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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盾构机常压开舱作业施
工方法，
此施工方法通过在盾构机前方处布置平
面成U形的钢管排桩，
钢管排桩的两端包覆盾构
机前端，
将钢管排桩与刀盘之间及刀盘上部范围
内的土体清除后，
注入固化灰浆，
形成强度低、
防
渗性好的灰浆固结体，
即将强度低、
防渗性好的
固结材料置换原土体及盾构机土舱内土料，
由钢
管排桩和灰浆固结体联合对盾构机土舱周围富
水软弱土层进行支护和防渗，
能有效确保在盾构
机土舱内进行常压作业，
保证施工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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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盾构机常压开舱作业施工方法，
其特征在于，
包括以下步骤：
S1、停止盾构机掘进，
盾构机前端的刀盘前方预定距离处测定钢管排桩的定位轴线，
钢
管排桩的定位轴线在平面上呈U形且两端定位轴线包覆盾构机前端；
S2、
根据各定位轴线钻孔并植入钢管桩，
各钢管桩底端嵌入盾构机底以下1m，
各钢管桩
顶端高出地面60cm；
S3、将钢管排桩与刀盘之间及刀盘上部的土体挖除，
在土体挖除形成槽段过程中，
采用
泥浆护壁；
S4、在槽段内灌注水泥浆以将预定体量的护壁泥浆置换排出，
对槽段内的水泥浆和护
壁泥浆搅拌均匀；
S5、
在槽段内再灌注水玻璃浆液并搅拌均匀，
以形成固化灰浆；
S6、
在槽段内充填形成固化灰浆的同时，
通过盾构机的刀盘开口向舱内充填固化灰浆；
S7、
槽段内的固化灰浆达到预定天数龄期固结后，
人工清除舱内低强度灰浆固结体，
进
行刀盘更换或脱困作业；
S8、
刀盘更换或脱困作业完成后，
进行钢管排桩的拔除。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盾构机常压开舱作业施工方法，
其特征在于：
步骤S4中，
槽段
内的水泥浆与护壁泥浆的比例控制在1∶1～1∶4之间。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盾构机常压开舱作业施工方法，
其特征在于：
步骤S4中，
水泥
浆的水灰比例控制在0 .4～0 .6之间。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盾构机常压开舱作业施工方法，
其特征在于：
步骤S5中，
水玻
璃浆液掺入体量为5％～15％之间。
5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盾构机常压开舱作业施工方法，
其特征在于：
步骤S4和S5中，
采用气拌法进行搅拌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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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盾构机常压开舱作业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盾构施工技术领域，
特别涉及一种盾构机常压开舱作业施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盾构施工以其安全、快速、
高效在城市基础设施—城市地铁、市政公用管路、输油
气地下管道等各类地下工程建设中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0003]
盾构施工过程中，
承担掘进功能的刀盘刀具是损耗件，
在施工中需经常检查、
维修
保养和更换。因更换盾构机的刀盘刀具、
处理受困刀盘等原因，
需进入盾构机土舱内，
而盾
构机土舱与周围地层相通，
人不能直接进入，
尤其在地下水位高的软弱地层中，
需采取一定
的方法进行处理后才能进入。
[0004] 目前主要的入舱处理方法有带压入舱法、
搅拌桩加固地层法、
冷冻加固地层法、低
强度固结土舱法等。但带压入舱法要求人员素质高、工作效率低、施工费用高，
搅拌桩加固
地层法质量难保障、处理费用高、施工时间长，
冷冻加固地层法系统繁杂、作业量大、工期
长、
费用高，
低强度固结土舱法安全风险大。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有效降低施工费用、
施工安全的盾构机常
压开舱作业施工方法。
[0006]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
一种盾构机常压开舱作业施工方法，
包
括以下步骤：
[0007] S1、
停止盾构机掘进，
盾构机前端的刀盘前方预定距离处测定钢管排桩的定位轴
线，
钢管排桩的定位轴线在平面上呈U形且两端定位轴线包覆盾构机前端；
[0008] S2、
根据各定位轴线钻孔并植入钢管桩，
各钢管桩底端嵌入盾构机底以下1m，
各钢
管桩顶端高出地面60cm；
[0009] S3、
将钢管排桩与刀盘之间及刀盘上部的土体挖除，
在土体挖除形成槽段过程中，
采用泥浆护壁；
[0010] S4、
在槽段内灌注水泥浆以将预定体量的护壁泥浆置换排出，
对槽段内的水泥浆
和护壁泥浆搅拌均匀；
[0011] S5、
在槽段内再灌注水玻璃浆液并搅拌均匀，
以形成固化灰浆；
[0012] S6、
在槽段内充填形成固化灰浆的同时，
通过盾构机的刀盘开口向舱内充填固化
灰浆；
[0013] S7、
槽段内的固化灰浆达到预定天数龄期固结后，
人工清除舱内低强度灰浆固结
体，
进行刀盘更换或脱困作业；
[0014] S8、
刀盘更换或脱困作业完成后，
进行钢管排桩的拔除。
[0015] 进一步地，
步骤S4中，
槽段内的水泥浆与护壁泥浆的比例控制在1∶1～1∶4之间。
[0016] 进一步地，
步骤S4中，
水泥浆的水灰比例控制在0 .4～0 .6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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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

进一步地，
步骤S5中，
水玻璃浆液掺入体量为5％～15％之间。
[0018] 进一步地，
步骤S4和S5中，
采用气拌法进行搅拌均匀。
[0019] 有益效果：
此盾构机常压开舱作业施工方法中，
钢管排桩在平面上U形包覆盾构机
前端，
将钢管排桩与刀盘之间及刀盘上部范围内的土体清除后，
注入固化灰浆，
形成强度
低、
防渗性好的灰浆固结体，
由钢管排桩和灰浆固结体联合对盾构机土舱周围富水软弱土
层进行支护和防渗，
确保在盾构机土舱内进行常压作业。
附图说明
[0020]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说明；
[0021]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中钢管排桩及固化灰浆平面布置示意图；
[0022]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中钢管排桩及固化灰浆立面布置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参照图1和图2，
本发明一种盾构机常压开舱作业施工方法，
包括以下步骤：
[0024] S1、
停止盾构机掘进，
盾构机前端的刀盘前方1 .5m处测定钢管排桩的定位轴线，
钢
管排桩的定位轴线在平面上呈U形且两端定位轴线包覆盾构机前端。
[0025] S2、
根据各定位轴线钻孔并植入钢管桩，
各钢管桩底端嵌入盾构机底以下1m，
各钢
管桩顶端高出地面60cm，
其中，
可以采用旋挖钻机沿定位轴线旋挖钻孔，
利用起重吊机将钢
管植入孔内，
随挖随植，
形成钢管排桩；
或者，
采用振动沉管法将钢管逐根振入地层，
形成钢
管排桩；
为了避免后续固化灰浆直接与钢管壁接触，
减少钢管回收时的阻力，
置入的钢管应
在外壁涂抹黄油，
并使用塑料薄膜包扎。
[0026] S3、
采用液压抓斗将钢管排桩与刀盘之间及刀盘上部范围内的土体挖除，
在土体
挖除形成槽段过程中，
采用泥浆护壁。
[0027] S4、
在槽段内灌注水泥浆以将预定体量的护壁泥浆置换排出，
使得槽段内的水泥
浆与护壁泥浆的比例控制在1∶1～1∶4之间，
对槽段内的水泥浆和护壁泥浆采用气拌法进行
搅拌均匀，
其中，
水泥浆的水灰比例控制在0 .4～0 .6之间。
[0028] S5、
在槽段内再灌注水玻璃浆液并采用气拌法进行搅拌均匀，
以形成固化灰浆，
其
中，
水玻璃浆液掺入体量为5％～15％之间。
[0029] S6、
在槽段内充填形成固化灰浆的同时，
通过盾构机的刀盘开口向舱内充填固化
灰浆。
[0030] S7、
槽段内的固化灰浆达到7天龄期固结后，
人工清除舱内低强度灰浆固结体，
进
行刀盘更换或脱困作业，
固化灰浆在7天龄期固结后，
强度控制在0 .5～1 .0MPa之间，
渗透系
-6
数小于1×10 cm/s。
[0031] S8、
刀盘更换或脱困作业完成后，
进行钢管排桩的拔除，
钢管排桩拔除时，
先在每
根钢管高出地面部分的顶端焊接对称的一组顶升牛腿，
使用两个100吨手动千斤顶将钢管
顶升松动后再使用起重吊机逐要拔除。
[0032] 本发明盾构机常压开舱作业施工方法，
钢管排桩1在平面上U形包覆盾构机2前端，
将钢管排桩1与刀盘3之间及刀盘3上部范围内的土体清除后，
注入固化灰浆4，
形成强度低、
防渗性好的灰浆固结体，
由钢管排桩和灰浆固结体联合对盾构机土舱周围富水软弱土层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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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支护和防渗，
确保在盾构机土舱内进行常压作业。
[0033] 上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实施方式作了详细说明，
但是本发明不限于上述实施方
式，
在所述技术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所具备的知识范围内，
还可以在不脱离本发明宗旨的前
提下作出各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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