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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水电站溢洪道洞室开挖

支护施工工法，洞室分为上层、中层、下层以及底

板保护层四层，主要包括以下步骤：步骤S1：对洞

室的上层、中层、下层依次进行开挖；步骤S2：排

水洞开挖及支护施工；步骤S3：排水洞洞口段衬

砌、灌浆施工及底板衬砌施工；步骤S4：底板保护

层底板开挖、支护及垫层混凝土浇筑施工；步骤

S5：洞室进洞后为施工支洞提供洞口施工。本发

明针对工程地质条件较差的洞室施工，应采取合

理的分部开挖方式，形成连贯的开挖工序，在保

证施工安全的情况下，合理分层、分部开挖施工，

保证了工程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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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水电站溢洪道洞室开挖支护施工工法，其特征在于，洞室分为上层、中层、下层

以及底板保护层四层，主要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S1：对洞室的上层、中层、下层依次进行开挖；

步骤S2：排水洞开挖及支护施工；

步骤S3：排水洞洞口段衬砌、灌浆施工及底板衬砌施工；

步骤S4：底板保护层底板开挖、支护及垫层混凝土浇筑施工；

步骤S5：洞室进洞后为施工支洞提供洞口施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水电站溢洪道洞室开挖支护施工工法，其特征在于，洞室

开挖采用由上至下、由里及外、先右后左的顺序进行开挖；上层采用导洞先行两侧扩挖、周

边光面爆破的施工方法；中、下层采用预裂爆破开挖，两侧边墙采用预裂爆破形成开挖轮廓

线，中部采用梯段微差爆破，底板预留1.5m厚保护层；底板保护层开挖采用水平光爆孔进行

施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水电站溢洪道洞室开挖支护施工工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上层分为中间区域和两侧区域，首先对中间区域上层导洞开挖，中间区域的宽*高尺寸为

8m*8m；然后对两侧区域上层导洞两侧开挖及支护施工，滞后导洞掌子面30m。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水电站溢洪道洞室开挖支护施工工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中层滞后上层200m-300m；所述中层分为左区域和右区域，且开挖交替前进，交替间隔150m；

所述中层至上层修路需分两个台阶，且台阶高度4.28m，坡度25%，长度34 .2m，填渣方量

586m3。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水电站溢洪道洞室开挖支护施工工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下层滞后中层200m-300m；所述下层分为左区域和右区域，且开挖交替前进，交替间隔150m；

所述下层至中层修路需分两个台阶，且台阶高度4.25m、坡度25%、长度34m、填渣方量578m3。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水电站溢洪道洞室开挖支护施工工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步骤S4中，下层开挖完成后从溢0+908分界，进出口两个工作面同时施工。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水电站溢洪道洞室开挖支护施工工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步骤S5主要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S501：上层开挖至溢0+200后，右侧从桩号溢0+072 .5开始向中层降坡至溢0+

129.5，且坡度15%、降坡长度57m，继续开挖前进至溢0+229.5时，开始爬坡至上层溢0+263.7

处，然后上层左侧从桩号溢0+072 .5开始向中层降坡至溢0+129 .5，且坡度15%、降坡长度

57m，继续开挖前进至溢0+229.5时，开始爬坡至上层溢0+263.7处，中层开挖自溢0+263.7分

区域交替开挖掘进；

步骤S502：中层右侧自桩号溢0+178.5处反向降坡至桩号溢0+111 .8处，含底板保护层

开挖，且坡度15%、降坡长度66.7m，继续开挖至溢0+072.5处，1#施工支洞与主洞交界桩号为

溢0+100，此时已具备出洞条件；

步骤503：1#施工支洞施工完成后，边仰坡动工前中层左侧自溢0+129.5处开挖至溢0+

072.5处，完成后中层左侧自桩号溢0+178.5反向降坡至桩号溢0+111.5处，含底板保护层开

挖，且坡度15%、降坡长度66.7m，继续开挖至溢0+072.5处，下层开始按照分区域交替开挖前

进；

步骤S504：中下层溢0+042.5至溢0+072.5段，在洞口边仰坡开挖时再从洞外向洞内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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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施工，以便洞外土石方开挖时溢洪道洞口段的结构安全。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水电站溢洪道洞室开挖支护施工工法，其特征在于，洞身

临时支护施工：II类围岩边顶拱范围内采用随机布置C22，L=3m锚杆、喷射c25混凝土；III类

围岩边顶拱范围内采用随机布置C25，L=4.5m锚杆、喷射c25混凝土；IV、V类围岩边顶拱范围

内采用随机布置C28，L=6m锚杆、喷射c25混凝土。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水电站溢洪道洞室开挖支护施工工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洞身临时支护施工主要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S100：锚杆施工；锚杆钻孔采用三臂钻及YT-28钻机钻孔；砂浆锚杆的钻孔孔径大

于锚杆直径，并满足施工图纸要求；当施工图纸未作规定时，对于注浆锚杆，若采用先注浆

后安装锚杆的程序施工，钻头直径应大于锚杆直径15mm以上；若采用先安装锚杆后注浆的

程序施工，钻头直径应大于锚杆直径25mm以上，采用孔底注浆时钻头直径应大于锚杆直径

40mm以上；锚杆孔应按施工图纸进行布置，其孔位偏差应不大于15cm；

步骤S200：钢筋网施工；钢筋网施工时运输车把在钢筋加工场地内焊接成宽*长为

1.5m*1 .5m的钢筋网片运输至工作面，操作人员以支护台架作为作业平台，把钢筋网与锚

杆、插筋连接部位焊接牢固，使其固定在岩面上，钢筋网与岩面间距为3～5cm；

步骤S300：喷射混凝土施工；喷射时喷头距岩面距离为0.6m～1.2m，喷头垂直受喷面，

作连续不断的圆周运动，以保证混凝土喷射密实；喷射时遵循分段、分块，先墙后拱、自下而

上的顺序，同时掌握风压、水压及喷射距离，减少回弹量；喷射混凝土终凝2h后，进行喷水养

护，养护时间大于等于14d；喷射混凝土与开挖同步施工时，下次爆破时间距喷射混凝土完

成时间的间隔大于等于4h；

步骤S400：钢拱架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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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水电站溢洪道洞室开挖支护施工工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洞室施工工法的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水电站溢洪道洞室开挖支护

施工工法。

背景技术

[0002]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的清洁能源的开发和利用进入了高峰期。四川省大渡河双

江口水电站为大渡河流域水电梯级开发的控制性工程，枢纽工程由土心墙堆石坝、洞式溢

洪道等组成。洞式溢洪道洞室施工区内无区域性断裂切割，构造变形微弱。地表地质测绘和

勘探成果表明，施工区内主要由一系列低序次、低级别的小断层、挤压破碎带和节理裂隙结

构面组成。洞式溢洪道洞身以Ⅲa、Ⅲb类围岩为主。遇到小断层洞段主要为碎裂岩，成洞条

件差，与洞线交角小，对围岩稳定不利，断层及影响带主要为Ⅳ～Ⅴ类围岩，需加强支护处

理措施。对埋深大，地应力高洞段，应力释放可能出现片帮和岩爆现象，这给施工带来了严

峻的挑战。所述洞式溢洪道的工程施工分析如下：

1、工程条件分析

洞式溢洪道由进口引渠段、控制闸段、泄槽段和出口段组成，其中引渠段长约40m，进口

平面上呈不对称的喇叭形，底面高程2470.00m，最小宽度16m。控制闸设1孔16m×22m(宽×

高)孔口，采用开敞式WES型实用堰，堰顶高程为2478.00m。控制闸设有检修闸门和弧形工作

门各一道。闸室段长40m，闸顶高程为2508.00m。泄槽段由无压洞段和明槽段组成。无压洞桩

号为溢0+040.00m~溢1+816.00m，底坡i=0.015，无压洞断面采用城门洞型，宽17.5～19.3m，

高22 .35～27 .15m，衬砌厚1m。明槽段由两个底坡段组成，前段底坡i=0 .015，桩号溢1+

816.00m～溢1+935.93m，后段底坡i=0.462，桩号溢1+947.88m～溢2+107.39m，两段底坡段

由跌坎、水平段和圆弧连接，明槽断面为矩形，槽宽16m，边墙高12m～16m。明槽底板混凝土

厚2.0m，左右边墙顶宽2.0m。出口段由挑坎段和下游防护段组成，出口采用挑流消能，挑坎

采用斜切鼻坎型式。为保证水流较好规槽且防止水流冲刷下游岸坡，分别对本岸及对岸采

取了扩挖，并在一定范围内采取了混凝土护坡。

[0003] 2、工程地质分析

（1）溢0+040.00m～溢0+073.00m：长33.00m，洞向N85°8'46"E，垂直埋深80m～108m。围

岩为坚硬的二云二长花岗岩，无大的断层通过，主要发育四组裂隙：J1.N20°～35°W/NE∠

25°～40°、J2.N40°～50°E/NW∠40°～56°、J3.N20°～35°W/SW∠40°～55°、J4.N75°W/NE∠

84°。岩体微风化～新鲜，地下水不丰富，局部渗滴水，偶见线状流水。岩体为次块状～块状

结构，围岩以Ⅱ类为主，成洞条件较好。但需注意随机分布的小断层与节理裂隙组合的不利

影响，如J1、J2、J4裂隙对顶拱和边墙稳定不利，应加强支护措施。

[0004] （2）溢0+073m～溢1+423m：长1350m，洞向N85°8'46"E，垂直埋深80m～500m。围岩主

要为坚硬的二云二长花岗岩，穿插伟晶岩脉，两者多呈焊接接触，岩体内无大的断层通过，

主要以节理裂隙为主，优势裂隙有四组：J1.N20°～35°W/NE∠25°～40°、J2.N40°～50°E/NW

∠40°～56°、J3.N20°～35°W/SW∠40°～55°、J4.N75°W/NE∠84°，岩体微风化～新鲜，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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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不丰，局部渗滴水，偶见线状流水。岩体块状～整体状结构，考虑高地应力折减后，围岩以

Ⅲa为主，成洞条件较好。围岩中随机分布有小断层，与节理裂隙相互切割形成不利块体时，

可能引起掉块，应加强支护措施。该洞段埋深较深，在施工中可能会遇到岩爆问题以及穿越

断层破碎带时涌水问题，应有预防处理措施。

[0005] （3）溢1+423m～溢1+536m：长113m，洞向N85°8'46"E，垂直埋深80m～100m。围岩主

要为坚硬的二云二长花岗岩，穿插伟晶岩脉，两者多呈焊接接触，岩体内无大的断层通过，

主要以节理裂隙为主，优势裂隙有四组：J1.N20°～35°W/NE∠25°～40°、J2.N40°～50°E/NW

∠40°～56°、J3.N20°～35°W/SW∠40°～55°、J4.N75°W/NE∠84°，岩体微风化～新鲜，地下

水不丰，局部渗滴水，偶见线状流水。岩体块状～整体状结构，考虑高地应力折减后，围岩以

Ⅱ类为主，成洞条件较好。围岩中随机分布有小断层，与节理裂隙相互切割形成不利块体

时，可能引起掉块，应加强支护措施。该洞段埋深较深，在施工中可能会遇到岩爆问题以及

穿越断层破碎带时涌水问题，应有预防处理措施。

[0006] （4）溢1+536m～溢1+816.0m：长280m，洞向N85°8'46"E，垂直埋深49m～133m。围岩

主要为坚硬的二云二长花岗岩，发育伟晶岩脉，岩体多为微风化～新鲜，部分为弱卸荷、弱

风化下段岩体，岩体中地下水不丰，以渗滴水为主，局部线状流水。岩体多呈次块状～块状

结构，围岩以Ⅲa类为主，局部Ⅲb类，成洞条件较好。需注意随机分布的小断层与节理裂隙

的不利组合问题，应加强支护措施。局部洞段可能有岩爆现象，应采取预防措施。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水电站溢洪道洞室开挖支护施工工法，针对工程地质

条件较差的洞室施工，应采取合理的分部开挖方式，形成连贯的开挖工序，在保证施工安全

的情况下，合理分层、分部开挖施工，以保证工程安全。

[0008] 本发明主要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一种水电站溢洪道洞室开挖支护施工工法，

洞室分为上层、中层、下层以及底板保护层四层，主要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S1：对洞室的上层、中层、下层依次进行开挖；

步骤S2：排水洞开挖及支护施工；

步骤S3：排水洞洞口段衬砌、灌浆施工及底板衬砌施工；

步骤S4：底板保护层底板开挖、支护及垫层混凝土浇筑施工；

步骤S5：洞室进洞后为施工支洞提供洞口施工。

[0009] 为了更好地实现本发明，进一步的，洞室开挖采用由上至下、由里及外、先右后左

的顺序进行开挖；上层采用导洞先行两侧扩挖、周边光面爆破的施工方法；中、下层采用预

裂爆破开挖，两侧边墙采用预裂爆破形成开挖轮廓线，中部采用梯段微差爆破，底板预留

1.5m厚保护层；底板保护层开挖采用水平光爆孔进行施工。

[0010] 为了更好地实现本发明，进一步的，所述上层分为中间区域和两侧区域，首先对中

间区域上层导洞开挖，中间区域的宽*高尺寸为8m*8m；然后对两侧区域上层导洞两侧开挖

及支护施工，滞后导洞掌子面30m。

[0011] 为了更好地实现本发明，进一步的，所述中层滞后上层200m-300m；所述中层分为

左区域和右区域，且开挖交替前进，交替间隔150m；所述中层至上层修路需分两个台阶，且

台阶高度4.28m，坡度25%，长度34.2m，填渣方量586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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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为了更好地实现本发明，进一步的，所述下层滞后中层200m-300m；所述下层分为

左区域和右区域，且开挖交替前进，交替间隔150m；所述下层至中层修路需分两个台阶，且

台阶高度4.25m、坡度25%、长度34m、填渣方量578m3。

[0013] 为了更好地实现本发明，进一步的，所述步骤S4中，下层开挖完成后从溢0+908分

界，进出口两个工作面同时施工。

[0014] 为了更好地实现本发明，进一步的，所述步骤S5主要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S501：上层开挖至溢0+200后，右侧从桩号溢0+072 .5开始向中层降坡至溢0+

129.5，且坡度15%、降坡长度57m，继续开挖前进至溢0+229.5时，开始爬坡至上层溢0+263.7

处，然后上层左侧从桩号溢0+072 .5开始向中层降坡至溢0+129 .5，且坡度15%、降坡长度

57m，继续开挖前进至溢0+229.5时，开始爬坡至上层溢0+263.7处，中层开挖自溢0+263.7分

区域交替开挖掘进；

步骤S502：中层右侧自桩号溢0+178.5处反向降坡至桩号溢0+111.8处，含底板保护层

开挖，且坡度15%、降坡长度66.7m，继续开挖至溢0+072.5处，1#施工支洞与主洞交界桩号为

溢0+100，此时已具备出洞条件；

步骤503：1#施工支洞施工完成后，边仰坡动工前中层左侧自溢0+129.5处开挖至溢0+

072.5处，完成后中层左侧自桩号溢0+178.5反向降坡至桩号溢0+111.5处，含底板保护层开

挖，且坡度15%、降坡长度66.7m，继续开挖至溢0+072.5处，下层开始按照分区域交替开挖前

进；

步骤S504：中下层溢0+042.5至溢0+072.5段，在洞口边仰坡开挖时再从洞外向洞内开

挖施工，以便洞外土石方开挖时溢洪道洞口段的结构安全。

[0015] 为了更好地实现本发明，进一步的，洞身临时支护施工：II类围岩边顶拱范围内采

用随机布置C22，L=3m锚杆、喷射c25混凝土；III类围岩边顶拱范围内采用随机布置C25，L=

4.5m锚杆、喷射c25混凝土；IV、V类围岩边顶拱范围内采用随机布置C28，L=6m锚杆、喷射c25

混凝土。L为锚杆的长度。

[0016] 为了更好地实现本发明，进一步的，所述洞身临时支护施工主要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S100：锚杆施工；锚杆钻孔采用三臂钻及YT-28钻机钻孔；砂浆锚杆的钻孔孔径应

大于锚杆直径，并满足施工图纸要求；当施工图纸未作规定时，对于注浆锚杆，若采用先注

浆后安装锚杆的程序施工，钻头直径应大于锚杆直径15mm以上；若采用先安装锚杆后注浆

的程序施工，钻头直径应大于锚杆直径25mm以上，采用孔底注浆时钻头直径应大于锚杆直

径40mm以上；锚杆孔应按施工图纸进行布置，其孔位偏差应不大于15cm；

步骤S200：钢筋网施工；钢筋网施工时运输车把在钢筋加工场地内焊接成宽*长为

1.5m*1 .5m的钢筋网片运输至工作面，操作人员以支护台架作为作业平台，把钢筋网与锚

杆、插筋连接部位焊接牢固，使其固定在岩面上，钢筋网与岩面间距为3～5cm；

步骤S300：喷射混凝土施工；喷射时喷头距岩面距离为0.6m～1.2m，喷头垂直受喷面，

作连续不断的圆周运动，以保证混凝土喷射密实；喷射时遵循分段、分块，先墙后拱、自下而

上的顺序，同时掌握风压、水压及喷射距离，减少回弹量；喷射混凝土终凝2h后，进行喷水养

护，养护时间大于等于14d；喷射混凝土与开挖同步施工时，下次爆破时间距喷射混凝土完

成时间的间隔大于等于4h；

步骤S400：钢拱架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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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如下：

（1）本发明针对工程地质条件较差的洞室施工，应采取合理的分部开挖方式，形成连贯

的开挖工序，在保证施工安全的情况下，合理分层、分部开挖施工，以保证工程安全。

[0018] （2）本发明保证了洞室支护结构的安全性也满足工程经济性的要求。工程结构的

参数可为后续类似工程提供相关的工程经验借鉴。

[0019] （3）本发明以大渡河上游双江口水电站溢洪道硐室开挖为背景，对复杂地质条件

下硐室开挖支护施工控制技术进行研究。首先在对工程条件和工程地质进行全面的分析，

提出分上中下三层、六部开挖的开挖方法，确定了由上至下、由里及外、先右后左的开挖顺

序。在支护结构的施工中，根据实地的地质情况确定了相应支护结构以及相应的施工工序，

为工程的成功修建奠定了基础。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溢洪道洞室分层分部开挖顺序示意图；

图2为溢洪道洞室上、中、下层及底板保护层开挖分部示意图；

图3为溢洪道洞室中、下层道路规划示意图；

图4为溢洪道洞室与1#施工支洞施工关系示意图；

图5为溢洪道洞室与1#施工支洞空间关系示意图；

图6为锚杆施工工艺流程图；

图7为湿式喷射混凝土工艺流程图；

图8为钢拱架施工工艺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实施例1：

一种水电站溢洪道洞室开挖支护施工工法，主要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S1：对洞室的上层、中层、下层依次进行开挖；

步骤S2：排水洞开挖及支护施工；

步骤S3：排水洞洞口段衬砌、灌浆施工及底板衬砌施工；

步骤S4：底板保护层底板开挖、支护及垫层混凝土浇筑施工；

步骤S5：洞室进洞后为施工支洞提供洞口施工。

[0022] 本发明以大渡河上游双江口水电站溢洪道硐室开挖为背景，对复杂地质条件下硐

室开挖支护施工控制技术进行研究。首先在对工程条件和工程地质进行全面的分析，提出

分上中下三层、六部开挖的开挖方法，确定了由上至下、由里及外、先右后左的开挖顺序。在

支护结构的施工中，根据实地的地质情况确定了相应支护结构以及相应的施工工序，为工

程的成功修建奠定了基础。本发明针对工程地质条件较差的洞室施工，应采取合理的分部

开挖方式，形成连贯的开挖工序，在保证施工安全的情况下，合理分层、分部开挖施工，保证

了工程安全。

[0023] 实施例2：

一种水电站溢洪道洞室开挖支护施工工法，主要包括以下步骤：

1、主要施工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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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式溢洪道洞室里程：溢0+042.00～溢1+816.00，长度1774m,底板纵向坡度i=0.015，

开挖断面17.5m×22.35m～19.3m×27.15m分为5种开挖断面形式。

[0024] 洞室开挖分上中下及底板保护层四层开挖；上层采用“导洞先行两侧扩挖”、周边

光面爆破的施工方法；中下层采用预裂爆破开挖，两侧边墙采用预裂爆破形成开挖轮廓线，

中部采用梯段微差爆破，底板预留1.5m厚保护层；底板保护层开挖采用水平光爆孔进行施

工。

[0025] 支护工程：系统锚杆+挂钢筋网A6.5@15cm*15cm+喷c25混凝土、厚15cm；部分围岩

破碎地段支立型钢拱架加强支护。

[0026] 2、主要施工工序

洞式溢洪道洞室开挖支护施工主要施工工序如下，洞式溢洪道洞身分层分部开挖顺序

示意图如图1所示。

[0027] （1）①号区域上层导洞开挖及支护施工（8m*8m，宽*高）；

（2）②号区域上层导洞两侧扩挖及支护施工（滞后导洞掌子面30m）；

（3）中层分为两个区域，分别为③区域和④区域，开挖及支护施工时（中层滞后上层

200m~300m），③、④区域开挖交替前进，交替间隔150m，以避免反复修路耽误时间，中层至上

层修路需分2个台阶，台阶高度4.28m，坡度25%，长度34.2m，填渣方量586m³；

（4）下层分为两个区域，分别为⑤区域和⑥区域，开挖及支护施工时（下层滞后中层

200m~300m），⑤、⑥区域交替进行，交替间隔150m，以避免反复修路耽误时间，下层至中层修

路分2个台阶，台阶高度4.25m，坡度25%，长度34m，填渣方量578m³；

（5）排水洞开挖及支护施工（洞式溢洪道下层开挖支护2017年12月25日施工到排水洞

对应里程）；

（6）排水洞洞口段衬砌、灌浆施工及底板衬砌施工；

（7）⑦区域底板开挖、支护及垫层混凝土浇筑施工（下层开挖完成后开始施工），从溢0+

908分界，进出口两个工作面同时施工，洞式溢洪道分层以及底板保护层开挖分部见图2洞

式溢洪道上中下及底板保护层开挖分部示意图、溢洪道中下层道路规划见图3。

[0028] （8）洞式溢洪道洞室进洞后为施工支洞提供出洞口施工工序：

洞式溢洪道上层开挖至溢0+200后右侧从桩号溢0+072.5开始向中层降坡至溢0+129.5

（坡度15%，降坡长度57m）后继续开挖前进至溢0+229.5时开始爬坡至上层溢0+263.7处，然

后上层左侧从桩号溢0+072.5开始向中层降坡至溢0+129.5（坡度15%，降坡长度57m）后继续

开挖前进至溢0+229.5时开始爬坡至上层溢0+263.7处，中层开挖自溢0+263.7分③、④区域

交替开挖掘进。

[0029] 中层右侧自桩号溢0+178.5处反向降坡至桩号溢0+111.8处（含底板保护层开挖，

坡度15%，降坡长度66.7m）时继续开挖至溢0+072.5处，1#施工支洞与主洞交界桩号为溢0+

100，此时已具备出洞条件。

[0030] 1#施工支洞施工完成后边仰坡动工前中层左侧自溢0+129.5处开挖至溢0+072.5

处，完成后中层左侧自桩号溢0+178.5反向降坡至桩号溢0+111.5处（含底板保护层开挖，坡

度15%，降坡长度66.7m）时继续开挖至溢0+072.5处，下层开始按照⑤、⑥区域交替开挖前

进。

[0031] 中下层溢0+042.5至溢0+072.5段在洞口边仰坡开挖时再从洞外向洞内开挖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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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洞外土石方开挖时溢洪道洞口段的结构安全，1#支洞开挖顺序见图4，洞式溢洪道与1#

施工支洞空间关系图如图5所示。

[0032] 实施例2：

本实施例是在实施例1或2的基础上进行优化，洞身支护结构施工方法主要包括以下步

骤：

洞身系统支护的原则是紧跟掌子面，在围岩较好洞段，为了加快施工进度，系统支护可

滞后掌子面一定距离，原则上不超过30m，可展开与开挖平行作业，但应避免出现系统支护

滞后掌子面较长距离。洞身临时支护施工：II类围岩边顶拱范围内采用随机布置C22，L=3m

锚杆、喷射c25混凝土；III类围岩边顶拱范围内采用随机布置C25，L=4.5m锚杆、喷射c25混

凝土；IV、V类围岩边顶拱范围内采用随机布置C28，L=6m锚杆、喷射c25混凝土。

[0033] （1）锚杆施工

锚杆施工工艺流程如图6所示，主要包括以下步骤：

施工准备

测量放样，按设计布孔，在岩壁上用红油漆标出锚杆孔位置；三臂钻、YT-28钻机、施工

人员就绪；接风水电，启动空压机供风，开启水泵供水，电源开启提供照明。

[0034] 钻孔施工

锚杆钻孔采用三臂钻及YT-28钻机钻孔；砂浆锚杆的钻孔孔径应大于锚杆直径，并满足

施工图纸要求。施工图纸未作规定时，对于注浆锚杆，若采用“先注浆后安装锚杆”的程序施

工，钻头直径应大于锚杆直径15mm以上；若采用“先安装锚杆后注浆”的程序施工，钻头直径

应大于锚杆直径25mm以上，采用孔底注浆时钻头直径应大于锚杆直径40mm以上。

[0035] 锚杆孔应按施工图纸进行布置，其孔位偏差应不大于15cm。

[0036] 锚杆的安装和注浆

锚杆安装或注浆前应用高压风、水冲洗锚杆孔，确保孔内不留石粉。注浆采用专业高压

注浆泵注浆；插杆采用人工配合吊车插杆，最后安装垫板，并用螺帽固定牢固。

[0037] （2）钢筋网施工

钢筋网施工时运输车把在钢筋加工场地内焊接成1.5m*1.5m（宽*长）的钢筋网片运输

至工作面，操作人员以支护台架作为作业平台，把钢筋网与锚杆、插筋连接部位焊接牢固，

使其固定在岩面上，钢筋网与岩面间距为3～5cm。

[0038] （3）喷射混凝土施工

湿式喷射混凝土工艺流程见图7所示，主要包括以下步骤：

施工准备

喷射混凝土前，认真检查隧洞断面尺寸，对欠挖部分及所有开裂、破碎、出水、崩解的破

损岩石进行清理和处理，清除浮石和墙角虚渣，并用高压水或风冲洗岩面。

[0039] 拌合站、砼运输车、施工人员、湿喷机、喷浆台车就绪；接风水电，启动空压机供风，

开启水泵供水，电源开启提供照明。

[0040] 喷射混凝土施工

喷射混凝土采用湿喷法，拌合站拌合混凝土，砼罐车运输混凝土，湿喷机喷射混凝土。

喷射时分初喷及复喷两道工序，在开挖每循环完成后，立即对揭露围岩进行初喷；在锚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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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筋网等工序施工完毕后，进行复喷。

[0041] 喷射混凝土技术要求：喷射时喷头距岩面距离以0.6m～1.2m为宜，喷头垂直受喷

面，作连续不断的圆周运动，以保证混凝土喷射密实；喷射时遵循分段、分块，先墙后拱、自

下而上的顺序，同时掌握风压、水压及喷射距离，减少回弹量；喷射混凝土终凝2h后，进行喷

水养护，养护时间不少于14d；喷射混凝土与开挖同步施工时，下次爆破时间距喷射混凝土

完成时间的间隔不得小于4h。

[0042] （4）钢拱架施工

厂内加工成型钢拱架，试拼合格，肢解后运输车运至施工工作面，机械配合人工安装。

[0043] 如图8所示，钢拱架施工前，测量人员用测量仪器检查断面情况，对欠挖的断面提

前处理；钢拱架施工时采用测量仪器对钢架进行测量定位，作业人员根据测量人员的指示

将钢架安放并调整到位，然后打锁脚锚杆、焊连接筋、铺设钢筋网片，喷射混凝土填充钢拱

架与岩面间的空隙及覆盖钢拱架。

[0044] 每道工序施工前都要及时报请监理工程师检查验收合格后方可进入下道工序施

工；并且中层开挖前必须完成上层支护质量检查验收工作。

[0045] 本发明以大渡河上游双江口水电站溢洪道硐室开挖为背景，对复杂地质条件下硐

室开挖支护施工控制技术进行研究。首先在对工程条件和工程地质进行全面的分析，提出

分上中下三层、六部开挖的开挖方法，确定了由上至下、由里及外、先右后左的开挖顺序。在

支护结构的施工中，根据实地的地质情况确定了相应支护结构以及相应的施工工序，为工

程的成功修建奠定了基础。本发明针对工程地质条件较差的洞室施工，应采取合理的分部

开挖方式，形成连贯的开挖工序，在保证施工安全的情况下，合理分层、分部开挖施工，保证

了工程安全。

[0046]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非对本发明做任何形式上的限制，凡是依

据本发明的技术实质对以上实施例所作的任何简单修改、等同变化，均落入本发明的保护

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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