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120747427.3

(22)申请日 2021.04.13

(73)专利权人 北京建工土木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 100015 北京市朝阳区京顺东街6号院

A2-2号楼

(72)发明人 张开坤　赵国　杨国哲　帅杰　

杜树旺　胡小伟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中建联合知识产权代理

事务所(普通合伙) 11004

代理人 王灵灵　晁璐松

(51)Int.Cl.

E21D 11/10(2006.01)

E21D 11/38(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富水砂卵石地层地铁暗挖隧道内高压旋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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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富水砂卵石地层地铁暗挖隧道内高压旋喷

注浆止水系统，包括初支结构和位于初支结构内

的注浆止水系统，初支结构包括按开挖方向顺次

挖设的上导洞和下导洞，上导洞和下导洞交接处

的掌子面临时封端墙处设有运输坡道，注浆止水

系统包括履带式液压多功能钻机、高压旋喷注浆

机、高压注浆机和制浆桶，履带式液压多功能钻

机包括钻机进浆管、钻杆和钻头；高压旋喷注浆

机上设有高压旋喷注浆机进浆管和高压旋喷注

浆机出浆管，高压注浆机上设有高压注浆机进浆

管和高压注浆机出浆管。本实用新型在下导洞内

采用满足在上导洞作业空间要求的履带式液压

多功能钻机，通过隧道临时仰拱作为高压旋喷注

浆机施工作业平台，解决了传统施工设备受隧道

施工空间限制的技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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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富水砂卵石地层地铁暗挖隧道内高压旋喷注浆止水系统，包括初支结构（1）和位于

初支结构（1）内的注浆止水系统，所述初支结构（1）包括按开挖方向顺次挖设的上导洞（5）

和下导洞（6），上导洞（5）和下导洞（6）交接处的掌子面临时封端墙（4）处设有运输坡道（7），

其特征在于：所述注浆止水系统包括履带式液压多功能钻机（8）、高压旋喷注浆机（9）、高压

注浆机（10）和制浆桶（11），履带式液压多功能钻机（8）包括钻机进浆管（19）、钻杆（18）和钻

头（20）；所述高压旋喷注浆机（9）上设有高压旋喷注浆机进浆管（16）和高压旋喷注浆机出

浆管（17），所述高压注浆机（10）包括高压注浆机进浆管（14）和高压注浆机出浆管（15），所

述高压旋喷注浆机进浆管（16）和高压注浆机进浆管（14）入口段均插入制浆桶（11）内，高压

旋喷注浆机出浆管（17）或高压注浆机出浆管（15）与钻机进浆管（19）相连接。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富水砂卵石地层地铁暗挖隧道内高压旋喷注浆止水系统，其特

征在于：所述制浆桶（11）临近设于下导洞（6）的物料平台（12）设置，所述物料平台（12）高于

下导洞（6）的临时仰拱（2）至少30cm。

3.权利要求1所述的富水砂卵石地层地铁暗挖隧道内高压旋喷注浆止水系统，其特征

在于：处于钻孔状态的履带式液压多功能钻机（8）的所述钻机进浆管（19）与给水管（21）连

通。

4.权利要求1所述的富水砂卵石地层地铁暗挖隧道内高压旋喷注浆止水系统，其特征

在于：所述高压旋喷注浆机出浆管（17）与钻机进浆管（19）相连接，制浆桶（11）内浆液为水

泥单液浆。

5.权利要求1所述的富水砂卵石地层地铁暗挖隧道内高压旋喷注浆止水系统，其特征

在于：所述高压注浆机出浆管（15）与钻机进浆管（19）相连接，制浆桶（11）内浆液为水泥‑水

玻璃双液浆。

6.权利要求1所述的富水砂卵石地层地铁暗挖隧道内高压旋喷注浆止水系统，其特征

在于：所述上导洞（5）内设有高压旋喷桩注浆孔（22）和与高压旋喷桩注浆孔（22）间隔布置

的高压注浆孔（23），相邻所述高压旋喷桩注浆孔（22）横向间距为500mm、纵向间距1000mm，

高压注浆孔（23）呈梅花形布置，相邻高压注浆孔（23）间距为1000mm×1000mm。

7.权利要求1~6任意一项所述的富水砂卵石地层地铁暗挖隧道内高压旋喷注浆止水系

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运输坡道（7）采用级配砂石分层回填形成，坡度为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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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水砂卵石地层地铁暗挖隧道内高压旋喷注浆止水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建筑施工领域，具体属于富水砂卵石地层地铁暗挖隧道内高压旋

喷注浆止水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在传统的地铁隧道暗挖法施工时，遇地下水位在开挖面以上时，一般以地面或隧

道内打设降水井进行抽排水从而降低水位，进而完成土方开挖及初支结构施工作业，但此

种方法对地下水资源造成严重浪费，且在一般卵石粒径6~9cm、含中砂30%、局部有漂石的富

水砂卵石地层内传统注浆方法成孔困难，浆液扩散不均，造成注浆止水效果不佳，同时为响

应政府对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建设领域不降水（或少降水）施工的要求，采用满足有限空间作

业要求的电力驱动式多功能大扭矩钻机，高压旋喷注浆可以使浆液与土体充分搅拌，形成

有效注浆加固体（注浆止水帷幕），有效阻隔地下水成为隧道内止水的一种选择，目前高压

旋喷注浆通常在地面或明挖基坑内进行，施工空间范围大，为了适应隧道内施工空间限制，

增强止水注浆效果等问题，特进行地铁暗挖隧道内高压旋喷注浆施工方法的改进。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富水砂卵石地层地铁暗挖隧道内高压旋喷注浆止水系

统，要解决富水砂卵石地层地铁暗挖隧道在非降水条件下传统注浆方法难以保证止水效

果，造成隧道无法正常施工的技术问题，还解决在一般卵石粒径6~9cm、含中砂30%、局部有

漂石的富水砂卵石地层内采用传统注浆方法成孔困难，浆液扩散不均，造成注浆止水效果

难以保证，暗挖隧道无法正常施工的技术问题。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5] 富水砂卵石地层地铁暗挖隧道内高压旋喷注浆止水系统，包括初支结构和位于初

支结构内的注浆止水系统，所述初支结构包括按开挖方向顺次挖设的上导洞和下导洞，上

导洞和下导洞交接处的掌子面临时封端墙处设有运输坡道，其特征在于：所述注浆止水系

统包括履带式液压多功能钻机、高压旋喷注浆机、高压注浆机和制浆桶，履带式液压多功能

钻机包括钻机进浆管、钻杆和钻头；所述高压旋喷注浆机上设有高压旋喷注浆机进浆管和

高压旋喷注浆机出浆管，所述高压注浆机包括高压注浆机进浆管和高压注浆机出浆管，所

述高压旋喷注浆机进浆管和高压注浆机进浆管入口段均插入制浆桶，高压旋喷注浆机出浆

管或高压注浆机出浆管与钻机进浆管相连接。

[0006] 进一步优选地，所述制浆桶临近设于下导洞的物料平台设置，所述物料平台高于

下导洞的临时仰拱至少30cm。

[0007] 进一步地，处于钻孔状态的履带式液压多功能钻机的所述钻机进浆管与给水管连

通。

[0008] 进一步地，所述高压旋喷注浆机出浆管与钻机进浆管相连接，制浆桶内浆液为水

泥单液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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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进一步地，所述高压注浆机出浆管与钻机进浆管相连接，制浆桶内浆液为水泥‑水

玻璃双液浆。

[0010] 此外，所述上导洞内设有高压旋喷桩注浆孔和与高压旋喷桩注浆孔间隔布置的高

压注浆孔，相邻高压旋喷桩注浆孔横向间距为500mm、纵向间距1000mm，高压注浆孔呈梅花

形布置，相邻高压注浆孔间距为1000mm×1000mm。

[0011] 更加优选地，所述运输坡道采用级配砂石分层回填形成，坡度为15°~20°。

[001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具有以下特点和有益效果：

[0013] 本实用新型止水注浆分上下导洞分别进行，隧道上导洞采用纵向分段深孔注浆止

水，下导洞采用满足在上导洞作业空间要求的履带式液压多功能钻机，通过隧道临时仰拱

作为高压旋喷注浆机施工作业平台，解决了传统地面旋喷钻机受隧道施工空间限制的技术

问题，并且本系统在高压旋喷注浆实施后进行补偿高压注浆，解决了高压旋喷桩间注浆咬

合区浆液扩散不佳的技术问题。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本实用新型涉及的注浆止水系统平面布置示意图；

[0015] 图2为本实用新型涉及的注浆止水系统剖面图；

[0016] 图3为本实用新型涉及的旋喷注浆平面示意图；

[0017] 图4为图3中1‑1剖视图；

[0018] 图5为图3中A‑A剖视图。

[0019] 附图标记：1‑初支结构、2‑临时仰拱、3‑核心土、4‑掌子面临时封端墙、5‑上导洞、

6‑下导洞、7‑运输坡道、8‑履带式液压多功能钻机、9‑高压旋喷注浆机、10‑高压注浆机、11‑

制浆桶、12‑物料平台、14‑高压注浆机进浆管、15‑高压注浆机出浆管、16‑高压旋喷注浆机

进浆管、17‑高压旋喷注浆机出浆管、18‑钻杆、19‑钻机进浆管、20‑钻头、21‑给水管、22‑高

压旋喷注浆孔、23‑高压注浆孔、24‑注浆加固体。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为使本实用新型实现的技术手段、创新特征、达成目的与功效易于明白了解，下面

对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说明。

[0021] 在此记载的实施例为本实用新型的特定的具体实施方式，用于说明本实用新型的

构思，均是解释性和示例性的，不应解释为对本实用新型实施方式及本实用新型范围的限

制。除在此记载的实施例外，本领域技术人员还能够基于本申请权利要求书和说明书所公

开的内容采用显而易见的其它技术方案，这些技术方案包括采用对在此记载的实施例的做

出任何显而易见的替换和修改的技术方案。

[0022] 富水砂卵石地层地铁暗挖隧道内高压旋喷注浆止水系统，如图1和2所示，包括初

支结构1和位于初支结构1内的注浆止水系统，初支结构1包括按开挖方向顺次挖设的上导

洞5和下导洞6，上导洞5和下导洞6交接处的掌子面临时封端墙4处设有运输坡道7，注浆止

水系统包括履带式液压多功能钻机8、高压旋喷注浆机9、高压注浆机10和制浆桶11，履带式

液压多功能钻机8包括钻机进浆管19、钻杆18和钻头20；高压旋喷注浆机9上设有高压旋喷

注浆机进浆管16和高压旋喷注浆机出浆管17，高压注浆机10包括高压注浆机进浆管14和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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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注浆机出浆管15，高压旋喷注浆机进浆管16和高压注浆机进浆管14入口段均插入制浆桶

11，高压旋喷注浆机出浆管17或高压注浆机出浆管15与钻机进浆管19相连接。

[0023] 利用上述注浆止水系统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步骤如下：

[0024] 步骤一：隧道下导洞6掌子面临时封端墙4，掌子面临时封端墙4采用C20喷射混凝

土，内挂钢筋网片，掌子面临时封端墙4厚度为200mm；

[0025] 步骤二：运输坡道7回填；运输坡道7采用级配砂石分层回填，在隧道初支结构1上

导洞5贯通或施工一定距离后进行施工，施工前需破除临时仰拱215m，确保回填坡度满足机

械爬坡能力，控制在15°~20°，在注浆完成后需同样按要求重新施作运输坡道7进行机械、材

料撤场；

[0026] 步骤三：履带式液压多功能钻机8、高压旋喷注浆机9、高压注浆机10、制浆桶11、物

料平台12就位，履带式液压多功能钻机8自立高度不大于上导洞5净空高度，履带式液压多

功能钻机8的钻杆18为1.2m长分节安装，钻头20分高压旋喷桩钻头、高压注浆钻头两种，钻

孔过程中，履带式液压多功能钻机8的钻机进浆管19与给水管21连，给水管21位于隧道初支

结构1内，用于为整个施工过程供水，物料平台12需高于临时仰拱2不低于30cm。

[0027] 高压旋喷注浆机9包括高压旋喷注浆机进浆管16和高压旋喷注浆机出浆管17，高

压旋喷注浆过程中高压旋喷注浆机9的高压旋喷注浆机进浆管16插入制浆桶11内，高压旋

喷注浆机9的高压旋喷注浆机出浆管17与履带式液压多功能钻机8进浆管19相连接，高压旋

喷注浆浆液采用水泥单液浆。

[0028] 高压注浆机10包括高压注浆机进浆管14和高压注浆机出浆管15，高压注浆过程中

高压注浆机10高压注浆机进浆管14插入制浆桶11内，高压注浆机10高压注浆机出浆管15与

履带式液压多功能钻机8进浆管19相连接，高压注浆浆液采用水泥‑水玻璃双液浆。

[0029] 步骤四：测量放线；根据注浆孔位图，在隧道初支临时仰拱2上进行注浆点位放线；

[0030] 步骤五：采用履带式液压多功能钻机8、高压旋喷注浆机9按已标记高压旋喷注浆

孔位进行径向高压旋喷桩施工；高压旋喷桩注浆孔22布置间距横向500mm、纵向1000mm，注

浆范围为临时仰拱2以下初支结构1范围内及初支结构1范围轮廓外2000mm。

[0031] 步骤六：采用履带式液压多功能钻机8、高压注浆机10按已标记高压注浆孔位进行

径向补充高压注浆施工；如图3~5所示，高压注浆孔23间距为1000mm×1000mm梅花型布置，

与高压旋喷桩注浆孔位22间隔布置，注浆范围为临时仰拱2以下初支结构1范围内及初支结

构1范围轮廓外2000mm，高压旋喷注浆可以使浆液与土体充分搅拌，形成有效注浆加固体24

（注浆止水帷幕），用于补偿注浆止水。

[0032] 步骤七：钻机、材料撤场。

[0033]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实用新型的基本原理和主要特征和本实用新型的优点,对于

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显然本实用新型不限于上述示范性实施例的细节，而且在不背离本

实用新型的精神或基本特征的情况下，能够以其他的具体形式实现本实用新型。因此，无论

从哪一点来看，均应将实施例看作是示范性的，而且是非限制性的，本实用新型的范围由所

附权利要求而不是上述说明限定，因此旨在将落在权利要求的等同要件的含义和范围内的

所有变化囊括在本实用新型内。不应将权利要求中的任何附图标记视为限制所涉及的权利

要求。

[0034] 此外，应当理解，虽然本说明书按照实施方式加以描述，但并非每个实施方式仅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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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一个独立的技术方案，说明书的这种叙述方式仅仅是为清楚起见，本领域技术人员应当

将说明书作为一个整体，各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也可以经适当组合，形成本领域技术人员

可以理解的其他实施方式。

说　明　书 4/4 页

6

CN 214944303 U

6



图1

图2

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1/2 页

7

CN 214944303 U

7



图4

图5

说　明　书　附　图 2/2 页

8

CN 214944303 U

8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RA
	DRA00007
	DRA00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