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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涉及隧道施工技术领域，为

一种利用分层辅助坑道施工特大断面地铁暗挖

车站的施工方法，采用主坑道进入车站站厅层，

并分支一条辅坑道进入站台层，为超大断面隧道

设置两条坑道，分别进入其上部和下部，主坑道

为隧道上部开挖施工提供通道，辅坑道为下部开

挖施工提供通道。利用门式拱架形成的联络通

道，大大增加开挖面数量，出碴和材料运输不会

相互干扰，有利于各种机械的操作，形成快速且

安全的流水作业；后期施工仰拱和拱墙衬砌及站

台层结构物资材料可直接通过辅坑道运输进入，

施工站厅层结构及风亭组和出入口结构物资材

料可直接通过主坑道运输进入，提高了工作效

率，极大的加快了施工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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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利用主、辅分层坑道开挖特大断面地铁暗挖车站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如下步骤：

S1、主坑道施工进入车站主体站厅层；在主坑道一侧分支一条辅助坑道，并施工进入车

站主体站台层；

S2、主坑道从隧道第一侧壁施工进入车站主体站厅层后，一直施工到相对的隧道第二

侧壁，形成第一联络通道；

S3、从第一联络通道朝向辅助坑道方向施工隧道第一侧壁的上导和隧道第二侧壁的上

导，隧道第二侧壁的上导进度相比隧道第一侧壁的上导滞后；

S4、待隧道第一侧壁的上导施工超过辅助坑道后，自上向下开挖辅助坑道处的隧道第

一侧壁的中导及下导，辅助坑道施工至车站主体站台层并贯通，然后向车站主体的端墙处

同步施工隧道第一侧壁的上导、中导和下导；

S5、将隧道第一侧壁的上导和隧道第二侧壁的上导施工至端墙处贯通，然后自隧道第

一侧壁的中导、下导横向施工至隧道第二侧壁，车站主体形成双侧壁导坑；

S6、采用九步开挖法对隧道剩余部分进行整体施工；

所述步骤S4中的施工步骤具体如下：

S41、待隧道第一侧壁的上导开挖超过辅助坑道后，将辅助坑道施工至距车站主体站台

层的安全距离处；

S42、自上向下开挖辅助坑道处的隧道第一侧壁的中导及下导，对隧道第一侧壁的中导

和下导施做初期支护；

S43、开挖辅助坑道剩余的安全距离，与车站主体站台层贯通，然后隧道第一侧壁的上

导、中导、下导同步向车站主体的端墙处施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2中的施工步骤具体如下：

S21、主坑道施工至相距车站主体安全距离时，在主坑道一侧施工洞门加固钢拱架；

S22、紧贴洞门加固钢拱架处设置立脚点钢架，作为车站主体的环向永久支护钢架的临

时支撑点；

S23、主坑道进入车站主体后，先施工第一联络通道，第一联络通道的拱部按照车站初

支设计的外轮廓向上进行超挖，并进行门式拱架的架立；

S24、第一联络通道成型后，安装车站主体的环向永久支护钢架。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5中的施工步骤具体如下：

S51、隧道第一侧壁的上导向前施工至端墙处，然后第二侧壁的上导也向前施工至端墙

处，施做两侧支撑门架，作为环向永久支护钢架的临时支撑点，从第一侧壁向第二侧壁方向

开挖核心土的上导，端墙顶部按照车站初支设计的外轮廓向上进行超挖，采用门式拱架支

立，然后将隧道第一侧壁的上导与隧道第二侧壁的上导施工贯通，形成第二联络通道；

S52、第二联络通道贯通后安装核心土上导顶部的环向永久支护钢架，并施作初期支

护；

S53、拆除两侧支撑门架；

S54、隧道第一侧壁的中导施工至端墙处，向另一侧开挖核心土的中导和隧道第二侧壁

的中导；隧道第一侧壁的下导施工至端墙处，向另一侧开挖核心土的下导和隧道第二侧壁

的下导，隧道第二侧壁的中导和下导同步向隧道另一端方向开挖，形成双侧壁导坑，核心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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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上导、中导、下导同步跟进施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辅助坑道贯通后，施工第一侧壁的中

导及下导过程中出碴以及物资运输由辅助坑道通过，主坑道的第一联络通道继续向隧道另

一端挖掘。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隧道第一侧壁与隧道第二侧壁在

隧道一端端墙处贯通后，由此处核心土的上导、中导和下导，以及隧道第二侧壁的中导、下

导向隧道另一端挖掘过程中出碴以及物资运输由辅助坑道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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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主、辅分层坑道开挖特大断面地铁暗挖车站的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隧道施工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利用主、辅分层坑道开挖特大断面

地铁暗挖车站的施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城市地铁车站大断面隧道施工的过程中，为确保隧道施工的安全性及施工速度，

一般采用竖井或一条坑道进入大断面隧道，然后向两边挖掘。然而，上述的方式会出现不合

理的现象。采用竖井运输碴土、钢筋、混凝土等物资速度较慢。一条坑道进入大断面隧道施

工相互干扰情况较多，开挖面太少，造成整体隧道的施工速度慢，而且相互干扰施工的情况

下，还会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对于大断面的隧道施工，情况更加严重。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提供一种稳定、安全、效率高的大截面隧道施工方法，利用分层辅助坑道施

工，加快大截面隧道施工进度。

[0004]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5] 一种利用主、辅分层坑道开挖特大断面地铁暗挖车站的施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6] S1、主坑道施工进入车站主体站厅层；在主坑道一侧分支一条辅助坑道，并施工进

入车站主体站台层；

[0007] S2、主坑道从隧道第一侧壁施工进入车站主体站厅层后，一直施工到相对的隧道

第二侧壁，形成第一联络通道；

[0008] S3、从第一联络通道朝向辅助坑道方向施工隧道第一侧壁的上导和隧道第二侧壁

的上导，隧道第二侧壁的上导进度相比隧道第一侧壁的上导滞后；

[0009] S4、待隧道第一侧壁的上导施工超过辅助坑道后，自上向下开挖辅助坑道处的隧

道第一侧壁的中导及下导，辅助坑道施工至车站主体站台层并贯通，然后向车站主体的端

墙处同步施工隧道第一侧壁的上导、中导和下导；

[0010] S5、将隧道第一侧壁的上导和隧道第二侧壁的上导施工至端墙处贯通，然后自隧

道第一侧壁的中导、下导横向施工至隧道第二侧壁，车站主体形成双侧壁导坑；

[0011] S6、采用九步开挖法对隧道剩余部分进行整体施工。

[0012]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S2中的施工步骤具体如下：

[0013] S21、主坑道施工至相距车站主体安全距离时，在主坑道一侧施工洞门加固钢拱

架；

[0014] S22、紧贴洞门加固钢拱架处设置立脚点钢架，作为车站主体的环向永久支护钢架

的临时支撑点；

[0015] S23、主坑道进入车站主体后，先施工第一联络通道，第一联络通道的拱部按照车

站初支设计的外轮廓向上进行超挖，并进行门式拱架的架立；

[0016] S24、第一联络通道成型后，安装环向永久支护钢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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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S4中的施工步骤具体如下：

[0018] S41、待隧道第一侧壁的上导开挖到超过辅助坑道后，将辅助坑道施工至距车站主

体站台层的安全距离处；

[0019] S42、自上向下开挖辅助坑道处的隧道第一侧壁的中导及下导，对隧道第一侧壁的

中导和下导施做初期支护；

[0020] S43、开挖辅助坑道剩余的安全距离，与车站主体站台层贯通，然后隧道第一侧壁

的上导、中导、下导同步向车站主体的端墙处施工。

[0021]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S5中的施工步骤具体如下：

[0022] S51、隧道第一侧壁的上导向前施工至端墙处，然后第二侧壁的上导也向前施工至

端墙处，施做两侧支撑门架，作为环向永久支护钢架的临时支撑点，从第一侧壁向第二侧壁

方向开挖核心土的上导，端墙顶部按照车站初支设计的外轮廓向上进行超挖，采用门式拱

架支立，然后将隧道第一侧壁的上导与隧道第二侧壁的上导施工贯通，形成第二联络通道；

[0023] S52、第二联络通道贯通后安装核心土上导顶部的环向永久支护钢架，并施作初期

支护；

[0024] S53、拆除两侧支撑门架；

[0025] S54、隧道第一侧壁的中导施工至端墙处，向另一侧开挖核心土的中导和隧道第二

侧壁的中导；隧道第一侧壁的下导施工至端墙处，向另一侧开挖核心土的下导和隧道第二

侧壁的下导，隧道第二侧壁的中导和下导同步向隧道另一端方向开挖，形成双侧壁导坑，核

心土的上导、中导、下导同步跟进施工。

[0026] 优选地，辅助坑道贯通后，施工第一侧壁的中导及下导过程中出碴以及物资运输

由辅助坑道通过，主坑道的第一联络通道继续向隧道另一端挖掘。

[0027] 优选地，所述隧道第一侧壁与隧道第二侧壁在隧道一端端墙处贯通后，由此处核

心土的上导、中导和下导，以及隧道第二侧壁的中导、下导向隧道另一端挖掘过程中出碴以

及物资运输由辅助坑道通过。

[0028] 由以上技术方案可知，本发明为超大断面隧道设置两条坑道，分别进入其上部和

下部，主坑道为隧道上部开挖施工提供通道，辅坑道为下部开挖施工提供通道。利用门式拱

架形成的联络通道，大大增加开挖面数量，且出碴和材料运输不会相互干扰，有利于各种机

械的操作，形成快速且安全的流水作业；且后期施工仰拱和拱墙衬砌及站台层结构物资材

料可直接通过辅坑道运输进入，施工站厅层结构及风亭组和出入口结构物资材料可直接通

过主坑道运输进入，提高了工作效率，极大的加快了施工进度。

附图说明

[0029] 图1为本发明实施过程中主、辅坑道与车站主体的平面关系图；

[0030] 图2为本发明实施过程中主坑道进入车站主体站厅层的俯视图；

[0031] 图3为本发明实施过程中主坑道进入车站主体站厅层的横断面图；

[0032] 图4为本发明实施过程中辅助坑道进入车站主体站台层的横断面图；

[0033] 图5为本发明方法实施过程中的车站主体大里程端墙处左侧壁、右侧壁贯通横断

面图；

[0034] 图6为本发明中步骤二的施工状态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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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图7为本发明中步骤三的施工状态示意图；

[0036] 图8为本发明中步骤四的施工状态示意图；

[0037] 图9为步骤五中端墙处上导贯通的施工状态示意图；

[0038] 图10为步骤五中端墙处中导、下导贯通的施工状态示意图；

[0039] 图11为本发明中步骤六的施工状态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40]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一种优选实施方式作详细的说明。

[0041] 本发明利用主、辅分层坑道开挖特大断面地铁暗挖车站，该施工方法具体包括如

下步骤：

[0042] 步骤一、在车站较平坦一侧的地面设置一条主坑道2进入车站主体1的站厅层，于

主坑道2距车站主体60m处分支一条辅助坑道3进入车站主体的站台层，主坑道与辅助坑道

平面上相距40m。辅助坑道是靠近大里程方向布置的，也可以布置在小里程方向，本实施例

以辅助坑道靠近大里程方向布置为例，参见图1。

[0043] 步骤二、主坑道2从隧道左侧壁5施工进入车站主体站厅层后，一直施工到相对的

隧道右侧壁7，形成第一联络通道4，参见图6。也可以从隧道右侧壁进行开挖，这根据施工环

境决定。

[0044] 如图2和3所示，所述步骤二中的施工步骤具体如下：

[0045] S21、主坑道2施工至相距车站主体1m的地方，在主坑道一侧，施工3榀I18洞门加固

钢拱架11，进行洞门加固。

[0046] S22、紧贴洞门加固钢拱架处设置并排2榀I25立脚点钢架12，作为后面施工的车站

主体的环向永久支护钢架的临时支撑点，设置并排2榀I25立脚点钢架12。因立脚点钢架为

主要受力点，因此其材质采用I25工字钢，底部支立于基岩上。

[0047] S23、主坑道2进入车站主体后，先施工第一联络通道4，第一联络通道的拱部按照

车站初支设计的外轮廓向上进行超挖30cm（初支厚度），开挖循环进尺控制在0.75m，开挖后

立即进行门式拱架10的架立，门式拱架的间距按照0.75m/榀进行架立，采用喷射混凝土对

岩体进行临时封闭，做到随挖随支护。

[0048] S24、第一联络通道4成型后，立即安装环向永久支护钢架13，并用喷射混凝土进行

封闭。因开口时拱部的钢支撑已被环向永久支护钢架覆盖，因此门洞的顶部钢支撑作为永

久性支护，竖向的钢支撑可进行拆除。

[0049] 步骤三、从第一联络通道4向车站主体大里程方向施工隧道左侧壁5的上导和隧道

右侧壁的上导，隧道右侧壁7的上导进度相比隧道左侧壁的上导滞后10m，参见图7。

[0050] 步骤四、待隧道左侧壁5的上导施工超过辅助坑道  10m后，同时辅助坑道3施工至

距车站主体1的站台层处2m，自上向下开挖辅助坑道处的隧道左侧壁5的中导及下导，然后

开挖辅坑道剩余的2m，与车站主体站台层贯通，然后向车站主体的大里程端墙8方向同步施

工隧道左侧壁5的上导、中导和下导，参见图4和8。

[0051] 步骤五、将隧道左侧壁5的上导和隧道右侧壁7的上导施工至大里程端墙8处贯通，

然后自隧道左侧壁的中导、下导横向施工至隧道右侧壁，车站主体形成双侧壁导坑，参见图

5、9和10，具体步骤如下：

说　明　书 3/4 页

6

CN 108222945 B

6



[0052] S51、先将隧道左侧壁5和隧道右侧壁7的上导向前施工至大里程端墙8处，施做两

侧支撑门架14，作为环向永久支护钢架的临时支撑点，横向开挖核心土6的上导，端墙顶部

按照车站初支设计的外轮廓向上进行超挖30cm，采用门式拱架支立，然后将隧道左侧壁5的

上导与隧道右侧壁7的上导施工贯通，形成第二联络通道9。

[0053] S52、第二联络通道9贯通后安装核心土6的上导顶部的环向永久支护钢架，并施作

初期支护。

[0054] S53、拆除两侧支撑门架。

[0055] S54、然后将隧道左侧壁5的中导施工至大里程端墙8处，横向开挖核心土6的中导

和隧道右侧壁7的中导；接着隧道左侧壁5的下导施工至大里程端墙8处，横向开挖核心土6

的下导和隧道右侧壁的下导，隧道右侧壁7的中导和下导同步向小里程方向开挖，形成双侧

壁导坑，核心土6的上导、中导、下导同步跟进施工。

[0056] 步骤六、采用九步开挖法对隧道剩余部分进行整体施工，参见图11。九步开挖法详

见公告号CN105888696A的专利文献内容。

[0057] 其中，在步骤四中，辅助坑道3贯通后，施工左侧壁5的中导及下导过程中出碴以及

物资运输由辅助坑道通过，主坑道2的第一联络通道4继续向小里程方向挖掘，开挖面增多，

两边互不干扰，方便施工。

[0058] 在步骤五中，所述隧道左侧壁与隧道右侧壁在大里程端墙8处贯通后，由此处核心

土6的上导、中导和下导，以及隧道右侧壁的中导、下导向小里程方向挖掘过程中出碴以及

物资运输由辅助坑道3通过，不影响主坑道处的施工。

[0059] 所述的后期施工仰拱和拱墙衬砌及站台层结构物资材料可直接通过辅助坑道3运

输进入，施工站厅层结构及风亭组和出入口结构物资材料可直接通过主坑道2运输进入，提

高了工作效率，极大的加快了施工进度。

[0060] 以上所述实施方式仅仅是对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进行描述，并非对本发明的范

围进行限定，在不脱离本发明设计精神的前提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对本发明的技术方

案作出的各种变形和改进，均应落入本发明的权利要求书确定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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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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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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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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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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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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