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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滚石高陡坡隧道安全进

洞的施工方法，包括陡坡主动防护网施工步骤和

双管棚进洞施工步骤：陡坡主动防护网施工步

骤：根据山峰坡度和杂木植被生长情况，将陡坡

分为若干个平台，从上往下依次对每个平台施作

主动防护网进行防护；双管棚进洞施工步骤：在

隧道采用双层管棚支护，双层管棚包括内管棚和

外管棚，内管棚和外管棚均包括若干个圆管和若

干个钢筋，若干个圆管沿隧道顶端的圆周方向均

匀分布，若干个圆管利用钢筋绑扎连接，在外管

棚的钢筋上铺设钢筋网片，最后进行喷涂混凝土

使钢筋网片与外管棚的钢筋以及圆管固定。本发

明使隧道得到分级主动保护，消除滚石滚落的隐

患，同时利用双管棚进洞方式，以显著提高进洞

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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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滚石高陡坡隧道安全进洞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陡坡主动防护网施工

步骤和双管棚进洞施工步骤：

陡坡主动防护网施工步骤：根据山峰坡度和杂木植被生长情况，将陡坡分为若干个平

台，从上往下依次对每个平台施作主动防护网进行防护；

双管棚进洞施工步骤：在隧道采用双层管棚支护，双层管棚包括内管棚和外管棚，外管

棚罩设在内管棚外侧，内管棚和外管棚均为圆弧形，内管棚和外管棚均包括若干个圆管和

若干个钢筋，若干个圆管沿隧道顶端的圆周方向均匀分布，若干个圆管利用钢筋绑扎连接，

在外管棚的钢筋上铺设钢筋网片，最后进行喷涂混凝土使钢筋网片与外管棚的钢筋以及外

管棚的圆管固定。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滚石高陡坡隧道安全进洞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施作主动

防护网过程中，先清理每个平台上的浮岩活石，同时保护平台上的树木不被破坏，再施作主

动防护网，并综合平台和明洞宽度设定主动防护网的长度和高度。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滚石高陡坡隧道安全进洞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主动防护

网包括若干个防护网片，防护网片的规格为4500mm×4500mm，防护网片上均布若干个200mm

×200mm网格。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滚石高陡坡隧道安全进洞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主动防护

网施工完成后，在存在巨大危石的地方，在主动防护网上增加钢绞线，设置长锚索将主动防

护网与仰坡面的山体固定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滚石高陡坡隧道安全进洞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在陡坡主

动防护网施工步骤中，在已经刷坡处或者杂木植被生长很少、露出岩石较多的地方，施作锚

杆和框梁架，利用锚杆将框梁架固定，锚杆选用螺纹钢筋，并根据刷坡面积或露出岩石的面

积选择尺寸合适的框梁架，将框梁架嵌入岩石中，框梁架嵌入岩石一定深度，然后在框梁架

内喷涂混凝土进行框梁架固定的加固。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滚石高陡坡隧道安全进洞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框梁架

内底部填涂粘结剂，然后在粘结剂上铺设营养土，选择宽叶草和/或紫花苜蓿种子在营养土

上进行喷播。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滚石高陡坡隧道安全进洞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外管棚安

装时延伸出隧道洞口的长度为L1，内管棚安装时延伸出隧道洞口的长度为L2，L2大于L1，在

外管棚钢筋的伸出部分以及内管棚钢筋长于外管棚的伸出部分也铺设钢筋网片，并喷涂混

凝土使钢筋网片与伸出部分的外管棚固定，以及喷涂混凝土使钢筋网片与内管棚长于外管

棚的伸出部分固定。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滚石高陡坡隧道安全进洞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被

动防护施工步骤：

①在山顶村民住房向下一段距离处和隧道明洞洞顶向上一段距离处分别施作一道被

动防护网；

②在明洞进口端的最外端，浇混凝土施作弧形上翘屋檐，使得洞顶落石从隧道明洞两

侧滚落至隧道正洞两侧，不会滚到隧道线路上。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滚石高陡坡隧道安全进洞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还包括上

坡斜井施工步骤，在隧道正洞上设有拟定连通端，并在隧道正洞上的拟定连通端开通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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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斜井，上坡斜井从隧道右下方距离拟定连通端一段距离处开始施工，当上坡斜井施工到

距离拟定连通端一定距离时，暂停上坡斜井施工，做好安全防护，由隧道正洞施工将上坡斜

井与正洞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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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滚石高陡坡隧道安全进洞的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隧道施工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滚石高陡坡隧道安全进洞的施工

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一般隧道的进口端位于山坡下部，山形陡峭，有的山坡坡度70～90°，山坡间覆有

极薄腐植土，长有多种杂木，但风化砂岩裂隙十分严重，时常有大小石块滚落，滚痕鲜明。现

有的方法是在洞口10～30m直接刷坡，采用喷射混凝土施作洞顶水沟，在水沟上部5～8m，施

作一道被动柔性防护网片，长度50m左右，高度6m，用以阻挡山上滚落石块，使洞口能够展开

施工。但是在多雨季节，山上滚落大石块或者集中滑落岩堆，通常不到3个月的时间就会基

本将被动柔性防护网片以及喷射混凝土水沟砸坏，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并且很容易将

山下民工板房砸坏，没有人敢居住，更因安全没法保证，不能正常开展隧道进洞施工。因此，

针对以上缺点，迫切需要研究一种消除滚石安全隐患以便隧道安全进洞的施工方法。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滚石高陡坡隧道安全进洞的施工方法，以解决上述现有

技术存在的问题，消除滚石滚落的隐患，提高进洞安全性。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了如下方案：

[0005]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滚石高陡坡隧道安全进洞的施工方法，包括陡坡主动防护网施

工步骤和双管棚进洞施工步骤：陡坡主动防护网施工步骤：根据山峰坡度和杂木植被生长

情况，将陡坡分为若干个平台，从上往下依次对每个平台施作主动防护网进行防护；双管棚

进洞施工步骤：在隧道采用双层管棚支护，双层管棚包括内管棚和外管棚，外管棚罩设在内

管棚外侧，内管棚和外管棚均为圆弧形，内管棚和外管棚均包括若干个圆管和若干个钢筋，

若干个圆管沿隧道顶端的圆周方向均匀分布，若干个圆管利用钢筋绑扎连接，在外管棚的

钢筋上铺设钢筋网片，最后进行喷涂混凝土使钢筋网片与外管棚的钢筋以及圆管固定。

[0006] 优选的，施作主动防护网过程中，先清理每个平台上的浮岩活石，同时保护平台上

的树木不被破坏，再施作主动防护网，并综合平台和明洞宽度设定主动防护网的长度和高

度。

[0007] 优选的，主动防护网包括若干个防护网片，防护网片的规格为4500mm×4500mm，防

护网片上均布若干个200mm×200mm网格。

[0008] 优选的，主动防护网施工完成后，在存在巨大危石的地方，在主动防护网上增加钢

绞线，设置长锚索将主动防护网与仰坡面的山体固定连接。

[0009] 优选的，在陡坡主动防护网施工步骤中，在已经刷坡处或者杂木植被生长很少、露

出岩石较多的地方，施作锚杆和框梁架，利用锚杆将框梁架固定，锚杆选用螺纹钢筋，并根

据刷坡面积或露出岩石的面积选择尺寸合适的框梁架，将框梁架嵌入岩石中，框梁架嵌入

岩石一定深度，然后在框梁架内喷涂混凝土进行框梁架固定的加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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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优选的，在框梁架内底部填涂粘结剂，然后在粘结剂上铺设营养土，选择宽叶草

和/或紫花苜蓿种子在营养土上进行喷播。

[0011] 优选的，外管棚安装时延伸出隧道洞口的长度为L1，内管棚安装时延伸出隧道洞

口的长度为L2，L2大于L1，在外管棚钢筋的伸出部分以及内管棚钢筋长于外管棚的伸出部

分也铺设钢筋网片，并喷涂混凝土使钢筋网片与伸出部分的外管棚以及内管棚固定。

[0012] 优选的，还包括被动防护施工步骤：

[0013] ①在山顶村民住房向下一段距离处和隧道明洞洞顶向上一段距离处分别施作一

道被动防护网；

[0014] ②在明洞进口端的最外端，浇混凝土施作弧形上翘屋檐，使得洞顶落石从隧道明

洞两侧滚落至隧道正洞两侧，不会滚到隧道线路上。

[0015] 优选的，被动防护网的高度为6000mm、长度为50000～60000mm。

[0016] 优选的，还包括上坡斜井施工步骤，在隧道正洞上设有拟定连通端，并在隧道正洞

上的拟定连通端开通有上坡斜井，上坡斜井从隧道右下方距离拟定连通端一段距离处开始

施工，当上坡斜井施工到距离拟定连通端一定距离时，暂停上坡斜井施工，做好安全防护，

由隧道正洞施工将上坡斜井与正洞贯通。

[0017] 本发明相对于现有技术取得了以下技术效果：

[0018] 本发明在陡坡主动防护网施工步骤过程中，将陡坡分为若干个平台，并分级布置

主动防护网，进行隧道的分级主动保护，从而使隧道得到分级主动保护，彻底消除陡坡上滚

石向下滚落的隐患，同时利用双管棚进洞方式，双管棚分别利用钢筋将圆管绑扎连接呈圆

弧形的拱棚，使洞内支护强度显著增强，并在外管棚的钢筋上铺设钢筋网片，以显著提高进

洞安全性。

附图说明

[0019]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中所

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发明的一些实施

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

得其他的附图。

[0020] 图1为本发明中主动防护网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2为本发明中双层管棚的局部示意图；

[0022] 图3为本发明隧道中双层管棚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3] 图4为本发明围岩外双层管棚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其中：1-主动防护网，2-防护网片，3-内管棚，4-外管棚，5-圆管，6-钢筋，7-钢筋网

片。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

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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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为使本发明的上述目的、特征和优点能够更加明显易懂，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

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27] 如图1-图4所示：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滚石高陡坡隧道安全进洞的施工方法，包括

陡坡主动防护网1施工步骤和双管棚进洞施工步骤：

[0028] 陡坡主动防护网1施工步骤：根据山峰坡度和杂木植被生长情况，将陡坡分为若干

个平台，从上往下依次对每个平台施作主动防护网1进行防护，具体的，本实施例中按照海

拔高度将陡坡分为18160mm、20090mm、417500mm、71450mm四个平台，以进行隧道的四级防

护；先清理每个平台上的浮岩活石，同时保护平台上的树木不被破坏，再施作主动防护网1，

综合平台和明洞宽度设定主动防护网1的长度和高度，具体的，本实施例中，主动防护网1的

长度为49500mm，高度为81000mm。主动防护网1包括若干个防护网片2，防护网片2的规格为

4500mm×4500mm的正方形网片，防护网片2上均布若干个200mm×200mm正方形网格，以防止

较小滚石的滚落。从而，本实施例将陡坡分为四个平台，并分四级布置主动防护网1，进行隧

道的分级主动保护，其中一级保护的主动防护网1被破坏，其它各级主动防护网1的防护作

用并没有影响，从而使隧道得到分级主动保护，彻底消除陡坡上滚石向下滚落的隐患。

[0029] 优选的，主动防护网1施工完成后，在存在巨大危石的地方，还可以在主动防护网1

上增加钢绞线，设置长锚索将主动防护网1与仰坡面的山体固定连接，根据危石大小和平台

环境，将长锚索间距设置为1500mm×1500mm，钢绞线间距设置为(1000～1500)mm×(1000～

1500)mm。钢绞线和长锚索的使用，增强存在巨大危石局部区域的防护能力，防止滚石对主

动防护网1的破坏，使主动防护网1可以正常发挥其防护作用。

[0030] 在陡坡主动防护网1施工步骤中，在已经刷坡处或者杂木植被生长很少、露出岩石

较多的地方，还可以施作锚杆和框梁架，即恶劣环境下的采取局部重点保护方式，利用锚杆

将框梁架固定，锚杆优选用螺纹钢筋，螺纹钢筋的规格为φ20mm×2000mm，根据山坡环境选

择合适的框梁架，框梁架规格为长300mm×高400mm，将框梁架嵌入岩石中，框梁架嵌入岩石

深度为150mm，然后在框梁架内喷涂混凝土，防止框梁架生锈和腐蚀，并显著增强框梁架的

防护能力。具体的，喷涂混凝土的强度为C20，喷涂厚度为50mm。本实施例还在框梁架内底部

填涂粘结剂，然后在粘结剂上铺设营养土，可以提供杂木植被的生长环境，有助于对山坡进

行绿化，并选择宽叶草和/或紫花苜蓿种子在营养土上进行喷播。

[0031] 双管棚进洞施工步骤：在隧道采用双层管棚，双层管棚包括内管棚3和外管棚4，内

管棚3和外管棚4均为圆弧形，内管棚3和外管棚4之间的径向间距(即图2中的H)为40～

70mm，内管棚3和外管棚4分别周向均布若干个圆管5，圆管5规格为φ108mm，内管棚3的圆管

5以及外管棚4的圆管5周向间距(即图2中的B)均为1000mm，钢筋6的轴向间距为300mm；根据

隧道的长度选择圆管5的长度，内管棚3的圆管5以及外管棚4的圆管5分别利用钢筋6绑扎连

接，钢筋6的规格为φ20mm，在外管棚4的钢筋6上铺设钢筋网片7，最后进行喷涂混凝土将钢

筋网片7与外管棚4的钢筋6、圆管5进行固定。本实施例利用双管棚进洞方式，双管棚分别利

用钢筋6将圆管5绑扎连接呈圆弧形的拱棚，使洞内支护强度显著增强，并在外管棚4的钢筋

6上铺设钢筋网片7，以显著提高进洞安全性。

[0032] 本实施例中优选的还可将内管棚3安装时延伸至围岩外的长度为L2，L2＝

16000mm，并将外管棚4安装时延伸至围岩外的长度为L1，L1＝12000mm，在外管棚4钢筋6的

伸出部分以及内管棚3钢筋6长于外管棚4的伸出部分也铺设钢筋网片7，并进行喷涂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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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从而对隧道进口端和出口端的洞口处进行安全防护。

[0033] 本实施例还可以包括被动防护施工步骤：

[0034] ①在山顶村民住房向下一段距离处和隧道明洞洞顶向上一段距离处分别施作一

道被动防护网，具体的，本实施例在山顶村民住房下10000mm处和洞顶往上20000mm处，各施

作一道被动防护网，并根据山顶村民居住情况和杂木植被生长情况，被动防护网的高度设

置为6000mm、长度设置为50000～60000mm，从而防止村民所扔杂物滚下山坡，或将滚向山下

的石块能够拦住在被动防护网内，而不至滚到隧道线路上，以提高施工过程的安全性；②在

明洞进口端的最外端，浇混凝土施作弧形上翘屋檐，防止洞顶落石直接落到隧道线路上，使

洞顶落石从隧道明洞两侧滚落至隧道正洞两侧，不会滚到隧道线路中。

[0035] 本实施例还可以包括上坡斜井施工步骤，还包括上坡斜井施工步骤，在隧道正洞

上设有拟定连通端，并在隧道正洞上的拟定连通端开通有上坡斜井，上坡斜井从隧道右下

方距离拟定连通端约580000mm处开始施工，当上坡斜井施工到距离拟定连通端10000mm时，

暂停上坡斜井施工，做好安全防护，由隧道正洞施工将上坡斜井与正洞贯通。上坡斜井的设

置能够增加隧道的施工工作面，显著加工施工进度，缩短施工工期。

[0036] 本说明书中应用了具体个例对本发明的原理及实施方式进行了阐述，以上实施例

的说明只是用于帮助理解本发明的方法及其核心思想；同时，对于本领域的一般技术人员，

依据本发明的思想，在具体实施方式及应用范围上均会有改变之处。综上所述，本说明书内

容不应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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