分

流后的涌水引离涌水掌子面，为加固装置或加固掌子面围岩时创造干燥的操作环境；通过

钢筋、钢绞线等将处理装置锚固在围岩、初支钢拱架上再浇筑混凝土墩，提供足够的锚固

力，安全系数更高；引流管末端接注浆管，灌注速凝膏状浆液将地下水逐步推移至隧道范围

外的岩溶管道深部；注浆结束后可打开分流管阀门检查注浆效果，合理选择是否补强注浆。

[0020]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具备以下有益效果：本发明是在孔口直接加

装“分流—引流—注浆”的处理装置再择机注浆封堵，一方面可以规避泄水洞分流方法对地

下水生态环境的不良影响，较泄水洞分流、浇筑混凝土阻水墙再注浆封堵等间接治理方式

处理时间更短、成本更低。另一方面，较直型注浆锚杆直接封堵方式通过分流、变径增大了

过水断面，有效降低了涌水出口射速，并将涌水引离掌子面较远距离后再注浆处理，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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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提高。本发明针对高压、大流量、高射速的隧道超前探孔岩溶涌水处理效果良好。

附图说明

[0021]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22] 附图标记说明：1-岩溶管道，2-隧道超前探孔，3-围岩，4-隧道掌子面，5-入孔管，

6-加固锚杆，7-混凝土墩，8-分流管一，9-分流管二，10-高压闸阀一，11-高压闸阀二，12-引

流管一，13-引流管二，14-变径接头一，15-变径接头二，16-集水坑，17-注浆管，18-隧道边

墙。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0024] 如图1所示，本发明的这种封堵体系包括贯通隧道掌子面4与岩溶管道1之间围岩3

的隧道超前探孔2，该隧道超前探孔2在隧道掌子面4一侧设有一根入孔管5，该入孔管5的一

端由隧道掌子面4伸入隧道超前探孔2，另一端连接构成岔管结构的分流管一8和分流管二

9；分流管一8经变径接头一14连接引流管一12，引流管一12通向集水坑16；分流管二9经变

径接头二15连接引流管二13，引流管二13连接注浆管17。另外，在分流管一8和分流管二9上

分别设有高压闸阀一10和高压闸阀二11。

[0025] 本发明具体实施时，按照如下步骤进行：

[0026] 步骤一，增加污水泵，使抽排流量大于涌水流量，持续抽排工作面积水至机械及人

员能进入涌水部位。

[0027] 步骤二，打开本发明所有装置上闸阀的阀门(高压闸阀一10、高压闸阀二11)，保持

分流管一8、分流管二9均通水，采用挖掘机及装载机吊运，人工配合的方式，将本发明装置

入孔管5伸入隧道超前探孔2中，并使用挖掘机尽可能增大入孔管5的伸入长度。

[0028] 步骤三，保持所有闸阀的阀门(高压闸阀一10、高压闸阀二11)处于打开状态，采用

钢筋、钢绞线、钢管等材料组成以加固锚杆6为主体的锚杆系统，将装置与围3岩、初支钢拱

架锚固在一起。

[0029] 步骤四，保持高压闸阀二11的阀门打开，让分流管二9排水；关闭高压闸阀一10的

阀门，在高压闸阀一10上通过变径接头一14法兰连接更大口径的引流管一12，并沿一侧隧

道边墙18敷设至远离隧道掌子面4的集水坑16中。

[0030] 步骤五，打开高压闸阀一10的阀门，让涌水通过分流管一8经引流管一12排入集水

坑16中再集中抽排；然后关闭高压闸阀二11的阀门，在其后通过变径接头二15法兰连接更

大口径引流管二13，引流管二13沿隧道另一侧隧道边墙18敷设。

[0031] 步骤六，打开高压闸阀一10、高压闸阀二11，保持两侧管路均处于排水状态，在孔

口部位及锚固部位浇筑混凝土墩7，进一步加固孔口装置。

[0032] 步骤七，待浇筑的混凝土墩7达到设计强度后，保持高压闸阀一10的阀门处于打开

状态，使分流管一8及引流管一12排水；然后关闭分流管一9上的高压闸阀二11，在引流管一

13上接入注浆管17。

[0033] 步骤八，关闭高压闸阀一10的阀门，目的是保证注浆封堵的时候浆液不会通过分

流管一8—引流管一12管道跑浆。打开高压闸阀二11，通过注浆管17灌注速凝膏状浆液，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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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引流管二13—分流管二9—隧道超前探孔2线路，把速凝膏状浆液送入涌水岩溶管道中。

注浆压力为涌水压力与设计注浆压力之和。注浆达到结束标准后，关闭高压闸阀一10、高压

闸阀二11屏浆待凝。

[0034] 步骤九，达到待凝时间后，依次打开高压闸阀一10、高压闸阀二11，分别检查引流

管一12、引流管二13是否仍有涌水，或涌水流量是否满足设计要求。若不满足设计要求，则

在关闭所有阀门，在掌子面4布置注浆孔补强注浆，直至开阀后引流管一12、引流管二13管

口无涌水。

[0035] 本发明在贵州省德江至务川高速公路德江隧道注浆堵水工程中得到了成功应用。

该工程中隧道超前探孔2为φ80mm，装置的入孔管5选择φ75mm的钢管，分流管一8、分流管

二9选择φ80mm的钢管，引流管一12、引流管二13选择φ130mm的钢管，涌水压力约为2MPa，

闸阀选择4.0MPa高压闸阀。

[0036] 当然，以上只是本发明的具体应用范例，本发明还有其他的实施方式，凡采用等同

替换或等效变换形成的技术方案，均落在本发明所要求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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