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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泥石流地层隧洞开挖的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泥石流地层隧洞开挖的方

法，该方法利用泥石流本身具有的相对稳定性，

采用一次托换技术完成钢筋棚架和隔离层对开

挖范围外泥石流的支撑，即不打破泥石流的现有

的平衡，使隧洞开挖范围以外的泥石流体不扰动

或少扰动，形成透水不透（泥）砂的隔离层，一是

便于泥石流体的排水，防止积水引起泥石滑动，

二是防止泥石流体内泥砂流失形成石块间的架

空，从而引发孤石和漂石滑动产生冲击力破坏棚

护结构；采用二次托换技术主要针对钢支撑，由

顶撑加悬挑的临时结构转换为封闭成环受力良

好整体受力结构。本发明采用一次托换和二次托

换技术完成钢筋棚架和隔离层对开挖范围外泥

石流的支撑，从而稳步推进泥石流地层隧洞的开

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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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泥石流地层隧洞开挖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包括：先在泥石流体外的洞段

架设3-5榀拱形钢支撑，以临近泥石流体的钢支撑作为起点，沿钢支撑顶部向泥石流体内插

入等间距排列的钢筋，钢筋深入泥石流地层，每一根钢筋的尾部均与钢支撑焊接牢固，拱形

钢支撑的上端拱形部分均设置有钢筋，形成拱形的钢筋棚架；钢筋棚架的间隙采用透水材

料与钢筋棚架连成一体，形成一道透水不透泥的隔离层；开挖隧洞时，一旦发现泥石流体，

依靠临近泥石流体的钢支撑作为支点布置台阶状隔板，将泥石流体隔挡成台阶形式，形成

不同高度的空间，按照不同的空间高度，先在靠近泥石流体的钢支撑两侧分别布置挑梁，在

挑梁上等间距架设悬挑的拱形钢支撑，布置钢筋棚架和隔离层，只要泥石流表层以上的空

间能满足拱形钢支撑的安装，先安装钢支撑，然后架设钢筋棚架和隔离层。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泥石流地层隧洞开挖的方法，其特征在于：等间距排列的

钢筋在紧临掌子面已安装的拱形钢支撑顶部整个拱形范围内采用钢筋棚架法打入，钢筋长

度不小于3.5m，形成间距为10~30cm的钢筋棚架，深入泥石流地层2.5~3.3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泥石流地层隧洞开挖的方法，其特征在于：钢支撑的架设

方法：先架设1个榀拱形钢支撑，在掌子面竖直布置2-3层挡板，对洞室掌子面处泥石流进行

控制，逐步清渣，使之具备安装下一榀拱顶钢支撑的空间，两个相邻的拱形钢支撑之间的间

距为不大于0.5米。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泥石流地层隧洞开挖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钢支撑的侧

墙方向，布置多排连接筋，与钢支撑焊接牢固，以方便在钢支撑外侧安装混凝土背板或方木

封闭侧墙，回填密实，防止泥石流由钢支撑侧向流入已开挖成型的隧洞内。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泥石流地层隧洞开挖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每根挑梁上至

少安装3榀拱形钢支撑。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泥石流地层隧洞开挖的方法，其特征在于：为防止拱形钢

支撑架设后，因顶部荷载大造成钢支撑整体下沉，在布置钢支撑或钢筋棚架时，预设沉降量

10~20cm，即将洞顶扩挖高出设计断面10~20cm。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泥石流地层隧洞开挖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每一榀钢支

撑拱形部位的两侧底端焊接横向支撑，支点设在悬挑的挑梁上，在悬挑的钢支撑拱形部位

的轴线位置设置1-2根型钢立柱，立柱下部用预制混凝土底座支撑。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泥石流地层隧洞开挖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护顶工作完成

后，由洞外向洞里逐步清渣，先将远离泥石流的洞段开挖至隧洞底板高程，将钢支撑下部支

腿部分接长，并在底板安装混凝土预制垫块，使钢支撑支腿座落在混凝土预制垫块上，形成

一环完整的钢支撑，拆除型钢立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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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泥石流地层隧洞开挖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隧道工程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泥石流地层隧洞开挖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泥石流是发生在山区的一种含有大量泥砂和石块的暂时性洪流。泥石流与一般洪

流的主要区别在于，这种流体是由固体和液体组成，且固体物质含量较大，在特殊情况下固

体成分占到80%以上，重度可达23kN/m3。它的特点是：突然爆发，能量巨大，历时短暂，复发

频繁。因此，破坏力巨大。  坡面地形是泥石流固体物质的主要源地，绝大多数为天然固体物

源，固体物源构成主要为区域内裸露的碎屑岩地层，山坡上覆盖的零星土，以及堆积在坡面

上厚度不等的残积物。由于天长地久，四季风化，碎屑岩大多呈现软硬相间，岩体也不同程

度地松动剥离，产生大量碎石岩块，不均匀覆盖在基岩之上，遇到较大雨水降临，极易被面

流冲刷和大面积带走。靠近边坡陡岸的堆积物，受洪水淘蚀，极易形成崩塌，再次增加泥石

流的固体物源，构成泥石流的主要携带物。

[0003] 隧洞穿越泥石流地层，目前国内外成熟的专门施工技术见诸报端的资料较少，一

般都是根据工程的具体地质特性通过摸索、寻找规律，制定措施再进行完善和补充，形成相

对完善的施工程序用于工程施工，但施工进度缓慢，稍有不慎就出现塌方现象，如兰渝铁路

胡麻岭隧洞工程施工的报道，其施工难度震惊世人，但其施工技术主要针对个别特殊的问

题，而用于指导普遍性的施工还有不可逾越的局限性，如超前降水或帷幕灌浆与本课题所

处的地层不符，施工借鉴意义不大。

[0004] 泥石流滑坡体地层成洞存在的问题和风险：

[0005] 1.在泥石流地层开挖隧洞，首先遇到的是地层中储水量很大，开挖过程中，一旦对

地层中的水流不能妥善的控制，水的流动将携带泥砂从作业面涌出，进而造成滑坡体中的

石块架空、松动，石块的塌落及运动形成很大的冲击能量，破坏洞室开挖安装的钢支撑。

[0006] 2.受到冲击的钢支撑从沉降、变形，到结构破坏几乎在瞬间完成，没有钢支撑修复

喘息的机会和时间。

[0007] 3.泥石流地层结构的平衡一旦被打破，相当于打开了潘格拉魔咒的瓶口，如果作

业面水的涌出引发突泥、涌泥（砂）现象，架空后的滑坡体石块、漂石、孤石将产生滑动、塌

落，不仅冲击破坏已有的支撑体系，而且使得隧洞支撑顶部的压力加大，塌方的出现就再所

难免、难以收拾。

[0008] 4.泥石流地层开挖隧洞时，撑子面的开挖工作高度要控制适当，一旦在撑子面一

次开挖高度过大造成撑子面失稳，泥石流由此产生，不仅泥石流吞没隧洞，将作业面逼退几

米、十米或数十米，而且前方已完成的钢支撑支护体系将遭到严重破坏，重新争夺“制高点”

的战斗将再次展开，需要重新清理隧洞内的泥石流，拆除变形或破坏的钢支撑，更换新的钢

支撑，达到新的平衡和稳定。

[0009] 5.滑坡体地层结构复杂，地层中既有大于洞径的孤石、以及滑塌体粒径各异的块

石，还有覆盖的土、砂与之混合在一起，其含量分配不一，采用钻孔灌浆方式预固结效果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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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度大。

[0010] 6.大管棚施工受地层条件和洞室断面的制约，无法展开。

发明内容

[0011]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泥石流隧道开挖中存在的上述风险和问题，提供一种

泥石流地层隧洞开挖的方法，在不打破泥石流的现有的平衡、使隧洞开挖范围以外的泥石

流体不扰动或少扰动的的情况下，采用一次托换和二次托换技术完成钢筋棚架和隔离层对

开挖范围外泥石流的支撑，从而稳步推进泥石流地层隧洞的开挖。

[0012]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的技术方案：一种泥石流地层隧洞开挖的方

法，该方法包括：先在泥石流体外的洞段架设3-5榀拱形钢支撑，以临近泥石流体的钢支撑

作为起点，沿钢支撑顶部向泥石流体内插入等间距排列的钢筋，钢筋深入泥石流地层，每一

根钢筋的尾部均与钢支撑焊接牢固，拱形钢支撑的上端拱形部分均设置有钢筋，形成拱形

的钢筋棚架；钢筋棚架的间隙采用透水材料与钢筋棚架连成一体，形成一道透水不透泥的

隔离层；开挖隧洞时，一旦发现泥石流体，依靠临近泥石流体的钢支撑作为支点布置台阶状

隔板，将泥石流体隔挡成台阶形式，形成不同高度的空间，按照不同的空间高度，先在靠近

泥石流体的钢支撑两侧分别布置挑梁，在挑梁上等间距架设悬挑的拱形钢支撑，布置钢筋

棚架和隔离层，只要泥石流表层以上的空间能满足拱形钢支撑的安装，先安装钢支撑，然后

架设钢筋棚架和隔离层。

[0013] 等间距排列的钢筋在紧临掌子面已安装的拱形钢支撑顶部整个拱形范围内采用

钢筋棚架法打入，钢筋长度不小于3.5m，形成间距为10~30cm的钢筋棚架，深入泥石流地层

2.5~3.3m。

[0014] 钢支撑的架设方法：先架设1个榀拱形钢支撑，在掌子面竖直布置2-3层挡板，对洞

室掌子面处泥石流进行控制，逐步清渣，使之具备安装下一榀拱顶钢支撑的空间，两个相邻

的拱形钢支撑之间的间距为不大于0.5米。

[0015] 在钢支撑的侧墙方向，布置多排连接筋，与钢支撑焊接牢固，以方便在钢支撑外侧

安装混凝土背板或方木封闭侧墙，回填密实，防止泥石流由钢支撑侧向流入已开挖成型的

隧洞内。

[0016] 每根挑梁上至少安装3榀拱形钢支撑。

[0017] 为防止拱形钢支撑架设后，因顶部荷载大造成钢支撑整体下沉，在布置钢支撑或

钢筋棚架时，预设沉降量10~20cm，即将洞顶扩挖高出设计断面10~20cm。

[0018] 在每一榀钢支撑拱形部位的两侧底端焊接横向支撑，支点设在悬挑的挑梁上，在

悬挑的钢支撑拱形部位的轴线位置设置1-2根型钢立柱，立柱下部用预制混凝土底座支撑。

[0019] 护顶工作完成后，由洞外向洞里逐步清渣，先将远离泥石流的洞段开挖至隧洞底

板高程，将钢支撑下部支腿部分接长，并在底板安装混凝土预制垫块，使钢支撑支腿座落在

混凝土预制垫块上，形成一环完整的钢支撑，拆除型钢立柱。

[0020]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产生的积极效果如下：本发明的泥石流底层隧洞开挖的方法，

利用泥石流本身具有的相对稳定性，采用一次托换技术完成钢筋棚架和隔离层对开挖范围

外泥石流的支撑，即不打破泥石流的现有的平衡，使隧洞开挖范围以外的泥石流体不扰动

或少扰动；形成透水不透（泥）砂的隔离层，一是便于泥石流体的排水，防止积水引起泥石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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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二是防止泥石流体内泥砂流失形成石块间的架空，从而引发孤石和漂石滑动产生冲击

力破坏棚护结构。二次托换技术主要针对钢支撑，由顶撑加悬挑的临时结构转换为封闭成

环受力良好的整体受力结构。

[0021] 在保持泥石流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将开挖范围内与保留的泥石流体隔离。使开挖

范围内的泥石流清除时，上部泥石流的承载接触面由托换的隔离体承担，且隔离体能满足

保留的泥石流体的承载要求，并达到排水畅通，避免形成积水引发泥石流活动。将钢筋棚架

的尾端与钢支撑焊接在一起，并与深入泥石流的钢筋棚架前端形成简支梁结构，将洞内与

洞顶的泥石流隔开，完成钢筋棚架、钢支撑体系对洞顶以上泥石流地层的托换工作。顶部拱

部位采取刚性棚架，侧墙采用预制混凝土块挡护，随开挖高度下降，方便及时安装。为确保

悬挑结构安全，要求每根挑梁必须连接三榀以上完整的钢支撑，即形成“三挑一”格局。制定

泥石流地层支撑、支护体系转换的一次托换、二次托换操作技术措施，确保施工中不扰动泥

石流，利用泥石流地层内部结构的内摩擦力和运动休止角具备一定的自稳能力与支承体系

共同受力保持泥石流的相对稳定和平衡。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本发明一次托换和二次托换的钢筋棚架的侧面结构示意图。

[0023] 图2为本发明拱形钢支撑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3为本发明悬挑的拱形钢支撑示意图。

[0025] 图中标注为：1、拱形部分；2、支腿；3、钢筋；4、隔离层；5、背板；6、连接筋；7、横向支

撑；8、挑梁；9、挡板；10、混凝土预制垫块；11、底板；12、型钢立柱；13、连接板；14、预制混凝

土底座；15、泥石流液体上边界；16、泥石流液体下边界。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及附图对本发明泥石流地层隧洞开挖的方法的技术方案作

进一步的阐述和说明。

[0027] 实施例一：尼泊尔伊拉姆发电站引水隧洞案例

[0028] 尼泊尔伊拉姆引水发电站引水隧洞长约3500m，隧洞开挖断面2.5m*2.5m，隧洞为

城门洞形，隧洞出口洞段需穿越长约400m滑坡体；A支洞需穿越近200m的滑坡体。该地区地

下水位高，隧洞开挖过程中，滑坡体因富水、地层不稳定，支护完成后，因涌水、涌泥（砂）引

发坡积物活动造成隧洞多次塌方。隧洞出口洞段开挖并完成钢支撑强支护约100m后，撑子

面出现线状流水孔未及时封闭，引发泥石流吞没100m隧洞，并造成冒顶，地面形成长宽约

20*40m的塌坑。引水隧洞工程在穿越滑坡泥石流地层和裂隙密集、断层破碎带及冲沟部位

时，发生大小塌方100余次，塌方总量30000余方，塌方总量接近新增一条同等规模隧洞(即

相当于完成两条设计隧洞的开挖量)。

[0029] 采用本发明的一次托换和二次托换技术进行该隧洞开挖，具体步骤如下：

[0030] 1 .先在泥石流体外的洞段架设3-5榀拱形钢支撑，拱形钢支撑包括上部的拱形部

分1和下部的支腿2，相邻钢支撑之间间距为0.5m，以临近泥石流体的钢支撑作为起点，沿钢

支撑顶部向泥石流体内采用钢筋棚架法打入长度不小于3.5m的Φ32钢筋3，整个钢支撑上

部的拱形部分均插入钢筋，形成钢筋间距为20cm的钢筋棚架，并对棚顶采用土工布等透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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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进行封闭形成透水不透泥（砂）的隔离层4，达到不出现涌泥、涌砂现象；通过控制棚架

上部泥石流结构内泥（砂）不产生流动，达到控制泥石流地层内部不产生架空现象，避免因

产生架空现象，引发泥石流地层内的孤石、块石滑落和运动形成冲击力；将钢筋棚架的尾端

与钢支撑焊接在一起，并与深入泥石流的钢筋棚架前端形成简支梁结构，将洞内与洞顶的

泥石流隔开，完成钢筋棚架、钢支撑体系对洞顶以上泥石流地层的一次托换工作；

[0031] 架设拱形钢支撑的方法如下：先架设1榀（1/2-1/4洞高）拱形钢支撑，在掌子面竖

直布置2-3层挡板，对洞室掌子面处泥石流进行控制，形成泥石流液体上边界15和泥石流液

体上边界16，逐步清渣，使之具备安装下一榀钢支撑拱形部分的空间，两个相邻的拱形钢支

撑之间的间距为0.5米；在清渣过程中，观察洞顶钢筋棚架与钢支撑受力情况，钢支撑拱形

部位可一步安装到位，也可视拱顶支撑上部压力情况和空间大小，分两次安装到位，即完成

钢支撑拱形部位的全部或一半高度的安装。

[0032] 钢支撑拱形部位的制作按折线成弧的方式在加工厂内成型，一般按轴线长度50-

60cm左右为一个折线段，本工程采用16工字钢制作，取16工字钢长度=2.5*3.14m下料，使制

作的钢支撑外弧长度与洞室开挖断面的弧长相等，按（2.5m*3.14/0.56m=14个折点将工字

钢拟作为内弧的一面用气焊切开，切口切割成“Ⅴ”，每个“Ⅴ”形切口割除上口宽度为3.14*

0.16/14=3.5-3.6cm,然后将工字钢的切口人工调节合口放入钢支撑制作的模具内固定好,

再采用电焊方式将切口的缝隙焊接牢固,即完成了一榀钢支撑弧形段的弯曲制作。为方便

钢支撑弧形段在现场的安装，将弧形段钢支撑在中部断开，再分别焊接连接板13，分两部分

安装后采用螺栓将其连成整拱。

[0033] 2.在钢支撑的侧墙方向，布置多排连接筋6，与钢支撑焊接牢固，以方便在钢支撑

外侧安装混凝土背板5，回填密实，防止泥石流由钢支撑侧向流入已开挖成型的隧洞内。

[0034] 3.开挖隧洞时，一旦发现泥石流体，依靠临近泥石流体的钢支撑作为支点布置挡

板9，将泥石流体隔挡成台阶形式，形成不同高度的空间，按照不同的空间高度，先在靠近泥

石流体的钢支撑两侧分别布置挑梁8，挑梁焊接在钢支撑的支腿上，在挑梁上等间距架设悬

挑的拱形钢支撑的拱形部分，并将挑梁与悬挑的钢支撑焊接牢固，形成进占泥石地层的第

一层护顶悬挑结构，挑梁为工字钢结构；为确保悬挑结构安全，要求每根挑梁必须连接三榀

以上完整的钢支撑，即形成“三挑一”格局，而后按步骤1的要求，再次形成钢筋棚架结构，钢

筋棚架尾端与悬挑的钢支撑焊接在一起，形成第二道钢筋棚架简支梁托换体系。

[0035] 4 .  在每一榀钢支撑拱形部位的两侧底端焊接横向支撑7，支点设在悬挑的挑梁

上，在悬挑的拱形钢支撑的轴线位置设置1-2根型钢立柱12，立柱下部用预制混凝土底座14

支撑。

[0036] 5.重复3和4步骤，安装第二榀悬挑的拱形钢支撑，完成第二层进占泥石流地层的

护顶悬挑结构；只要泥石流表层以上的空间能满足拱形钢支撑的安装，即要安装钢支撑，然

后架设钢筋棚架和隔离层。

[0037] 6.  上述工作完成后，由洞外向洞里逐步清渣，先将远离泥石流的洞段开挖至隧洞

底板高程后，将拱形钢支撑的下部支腿部分接长，并在底板11安装混凝土预制垫块10，使钢

支撑支腿座落在混凝土预制垫块上，形成一环完整的钢支撑，拆除型钢立柱。

[0038] 7.逐步清除已支护段泥石流渣料，一边向前推进拱顶钢支撑施工，一边完成钢支

撑的支腿安装（分1-2步完成），按此环循逐步向前推进作业；施工过程中，严格控制泥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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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洞内的坡角稳定，逐步将清除洞渣落底至底板高程；对钢支撑的侧面即时用预制混凝土

块填塞，完成完整的钢支撑支护体系。依照上述施工程序稳步推进开挖，直至穿过泥石流体

洞段。

[0039] 正常情况下，一般按照上述7个步骤展开施工，如插打钢筋时，遇到孤石和漂石侵

占开挖断面，需要采取控制放渣措施，使孤石和漂石滑落至洞内，除非该孤石体积大，完全

堵塞洞室开挖断面，在安装拱顶钢支撑前，进行爆破解小；一般在孤石体积小于开挖断面

时，不影响钢支撑整体安装前，尽可能在钢支撑形成整体后，再进行放炮解小清除。孤石下

落至开挖断面期间，采用人工进行必要的协助，保证孤、漂石不影响钢支撑的支设。

[0040] 为防止钢支撑架设后，因顶部荷载大造成钢支撑整体下沉，在布置钢支撑或钢筋

棚架时，预设沉降量20cm，即将洞顶扩挖高出设计断面20cm。

[0041] 采取一次托换和二次托换、不扰动（少扰动）泥石流的施工技术以来，后续在泥石

流地层开挖隧洞过程中仅出现两次很小规模的塌方，塌方处理时间不超过15天即安全通

过，泥石流地层隧洞开挖可保持15m/月进尺稳定推进，最高月进尺达到25m/月，尼泊尔伊拉

姆引水发电站工程获得尼泊尔国王金奖。

[0042] 实施例二：8.2南水北调中线一期穿黄工程案例

[0043] 南水北调中线一期穿黄工程退水建筑物位于穿黄隧洞下游，主轴线与穿黄隧洞轴

线交角9 .9947°，由进口段、退水洞、出口消力池与泄水槽等建筑物组成，轴线长度

1019.21m。退水建筑物通过退水洞穿越邙山将穿黄隧洞进口与黄河连通，主要作用为在穿

黄隧洞检修期间，将总干渠多余水量排往黄河；同时兼有相继向黄河补水作用。

[0044] 退水洞全长790m，进口底板高程110.5m，出口底板高程94.0m，纵坡为2.09％。隧洞

衬砌后断面为带仰拱的城门洞型，断面尺寸4.20m*5.80m（宽*高），开挖断面5.80m*7 .50m

（宽*高）。其中洞口段为渐变段，长20m，混凝土衬砌厚度80cm；标准洞身段边墙和顶拱混凝

土衬砌厚度50cm，底板混凝土衬砌厚度为60cm。退水洞工程地质构造为冲积层黄土状粉质

壤土、古土壤和粉质壤土层相间层状分布，实际地下水位高于洞底板29.5米，土体大部呈软

塑状。自2007年6月25日开始施工以来，因地质结构复杂，工程发生8次较大塌方，先后尝试

采取台阶法、双侧壁下导洞法、三台阶临时仰拱法、开敞式盾构法等开挖工艺和工法。

[0045] 三台阶法采取”9孔成洞”的方法，先在隧洞轴线位置布置下中导洞后，在两侧扩挖

完成隧洞下台阶及仰拱施工（安装第一榀悬挑的拱形钢支撑），然后开挖中下导洞，再两侧

扩挖，利用下台阶钢支撑结构作为临时仰拱，完成中台阶开挖（安装第二榀悬挑的拱形钢支

撑），最后开挖中上导洞、两侧扩挖，利用中台阶钢支撑作为临时仰拱，完成上台阶开挖（安

装第三榀悬挑的拱形钢支撑），最后将隧洞三层台阶钢支撑焊接成整体，割除临时仰拱钢支

撑，形成沿开挖洞周封闭的环状拱形钢支撑结构，完成全断面开挖及支护工作。三台阶临时

仰拱法，以降低掌子面开挖工作高度和跨度来配合超前支护均采取棚架结构保证不对软塑

状土体产生扰动，通过增加托换次数完成隧洞大断面的开挖，与尼泊尔泥石流隧洞开挖理

念异曲同工，月进尺可按15m/月平稳推进，成功解决了在软土富水条件下建造地下隧洞这

一施工难题，确保了退水洞工程安全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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