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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属于顶管接收技术领域，尤其涉及超

大断面矩形顶管密封式接收施工方法，包括以下

步骤：(1)接收准备；(2)破除地下连续墙；(3)明

洞回填；(4)浆液固结；(5)拆除明洞；(6)管机分

离；(7)浇筑洞门圈梁。本发明能够利用回填的砂

浆为顶管机在接收井内提供类似土体的工作环

境；本发明还能利用回填的砂浆压力阻止地下水

由管壁涌入接收井；当顶管机顶推到位后，采用

双液浆对管片外壁进行填充止水，从而保证本发

明提供的施工方法降低渗漏水的风险，确保施工

工期的按时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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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超大断面矩形顶管封闭式接收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接收准备：顶管机距离接收井若干距离作为顶管到达接收段，准备开始顶管接收；

(2)破除地下连续墙：当顶管机进入接收段后，立即组织进行接收洞门探水作业，破除

地下连续墙；

(3)明洞回填：地下连续墙破除完成，组织进行明洞黏土回填；

(4)浆液固结：矩形顶管机进入明洞，首环管节顶进设计管位，通过预埋注浆管注入水

泥浆液，对管节背后处变泥浆进行固结；

(5)拆除明洞：浆液固结完成后，开孔检查注浆效果，确保无渗漏后，拆除接收井明洞结

构；

(6)管机分离：明洞拆除完成后，利用顶管机自带出洞油缸顶进，脱离首环管节，逐步拆

解顶管机；

(7)浇筑洞门圈梁：顶管机和负环管节拆除后，进行洞门圈施工。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超大断面矩形顶管封闭式接收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3)分两步进行：

第一步：接收井底板面至接收洞门预埋钢圈底面的高度范围内，采用砂浆进行填充；

第二步：砂浆回填高度自底板顶至承压水水头标高以上1m，然后分层回填、分层碾压黏

土至地面。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超大断面矩形顶管封闭式接收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3)中，明洞隔墙和接收井结构之间充满砂浆，并用隔离层隔开。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超大断面矩形顶管封闭式接收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3)完成后，顶进延长环；所述延长环由2环连续的负环管节和3段连续的钢支撑组成；所述

钢支撑为倒“L”型钢板，通过固定件水平固定在负环管节上，所述钢支撑之间通过高强固定

件连接。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超大断面矩形顶管封闭式接收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4)中，浆液固结采用水灰质量比为1：1的水泥浆液，通过注浆孔固结管节外壁浆液。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超大断面矩形顶管封闭式接收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管节

设有用于观察水泥浆液注入情况的观测孔。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超大断面矩形顶管封闭式接收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6)中，顶管机脱离后先采用钢板封堵管节与洞门钢环之间的间隙，封堵完成后，再浇筑混

凝土环梁封闭洞门。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超大断面矩形顶管封闭式接收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步

骤(8)，管节后防水：所述管节后防水包括密封胶嵌缝施工和管口封堵。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超大断面矩形顶管封闭式接收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8)中，顶管顶进完成后，管节下部采用双组份聚硫密封胶进行嵌缝，并涂抹连续、均匀，充

满整个缝隙；浆液固结后，对管节上所有预留浆孔进行封堵，先用外方管堵封堵，再用水泥

浆液填平管节面。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09386293 A

2



超大断面矩形顶管密封式接收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顶管接收技术领域，尤其涉及超大断面矩形顶管密封式接收施工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建设进入大发展时期,但日

益繁华的城市给施工创造的条件及留给施工的时间越来越少，施工难度越来越大。对于短

距离城市地下通道，顶管施工在不影响地面交通的情况下以其施工场地占用较小、机械设

备占用场地较小等特点，越来越多的应用于城市建设。顶管接收是顶管施工过程中最不易

控制的重点。

[0003] 顶管施工就是非开挖施工方法，是一种不开挖或者少开挖的管道埋设施工技术。

顶管法施工就是在工作坑内借助于顶进设备产生的顶力，克服管道与周围土壤的摩擦力，

将管道按设计的坡度顶入土中，并将土方运走。一节管子完成顶入土层之后，再下第二节管

子继续顶进。其原理是借助于主顶油缸及管道间、中继间等推力，把工具管或掘进机从工作

坑内穿过土层一直推进到接收坑内吊起。管道紧随工具管或掘进机后，埋设在两坑之间。非

开挖工程技术彻底解决了管道埋设施工中对城市建筑物的破坏和道路交通的堵塞等难题，

在稳定土层和环境保护方面凸显其优势。这对交通繁忙、人口密集、地面建筑物众多、地下

管线复杂的城市是非常重要的，它将为城市创造一个洁净、舒适和美好的环境，特别适用于

大中型管径的非开挖铺设。采用该技术施工，能节约一大笔征地拆迁费用、减少对环境污染

和道路的堵塞，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0004] 在富水软弱地层中，常规顶管接收的做法为：安装接收架、顶管机出洞、洞门密封、

隧道固结；该施工方法存在极大的渗漏水风险。为了减少因渗漏水而造成的安全生产事故，

急需一种可靠的施工方法，用于降低顶管接收的渗漏水风险，以确保施工工期的按时达成。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公开了超大断面矩形顶管密闭式接收施工方法，通过

该方法进行顶管施工，可以极大的降低顶管接收时的渗漏水风险，减少因渗漏水而造成的

人员伤害和财务损失，极大的确保了施工工期的按时达成。本发明的具体技术方案如下：

[0006] 超大断面矩形顶管封闭式接收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7] (1)接收准备：顶管机距离接收井若干距离作为顶管到达接收段，准备开始顶管接

收；

[0008] (2)破除地下连续墙：当顶管机进入接收段后，立即组织进行接收洞门探水作业，

破除地下连续墙；

[0009] (3)明洞回填：地下连续墙破除完成，组织进行明洞黏土回填；

[0010] (4)浆液固结：矩形顶管机进入明洞，首环管节顶进设计管位，通过预埋注浆管注

入水泥浆液，对管节背后处变泥浆进行固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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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5)拆除明洞：浆液固结完成后，开孔检查注浆效果，确保无渗漏后，拆除接收井明

洞结构；

[0012] (6)管机分离：明洞拆除完成后，利用顶管机自带出洞油缸顶进，脱离首环管节，逐

步拆解顶管机；

[0013] (7)浇筑洞门圈梁：顶管机和负环管节拆除后，进行洞门圈施工。

[0014] 优选的，所述步骤(3)分两步进行：

[0015] 第一步：接收井底板面至接收洞门预埋钢圈底面的高度范围内，采用砂浆进行填

充；

[0016] 第二步：砂浆回填高度自底板顶至承压水水头标高以上1m，然后分层回填、分层碾

压黏土至地面。

[0017] 优选的，所述步骤(3)中，明洞隔墙和接收井结构之间充满砂浆，并用隔离层隔开。

[0018] 优选的，所述步骤(3)完成后，顶进延长环；所述延长环由2环连续的负环管节和3

段连续的钢支撑组成；所述钢支撑为倒“L”型钢板，通过固定件水平固定在负环管节上，所

述钢支撑之间通过高强固定件连接。

[0019] 优选的，所述步骤(4)中，浆液固结采用1：1的水泥浆液，通过注浆孔固结管节外壁

浆液。

[0020] 优选的，所述管节设有用于观察水泥浆液注入情况的观测孔。

[0021] 优选的，所述步骤(6)中，顶管机脱离后先采用钢板封堵管节与洞门钢环之间的间

隙，封堵完成后，再浇筑混凝土环梁封闭洞门。

[0022] 优选的，还包括步骤(8)，管节后防水：所述管节后防水包括密封胶嵌缝施工和管

口封堵。

[0023] 优选的，所述步骤(8)中，顶管顶进完成后，管节下部采用双组份聚硫密封胶33进

行嵌缝，并涂抹连续、均匀，充满整个缝隙；浆液固结后，对管节上所有预留浆孔进行封堵，

先用外方管堵封堵，再用水泥浆液填平管节面。

[0024] 和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能够利用回填的砂浆为顶管机在接收井内提供类似土体

的工作环境；本发明还能利用回填的砂浆压力阻止地下水由管壁涌入接收井；当顶管机顶

推到位后，采用双液浆对管片外壁进行填充止水，从而保证本发明提供的施工方法降低渗

漏水的风险，确保施工工期的按时达成。

附图说明

[0025] 图1为预留泥浆孔的示意图。

[0026] 图2为顶管明洞接收示意图。

[0027] 图3为明洞黏土回填示意图。

[0028] 图4为明洞黏土上回填清水示意图。

[0029] 图5为顶管负环顶进示意图。

[0030] 图6为地下连续墙开孔示意图。

[0031] 图7为顶管门洞封堵示意图。

[0032] 图8为顶管洞门圈施工示意图。

[0033] 图9为管节后防水施工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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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图中：1-纠偏注浆孔；2-结构墙；3-地下连续墙；4-管节；5-明洞；6-顶管机；7-粘

土；8-钢筋混凝土隔墙；9-清水；10-后靠墙；11-后靠背；12-油缸架；13-顶铁；14-负5位；15-

负4位；16-负3位；17-负2位；18-负1位；19-探水孔；20-结构侧墙；21-首节钢节；22-焊接钢

板；23-工作井主体结构；24-预埋钢环；25-注浆管；26-环形钢筋混凝土保护圈；27-工作井

围护结构；28-注浆加固区；29-加固土体；30-外方管堵；31-钢管注浆孔；32-水泥浆液；33-

双组份聚硫密封胶；34-管节间衬垫。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阐述。

[0036] 超大断面矩形顶管封闭式接收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7] (1)接收准备：顶管机6距离接收井15m作为顶管到达接收段，准备开始顶管接收。

[0038] 在步骤(1)接收准备工作中，需要在接收前确保接收端头的加固范围、强度和止水

性是否符合设计要求；顶管机6到达接收范围钱，安排测量人员对顶管机6姿势进行复测，并

根据复测结果及时进行自带纠偏，确保顶管机6安全出洞。此预防措施具体为：施工前，根据

设计图纸和坐标系计算出每环管节的坐标，并上报监理工程师复核备用；顶管机6组装中，

认真复核顶管始发姿态，包括轴线、标高、旋转角等，确保初始顶进管位符合设计要求；顶管

机6前下壳体吊装下井前，两侧焊接定位钢板，控制顶管机6始发姿态方向；顶管机组装、调

试完成后，因运输或其他原因会造成顶管机姿态显示未归零，每当顶管掘进机放在基坑导

轨上时，其倾斜仪的读数是个很重要的原始读数，必须把它记录在案，以便在今后顶进过程

中进行分析、比较；顶进过程中，仔细观察激光靶上激光点的变化情况，并及时纠偏；测量组

每2环对成顶管机6姿态和成形管节4进行测量，以复核修正管位；顶进正面土仓确保满仓掘

进，两个螺旋机出土速度须一致，保持平衡。

[0039] 在本实施例中，顶管机6设置有纠偏系统，主要作用便是在推进过程中，若出现轴

线偏离一定角度，则使用纠偏油缸进行纠偏，以纠正矩形盾构顶管的姿态；纠偏油缸属于主

动铰接，纠偏油缸的布置主要考虑结构上的合理性，能满足上下、左右纠偏的效果；当出现

上(下)左(右)都存在偏移时，先纠偏上下，再纠偏左右。

[0040] 在超大断面矩形顶管施工过程中，铰接纠偏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姿态控制方法之

一；铰接油缸位置的放置需考虑两方面的要求：调向的灵敏性和盾体稳定的导向作用。超大

矩形顶管前盾的长度较短，使铰接力能够有效的传递到刀盘便于转向。尾盾设计较长，并通

过拉杆与后3～4环管节4相连接，避免出现过度纠偏；正常掘进时，铰接油缸处于全部收回，

以防顶管姿态发生偏差。当顶管姿态发生偏差时，将发生偏差侧的铰接油缸进行伸长，以调

整顶管姿态。同时将相应侧的用于与顶管机6和管片连接的拉杆松动，以利于顶管姿态的调

整。铰接伸长的距离根据地层情况、姿态偏差的大小、拟合掘进线路等综合进行确定。对于

铰接漏水，需要指出的是，当铰接漏水时，通过铰接密封加大油脂的注入量，并不停压注；通

过调节螺栓，压紧压块，来调节馒头密封的高度，从而起到密封效果；通过铰接处触变泥浆

孔，注入浓稠触变泥浆，从而起到止水效果；监测路面和管线变形情况，如果变化较大可能

发生危险采取路面开裂、管线开裂相应的应急措施。

[0041] 当顶管机6发生中线偏差或滚转时，铰接纠偏能力不足时，可借助于盾体及管节4

上预留的触变泥浆孔及纠偏泥浆注入系统，在需要的位置向地层注入纠偏泥浆，如图1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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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当轴线偏差较大时，通过前1-5节顶管管节4预埋DN100的纠偏注浆孔1进行打土纠偏，调

整顶管周围的地层压力，依靠地层压力的偏差和地层的微量压缩性进行纠偏。

[0042] 在接收准备前的纠偏检查中，必须严格控制顶管推进中的纠偏量，及时掌握顶管

机6的方向和位置，严格对顶管机6进行姿态控制，保证实际轴线同设计轴线的偏差量小于

±50mm；测量在每节连接装后进行，作到勤测、勤纠，避免误差积累，对轴线一次纠偏量不大

于4mm；并定期人工测量顶管机6姿态，发现问题及时纠正。以此保证隧道轴线的质量，同时

确保顶管的安全出洞。

[0043] (2)破除地下连续墙3：当顶管机6进入接收段后，立即组织进行接收洞门探水作

业，破除地下连续墙3。

[0044] 在本实施例中，围护结构采用1000mm厚地下连续墙3，地下连续墙3的深度为

34.15m，结构主体为地下两层双柱三跨矩形钢筋混凝土箱体结构，主体结构施工预留始发

工作井和接收工作井，其中始发工作井预留孔尺寸长15m，宽度13.4m，接收工作井预留孔尺

寸长10m，宽度13.4m。在进行步骤(2)前，应该进行水平探孔，确保无渗漏，才可以进行洞门

地下连续墙3破除工作；破除时，应严格按方案要求分层、分段施工，不得直接从地下连续墙

3外皮保护层破至加固体；破除时发生墙面渗漏，停止破除，及时查明原因，并对加固体进行

补浆加固。墙面干燥或无渗漏后，方可继续破除；水平探孔和洞门破除前，作业人员均需做

好安全技术交底和安全教育，并通过技术考核后，方可上岗作业。作业时，需正确佩戴好安

全绳，脚手架上安装脚手板，并固定牢固。

[0045] (3)明洞5回填：如图2所示，地下连续墙3破除完成，清理干净后，立即组织进行明

洞5黏土回填，在明洞5隔墙和接收井结构与砂浆之间使用聚苯板作为隔离层隔开：

[0046] 第一步：接收井底板面至接收洞门预埋钢圈底面的高度范围内，采用M1砂浆进行

填充；

[0047] 第二步：砂浆回填高度自底板顶至承压水水头标高以上1m，然后分层回填、分层碾

压黏土至地面，回填中添加水泥等胶凝材料。

[0048] 接收井内设钢筋混凝土中隔墙，回填粘土7至洞门顶部上3m，确保顶管安全达到接

收。需要注意的是，遇有四级风以上天气不得进行土方回填、运转以及其他可能产生扬尘污

染的施工。本实施例采用的顶管接收方法为明洞5法接收，为了很好的进行防漏水，根据端

头加固设计，加固方式采取三轴搅拌桩+地下连续墙3与搅拌桩之间两排三重管双高压旋喷

桩。加固总长度为7m，宽度为20m，有效加固深度为17.5m。加固区环向至管节外轮上4m、下

5.95m、左右均4.8m。施工中加强控制施工参数，严格按照施工方案施工，并对加固效果进行

取芯、探水验证；如图3所示，在接收工作井内设置一道700mm厚钢筋混凝土隔墙8，墙高从底

板开始，至地面齐平，明洞5内填入优质粘土7，粘土7回填高度至洞门以上3m；顶管机6进入

明洞5后，监测管节周边的土压力，控制土压力不大于0.1Mpa；顶管机6进入明洞5后，及时通

过二次注浆孔注入水泥浆固结顶管隧道，固结完成后，尽快施工洞门环形钢筋混凝土保护

圈26。需要注意的是，如图4所示，在粘土7上出现漏水情况，在粘土7顶面开始回填清水9，清

水9高度比坑外静止水位高于0.5m；明洞5内回填清水9后，渗漏未能控制，及时往洞内浇筑

水下混凝土进行反压；及时补充减摩注浆孔的减摩注浆量，增大减摩浆液的稠度，起到防水

作用；监控量测组立即监测，随时提供路面和管线变形数据；若监测数据异常，危机管线自

身安全，对外协调组立即与交管部门联系，临时封闭周围道路，对外协调组立即与管线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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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派人来现场，一旦发生管线破坏立即关闭相关闸阀；物资保障组立即联系响应的应急

物资，确保物资供应正常。

[0049] (4)顶进延长环：所述延长环由2环连续的负环管节4和3段连续的钢支撑组成；所

述钢支撑为倒“L”型钢板，通过固定件水平固定在负环管节4上，所述钢支撑之间通过高强

固定件连接。

[0050] 在本实施例中，通道管节4设计总长93.4m，设计管节462节，当所有管节4全部下放

完成后，无法用千斤顶将管节4顶推至设计位置，由此必须加入延长环；如图5所示，延长环

由2环长1.5m的负环管节4和3段1.5m的钢支撑组成，总长度为7.5m，以满足定金需求；其中

负环管节4的位置为负1位11、负2位12，钢支撑的位置为负3位13、负4位15和负5位14；钢支

撑采用倒“L”型钢板和膨胀螺栓进行水平固定于负环管节4上，钢支撑之间则采用高强螺栓

连接。

[0051] (5)浆液固结：矩形顶管机6进入明洞5，首环管节4顶进设计管位，通过预埋注浆管

25注入水泥浆液32，对管节4背后处变泥浆进行固结；浆液固结采用1：1的水泥浆液32，通过

注浆孔固结管节4外壁浆液；所述管节4设有用于观察水泥浆液32注入情况的观测孔。

[0052] (6)拆除明洞5：浆液固结完成后，开孔检查注浆效果，确保无渗漏后，拆除接收井

明洞5结构。

[0053] 洞门凿除前，首先对地下连续墙3开探水孔19检查加固区加固情况，开孔采用水钻

钻机取孔，取孔深度3.5m，取孔数量以位置如图6所示，共12孔，呈3行4列均匀分布，相邻两

孔之间的间隔为2000mm；水平探孔作业采用岩芯钻机施工，钻孔直径50mm，人工站在操作平

台上手持钻机进行钻孔。钻孔过程中，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钻孔穿越围护结构地下连

续墙3；第二阶段钻孔至旋喷桩加固区域；第三阶段钻孔至搅拌桩加固区域。每个施工阶段

完成后，通过孔口装置观察地层富水情况；水平探孔施工时，先施工沿顶管钢环四角布置的

孔，再施工中心孔，最后施工剩余的孔；若加固土体若不能满足设计要求或洞门水平探孔出

现漏水，采用1:1的水泥浆液32或双液浆进行压密注浆，补充加固。注浆方法为从地面钻孔

和洞门水平钻孔进行补充注浆，直至端头加固效果满足设计要求为止：

[0054] 1)注浆压力：注浆初压力0.2～0.3MPa，注浆终压力1MPa；

[0055] 2)注浆材料：采用42.5级普硅水泥；

[0056] 3)浆液配制：水灰比质量比1:1，由试验室提供每盘浆水泥用量。；

[0057] 4)注浆结束标准：注浆压力逐步升高，当达到设计终压并继续注浆10min以上。

[0058] (7)管机分离：明洞5拆除完成后，利用顶管机6自带出洞油缸顶进，脱离首环管节

4，逐步拆解顶管机6；顶管机6脱离后先采用焊接钢板22封堵管节4与洞门钢环之间的间隙，

封堵完成后，再浇筑混凝土环梁封闭洞门。

[0059] 如图7所示，利用顶管机6自带出洞油缸顶进脱离首环管节4顶管机6脱离管节4后，

距洞门圈混凝土浇筑存在较长时间，且该部位管节4周边空隙较大，顶管机6脱离后须立即

采用焊接钢板22封堵首节管节21与洞门钢环之间的间隙，封堵完成后浇筑混凝土环梁封闭

洞门。

[0060] (8)浇筑洞门圈梁：顶管机6和负环管节4拆除后，进行洞门圈施工；如图8所示，其

中始发井处洞门圈施工前，先割除承开口钢套环，再进行焊接环形钢筋混凝土保护圈26，施

工洞门圈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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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1] (9)管节4后防水：如图9所示，所述管节4后防水包括密封胶嵌缝施工和管口封堵；

顶管顶进完成后，管节4下部采用双组份聚硫密封胶33进行嵌缝，并涂抹连续、均匀，充满整

个缝隙；浆液固结后，对管节4上所有预留浆孔进行封堵，先用外方管堵30封堵，再用M10水

泥浆液32填平管节4面。

[0062] 本发明不局限于上述可选实施方式，任何人在本发明的启示下都可得出其他各种

形式的产品，但不论在其形状或上作任何变化，凡是落入本发明权利要求界定范围内的技

术方案，均落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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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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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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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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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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