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910553261.9

(22)申请日 2019.06.25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10132084 A

(43)申请公布日 2019.08.16

(73)专利权人 陕西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 710000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吉祥路

306号

(72)发明人 马雄伟　舒霖　房会斌　张健　

王晶　

(74)专利代理机构 西安毅联专利代理有限公司 

61225

代理人 曹岩

(51)Int.Cl.

F42D 3/04(2006.01)

E21D 9/00(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6481343 A,2017.03.08

CN 106499398 A,2017.03.15

CN 104790978 A,2015.07.22

JP 特開2016-196970 A,2016.11.24

周斌.基于全电脑凿岩台车及湿喷机组的公

路隧道施工关键技术研究.《中国优秀硕士学位

论文全文数据库 工程科技Ⅱ辑》.2016,(第04

期),

审查员 黄绍泽

 

(54)发明名称

一种隧道超欠挖控制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隧道超欠挖控制方法，首

先根据超前地质预报、施工现场勘察确定的围岩

情况，对原爆破参数进一步优化，然后根据优化

后的爆破参数准确放出布眼位置，最后打钻、清

孔、装药后，连接起爆网络，爆破。本发明根据超

前地质预报结合施工现场四方共同勘察确定的

围岩类别，通过微调钻孔参数和装药结构、利用

现有常用的火工材料以及水袋等材料，据此对传

统的石质隧道开挖光面爆破参数给予优化，从而

达到“提高隧道全断面开挖的爆破质量”、最大限

度的减少了传统的隧道全断面爆破中的超欠挖

现象，实现了穿越褶皱带的粉砂质板岩隧道开挖

“爆破效果良好、质量安全得到保障、施工成本有

效控制、工序循环快捷”的目标。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6页  附图2页

CN 110132084 B

2021.08.03

CN
 1
10
13
20
84
 B



1.一种隧道超欠挖控制方法，隧道施工采用爆破掘进循环作业，一次爆破后经过铲运

废石、出渣、清理工作面、钻孔这一整套工序才进入下一阶段的爆破工作，其特征在于，在清

理工作面之后钻孔之前，施工人员对下一阶段围岩情况进行勘察，重新准确确定下一阶段

的围岩情况，根据重新准确确定的下一阶段的围岩情况优化原施工方案确定的爆破参数；

每一阶段在钻孔工序施工时均记录钻孔时间；

所述施工人员勘察的内容包括：根据前一阶段或前几阶段的钻孔时间判断下一阶段的

围岩情况，其中平均每米钻孔时间：3min＞t为软岩；3min≤t＜5min为中硬围岩；5min≤t为

硬岩。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隧道超欠挖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采用钻机钻孔，将掌子面

划分为多个小区域，分别记录每个小区域的钻孔时间，根据前一阶段或前几阶段每个小区

域对应的钻孔时间判断下一阶段该小区域的围岩情况。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隧道超欠挖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施工人员勘察的

内容包括：通过掌子面清底直观判断围岩的整体性及有无夹层情况。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隧道超欠挖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把掌子面划分成若干小区

域，根据每个小区域前几阶段的钻孔时间、本阶段掌子面上每个小区域的围岩情况，确定每

个小区域围岩为软岩、中硬岩或者硬岩，查阅软岩、中硬岩或者硬岩对应的爆破参数，调整

并优化本阶段的爆破参数。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隧道超欠挖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根据优化后的爆破参数准

确放置布眼位置；钻孔、清孔、装药后，连接起爆网络，爆破。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隧道超欠挖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

若掌子面沿高度方向的中部或下部有软弱夹层或裂隙，对孔深、装药密度进行微调优

化；

若掌子面沿高度方向的上部有软弱夹层或裂隙，除了对孔深、装药密度进行微调优化，

还重新确定后续工序的支护类别；

若围岩呈整体状且与施工组织设计中提及的围岩情况完全相符，说明本阶段超欠挖现

象不明显，则按照施工组织设计中的爆破参数施工。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隧道超欠挖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爆破参数包括钻眼参

数和装药参数，所述钻眼参数包括眼深、眼径、排距与眼距；所述装药参数包括装药长度、药

包直径和密度、间隔装药形式。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隧道超欠挖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钻眼参数包括周边

眼、崩落眼、辅助眼、掏槽眼以及辅助小眼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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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隧道超欠挖控制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隧道施工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隧道超欠挖控制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粉砂质板岩地质隧道，施工中的超欠挖控制，特别是超挖的质量控制，是影响隧道

施工质量安全、施工进度、及施工成本的最大因素。这就要求我们在隧道施工过程中，合理

选用开挖方法和爆破参数，科学准确的判断围岩变化并及时调整相关参数，以达到光面爆

破效果为目标，将隧道开挖施工中超欠挖的不利影响减少到最低程度，从而实现对隧道施

工质量、安全、进度及成本的有效控制。传统石质隧道光面爆破施工方法，分为全断面一次

爆破和预留光面爆破层的分次爆破两种类型。由于全断面一次爆破适合于小断面隧道，它

在大断面隧道开挖中非常容易造成欠挖或挂角、补炮，以及对围岩扰动大、大面积超挖等现

象；而预留光爆层分次爆破由于施工工艺复杂，增加了二次拔底、清理危石、打钻装药、排烟

降尘、推台架等工作时间，在实际施工中并没有被一线施工人员积极采用。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隧道超欠挖控制方法，解决传统隧道爆破全断面开挖

过程中，经常性遇到的欠挖和超挖等弊端。

[0004] 实现本发明目的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5] 一种隧道超欠挖控制方法，隧道施工采用爆破掘进循环作业，一次爆破后经过铲

运废石、出渣、清理工作面、钻孔这一整套工序才进入下一阶段的爆破工作，在清理工作面

之后钻孔之前，施工人员对下一阶段即将爆破的施工现场进行勘察，重新确定所述施工现

场的准确围岩情况，根据该准确围岩情况优化原施工方案确定的爆破参数。

[0006] 施工组织设计是以施工项目为对象编制的、用以指导施工的技术、经济和管理的

综合性文件。若施工图设计是解决造什么样的建筑物产品，则施工组织设计就是解决如何

建造的问题。编制施工组织设计的依据文件之一是建设地区的调查资料，其包括地形、地

质、气象和地区性技术经济条件等。在隧道建造之前，当然也需要编制隧道组织设计文件，

若隧道施工选用爆破掘进循环作业，则隧道组织设计文件中必然包含爆破专项施工组织设

计。在常规的隧道建设中，一般是根据爆破专项施工组织设计进行爆破掘进的。然而，粉砂

质板岩地质隧道直接根据爆破专项施工组织设计进行施工，极有可能出现超欠挖情况。为

了控制施工中的超欠挖，本发明在进入下一阶段爆破工作之前、且在清理工作面之后钻孔

之前，施工人员重新勘查下一阶段即将爆破的施工现场，重新确定与下一阶段对应施工现

场的准确围岩情况，根据此准确围岩情况优化爆破专项施工组织设计中确定的下一阶段爆

破参数，然后根据优化后的下一阶段爆破参数进行钻孔。

[0007]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每一阶段在钻孔工序施工时均记录钻孔时间。

[0008]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施工人员勘察的内容包括：根据前一阶段或前几

阶段的成孔时间判断下一阶段的围岩情况，其中平均每米成孔时间：3min＞t为软岩；3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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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5min为中硬围岩；5min≤t为硬岩。

[0009]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采用钻机钻孔，将掌子面划分为多个小区域，分别记录

每个小区域的钻孔时间，根据前一阶段或前几阶段每个小区域对应的成孔时间判断下一阶

段该小区域的围岩情况。

[0010] 本发明钻孔采用QT‑28钻机,将掌子面划分为6个小区域，每个区域固定2台钻机及

操作工人，值班员记录每个区域的钻孔时间。根据成孔时间进一步判断围岩情况(平均每米

成孔时间：3min＞t为软岩；3min≤t＜5min为中硬围岩；5min≤t为硬岩)。

[0011]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施工人员勘察的内容包括：通过掌子面清底直观

判断围岩的整体性及有无夹层情况。

[0012]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把掌子面划分成若干小区域，根据每个小区域前几阶

段的钻孔时间、本阶段掌子面上每个小区域的围岩情况，确定每个小区域围岩为软岩、中硬

岩或者硬岩，查阅软岩、中硬岩或者硬岩对应的爆破参数，调整并优化本阶段的爆破参数。

[0013]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根据优化后的爆破参数准确放出布眼位置；钻孔、清

孔、装药后，连接起爆网络，爆破。

[0014]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若掌子面沿高度方向的中部或下部有软弱夹层或裂

隙，对孔深、装药密度进行微调优化；

[0015] 若掌子面沿高度方向的上部有软弱夹层或裂隙，除了对孔深、装药密度进行微调

优化，还重新确定后续工序的支护类别；

[0016] 若围岩呈整体状且与施工组织设计中提及的围岩情况完全相符，说明本阶段超欠

挖现象不明显，则按照施工组织设计中的爆破参数施工。

[0017]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爆破参数包括钻眼参数和装药参数，所述钻眼参

数包括眼深、眼径、排距与眼距；所述装药参数包括装药长度、药包直径和密度、间隔装药形

式。

[0018]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钻眼参数包括周边眼、崩落眼、辅助眼、掏槽眼以

及辅助小眼的参数。在本发明中，放出布眼位置后，根据围岩情况确定钻周边眼时的外插

角、辅助小眼的数量和孔深。受钻具自身尺寸影响，需要在钻周边眼时有一个外插角，而为

了保证成孔后孔底部分不出现大的超挖，本发明尽量减小钻机外插角，孔口部分就不可避

免的出现欠挖或侵限，通过增加打小眼的方法，有效解决孔口范围欠挖的情况。本发明的周

边眼分段间隔装药并装入部分水袋。

[001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20] 本发明为工程技术人员提供了一种快速、灵活、易学的“隧道全断面开挖超欠挖控

制”施工方法，根据超前地质预报结合施工现场四方共同勘察确定的围岩类别，通过微调钻

孔参数和装药结构、利用现有常用的火工材料以及水袋等材料，据此对传统的石质隧道开

挖光面爆破参数给予优化，从而达到“提高隧道全断面开挖的爆破质量”、最大限度的减少

了传统的隧道全断面爆破中的超欠挖现象，实现了穿越褶皱带的粉砂质板岩隧道开挖“爆

破效果良好、质量安全得到保障、施工成本有效控制、工序循环快捷”的目标。

附图说明

[0021] 图1是隧道洞内施工平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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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图2是隧道全断面开挖炮眼布置优化示意图；

[0023] 图3是周边眼装药结构示意图；

[0024] 图4是掏槽眼装药结构示意图；

[0025] 图5是辅助眼装药结构示意图；

[0026] 图6是隧道施工方法的流程示意图。

[0027] 图中，a、隧道掘进方向；b、二衬已完成段落；c、仰拱完成段落；d、隧道开挖及初期

支护完成段落；1、二衬；2、拱顶；3、下台阶；4、掌子面；5、隧道中线；6、掏槽眼(排距、眼距80‑

100cm)；7、崩落眼与辅助眼间距80‑100cm；8、周边眼与辅助小眼间隔布置(间距40‑50cm)；

9、起爆管；10、炮泥；11、水袋；12、炸药；13、毫秒管。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结合附图所示的各实施方式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但应当说明的是，这些

实施方式并非对本发明的限制，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根据这些实施方式所作的功能、方法、

或者结构上的等效变换或替代，均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0029] 为了解决传统隧道爆破全断面开挖过程中，经常性遇到的欠挖和超挖等弊端(其

中，欠挖需要补炮，延长了工序时间，引起工人劳动强度增加、情绪激动，安全隐患高；其中，

对围岩的大扰动、大面积超挖、增加了后续工序的作业时间和作业强度、空腔的处理大量增

加了施工成本，而不处理空腔又给工程留下了质量隐患)。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基于穿越褶

皱带粉砂质板岩的隧道超欠挖控制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0] 步骤一：根据隧道施工图设计文件，超前地质预报报告，以及四方现场确定的围岩

类别，确定或优化爆破参数；

[0031] 步骤二：隧道掌子面开钻前，采用20吨中型挖掘机进行掌子面清理，拔底露出新鲜

围岩为止，使现场管理及施工人员能更直观察看围岩的整体性及有无软弱夹层情况；

[0032] 步骤三：放样布眼，测量人员严格按既定的爆破参数、全站仪坐标法准确放出布眼

位置，隧道技术主管会同值班员、开挖班班长，现场确定掏槽眼、辅助眼、崩落眼、周边眼深

度，为防止靠近钻机1米范围出现欠挖，现场还需确定增加的辅助小眼数量及孔深；

[0033] 步骤四：打钻采用QT‑28钻机,将掌子面划分为6个小区域，每个区域固定2台钻机

及操作工人，值班员记录每个区域的钻孔时间。根据成孔时间进一步判断围岩情况(平均每

米成孔时间：3min＞t为软岩；3min≤t＜5min为中硬围岩；5min≤t为硬岩)；

[0034] 步骤五：清孔、装药，掏槽眼、辅助眼、崩落眼采用连续装药，线装药密度150‑400g/

m；周边眼采用间隔、分段装药，利用带刻度的炮棍，使得药卷与药卷间采用水袋实现分段、

导爆索连接，线装药密度0‑150g/m；

[0035] 步骤六：连接起爆网络，爆破。

[0036] 步骤七：通风，爆破效果检查，由于在炮眼中使用了水袋，爆破后排烟降尘时间显

著降低。通风10‑15min后，可以进入工作面检查。

[0037] 本实施例为工程技术人员提供了一种快速、灵活、易学的“隧道全断面开挖超欠挖

控制”施工方法，根据超前地质预报结合施工现场四方共同勘察确定的围岩类别，通过微调

钻孔参数和装药结构、利用现有常用的火工材料以及水袋等材料，据此对传统的石质隧道

开挖光面爆破参数给予优化，从而达到“提高隧道全断面开挖的爆破质量”、最大限度的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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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了传统的隧道全断面爆破中的超欠挖现象，实现了穿越褶皱带的粉砂质板岩隧道开挖

“爆破效果良好、质量安全得到保障、施工成本有效控制、工序循环快捷”的目标。

[0038] 本实施例的掏槽眼又称掏槽，是运用于隧道掘进，眼孔布置于掌子面中心偏低位

置(根据设计而定)，该孔最先起爆，以便将中心岩石抛掷出来，为围岩增加临空面，达到最

佳爆破效果。掏槽眼深度应比爆破挖掘预计工作面向前推进距离的设计深度大150～200毫

米，其装药量比辅助眼加大15％～20％。它对整个掘进爆破效率将起决定性作用。掏槽的好

坏对提高破岩效率、循环进尺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必须选择合理的掏槽方式和装药

量，使岩石完全破碎以形成理想的槽腔。

[0039] 首先将工作面上某部分岩石破碎下来，使工作面形成第二个自由面，为其它炮眼

的爆破创造有利条件。掏槽孔分为空孔和装药孔，空孔为装药孔提供自由面和补偿空间。

[0040] 从钻孔开始，需要爆破、出碴、支护作业到下一次能够钻孔开始，称为一个循环。隧

道开挖工序，从钻孔‑装药‑爆破‑出渣，一直到再次钻孔前称为一个循环；在本循环内，还根

据成孔时间进一步判断围岩情况，确定爆破参数。

[0041] 本实施例的周边眼使爆破断面、形状和方向符合设计要求，掏槽眼用于爆破出新

自由面其炮眼创造有利爆破条件，辅助眼用来进步扩大掏槽眼爆破形成自由面。

[0042] 图3所示的周边眼装药结构示意图，从眼底到眼口依序是：一个水袋‑0.5卷炸药‑2

个水袋‑泥炮‑起爆管。

[0043] 图4所示的掏槽眼装药结构示意图，从眼底到眼口依序是：一个水袋‑(第一排15卷

炸药、第二排14卷炸药、第三排13卷炸药)‑(第一排4个水袋、第二排5个水袋、第三排6个水

袋)‑泥炮‑起爆管。

[0044] 图5所示的辅助眼装药结构示意图，从眼底到眼口依序是：一个水袋‑5卷炸药(比

平时装药少1卷)‑6个水袋‑泥炮‑起爆管。

[0045] 采用本实施例的控制方法与普通隧道开挖爆破方法相比，对比表如下：

[0046]

[0047] 本实施例通过四方现场勘查、掌子面清底、记录钻孔时间等措施，可以进一步准确

判断围岩类别、确定爆破参数；受钻具自身尺寸影响，需要在钻周边眼时有一个外插角，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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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证成孔后孔底部分不出现大的超挖，我们会尽量减小钻机外插角，孔口部分就不可

避免的出现欠挖或侵限，通过增加打小眼的方法，可以有效解决这个问题；周边眼分段间隔

装药并装入部分水袋，可以有效解决装药不均匀、爆破后超欠挖严重、排烟降尘时间长的弊

端。

[0048] 实施例2：

[0049] 超前地质预报或隧道超前地质预报是在隧道开挖时，对掌子面前方及其周边的围

岩与地层情况做出超前预报。依靠中短距离的地质雷达预报、长距离TSP反射波法的地质预

报，对于断层走向或软弱夹层趋势的判断准确度不高。尚未完全掌握地质情况设计的钻爆

方案超欠挖现象严重，爆破效果得不到保证。

[0050] 因此，本实施例在超前预报的基础上，再进行现场勘查及补充验证。由于褶皱区地

质变化极其频繁，爆破循环与循环之间，甚至同一个循环开挖面的左右侧、上下部分之间，

都存在截然不同的围岩特点。

[0051] 隧址区区域地质构造单元属于中秦岭海西褶皱带和南秦岭印支褶皱带交界线，地

质情况复杂，围岩节理裂隙发育，按照传统的钻爆设计方法，超欠挖现象严重，爆破效果得

不到保证，引起欠挖补炮、超挖回填工作量增大、工作时间加长，也增加了施工成本，同时给

隧道建设期及运营期的质量安全也埋下隐患。因此，隧道超欠挖控制便成为技术创新的重

点及难点。

[0052] 本实施例通过四方现场勘查、掌子面清底、记录钻孔时间相结合的补充方法，能更

加科学准确的判断开挖面各部分的围岩夹层、断层、渗水、坚硬等情况，并依此微调爆破参

数的同时，确定后续工序的支护类别。在微调爆破参数时，仅对孔深、孔距、装药密度进行微

调优化。孔深优化过程是：孔深直接决定着循环进尺，以开挖面超过1/4部分的最不利围岩

类别确定孔深，软岩及夹层或破碎层：掏槽眼孔深1.8m，其他眼1.3m；中硬及普通岩层：掏槽

眼孔深3.8m，其他眼2.8m；硬岩：掏槽眼孔深5m，其他眼3.8m。线装药密度：同一开挖面不同

部位、不同围岩的炮眼需采用不同的线装药密度，软岩及夹层或破碎层：掏槽眼300g/m、辅

助眼200g/m、周边眼50g/m；中硬及普通岩层：掏槽眼350g/m、辅助眼250g/m、周边眼100g/m；

硬岩：掏槽眼400g/m、辅助眼250g/m、周边眼150g/m。

[0053] 经过现场实际围岩地质条件，结合既有的施工经验，经多次研究比选，确定以下隧

道爆破超欠挖控制施工方法①优化爆破参数：通过四方现场勘查、彻底进行掌子面清底、记

录钻孔时间等措施，准确判断围岩类别、确定爆破参数。实施过程中，通过对成孔时间的跟

踪记录，每延米成孔时间3min＞t共25组次，3min≤t＜5min共64组次，5min≤t共11组次。

[0054] ②增加辅助小眼：受钻具自身尺寸影响，需要在钻周边眼时有一个外插角，而为了

保证成孔后孔底部分不出现大的超挖，我们会尽量减小钻机外插角，孔口部分就不可避免

的出现欠挖或侵限，通过增加打小眼的方法，有效解决孔口范围欠挖的情况。根据围岩支护

类别，我们采用小眼深度1m,小眼环向间距1m共3个循环；小眼深度1.2m,小眼环向间距0.8m

共5个循环；小眼深度1.5m,小眼环向间距0.6m共2个循环。辅助小眼的设置是为了消除孔口

部分的欠挖情况。小眼布眼位置与周边眼轮廓线半径一致，与周边眼间隔布孔。根据初期支

护钢拱架间距确定小眼孔深：间距80cm，孔深100cm；间距100cm，孔深120cm；间距120cm，孔

深150cm。小眼孔径42mm，钻头采用直径32mm一字型钻头。

[0055] ③利用水袋改善装药结构：周边眼分段间隔装药并装入部分水袋，可以有效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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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药不均匀、爆破后超欠挖严重、排烟降尘时间长的弊端，根据围岩整体性情况及有无软弱

夹层，周边眼线装药密度0g/m共50孔次；线装药密度100g/m共350孔次；线装药密度150g/m

共100孔次。

[0056] 常规水袋一般是在连续装药结构情况下的水袋布置，为控制隧道爆破轮廓线及超

欠挖质量，我们对周边眼采用了分段间隔装药的方法，通过采用水袋来实现对药卷的分段

布置，并利用导爆索连接药卷，确保完成起爆和爆破能的传递，同时也避免了周边眼集中装

药的不利影响。经验证，本实施例给出的周边眼线装药密度范围为0‑150g/m(其中0g/m是空

眼，也就是周边眼间隔装药中的隔孔装药，适用于围岩为软弱夹层的情况)。

[0057] 采用本实施例的施工方法，对隧道爆破开挖的超欠挖情况进行了有效的控制，降

低了隧道超挖、欠挖出现的频率和面积，并加快了爆破后排烟降尘的速度，喷射早强混凝土

量得到了控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施工成本。

[0058] 上文所列出的一系列的详细说明仅仅是针对本发明的可行性实施方式的具体说

明，它们并非用以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凡未脱离本发明技艺精神所作的等效实施方式

或变更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0059] 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显然本发明不限于上述示范性实施例的细节，而且在

不背离本发明的精神或基本特征的情况下，能够以其他的具体形式实现本发明。因此，无论

从哪一点来看，均应将实施例看作是示范性的，而且是非限制性的，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

利要求而不是上述说明限定，因此旨在将落在权利要求的等同要件的含义和范围内的所有

变化囊括在本发明内。不应将权利要求中的任何附图标记视为限制所涉及的权利要求。

[0060] 此外，应当理解，虽然本说明书按照实施方式加以描述，但并非每个实施方式仅包

含一个独立的技术方案，说明书的这种叙述方式仅仅是为清楚起见，本领域技术人员应当

将说明书作为一个整体，各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也可以经适当组合，形成本领域技术人员

可以理解的其他实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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