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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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0019280.3

(22)申请日 2019.01.10

(71)申请人 中铁隧道集团二处有限公司

地址 065200 河北省三河市燕郊开发区学

院路大街南侧

(72)发明人 许维青　翟志国　李义华　陈强　

唐伟　王乐明　苏清贵　古艳旗　

李强　刘柳　何博　王康乐　李萍　

张华　高佳　邓业华　杨振朋　

莫松　李斌　

(51)Int.Cl.

E21D 11/10(2006.01)

E21D 9/06(2006.01)

G01C 5/00(2006.01)

G01B 21/24(2006.01)

G01B 21/32(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泥水盾构降低扰动穿越无基础民房区

的施工方法

(57)摘要

一种泥水盾构降低扰动穿越无基础民房区

的施工方法，该施工方法包含房屋检测评估、严

重损坏房进行地面跟踪注浆加固、穿越前准备工

作、穿越过程中各项参数的设置、洞内注浆加固

及监控量测控制六个步骤，根据上述六个步骤本

发明降低了泥水盾构穿越无基础民房区时对建

筑物的扰动，既保证了泥水盾构的正常施工，又

保证了无基础民房区的设施安全，对本领域施工

具有广泛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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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泥水盾构降低扰动穿越无基础民房区的施工方法，该施工方法包含房屋检测评

估、严重损坏房进行地面跟踪注浆加固、穿越前准备工作、穿越过程中各项参数的设置、洞

内注浆加固及监控量测控制六个步骤，其特征是：

I、房屋检测评估：为避免隧道上部房屋建筑及构筑物的正常使用及安全造成的影响或

损伤，委托专业房屋安全鉴定部门对泥水盾构隧道施工沿线的地面房屋建筑安全、引起的

地面房屋损伤及变形情况进行检测和评估，检测和评估主要包括房屋现场调研、房屋结构

平面布置绘制、房屋损伤检测、房屋现状垂直度偏差检测、房屋完损等级评定、房屋结构的

再允许差异沉降限值进行计算分析；

根据上述检测和评估报告，按照同一标准、同一项目及同一评定方法，并根据房屋结

构、装修组成部分各个项目的完好或损坏程度划分房屋完损等级，房屋完损分成四个等级

即严重、一般、基本及完好，根据四个等级分别设立差异沉降控制标准，严重损坏房差异沉

降控制标准的差异沉降值限定为0mm，一般损坏房差异沉降控制标准的差异沉降值限定为3

～5mm，基本或是完好房差异沉降控制标准的差异沉降值限定为6～10mm；

II、严重损坏房进行地面跟踪注浆加固：严重损坏房地面跟踪补偿注浆采用预埋袖阀

管分层注浆加固工法，使用预埋袖阀管分层注浆加固工法时先挖探槽探明地下管线位置、

地质钻机成孔、安装袖阀管、制作套壳料和混凝土止浆盘，最后根据泥水盾构掘进和监测情

况分序注浆；其中挖探槽探明地下管线位置时采用人工挖探方式，开挖长度按现状严重损

坏房的基础走向开挖，探槽开挖宽度控制在2.0m，探槽开挖深度控制在2.5m；地质钻机成孔

采用双排钻孔并沿隧道掘进边线布置，双排钻孔的排距控制在0.5m，每排相邻钻孔之间距

控制在1.0m，双排钻孔呈相错分布，各钻孔外插角均控制在60～65°，各钻孔也是注浆孔；安

装袖阀管时如严重损坏房正处于隧道上方时则袖阀管长度应深入到隧道上方5m处，如严重

损坏房处于隧道侧方时则袖阀管应深入到隧道沉降曲线以下2m处，每个注浆孔均配置有对

应的袖阀管；制作套壳料和混凝土止浆盘时，套壳料根据袖阀管的直径并由铁皮制作成方

形，将套壳料套入袖阀管上端，在套壳料的上端连接混凝土止浆盘，混凝土止浆盘中心预留

注浆小孔；分序注浆时，将水泥浆和水玻璃按1∶1的比例并通过三通管注入所述注浆小孔

内，水玻璃采用10～20°Bé，所述水泥浆的配比是：水∶水泥＝1∶1，在袖阀管内形成双液浆，

此时双液浆的初凝时间根据袖阀管长度、地质情况进行调整，注浆压力应控制在1.0MPa以

内；

III、穿越前准备工作：在泥水盾构穿越无基础民房区之前先编制专项施工方案，并经

专家论证后上报监理和业主，然后按照审批的上述专项施工方案编制技术交底书，并组织

所有的项目管理人员和施工人员进行技术交底和业务培训，此外还应协调监控量测人员、

村委配合人员、应急抢险人员提前到位，确保穿越期间施工人员及技术保障人员充足；在泥

水盾构到达无基础民房区前进行一次盾构停机，进行带压进仓刀具检查或更换、盾构机及

配套设备维修保养、泥水处理系统检修，确保穿越无基础民房区时盾构机处于良好状态以

避免中途停机；

IV、穿越过程中各项参数的设置：

(1)泥水压力控制：盾构机掘进时的切口泥水压力应介于理论计算值上下限之间，该理

论计算值为盾构机所处位置水土压力之和，并根据严重损坏房的地质条件做出对应调整，

对应调整时应尽量减小掘进面泥水压力的波动；在掘进过程中泥水盾构开挖轮廓线与盾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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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加注填充材料，填充材料包括克泥效和恒盾泥，使泥水盾构掘进平稳且地层扰动控制

到最低；为减小压力波动对掘进面土层的扰动，盾构机推进、反冲和旁通三状态切换时的泥

水压力偏差值控制在±0.05bar；

(2)盾构机掘进参数控制：每环正常掘进过程中，掘进速度值应尽量保持衡定，减少波

动，以保证泥水压力稳定和进排浆管的畅通，在调整掘进速度时应逐步调整，避免掘进速度

突变对地层造成冲击扰动和造成泥水压力摆动过大，掘进速度的快慢必须满足每环掘进同

步注浆量的要求，保证同步注浆系统始终处于良好工作状态，掘进速度选取时必须注意与

地质条件匹配，避免速度选择不合适对盾构机刀盘及刀具造成非正常损坏和隧道周边土体

扰动过大，为减小刀盘对地层的扰动，刀盘转速控制在1.0～1.1r/min；

(3)泥浆参数控制：根据不同的土体，泥浆根据需要调节比重、粘度、含砂率、析水量和

pH值，使其成为一种可塑流体，根据隧道的埋深和地面监测情况及时调整泥浆压力和泥浆

比重及粘度，使泥浆指标一直处于最优状态，在保证开挖面稳定的同时，能形成良好的泥

膜；

V、洞内注浆加固：

(1)同步注浆控制：及时实施同步注浆，做到不注浆不掘进，掘进必注浆，选择填充性能

较好的水泥砂浆充分回填管片壁后空隙，减小地面沉降，将聚氨酯注入管片环壁后空隙封

堵并固定管片外侧的水泥砂浆，使地层不会因为水泥砂浆的前后流动而发生较大沉降；

(2)二次补强注浆：在泥水盾构穿越无基础民房区过程中，根据地面监测信息及时进行

二次补强注浆作业，二次补强注浆压力应控制在0.5MPa以内，注浆量根据地表监测信息和

注浆压力来确定，二次补强注浆采用上述双液浆即可；

(3)二次深孔注浆：根据地面监测情况，在距离盾尾5～10管片环的位置及时实施二次

深孔注浆工序，二次深孔注浆工序中每个注浆孔内预先埋入不小于3m长的注浆管，注浆压

力控制在1.0MPa以内，注浆量应根据地表监测信息和注浆压力确定，二次深孔注浆仍采用

上述双液浆；

VI、监控量测控制：穿越无基础民房区的主要监测项目为建筑物沉降、差异沉降、建筑

物倾斜及建筑物裂缝，其中建筑物沉降、差异沉降为必测项目，建筑物倾斜及建筑物裂缝为

选测项目，选测项目以严重损坏房为准；

建筑物沉降监测点布设在房屋外墙或承重柱上且位于主要影响区，沿房屋外墙间距10

～15m处设置一个建筑物沉降监测点、承重柱每隔2根设置一个建筑物沉降监测点、房屋外

墙转角处设置建筑物沉降监测点、在高低悬殊建筑物处设置建筑物沉降监测点、新旧建筑

物连接处设置建筑物沉降监测点、建筑物变形缝处设置建筑物沉降监测点、不同结构分界

处设置建筑物沉降监测点、不同基础形式处设置建筑物沉降监测点、不同基础理深处设置

建筑物沉降监测点、烟囱处设置建筑物沉降监测点、水塔处设置建筑物沉降监测点、高压电

塔处设置建筑物沉降监测点，各建筑物沉降监测点不少于三个；

差异沉降监测点根据上述建筑物沉降监测点在同一地点不同时期的监测数据差值而

定；

建筑物倾斜监测点应沿房屋主体结构顶部、底部上下对应按组设置且在房屋主体中部

增加建筑物倾斜监测点，每栋建筑物倾斜监测数量不少于两组，每组的监测点不少于两个；

建筑物裂缝监测点应根据房屋裂缝的分布位置、走向、长度、宽度、错台分析各裂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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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产生原因及发展趋势，选取应力或应力变化较大部位为建筑物裂缝监测点，各建筑物

裂缝监测点至少设置两个并分别设置在裂缝两侧且其连线应垂直于裂缝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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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泥水盾构降低扰动穿越无基础民房区的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隧道盾构施工技术领域，尤其是一种泥水盾构降低扰动穿越无基础民

房区的施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在泥水盾构施工过程中，常会面临盾构穿越一些无法迁移的地基基础差甚至无基

础的民房区，常规的盾构掘进模式会存在以下问题：

[0003] 1、无基础民房区的房屋受损情况、房屋数量未提前探明，盲目穿越可能存在很大

的安全隐患；

[0004] 2、对于地表面上的严重损坏房未做相应的加固措施，加大了穿越风险；

[0005] 3、盾构在穿越前未做好准备工作，穿越过程中有可能因人员、设备等问题造成停

机，延长穿越时间，加大施工危险系数；

[0006] 4、盾构在穿越过程中，泥水压力，泥浆参数，掘进参数的设置不合理，使得刀盘对

掘进面的切削、泥浆对掘进面的冲刷破坏土体稳定结构使得地表产生较大的不均匀沉降造

成无基础的民房产生裂缝甚至造成坍塌，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是直径超过10米的大

盾构更是加重了穿越的风险；

[0007] 5、常规的同步注浆模式只能做到填充管片背后与土层之间的空隙，避免不了地表

有较大的沉降，不能满足无基础民房对于地表沉降的要求；

[0008] 6、对地面房区的监控量测的不足，导致不能及时掌握其变化情况，加大了穿越风

险。

[0009] 截至目前，泥水盾构降低扰动穿越无基础民房区的施工方法还未见到相关报道。

发明内容

[0010] 针对上述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泥水盾构降低扰动穿越无基础民房区的施工方

法，该施工方法能降低泥水盾构穿越无基础民房区时对建筑物的扰动，既保证了泥水盾构

的正常施工，又保证了无基础民房区的设施安全。

[0011] 为实现上述发明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12] 一种泥水盾构降低扰动穿越无基础民房区的施工方法，该施工方法包含房屋检测

评估、严重损坏房进行地面跟踪注浆加固、穿越前准备工作、穿越过程中各项参数的设置、

洞内注浆加固及监控量测控制六个步骤，其特征是：

[0013] I、房屋检测评估：为避免隧道上部房屋建筑及构筑物的正常使用及安全造成的影

响或损伤，委托专业房屋安全鉴定部门对泥水盾构隧道施工沿线的地面房屋建筑安全、引

起的地面房屋损伤及变形情况进行检测和评估，检测和评估主要包括房屋现场调研、房屋

结构平面布置绘制、房屋损伤检测、房屋现状垂直度偏差检测、房屋完损等级评定、房屋结

构的再允许差异沉降限值进行计算分析；

[0014] 根据上述检测和评估报告，按照同一标准、同一项目及同一评定方法，并根据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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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装修组成部分各个项目的完好或损坏程度划分房屋完损等级，房屋完损分成四个等

级即严重、一般、基本及完好，根据四个等级分别设立差异沉降控制标准，严重损坏房差异

沉降控制标准的差异沉降值限定为0mm，一般损坏房差异沉降控制标准的差异沉降值限定

为3～5mm，基本或是完好房差异沉降控制标准的差异沉降值限定为6～10mm；

[0015] II、严重损坏房进行地面跟踪注浆加固：严重损坏房地面跟踪补偿注浆采用预埋

袖阀管分层注浆加固工法，使用预埋袖阀管分层注浆加固工法时先挖探槽探明地下管线位

置、地质钻机成孔、安装袖阀管，最后根据泥水盾构掘进和监测情况分序注浆；其中挖探槽

探明地下管线位置时采用人工挖探方式，开挖长度按现状严重损坏房的基础走向开挖，探

槽开挖宽度控制在2.0m，探槽开挖深度控制在2.5m；地质钻机成孔采用双排钻孔并沿隧道

掘进边线布置，双排钻孔的排距控制在0.5m，每排相邻钻孔之间距控制在1.0m，双排钻孔呈

相错分布，各钻孔外插角均控制在60～65°，各钻孔也是注浆孔；安装袖阀管时如严重损坏

房正处于隧道上方时则袖阀管长度应深入到隧道上方5m处，如严重损坏房处于隧道侧方时

则袖阀管应深入到隧道沉降曲线以下2m处，每个注浆孔均配置有对应的袖阀管；分序注浆

时，将水泥浆和水玻璃按1∶1的比例并通过三通管注入所述注浆小孔内，水玻璃采用10～

20°Bé，所述水泥浆的配比是：水∶水泥＝1∶1，在袖阀管内形成双液浆，此时双液浆的初凝时

间根据袖阀管长度、地质情况进行调整，注浆压力应控制在1.0MPa以内；

[0016] III、穿越前准备工作：在泥水盾构穿越无基础民房区之前先编制专项施工方案，

并经专家论证后上报监理和业主，然后按照审批的上述专项施工方案编制技术交底书，并

组织所有的项目管理人员和施工人员进行技术交底和业务培训，此外还应协调监控量测人

员、村委配合人员、应急抢险人员提前到位，确保穿越期间施工人员及技术保障人员充足；

在泥水盾构到达无基础民房区前进行一次盾构停机，进行带压进仓刀具检查或更换、盾构

机及配套设备维修保养、泥水处理系统检修，确保穿越无基础民房区时盾构机处于良好状

态以避免中途停机；

[0017] IV、穿越过程中各项参数的设置：

[0018] (1)泥水压力控制：盾构机掘进时的切口泥水压力应介于理论计算值上下限之间，

该理论计算值为盾构机所处位置水土压力之和，并根据严重损坏房的地质条件做出对应调

整，对应调整时应尽量减小掘进面泥水压力的波动；在掘进过程中泥水盾构开挖轮廓线与

盾壳之间加注填充材料，填充材料包括克泥效和恒盾泥，使泥水盾构掘进平稳且地层扰动

控制到最低；为减小压力波动对掘进面土层的扰动，盾构机推进、反冲和旁通三状态切换时

的泥水压力偏差值控制在±0.05bar；

[0019] (2)盾构机掘进参数控制：每环正常掘进过程中，掘进速度值应尽量保持衡定，减

少波动，以保证泥水压力稳定和进排浆管的畅通，在调整掘进速度时应逐步调整，避免掘进

速度突变对地层造成冲击扰动和造成泥水压力摆动过大，掘进速度的快慢必须满足每环掘

进同步注浆量的要求，保证同步注浆系统始终处于良好工作状态，掘进速度选取时必须注

意与地质条件匹配，避免速度选择不合适对盾构机刀盘及刀具造成非正常损坏和隧道周边

土体扰动过大，为减小刀盘对地层的扰动，刀盘转速控制在1.0～1.1r/min；

[0020] (3)泥浆参数控制：根据不同的土体，泥浆根据需要调节比重、粘度、含砂率、析水

量和pH值，使其成为一种可塑流体，根据隧道的埋深和地面监测情况及时调整泥浆压力和

泥浆比重及粘度，使泥浆指标一直处于最优状态，在保证开挖面稳定的同时，能形成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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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膜；

[0021] V、洞内注浆加固：

[0022] (1)同步注浆控制：及时实施同步注浆，做到不注浆不掘进，掘进必注浆，选择填充

性能较好的水泥砂浆充分回填管片壁后空隙，减小地面沉降，将聚氨酯注入管片环壁后空

隙封堵并固定管片外侧的水泥砂浆，使地层不会因为水泥砂浆的前后流动而发生较大沉

降；

[0023] (2)二次补强注浆：在泥水盾构穿越无基础民房区过程中，根据地面监测信息及时

进行二次补强注浆作业，二次补强注浆压力应控制在0.5MPa以内，注浆量根据地表监测信

息和注浆压力来确定，二次补强注浆采用上述双液浆即可；

[0024] (3)二次深孔注浆：根据地面监测情况，在距离盾尾5～10管片环的位置及时实施

二次深孔注浆工序，二次深孔注浆工序中每个注浆孔内预先埋入不小于3m长的注浆管，注

浆压力控制在1.0MPa以内，注浆量应根据地表监测信息和注浆压力确定，二次深孔注浆仍

采用上述双液浆；

[0025] VI、监控量测控制：穿越无基础民房区的主要监测项目为建筑物沉降、差异沉降、

建筑物倾斜及建筑物裂缝，其中建筑物沉降、差异沉降为必测项目，建筑物倾斜及建筑物裂

缝为选测项目，选测项目以严重损坏房为准；

[0026] 建筑物沉降监测点布设在房屋外墙或承重柱上且位于主要影响区，沿房屋外墙间

距10～15m处设置一个建筑物沉降监测点、承重柱每隔2根设置一个建筑物沉降监测点、房

屋外墙转角处设置建筑物沉降监测点、在高低悬殊建筑物处设置建筑物沉降监测点、新旧

建筑物连接处设置建筑物沉降监测点、建筑物变形缝处设置建筑物沉降监测点、不同结构

分界处设置建筑物沉降监测点、不同基础形式处设置建筑物沉降监测点、不同基础理深处

设置建筑物沉降监测点、烟囱处设置建筑物沉降监测点、水塔处设置建筑物沉降监测点、高

压电塔处设置建筑物沉降监测点，各建筑物沉降监测点不少于三个；

[0027] 差异沉降监测点根据上述建筑物沉降监测点在同一地点不同时期的监测数据差

值而定；

[0028] 建筑物倾斜监测点应沿房屋主体结构顶部、底部上下对应按组设置且在房屋主体

中部增加建筑物倾斜监测点，每栋建筑物倾斜监测数量不少于两组，每组的监测点不少于

两个；

[0029] 建筑物裂缝监测点应根据房屋裂缝的分布位置、走向、长度、宽度、错台分析各裂

缝的性质、产生原因及发展趋势，选取应力或应力变化较大部位为建筑物裂缝监测点，各建

筑物裂缝监测点至少设置两个并分别设置在裂缝两侧且其连线应垂直于裂缝走向。

[0030] 由于采用如上所述技术方案，本发明产生如下积极效果：

[0031] 1、本发明可解决背景技术所提出的问题，为泥水盾构顺利穿越无基础民房区提供

了技术保证，尤其是降低了对严重损坏房的扰动，本发明对本领域具有广泛的指导意义。

[0032] 2、房屋检测评估和监控量测可为盾构施工人员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持。

[0033] 3、穿越前期准备工作从人员、机械两个方面保证了盾构机能顺利穿越无基础民房

区，避免了因中途停机所带来穿越风险。

[0034] 4、严重损坏房进行地面跟踪注浆加固、洞内注浆加固降低了地层的扰动，保证了

盾构机穿越过程中地层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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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5、穿越过程中泥水压力控制、盾构机掘进参数控制、泥浆参数控制为泥水盾构顺

利穿越无基础民房区提供了技术支持。

具体实施方式

[0036] 本发明是一种泥水盾构降低扰动穿越无基础民房区的施工方法，为泥水盾构顺利

穿越无基础民房区提供了技术保证，对本领域施工具有广泛的指导意义。

[0037] 本发明的施工方法参见所述技术方案，其它未述部分按常规泥水盾构施工技术标

准执行，不另赘述，虽然本发明主要针对的是严重损坏房，但对一般、基本、完好房也是适用

的。

[0038] 下面结合所述技术方案，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39] 首先在泥水盾构穿越无基础民房区之前，要请专业房屋安全鉴定部门对民房区做

房屋检测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对所有房屋按照同一标准进行等级划分，根据受损情况可分

严重、一般、基本、完好四个等级。

[0040] 其次对严重损坏房进行地面跟踪注浆加固，先人工开挖探明地下管线并做好标

注，然后采用预埋袖阀管分层注浆加固的方法，压注水泥-水玻璃双液浆。

[0041] 再者做穿越无基础民房区准备工作，包括技术人员、施工人员准备，盾构机停机检

修准备，和泥水设备检修准备，保证在穿越过程中人员、设备正常运作。

[0042] 然后泥水盾构在穿越过程中，控制好掘进参数，泥浆指标和泥水压力。

[0043] 最后在穿越过程中，洞内同步进行地层加固措施，包括同步注浆，二次注浆，二次

深孔注浆加固地层，降低地面沉降。

[0044] 在泥水盾构穿越无基础民房区期间，监控量测同步进行，监测数据实时更新，为泥

水盾构能安全顺利穿越提供准确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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