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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昔格达特殊地层浅埋隧

道施工方法，按以下步骤进行：步骤一，超前地质

预报；步骤二，采用改造后的中小型挖掘机辅以

人工进行台阶法开挖；步骤三，采用小导管和内

置钢筋束的大管棚进行超前支护；步骤四，增加

初期支护刚度，并进行引排水处理，再进行湿喷

混凝土；第五步，通过监控量测，进行变形稳定分

析，不合格则进行整改，直至变形稳定性合格为

止；第六步，进行二次衬砌，严控安全步距，及时

封闭成环。从开挖、初期支护、引排水等各种环节

入手，实现安全、快速、高效、低成本的隧道施工，

专用于昔格达特殊地层浅埋隧道的施工。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6页  附图3页

CN 108756901 B

2019.10.11

CN
 1
08
75
69
01
 B



1.一种昔格达特殊地层浅埋隧道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按以下步骤进行：

步骤一，超前地质预报；

步骤二，采用改造后的中小型挖掘机辅以人工进行台阶法开挖；

对带有挖斗(1)的中小型挖掘机进行改造后作为挖掘设备，在所述挖斗(1)的顶部外壁

上横向等距间隔设置有至少两个反装刀片(2)，且反装刀片(2)的刃口(2a)背向挖斗(1)，所

述挖斗(1)的左侧外壁或右侧外壁上可拆卸地贴合安装有一轮廓修整刀条(3)，轮廓修整刀

条(3)的尖头朝下并延伸到挖斗(1)下方；

首先利用挖斗(1)对昔格达隧道的左右两侧进行大体量开挖，利用反装刀片(2)对昔格

达隧道的顶部进行大体量开挖；当接近开挖轮廓线时，在挖斗(1)的一侧外壁安装轮廓修整

刀条(3)并焊接固定，利用轮廓修整刀条(3)对昔格达隧道轮廓线进行小范围修整；

步骤三，采用小导管和内置钢筋束的大管棚进行超前支护；

采用凿岩风枪钻孔至小导管设计深度的一半，并插入小导管，再用凿岩风枪和顶进装

置将小导管顶入至设计深度；所述顶进装置包括顶进钢棒(7)和限位钢板(8)，所述顶进钢

棒(7)的杆体上设置有环向凸台(7a)将顶进钢棒(7)分成两段，所述限位钢板(8)从其中一

段套入杆体并通过环向凸台(7a)限位，且套入限位钢板(8)的一段用于插入超前小导管中，

另一段连接凿岩风枪；

采用大管棚对前方扰动围岩进行超前支护时，在大管棚内设置钢筋束；

步骤四，增加初期支护刚度，并进行引排水处理，再进行湿喷混凝土；

安装钢拱架，钢拱架纵向采用工字钢连接，钢拱架的每个拱脚位置处外侧设置有大拱

脚(5)和刚性垫块以增大作用面积；

每个大拱脚位置处配备锁脚锚杆(6)，锁脚锚杆(6)成孔时采用螺旋电钻冲击成孔，成

孔后塞入锚杆锚固剂，再打入锁脚锚杆(6)；

在每个台阶立架施工时，于钢拱架靠近岩体一侧增设引排水环向盲管，将围岩渗水引

排至集水沟，再抽排至中心水沟；

第五步，通过监控量测，进行变形稳定分析，不合格则进行整改，直至变形稳定性合格

为止；

第六步，进行二次衬砌，严控安全步距，及时封闭成环。

2.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昔格达特殊地层浅埋隧道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二

中，在安装所述轮廓修整刀条(3)的挖斗(1)外壁上，沿着轮廓修整刀条(3)的延伸方向焊接

有两个钢制固定扣(4)，所述轮廓修整刀条(3)由下向上依次穿过两个钢制固定扣(4)并点

焊固定，从而实现轮廓修整刀条(3)与挖斗(1)外侧壁的可拆卸贴合安装。

3.按照权利要求2所述的昔格达特殊地层浅埋隧道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轮廓修

整刀条(3)为宽10cm×厚10cm×长130cm，且轮廓修整刀条(3)与两个钢制固定扣(4)过盈配

合；所述钢制固定扣(4)由钢板弯折成“U”形，且“U”形的两端带有朝向内侧的焊接翻边；所

述反装刀片(2)的根部焊接在挖斗(1)的顶部外壁上，反装刀片(2)的数量为三个。

4.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昔格达特殊地层浅埋隧道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二

中，所述台阶法开挖为三台阶预留核心土法、三台阶临时仰拱法。

5.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昔格达特殊地层浅埋隧道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四

中，对渗水量大的部位，单独插PVC管进行定点引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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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昔格达特殊地层浅埋隧道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五

中，监控量测引入信息化平台。

7.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昔格达特殊地层浅埋隧道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六

中，仰拱封闭位置距离掌子面25～30米，二衬距离掌子面不得大于7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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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格达特殊地层浅埋隧道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隧道洞身开挖工艺，特别涉及一种应用于昔格达(N2X)特殊地层条件

下，浅埋隧道的洞身开挖施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昔格达地层是分布于我国西南地区的一种半成岩，也是一种工程性质较差的极软

岩。昔格达地层分布面积有40000km，主要由灰绿色、灰黑色、灰黄色的粘土岩、粉砂质粘土

岩和粉砂岩组成。普通的软弱围岩隧道开挖一般采取微(弱)爆破方法，岩层牵引破坏较严

重，不利于初期支护的稳定；超挖较大，混凝土回填数量超耗严重，大大增加了施工资源的

投入和施工成本。

[0003] 现目前，尚未有一套专用于昔格达特殊地层的浅埋隧道施工方法，实现安全、快

速、高效、低成本的开挖施工。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旨在提供一套专用于昔格达特殊地层的浅埋隧道开挖

方法，从开挖、初期支护、引排水等各种环节入手，实现安全、快速、高效、低成本的隧道施

工。

[0005] 为此，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为：一种昔格达特殊地层浅埋隧道施工方法，按以

下步骤进行：

[0006] 步骤一，超前地质预报；

[0007] 步骤二，采用改造后的中小型挖掘机辅以人工进行台阶法开挖；

[0008] 对带有挖斗的中小型挖掘机进行改造后作为挖掘设备，在所述挖斗的顶部外壁上

横向等距间隔设置有至少两个反装刀片，且反装刀片的刃口背向挖斗，所述挖斗的左侧外

壁或右侧外壁上可拆卸地贴合安装有一轮廓修整刀条，轮廓修整刀条的尖头朝下并延伸到

挖斗下方；

[0009] 首先利用挖斗对昔格达隧道的左右两侧进行大体量开挖，利用反装刀片对昔格达

隧道的顶部进行大体量开挖；当接近开挖轮廓线时，在挖斗的一侧外壁安装轮廓修整刀条

并焊接固定，利用轮廓修整刀条对昔格达隧道轮廓线进行小范围修整；

[0010] 步骤三，采用小导管和内置钢筋束的大管棚进行超前支护；

[0011] 采用凿岩风枪钻孔至小导管设计深度的一半，并插入小导管，再用凿岩风枪和顶

进装置将小导管顶入至设计深度；所述顶进装置包括顶进钢棒和限位钢板，所述顶进钢棒

的杆体上设置有环向凸台将顶进钢棒分成两段，所述限位钢板从其中一段套入杆体并通过

环向凸台限位，且套入限位钢板的一段用于插入超前小导管中，另一段连接凿岩风枪；

[0012] 采用大管棚对前方扰动围岩进行超前支护时，在大管棚内设置钢筋束；

[0013] 步骤四，增加初期支护刚度，并进行引排水处理，再进行湿喷混凝土；

[0014] 安装钢拱架，钢拱架纵向采用工字钢连接，钢拱架的每个拱脚位置处外侧设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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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拱脚和刚性垫块以增大作用面积

[0015] 每个大拱脚位置处配备锁脚锚杆，锁脚锚杆成孔时采用螺旋电钻冲击成孔，成孔

后塞入锚杆锚固剂，再打入锁脚锚杆；

[0016] 在每个台阶立架施工时，于钢拱架靠近岩体一侧增设引排水环向盲管，将围岩渗

水引排至集水沟，再抽排至中心水沟；

[0017] 第五步，通过监控量测，进行变形稳定分析，不合格则进行整改，直至变形稳定性

合格为止；

[0018] 第六步，进行二次衬砌，严控安全步距，及时封闭成环。

[0019] 优选为，在步骤二中，在安装所述轮廓修整刀条的挖斗外壁上，沿着轮廓修整刀片

的延伸方向焊接有两个钢制固定扣，所述轮廓修整刀片由下向上依次穿过两个钢制固定扣

并点焊固定，从而实现轮廓修整刀条与挖斗外侧壁的可拆卸贴合安装。既能确保轮廓修整

刀条的可靠安装固定，在施工过程中不发生转动及脱落，从而影响正常施工，又能确保施工

完成快速拆卸轮廓修整刀片。

[0020] 优选为，所述轮廓修整刀条为宽10cm×厚10cm×长130cm，且轮廓修整刀条与两个

钢制固定扣过盈配合；所述钢制固定扣由钢板弯折成“U”形，且“U”形的两端带有朝向内侧

的焊接翻边；所述反装刀片的根部焊接在挖斗的顶部外壁上，反装刀片的数量为三个。优化

轮廓修整刀条的尺寸规格，并采用过盈配合方便焊接；简化结构，节约材料；反装刀片安装

固定可靠，挖掘效率高。

[0021] 优选为，在步骤二中，所述台阶法开挖为三台阶预留核心土法、三台阶临时仰拱

法。

[0022] 优选为，在步骤四中，对渗水量大的部位，单独插PVC管进行定点引排。

[0023] 优选为，在步骤五中，监控量测引入信息化平台。

[0024] 优选为，在步骤六中，仰拱封闭位置距离掌子面25～30米，二衬距离掌子面不得大

于70米；及早封闭成环，保证控制在安全步距内，能有效减少黄色或红色预警的机率，同时

能避免但过度压缩距离导致挖掘机工作面无法展开。

[002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该工法采用机械开挖、短进尺、强支护、速封闭、勤量测的原则

施工。通过加强超前地质预报及围岩监控量测工作，改进开挖方法，采用人工配合机械开

挖，控制围岩初始变形；超前支护采用改进小导管钻进方法及管棚内增加钢筋束的方法提

高超前支护的抗剪切能力；初期支护通过加大钢架刚度，增加钢架纵向连接措施，增强整体

性；锁脚锚杆采用干法成孔，且增加大拱脚和刚性垫块，增加初支刚度及支承能力；在钢拱

架靠近岩体一侧增设引排水环向盲管进行引排水处理，避免渗水对初支背面的围岩进行二

次软化，保证围岩的强度和稳定性，且能引导渗水流向避免形成“水帘洞”。综上所述：

[0026] (1)该工法机械化程度较高，操作简便、工效高，大大缩短了工作时间，节约施工成

本，可快速通过昔格达特殊地层浅埋地段；

[0027] (2)对初期支护及地层加固充分采取加强措施，提高了初期支护的支撑能力和围

岩成洞能力；

[0028] (3)该工法施工简单，实用性强，容易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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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9] 图1是改造后的中小型挖掘机。

[0030] 图2是图1中挖斗单独安装反装刀片的状态。

[0031] 图3是图1中挖斗单独安装轮廓修整刀条的状态。

[0032] 图4是超前小导管顶进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33] 图5是初期支护的大拱脚、刚性垫块、锁脚锚杆的布置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下面通过实施例并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35] 一种昔格达特殊地层浅埋隧道施工方法，按以下步骤进行：

[0036] 步骤一，超前地质预报。

[0037] 在施工图设计之前，设计机构基本都会对隧道工程地质进行钻探调查，但其调查

手段基本是在地表进行分段调查，其调查结果具有普遍性和间断性，随着施工进度的推进，

隧道掌子面前方的地质条件是具有突变性条件的，因此加强隧道超前地质预报工作，提前

掌握隧道围岩变化情况是十分必要的。超前地质预报主要采取TSP、加深炮孔、超前钻孔、地

质调查等方法，及时掌握了隧道围岩变化情况，适时采取必要加固措施，有效降低施工风

险。

[0038] 步骤二，采用改造后的中小型挖掘机辅以人工进行台阶法开挖。

[0039] 结合图1—图3所示，对带有挖斗1的中小型挖掘机进行改造后作为挖掘设备，在挖

斗1的顶部外壁上横向等距间隔设置有三个反装刀片2，反装刀片2不限于三个，但至少为两

个。

[0040] 反装刀片2的刃口2a背向挖斗1，便于对隧道顶部进行大体量静态开挖。而挖斗1则

对隧道两侧进行大体量静态开挖。最好是，反装刀片2的根部焊接在挖斗1的顶部外壁上。

[0041] 挖斗1的左侧外壁或右侧外壁上可拆卸地贴合安装有一轮廓修整刀条3。轮廓修整

刀条3为长条形，尖头朝下并延伸到挖斗1下方，尖头部用于对隧轮廓线进行小范围修整。

[0042] 为了方便轮廓修整刀条3的安装，在安装轮廓修整刀条3的挖斗1外壁上，沿着轮廓

修整刀片3的延伸方向焊接有两个钢制固定扣4，轮廓修整刀片3由下向上依次穿过两个钢

制固定扣4并点焊固定，从而实现轮廓修整刀条3与挖斗1外侧壁的可拆卸贴合安装。采用两

个钢制固定扣4，对轮廓修整刀条3进行初步固定，方便后续点焊，并防止施工过程中轮廓修

整刀条3发生偏转。采用点焊固定，方便快速拆卸。

[0043] 最好是，轮廓修整刀条3为宽10cm×厚10cm×长130cm，且轮廓修整刀条3与两个钢

制固定扣4过盈配合。

[0044] 另外，钢制固定扣4由钢板弯折成“U”形，且“U”形的两端带有朝向内侧的焊接翻

边。

[0045] 首先利用挖斗1对昔格达隧道的左右两侧进行大体量开挖，利用反装刀片2对昔格

达隧道的顶部进行大体量开挖；当接近开挖轮廓线时，在挖斗1的一侧外壁安装轮廓修整刀

条3并焊接固定，利用轮廓修整刀条3对昔格达隧道轮廓线进行小范围修整。利用轮廓修整

刀条3增大挖机的可操作角度，达到对隧道轮廓线进行小范围修整的目的。通过实践证明，

在接近隧道轮廓线时，轮廓修整刀条3的使用有效减小了挖掘机对昔格达地层的扰动，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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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好的控制初始变形，避免牵引式破坏而引起塌方，同时减小了人工修整的风险。

[0046] 通过在挖斗的顶部外壁安装多个反装刀片形成反装齿，并结合挖斗对隧道软弱围

岩进行大体量开挖，一方面解除了大型开挖设备对隧道掌子面开挖的制约(仅能开挖左右

两侧)，另一方面可解决爆破开挖对围岩的牵引式破坏，最大限度地保护围岩，控制好围岩

初始变形；对隧道轮廓线进行小范围修整时采用轮廓修整刀条，解决了围岩超挖问题，降低

了施工成本，减少了施工资源的投入，同时也大大降低了人工修整的安全风险；利用机械开

挖隧道软弱围岩，除避免爆破对围岩的扰动外，还节省了大量的火工品，对环境起到了保护

作用，减少了洞内通风时间，可提高现场施工工效。

[0047] 与大多数岩石围岩隧道开挖采用爆破开挖方式不同，针对昔格达地层隧道本工法

采用中小型挖掘机辅以人工进行开挖；从开挖断面形式来讲，台阶法开挖以三台阶预留核

心土法、三台阶临时仰拱法为主。

[0048] 步骤三，采用小导管和内置钢筋束的大管棚进行超前支护。

[0049] 小导管与大管棚相结合进行超前支护在隧道施工中并不少见。由于昔格达围岩破

碎，遇水极易软化，自稳能力差。所以在施工过程中，超前支护对保证隧道施工安全尤为重

要。为此，我们在小导管和大管棚施工中做了相应改进，以适应昔格达(N2x)特殊地层浅埋

偏压隧道施工。

[0050] 具体施工如下：(1)采用凿岩风枪钻孔至小导管设计深度的一半，并插入小导管，

再用凿岩风枪和顶进装置将小导管顶入至设计深度。能保证小导管的安装角度，减少钻孔

时间及施工用水，大大降低湿法成孔对围岩的软化作用，最大限度保护围岩，使超前小导管

有效的嵌入围岩里面，更好地发挥小导管的作用，确保隧道的施工质量和安全。

[0051] 如图4所示，顶进装置由顶进钢棒7和限位钢板8组成。顶进钢棒1的杆体上设置有

环向凸台1a将顶进钢棒1分成两段，限位钢板2从其中一段套入杆体并通过环向凸台1a限

位。套入限位钢板2的一段用于插入超前小导管中，另一段连接凿岩风枪。

[0052] 最好是，环向凸台1a将顶进钢棒1分成长短不等的两段，其中长的一段用于套入限

位钢板2及插入超前小导管中，短的一段连接凿岩风枪。增大顶进钢棒插入超前小导管的长

度，确保风枪通过顶进钢棒和限位钢板顶进小导管时，顶进钢棒与超前小导管的接触长度

足够，导向、定位效果更好，有效避免顶进过程中超前小导管发生摆动。

[0053] 另外，顶进钢棒1长30cm，直径2.5cm。环向凸台1a长2cm，直径4.5cm。环向凸台1a距

离长段的端头18cm，距离短段的端头10cm。限位钢板2为方形板，边长为10cm，厚度为2cm，限

位钢板2上的中心孔直径为3cm。顶进钢棒1、环向凸台1a、限位钢板2的尺寸不限于此。环向

凸台1a的横截面大小应能确保挡住限位钢板2，限位钢板2能轻松套入顶进钢棒1的杆体上。

[0054] (2)采用大管棚对前方扰动围岩进行超前支护时，在大管棚内设置钢筋束。由于地

形偏压以及雨季渗水变大极易对昔格达围岩造成软化，在处理变形时，采用了超前大管棚

对前方扰动围岩进行支护，但是由于围岩竖向压力较大，大管棚很容易在管棚薄弱点(管棚

连接处)开裂、折断。采用在大管棚内设置钢筋束，增加管棚的抗弯折能力，能很好地解决因

围岩压力较大造成管棚易折断的问题，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大管棚的支承力，发挥了大管棚

的超前支护作用，保证了施工安全。

[0055] 步骤四，增加初期支护刚度，并进行引排水处理，再进行湿喷混凝土。

[0056] 昔格达地层，岩性软弱，遇水迅速软化，层理产状平缓，垂直节理发育。隧道埋深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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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通过围岩变形监测数据以及初期支护裂损等情况分析，围岩压力主要系开挖后围岩松

散坍塌引起的松散压力，以拱部的垂直方向荷载为主。据此，通过昔格达特殊地层方案的重

点是加强初期支护，控制围岩的松散和岩体的坍塌。

[0057] 为加强钢拱架的整体性，钢拱架纵向采用工字钢连接，工字钢优选为I18。如图5所

示，钢拱架的每个拱脚位置处外侧设置有大拱脚5和刚性垫块(图中未示出)，从而增加了拱

脚位置处的受力面积，分散拱脚集中作用力，以控制拱顶下沉。

[0058] 每个大拱脚位置处配备锁脚锚杆6。鉴于昔格达地层浆液的可注性不强，且昔格达

地层遇水软化，锁脚锚杆成孔时采用干法成孔，即锁脚锚杆6成孔时采用螺旋电钻冲击成

孔，成孔后塞入锚杆锚固剂，再打入锁脚锚杆6。锁脚锚杆优选Φ32精轧螺纹钢作为杆体，方

向尽量接近开挖轮廓的切线方向，由多根锚杆组成锚杆群，由此改善拱脚位置处受力特性，

防止拱脚位置下沉，以大大减少沉降速率和累计沉降值。从监控量测结果来看，增设大拱

脚、下垫刚性垫块和增强锁脚锚杆对防止钢拱架沉降起到了关键作用。

[0059] 昔格达地层隧道开挖后在干塑状态下承载力变化不大，但遇水软化后其承载力将

大幅度降低，甚至呈流塑状态，凝聚力明显下降。可以说，水是引起昔格达地层工程力学性

质发生明显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完善隧道排水系统，有效排水避免拱架基脚经浸泡

软化，对昔格达地层隧道初期支护稳定，减小沉降量具有关键作用。在施工过程中，部分里

程段会有渗水出现，尤其是雨季期间渗水量更大，对围岩软化严重。在每个台阶立架施工

时，于钢拱架靠近岩体一侧增设引排水环向盲管，将围岩渗水引排至每台阶距拱脚一米处

的集水沟，再抽排至中心水沟。并且，对渗水量较大的部位采取单独插PVC管进行定点引排。

以上措施减少了渗水对初支背后围岩的二次软化作用，保证了围岩的强度和稳定性，且能

引导渗水流向避免形成“水帘洞”，保证了隧道施工安全及文明施工标准。另外，干式钻孔锁

脚锚杆，采取螺旋电钻替代传统的凿岩风枪钻孔，做到无水成孔，有效避免凿岩风枪钻孔时

凿岩风枪水对围岩的软化影响。

[0060] 喷射混凝土分为湿喷和干喷。但干喷工艺存在喷射混凝土密实性较差、回弹量大、

强度不稳定、现场施工粉尘大、工作环境差等缺点。随着工艺的改进和设备的完善，目前湿

喷工艺已逐渐取代干喷工艺。湿喷工艺因其混凝土是在拌合站中按照施工配合比集中拌制

运输至现场的，它有效解决了干喷工艺混凝土现场人工拌制施工配合比难以准确掌握的缺

点，因而湿喷混凝土强度更有保障；湿喷混凝土的致密性较干喷混凝土也有所提高，与钢拱

架能更紧密贴合，更易形成整体支护，提高了初期支护混凝土的承载能力；同时，湿喷混凝

土也有效减小了回弹量、施工粉尘大等问题。

[0061] 第五步，通过监控量测，进行变形稳定分析，不合格则进行整改，直至变形稳定性

合格为止。最好是，监控量测引入信息化平台。

[0062] 监控量测是新奥法施工的核心技术之一，是采用信息化设计和施工重要组成内容

之一。在软弱围岩地段进行施工，监控量测显得尤为重要，它直接提供施工支护信息，监测

围岩和支护的力学动态及稳定程度，保障施工安全，为评价和修改初期支护参数、力学分析

及二次衬砌施作时间提供依据。隧道监控量测信息化平台是将现场数据采集、传输、分析与

处理、预警、预警信息发送集为一体的工作平台。该信息平台与全站仪、手机客户端实现了

无缝对接，其工作程序是:现场数据采集→数据传输至信息化平台→数据分析与处理→预

警信息发送(若存在预警情形)→手机客户端接收。该信息平台的优点是:①数据采集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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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站仪直接采集，采集的数据通过手机客户端同步上传至信息平台，保证了数据的真实性

和同步性；②信息平台自行进行数据分析与处理，处理速度快，准确性较人工处理高；③信

息平台存储数据量大，就不同单位工程、监测项目、不同时段的数据进行分类存储；④及时

发布预警信息，便于业主公司、监理单位、施工单位第一时间掌握，针对红色预警、黄色预警

果断采取应急措施，切实贯彻了安全施工“预防为主”的方针，保障了施工安全。

[0063] 第六步，进行二次衬砌，严控安全步距，及时封闭成环。最好是，仰拱封闭位置距离

掌子面25～30米，二衬距离掌子面不得大于7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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