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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属于隧道改进技术领域，
公开了一种
用于改进隧道双侧壁导坑法施工中核心土解除
的方法 ，
间隔段每段长度不小于两倍拆解段长
度；
分段时，
在隧道围岩薄弱处不进行分段拆解；
拆解段拆解时 ，
分上中下三级阶梯式拆解，
每级
阶梯长度相同 ；
待分段拆解完毕并进行支护后，
由拆解段继续扩大拆解，
直至核心土全部拆解完
毕。
本发明可有效提高隧道开挖效率，
如：
100m长
度的隧道，
IV级围岩条件下，
每次核心土拆解段
拆除长度为10m，
共设置3个拆解段，
间隔20m。此
方法每次可拆除长度为30m，
故施工速度提高三
倍，
施工时间缩短至原来的三分之一，
极大地缩
短了工期。此外，
由于拆解核心土时不产生大跨
度临空面，
还能提高施工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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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用于改进隧道双侧壁导坑法施工中核心土解除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用于改
进隧道双侧壁导坑法施工中核心土解除方法包括：
间隔段每段长度不小于两倍拆解段长度；
分段时，
在隧道围岩薄弱处不进行分段拆解；
拆解段拆解时，
分上中下三级阶梯式拆解，
每级阶梯长度相同；
待分段拆解完毕并进行
支护后，
由拆解段继续扩大拆解，
直至核心土全部拆解完毕。
2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改进隧道双侧壁导坑法施工中核心土解除方法，
其特征在
于，
所述用于改进隧道双侧壁导坑法施工中核心土解除方法还包括：
采用双侧壁导坑法开
挖的隧道，
两侧壁导坑开挖完毕后，
进入核心土拆解过程。
3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改进隧道双侧壁导坑法施工中核心土解除方法，
其特征在
于，
核心土分段拆解中，
每段拆解长度为IV级围岩8-10m；
V级围岩6-8m；
VI级围岩4-6m。
4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改进隧道双侧壁导坑法施工中核心土解除方法，
其特征在
于，
分段时，
所述的隧道围岩薄弱处，
包括：
岩体存在裂隙，
或应力较大位置。
5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改进隧道双侧壁导坑法施工中核心土解除方法，
其特征在
于，
拆解段拆解时，
分上中下三级阶梯式拆解，
每级阶梯长度相同；
待分段拆解完毕并进行
支护后，
由拆解段继续扩大拆解，
直至核心土全部拆解完毕。
6 .一种如权利要求1所述用于改进隧道双侧壁导坑法施工中核心土解除方法的用于改
进隧道双侧壁导坑法施工中核心土解除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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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改进隧道双侧壁导坑法施工中核心土解除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隧道改进技术领域，
尤其涉及一种用于改进隧道双侧壁导坑法施工中
核心土解除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
业内常用的现有技术是这样的：
隧道双侧壁导坑法施工中，
现有的核心土拆
解方案，
核心土的拆解一般为顺序拆除，
不能充分利用隧道已开挖导坑内已有空间，
拆解效
率低，
施工进度缓慢；
且遇到地质状况不佳时，
也无法避开，
除了加大支护力度或暂缓拆解
进度，
没有其他有效解决方法，
施工成本高，
拆解难度大，
易发生落石坍塌，
影响施工安全。
[0003] 综上所述，
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是：
[0004]
(1)现有隧道核心土解除方法，
在岩石地层中，
当遇到隧道围岩薄弱处，
包括：
岩体
存在裂隙，
或应力较大位置时等，
无法有效避开。
[0005]
(2)按照现有隧道核心土顺序解除方法，
遇到地质状况不佳时，
除了加大支护力度
或暂缓拆解进度，
没有其他有效解决方法，
不仅施工成本增加、进度滞后，
而且还易发生坍
塌破坏，
影响施工安全。
[0006]
(3)现有隧道核心土顺序解除方法，
每次拆解长度较短，
且只有一个工作面在进行
拆解工作，
拆解效率低，
施工进度慢。
[0007]
(4)现有隧道核心土顺序解除方法，
不能充分利用隧道已开挖导坑内已有空间，
进
而导致无法充分使用现有施工机械及现场劳动力，
造成人员窝工及机械闲置现象。
[0008] 解决上述技术问题的难度和意义：
[0009] 难度为：
隧道双侧壁导坑法施工中，
现有的核心土拆解方案在遇到地质状况不佳
时，
是无法有效避开的，
这是由现有核心土顺序解除方法本质特点决定的；
该施工方法同时
也限定了现有技术无法明显地提高其施工效率，
缩短工期，
并降低成本。为了彻底改善隧道
核心土解除时这一尴尬现状，
必须采用一种新型的核心土解除系统，
即本发明提供的改进
隧道双侧壁导坑法施工中核心土解除的方法。
[0010] 意义：
本发明为分段进行隧道核心土拆解，
在岩石地层中存在裂隙位置等不良状
况时，
可先放置不进行拆除施工；
而对于较完整岩石地层中，
可进行大段拆解，
待拆解部分
支护完成，
应力释放完，
再次进行穿过裂隙部分的核心土拆解。该隧道核心土解除方法，
不
仅能有效增加工作面，
提高施工效率，
缩短工期，
还能保证施工安全，
降低成本。
发明内容
[0011]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用于改进隧道双侧壁导坑法施工中
核心土解除方法。
[0012] 本发明是这样实现的，
一种用于改进隧道双侧壁导坑法施工中核心土解除方法，
所述用于改进隧道双侧壁导坑法施工中核心土解除，
包括：
[0013] 间隔段每段长度不小于两倍拆解段长度，
以便于围岩应力能充分释放及最大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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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发挥围岩自稳能力，
并能通过多个工作面充分利用施工现场的人员、
材料、
机械等；
[0014] 分段时，
在隧道围岩薄弱处不进行分段拆解，
以避开此不良地质状况段，
先行拆解
其它地层情况较好的部分，
待拆解部分支护完成，
应力释放完并稳定后，
再次进行穿过围岩
薄弱处的核心土拆解，
以保证施工安全；
[0015] 拆解段拆解时，
分上中下三级阶梯式拆解，
每级阶梯长度相同，
以便于最大程度上
发挥围岩自稳能力，
避免围岩崩塌破坏等安全事故发生；
[0016] 待分段拆解完毕并进行支护稳定后，
由各拆解段同时向两个方向继续扩大拆解，
直至核心土全部拆解完毕，
以最大程度上提高拆解效率，
缩短工期，
降低成本。
[0017] 施工步骤如下：
[0018] 首先在施工设计步骤中，
明确隧道围岩等级，
根据隧道围岩等级确定双侧壁导坑
法开挖所预留的核心土分段拆解长度，
拆解原则为：
核心土分段拆解中，
每段拆解长度为IV
级围岩8-10m；
V级围岩6-8m；
VI级围岩4-6m。其中，
对于地层断裂处，
围岩破碎处，
施工设计
中避免首先拆解该处核心土。
[0019] 由施工通道隧道进口位置开始，
向一侧隧道开始分段进行核心土拆解。
隧道核心
土两侧通道距离施工通道进口处较近一侧通行施工机械，
而转弯半径较大的另一侧运送渣
土。
[0020] 每段核心土拆解均为三级阶梯式由上向下拆解方法，
每级阶梯长度为该拆解段长
度的1/3，
单段核心土拆解完成后立刻进行初期支护。首段核心土，
即施工通道进口处核心
土拆解完毕并施做初期支护后，
立即开始隧道仰拱开挖，
其余各段核心土拆解完毕后不进
行隧道仰拱开挖。
[0021] 施工通道进口处一侧核心土分段拆解完成后，
开始另一侧核心土的分段拆解，
拆
解方法同上。当围岩等级在三级及以上时，
可以在施工通道进口处另一侧核心土开始分段
拆解的同时在原先一侧已完成核心土分段拆解的隧道中开始由分段拆解位置的阔挖。
[0022] 当施工通道进口处两侧隧道预留核心土分段拆解完成后，
进行各个核心土拆解段
阔挖。阔挖由核心土各个分段拆解段同时向该段两侧进行阔挖，
阔挖同样按照三级阶梯式
核心土解除方法由上向下进行，
每段阶梯长度与分段拆解时相同，
直至所有预留核心土拆
除完毕。每阔挖长度达到一个分段长度时立刻进行初期支护。施工通道进口处阔挖完成初
期支护后进行隧道仰拱开挖，
当施工通道进口端核心土拆除及支护长度满足二衬台车拼装
时，
即进行二衬台车拼装并开始施做二衬。
[0023] 进一步，
所述用于改进隧道双侧壁导坑法施工中核心土解除方法还包括：
采用双
侧壁导坑法开挖的隧道，
两侧壁导坑开挖完毕后，
进入核心土拆解过程；
[0024] 进一步，
核心土分段拆解中，
每段拆解长度为IV级围岩8-10m；
V级围岩6-8m；
VI级
围岩4-6m。
[0025] 进一步，
分段时，
所述的隧道围岩薄弱处，
包括：
岩体存在裂隙，
或应力较大位置。
[0026] 本发明的另一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用于改进隧道双侧壁导坑法施工中核心土解除
系统。
[0027] 综上所述，
本发明的优点及积极效果为：
本发明所述隧道核心土解除方法，
在岩石
地层中存在裂隙等不良状况时，
可先放置不进行拆除施工；
而对于较完整岩石地层中，
可进
行大段拆解，
待拆解部分支护完成，
应力释放完，
再次进行穿过裂隙部分的核心土拆解。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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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核心土解除方法，
核心土分段拆解中，
每段拆解长度为IV级围岩8-10m；
V级围岩6-8m；
VI级围岩4-6m，
间隔段每段长度不小于两倍拆解段长度；
分段时，
在隧道围岩薄弱处不进行
分段拆解；
拆解段拆解时，
分上中下三级阶梯式拆解，
每级阶梯长度相同；
待分段拆解完毕
并进行支护后，
由拆解段继续扩大拆解，
直至核心土全部拆解完毕。本隧道核心土解除方法
不仅能有效增加工作面以同时开展作业，
节省了资源分配，
减少人员材料机械在施工过程
中的耗费，
提高施工效率，
缩短工期，
还能保证施工安全，
降低成本。
[0028] 本发明可有效提高隧道开挖效率，
如：
100m长度的隧道，
IV级围岩条件下，
每次核
心土拆解段拆除长度为10m，
共设置3个拆解段，
间隔20m。此方法每次可拆除长度为30m，
故
施工速度提高三倍，
施工时间缩短至原来的三分之一，
极大地缩短了工期。此外，
由于拆解
核心土时不产生大跨度临空面，
还能提高施工安全性。
附图说明
[0029]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用于改进隧道双侧壁导坑法施工中核心土解除方法示
意图。
[0030] 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用于改进隧道双侧壁导坑法施工中核心土解除方法实
施例图。
[0031] 图3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核心土拆解方法；
[0032] 图中：
(a)是现有核心土顺序解除方法示意图；(b1)～(b4)是本发明核心土解除方
法流程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
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
以下结合实施例，
对本发明
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
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以解释本发明，
并不用于
限定本发明。
[0034] 如图1所示，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用于改进隧道双侧壁导坑法施工中核心土解除
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5] S101：
明确隧道围岩等级，
确定双侧壁导坑法开挖所预留的核心土分段拆解长度；
[0036] S102：
由施工通道隧道进口位置开始，
向一侧隧道开始分段进行核心土拆解。
隧道
核心土两侧通道距离施工通道进口处较近一侧通行施工机械，
而转弯半径较大的另一侧运
送渣土；
[0037] S103：
每段核心土拆解均为三级阶梯式由上向下拆解方法，
单段核心土拆解完成
后立刻进行初期支护，
施工通道进口处核心土拆解完毕并施做初期支护后，
立即开始隧道
仰拱开挖，
其余各段核心土拆解完毕后不进行隧道仰拱开挖；
[0038] S104：
施工通道进口处一侧核心土分段拆解完成后，
开始另一侧核心土的分段拆
解，
拆解方法同上；
[0039] S105：
当施工通道进口处两侧隧道预留核心土分段拆解完成后，
进行各个核心土
拆解段阔挖，
每阔挖长度达到一个分段长度时立刻进行初期支护。施工通道进口处阔挖完
成初期支护后进行隧道仰拱开挖，
当施工通道进口端核心土拆除及支护长度满足二衬台车
拼装时，
即进行二衬台车拼装并开始施做二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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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详细描述。
[0041] 所述用于改进隧道双侧壁导坑法施工中核心土解除，
包括：
[0042] 间隔段每段长度不小于两倍拆解段长度，
以便于围岩应力能充分释放及最大程度
上发挥围岩自稳能力，
并能通过多个工作面充分利用施工现场的人员、
材料、
机械等；
[0043] 分段时，
在隧道围岩薄弱处不进行分段拆解，
以避开此不良地质状况段，
先行拆解
其它地层情况较好的部分，
待拆解部分支护完成，
应力释放完并稳定后，
再次进行穿过围岩
薄弱处的核心土拆解，
以保证施工安全；
[0044] 拆解段拆解时，
分上中下三级阶梯式拆解，
每级阶梯长度相同，
以便于最大程度上
发挥围岩自稳能力，
避免围岩崩塌破坏等安全事故发生；
[0045] 待分段拆解完毕并进行支护稳定后，
由各拆解段同时向两个方向继续扩大拆解，
直至核心土全部拆解完毕，
以最大程度上提高拆解效率，
缩短工期，
降低成本。
[0046] 施工步骤如下：
[0047] 首先在施工设计步骤中，
明确隧道围岩等级，
根据隧道围岩等级确定双侧壁导坑
法开挖所预留的核心土分段拆解长度，
拆解原则为：
核心土分段拆解中，
每段拆解长度为IV
级围岩8-10m；
V级围岩6-8m；
VI级围岩4-6m。其中，
对于地层断裂处，
围岩破碎处，
施工设计
中避免首先拆解该处核心土。
[0048] 由施工通道隧道进口位置开始，
向一侧隧道开始分段进行核心土拆解。
隧道核心
土两侧通道距离施工通道进口处较近一侧通行施工机械，
而转弯半径较大的另一侧运送渣
土。
[0049] 每段核心土拆解均为三级阶梯式由上向下拆解方法，
每级阶梯长度为该拆解段长
度的1/3，
单段核心土拆解完成后立刻进行初期支护。首段核心土，
即施工通道进口处核心
土拆解完毕并施做初期支护后，
立即开始隧道仰拱开挖，
其余各段核心土拆解完毕后不进
行隧道仰拱开挖。
[0050] 施工通道进口处一侧核心土分段拆解完成后，
开始另一侧核心土的分段拆解，
拆
解方法同上。当围岩等级在三级及以上时，
可以在施工通道进口处另一侧核心土开始分段
拆解的同时在原先一侧已完成核心土分段拆解的隧道中开始由分段拆解位置的阔挖。
[0051] 当施工通道进口处两侧隧道预留核心土分段拆解完成后，
进行各个核心土拆解段
阔挖。阔挖由核心土各个分段拆解段同时向该段两侧进行阔挖，
阔挖同样按照三级阶梯式
核心土解除方法由上向下进行，
每段阶梯长度与分段拆解时相同，
直至所有预留核心土拆
除完毕。每阔挖长度达到一个分段长度时立刻进行初期支护。施工通道进口处阔挖完成初
期支护后进行隧道仰拱开挖，
当施工通道进口端核心土拆除及支护长度满足二衬台车拼装
时，
即进行二衬台车拼装并开始施做二衬。
[0052] 进一步，
所述用于改进隧道双侧壁导坑法施工中核心土解除方法还包括：
采用双
侧壁导坑法开挖的隧道，
两侧壁导坑开挖完毕后，
进入核心土拆解过程；
[0053] 进一步，
核心土分段拆解中，
每段拆解长度为IV级围岩8-10m；
V级围岩6-8m；
VI级
围岩4-6m。
[0054] 进一步，
分段时，
所述的隧道围岩薄弱处，
包括：
岩体存在裂隙，
或应力较大位置。
[0055] 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用于改进隧道双侧壁导坑法施工中核心土解除方法一
实施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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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可有效提高隧道开挖效率，
如：
100m长度的隧道，
IV级围岩条件下，
每次核
心土拆除长度为10m，
而此方法每次可拆除长度为30m，
故可有效减少三倍施工时间。此外，
由于拆解核心土时不产生大跨度临空面，
故提高施工安全性。
[0057]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 ，
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
凡在本发明的精
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
等同替换和改进等，
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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