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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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0550294.8

(22)申请日 2019.06.24

(71)申请人 中铁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 030024 山西省太原市西矿街130号

    申请人 中铁十二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72)发明人 徐铁强　王林　李自力　陈乾　

郝伟　冀兴俊　李杨　谢超　

邵海超　温涛　檀方华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润平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11283

代理人 邝圆晖　岳永先

(51)Int.Cl.

E21D 5/11(2006.01)

E21D 1/00(2006.01)

 

(54)发明名称

盾构检修井施工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盾构检修井施工方法，包

括以下步骤：S1)在检修井施工之前，在待挖掘检

修井的井口位置现浇形成砼圈梁；S2)在地表待

挖掘检修井四周设置注浆袖阀管进行注浆加固；

S3)在待挖掘检修井四周隧道两侧挖掘形成多个

降水井；S4)从地表采取机械式开挖检修井至隧

道中盾构机刀盘上标高位置；S5)从隧道中盾构

机刀盘上标高位置开始，采用人工挖掘至设计深

度形成检修井；S6)在对盾构机进行检修或盾构

机刀盘更换后，使用砂石对检修井进行回填。盾

构检修井施工方法，能够查明卵石、漂石分布等

情况，并为下一步方案制定提供地质依据；同时

能够对盾构机进行检修或刀盘更换，并能够提供

安全的作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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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盾构检修井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S1)在检修井(1)施工之前，在待挖掘检修井(1)的井口位置现浇形成砼圈梁(3)；

S2)在地表待挖掘检修井(1)四周设置注浆袖阀管进行注浆加固；

S3)在所述待挖掘检修井(1)四周隧道两侧挖掘形成多个降水井；

S4)从地表采取机械式开挖所述检修井(1)至隧道中盾构机刀盘(2)上标高位置；

S5)从隧道中盾构机刀盘(2)上标高位置开始，采用人工挖掘至设计深度形成所述检修

井(1)；

S6)在对盾构机进行检修或盾构机刀盘(2)更换后，使用砂石对所述检修井(1)进行回

填。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盾构检修井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步骤S1)中，所述现

浇形成砼圈梁(3)包括：

在待挖掘检修井(1)的井圈范围内，清除浮土；

施工埋设井口护筒；

靠近所述护筒内壁制作浇筑圈梁并在所述浇筑圈梁内布置预埋件；

拆除护筒后对所述浇筑圈梁进行浇筑形成所述砼圈梁(3)。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盾构检修井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步骤S1)之后且在

步骤S2)之前，还包括：

在待挖掘检修井(1)的井口附近位置设置护栏及挡水板。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盾构检修井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步骤S2)中，在地表

待挖掘检修井(1)四周设置两圈注浆袖阀管进行注浆加固，所述注浆袖阀管的深度为待挖

掘检修井(1)的井口以下0.6～1m。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盾构检修井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步骤S3)中，所述降

水井的挖掘步骤包括：

钻孔形成深为45m、孔径为600mm的井道；

在所述井道中安装壁厚大于等于3mm、管径为280mm的井管；

在所述井管与所述井道内壁之间环填石英圆砾和环填粘土球，以形成所述降水井。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盾构检修井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井管的管顶高出地面

0.2m。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盾构检修井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步骤S4)中，从地表

采取机械式开挖所述检修井(1)包括：

采用全站仪进行施工放样，确定所述检修井(1)坐标位置；

按照所述检修井(1)坐标位置埋设井口钢护筒；

使用钻井机械开挖所述检修井(1)至隧道中盾构机刀盘(2)上标高位置；

分段埋设检修井钢护筒。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盾构检修井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井口钢护筒的内径大

于所述检修井(1)的直径，所述井口钢护筒的顶面标高高于施工地面。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盾构检修井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步骤S5)中，所述人

工挖掘至设计深度形成所述检修井(1)，包括：

在机械式开挖形成的井段的底部继续进行土方人工挖掘，其中人工挖掘每挖掘预定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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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在所述检修井(1)的井壁分节架设格栅钢架和铺设网片，并对所述格栅钢架和铺设网片

进行喷射砼，直至人工挖掘至设计深度；

在井底铺设单层钢筋网，形成所述检修井(1)。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盾构检修井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在人工挖掘至盾构机的

刀盘(2)标高范围对应位置，在井壁架设玻璃纤维筋结构格栅，用于保证盾构机无阻碍破壁

到达指定维修和换刀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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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构检修井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隧道施工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盾构检修井施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在隧道挖掘的的过程中，通常需要使用盾构机进行挖掘，由于挖掘土层中存在卵

石、漂石分布，对盾构机的刀盘造成破坏，或堵塞盾构机的螺旋机，导致刀盘多次出现卡死

跳停，掘进中刀盘存在异响，渣土不能排出，推力、土压增大，无法正常推进等情况，需要对

刀盘进行更换或者对螺旋机进行检修。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提供一种盾构检修井施工方法，能够查明卵石、漂石分布等情况，并为下一

步方案制定提供地质依据；同时能够对所述盾构机进行检修或刀盘更换，并能够提供安全

的作业环境。

[0004] 本发明提供的盾构检修井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S1)在检修井施工之前，在待挖

掘检修井的井口位置现浇形成砼圈梁；S2)在地表待挖掘检修井四周设置注浆袖阀管进行

注浆加固；S3)在所述待挖掘检修井四周隧道两侧挖掘形成多个降水井；S4)从地表采取机

械式开挖所述检修井至隧道中盾构机刀盘上标高位置；S5)从隧道中盾构机刀盘上标高位

置开始，采用人工挖掘至设计深度形成所述检修井；S6)在对盾构机进行检修或盾构机刀盘

更换后，使用砂石对所述检修井进行回填。

[0005] 优选地，在所述步骤S1)中，所述现浇形成砼圈梁包括：在待挖掘检修井的井圈范

围内，清除浮土；施工埋设井口护筒；靠近所述护筒内壁制作浇筑圈梁并在所述浇筑圈梁内

布置预埋件；拆除护筒后对所述浇筑圈梁进行浇筑形成所述砼圈梁。

[0006] 优选地，在所述步骤S1)之后且在步骤S2)之前，还包括：在待挖掘检修井的井口附

近位置设置护栏及挡水板。

[0007] 优选地，在所述步骤S2)中，在地表待挖掘检修井四周设置两圈注浆袖阀管进行注

浆加固，所述注浆袖阀管的深度为待挖掘检修井的井口以下0.6～1m。

[0008] 优选地，在所述步骤S3)中，所述降水井的挖掘步骤包括：钻孔形成深为45m、孔径

为600mm的井道；在所述井道中安装壁厚大于等于3mm、管径为280mm的井管；在所述井管与

所述井道内壁之间环填石英圆砾和环填粘土球，以形成所述降水井。

[0009] 优选地，所述井管的管顶高出地面0.2m。

[0010] 优选地，在所述步骤S4)中，从地表采取机械式开挖所述检修井包括：采用全站仪

进行施工放样，确定所述检修井坐标位置；按照所述检修井坐标位置埋设井口钢护筒；使用

钻井机械开挖所述检修井至隧道中盾构机刀盘上标高位置；分段埋设检修井钢护筒。

[0011] 优选地，所述井口钢护筒的内径大于所述检修井的直径，所述井口钢护筒的顶面

标高高于施工地面。

[0012] 优选地，在所述步骤S5)中，所述人工挖掘至设计深度形成所述检修井，包括：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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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式开挖形成的井段的底部继续进行土方人工挖掘，其中人工挖掘每挖掘预定深度，在所

述检修井的井壁分节架设格栅钢架和铺设网片，并对所述格栅钢架和铺设网片进行喷射

砼，直至人工挖掘至设计深度；在井底铺设单层钢筋网，形成所述检修井。

[0013] 优选地，在人工挖掘至盾构机的刀盘标高范围对应位置，在所述检修井的井壁架

设玻璃纤维筋结构格栅，用于保证盾构机无阻碍破壁到达指定维修和换刀位置。

[0014] 本发明提供的盾构检修井施工方法，通过在盾构机掘进前方设置检修井，能够通

过检修井施工查明卵石、漂石分布等情况，起到探测孔作用并为下一步方案制定提供地质

依据；同时能够对所述盾构机进行检修或刀盘更换，并能够提供安全的作业环境；在地表待

挖掘检修井四周设置注浆袖阀管进行注浆加固，通过注浆形成稳固的地层，避免开挖期间

发生沉降，并结合袖阀管的微型桩效应避免地层松驰，控制所述检修井开挖影响范围，保证

施工期间的安全；首先从地表采取机械式开挖所述检修井至隧道中盾构机刀盘上标高位

置，再从隧道中盾构机刀盘上标高位置开始，采用人工挖掘至设计深度形成所述检修井，确

保了检修井施工的安全以及缩短了修建周期；在对盾构机进行检修或刀盘更换后，使用砂

石对所述检修井进行回填，以保证地面安全。

[0015] 本发明实施例的其它特征和优点将在随后的具体实施方式部分予以详细说明。

附图说明

[0016] 附图是用来提供对本发明实施例的进一步理解，并且构成说明书的一部分，与下

面的具体实施方式一起用于解释本发明实施例，但并不构成对本发明实施例的限制。在附

图中：

[0017] 图1是根据本发明实施方式的盾构检修井施工方法的步骤流程图；

[0018] 图2是根据本发明实施方式的盾构机和检修井的俯视图；

[0019] 图3是根据本发明实施方式的盾构机和检修井的正面剖视图。

[0020] 附图标记说明

[0021] 1     检修井                 2    盾构机刀盘

[0022] 3     砼圈梁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的具体实施方式进行详细说明。应当理解的是，此

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方式仅用于说明和解释本发明实施例，并不用于限制本发明实施例。

[0024]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详细描述。

[0025] 由于挖掘土层中存在卵石、漂石分布，对盾构机的刀盘造成破坏，或堵塞盾构机的

螺旋机，导致刀盘多次出现卡死跳停，掘进中刀盘存在异响，渣土不能排出，推力、土压增

大，无法正常推进等情况，需要对刀盘进行更换或者对螺旋机进行检修。

[0026] 如图1-图3所示，本发明提供一种盾构检修井施工方法，所述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S1)在检修井1施工之前，在待挖掘检修井1的井口位置现浇形成砼圈梁3；S2)在地表待

挖掘检修井1四周设置注浆袖阀管进行注浆加固；S3)在所述待挖掘检修井1四周隧道两侧

挖掘形成多个降水井；S4)从地表采取机械式开挖所述检修井1至隧道中盾构机刀盘2上标

高位置；S5)从隧道中盾构机刀盘2上标高位置开始，采用人工挖掘至设计深度形成所述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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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井1；S6)在对盾构机进行检修或盾构机刀盘2更换后，使用砂石对所述检修井1进行回填。

[0027] 根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在盾构机掘进前方设置检修井1，能够通过检修井1施工

查明卵石、漂石分布等情况，起到探测孔作用并为下一步方案制定提供地质依据；同时能够

为刀具检修、更换提供安全作业环境。

[0028] 具体地，步骤S1)：在检修井1施工之前，在待挖掘检修井1的井口位置现浇形成砼

圈梁3(如图3所示)；以确保在施工的过程中，井口不发生坍塌，保证施工的安全。

[0029] 根据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在所述步骤S1)中，所述现浇形成砼圈梁3包括：在待

挖掘检修井1的井圈范围内，清除浮土；施工埋设井口护筒；靠近所述护筒内壁制作浇筑圈

梁并在所述浇筑圈梁内布置预埋件；拆除护筒后对所述浇筑圈梁进行浇筑形成所述砼圈梁

3。整体一次性浇筑成型的所述砼圈梁3结构牢固，不易损坏，能够确保井口施工的安全。

[0030] 根据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在所述步骤S1)之后且在步骤S2)之前，还包括：在待

挖掘检修井1的井口附近位置设置护栏及挡水板，以防止杂物、浮土和水从井口掉入所述检

修井1中，进一步保证了施工人员的安全和施工的正常进行。

[0031] 由于检修井1所处位置地质条件复杂，为了避免施工期间的安全风险，根据本发明

的技术方案，步骤S2)：在地表待挖掘检修井1四周设置注浆袖阀管进行注浆加固，通过注浆

形成稳固的地层，避免开挖期间发生沉降，并结合袖阀管的微型桩效应避免地层松驰，控制

所述检修井1开挖影响范围，保证施工期间的安全。

[0032] 根据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在所述步骤S2)中，在地表待挖掘检修井1四周设置

两圈注浆袖阀管进行注浆加固，具体地，可以选用袖阀的规格为Φ76mm；所述注浆袖阀管的

深度为待挖掘检修井1的井口以下0.6～1m，可以根据地质情况选择袖阀管的深度；注浆方

式为刚性袖阀管分段后退式注浆；注浆速度为10～110L/min；注浆终压为3～4MPa；注浆材

料采用普通硅酸盐水泥单液浆为主，普通水泥-水玻璃双液浆为辅，单液浆配比：W:C＝(0.8

～1):1，双液浆配比：W:C＝(0.8～1):1，C:S＝1:1。

[0033] 由于所述检修井1处于砂卵石混合土富水地层，为确保施工安全，根据本发明的技

术方案，步骤S3)：在所述待挖掘检修井1四周隧道两侧挖掘形成多个降水井，以降低挖掘土

层中的含水量，防止涌水事故的发生。

[0034] 根据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在所述步骤S3)中，所述降水井的挖掘步骤包括：钻

孔形成深为45m、孔径为600mm的井道；在所述井道中安装壁厚大于等于3mm、管径为280mm的

井管；在所述井管与所述井道内壁之间环填石英圆砾和环填粘土球，以形成所述降水井。

[0035] 具体地，自井底至10m承压含水段环填石英圆砾，以形成良好的人工反滤层；在10m

范围内环填粘土球以进行管外封孔，将上层潜水与下部承压水封隔，以避免潜水被疏干后

排水固结引起地面过大沉降。

[0036] 根据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优选地，所述井管的管顶高出地面0.2m，以防止地面

水流入所述降水井中。

[0037] 为确保检修井1施工安全及缩短修建周期，根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步骤S4)：从地

表采取机械式开挖所述检修井1至隧道中盾构机刀盘2上标高位置。

[0038] 根据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在所述步骤S4)中，从地表采取机械式开挖所述检修

井1包括：采用全站仪进行施工放样，确定所述检修井1坐标位置；按照所述检修井1坐标位

置埋设井口钢护筒；使用钻井机械开挖所述检修井1至隧道中盾构机刀盘2上标高位置；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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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埋设检修井钢护筒。

[0039] 根据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采用全站仪进行施工放样，确定所述检修井1坐标位

置后，采用长30cm的方木桩在检修井1坐标位置上定出桩位点，再在木桩上钉铁钉精确定

位；桩位确定后埋设护桩对桩位进行保护，护桩离桩位2～3米，采用十字交叉、方木桩钉钉

挂线的方法予以确定，并在所述护桩底部边缘采用混凝土浇筑护桩，使得所述护桩稳定牢

固，以免所述护桩丢失或松动。

[0040] 根据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所述井口钢护筒的内径大于所述检修井1的直径，所

述井口钢护筒的顶面标高高于施工地面。具体地，所述井口钢护筒的内径比所述检修井1的

直径大20cm，护筒顶面高出施工地面0.5m。所述护筒埋置深度符合下列规定：黏性土不小于

1m，砂类土不小于2m；当表层土松软时将护筒埋置到较坚硬密实的土层中不少于0.3m，并在

护筒四周回填黏土并夯实；护筒顶面中心与设计桩位偏差不大于5cm，倾斜度不大于1％，以

保证护筒埋设的质量。

[0041] 根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步骤S5)：从隧道中盾构机刀盘2上标高位置开始，采用人

工挖掘至设计深度形成所述检修井1，保证了施工的安全。

[0042] 根据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优选地，在所述步骤S5)中，所述人工挖掘至设计深

度形成所述检修井1，包括：在机械式开挖形成的井段的底部继续进行土方人工挖掘，其中

人工挖掘每挖掘预定深度，在所述检修井1的井壁分节架设格栅钢架和铺设网片，并对所述

格栅钢架和铺设网片进行喷射砼，直至人工挖掘至设计深度；在井底铺设单层钢筋网，形成

所述检修井1；在井底铺设单层钢筋网，用于保证所述检修井1结构的稳固，保证施工的安

全。

[0043] 根据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所述预定深度为500mm，以及时架设格栅钢架和铺设

网片，并对所述格栅钢架和铺设网片进行喷射砼，保证施工的安全。

[0044] 根据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为确保刀盘2破除井壁时所述检修井1结构的安全，

在所述盾构机刀盘2标高范围以上和以下预定距离，分别设置两道砼环梁结构，两道所述砼

环梁间设置暗柱进行连接以确保所述检修井1结构整体的稳定。

[0045] 根据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优选地，在人工挖掘至盾构机的刀盘2标高范围对应

位置，在所述检修井1的井壁架设玻璃纤维筋结构格栅，用于保证盾构机无阻碍破壁到达指

定维修和换刀位置。

[0046] 所述玻璃纤维格栅制作过程中应采取增加玻璃纤维筋格栅刚度的措施，以防止在

吊装以及运输过程中出现较大的变形影响玻璃纤维筋格栅安装。例如，在受力主筋玻璃纤

维筋与钢筋之间、玻璃纤维筋与玻璃纤维筋之间的连接采用钢制U型卡扣连接；其余部位间

的玻璃纤维筋筋与钢筋、玻璃纤维筋与玻璃纤维筋之间的连接可以采用铁丝绑扎，绑扎牢

固。

[0047] 根据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在所述检修井1挖掘位置周边设置泥浆池，为所述检

修井1的施工提供泥浆，选择和备足造浆粘土或膨润土，利用冲锤上下移动进行造浆。

[0048] 在需要对所述盾构机进行检修或刀盘2更换时，首先施工形成所述检修井1，之后

所述盾构机掘进至破除所述检修井1的一侧侧壁，施工人员可以在所述检修井1中对所述盾

构机进行检修或刀盘2更换，所述检修井1提供了足够的检修和更换空间，并未施工人员提

供了安全的作业环境。根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步骤S6)：在对盾构机进行检修或刀盘2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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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使用砂石对所述检修井1进行回填。

[0049] 回填时需拆除最底部一节护壁，以免影响盾构机后续掘进施工；回填时采用30cm

一层，人工夯实，最后2m使用粘土回填并夯实；同时要对盾构机土舱内进行填沙建立土压平

衡，以保证地面安全。

[0050]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盾构检修井施工方法，通过在盾构机掘进前方设置检修

井1，能够通过检修井1施工查明卵石、漂石分布等情况，起到探测孔作用并为下一步方案制

定提供地质依据；同时能够对所述盾构机进行检修或刀盘2更换，并能够提供安全的作业环

境；在地表待挖掘检修井1四周设置注浆袖阀管进行注浆加固，通过注浆形成稳固的地层，

避免开挖期间发生沉降，并结合袖阀管的微型桩效应避免地层松驰，控制所述检修井1开挖

影响范围，保证施工期间的安全；首先从地表采取机械式开挖所述检修井1至隧道中盾构机

刀盘2上标高位置，再从隧道中盾构机刀盘2上标高位置开始，采用人工挖掘至设计深度形

成所述检修井1，确保了检修井1施工的安全以及缩短了修建周期；在对盾构机进行检修或

刀盘2更换后，使用砂石对所述检修井1进行回填，以保证地面安全。

[0051] 以上结合附图详细描述了本发明实施例的可选实施方式，但是，本发明实施例并

不限于上述实施方式中的具体细节，在本发明实施例的技术构思范围内，可以对本发明实

施例的技术方案进行多种简单变型，这些简单变型均属于本发明实施例的保护范围。

[0052]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在上述具体实施方式中所描述的各个具体技术特征，在不矛

盾的情况下，可以通过任何合适的方式进行组合。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重复，本发明实施例对

各种可能的组合方式不再另行说明。

[0053] 此外，本发明实施例的各种不同的实施方式之间也可以进行任意组合，只要其不

违背本发明实施例的思想，其同样应当视为本发明实施例所公开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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