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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隧道施工技术领域，尤其是一种

破碎围岩分离式隧道交叉口渐变段施工方法，解

决了目前弱地质环境下超大断面隧道开挖施工

中缺乏同时具有安全性及性价比施工工艺的问

题，包括隧道开挖和隧道支护，所述的隧道开挖

是将隧道沿其轴向分成5个导洞，5个导洞包括与

隧道弧形断面相邻的一号导洞和二号导洞，与一

号导洞相邻的三号导洞，与二号导洞相邻的四号

导洞以及设置在隧道轴心位置的五号导洞，以及

五个导洞的具体施工方法。本发明设计合理、施

工简便，施工过程安全可靠，减少大断面隧道开

挖对围岩的扰动；增强了围岩收敛变形约束能力

和初期支护的整体性能；从而提高了施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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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破碎围岩分离式隧道交叉口渐变段施工方法，包括隧道开挖和隧道支护，其特

征在于，所述的隧道开挖是将隧道沿其轴向分成5个导洞，5个导洞包括与隧道弧形断面相

邻的一号导洞（1）和二号导洞（2），与一号导洞（1）相邻的三号导洞（3），与二号导洞（2）相邻

的四号导洞（4）以及设置在隧道轴心位置的五号导洞（5），一号导洞（1）、三号导洞（3）和五

号导洞（5）是固定轴线导洞，二号导洞（2）和四号导洞（4）是变轴线导洞，开挖时分别将各导

洞分成不同的台阶进行依次施工；所述的隧道支护是指当隧道各导洞开挖后及时对其进行

初期支护和临时支护；

隧道开挖按照渐变段由小增大的顺序逐步进行，具体包括如下步骤：

S1.开挖一号导洞（1），一号导洞（1）的开挖断面为4～5米，一号导洞（1）包括一号导洞

上台阶（6）和一号导洞下台阶（7），按照一号导洞上台阶（6）超出一号导洞下台阶（7）5～10

米的距离进行交替开挖，同时随着一号导洞（1）的开挖及时做隧道支护；

S2.继续开挖一号导洞（1），当一号导洞下台阶（7）开挖10～15米后，开始开挖二号导洞

（2），二号导洞（2）的开挖断面为4～5米，二号导洞（2）包括二号导洞上台阶（8）和二号导洞

下台阶（9），由于二号导洞（2）为渐变导洞，根据放线后导洞轴线的变化，按照二号导洞上台

阶（8）超出二号导洞下台阶（9）5～10米的距离进行交替开挖，同时随着二号导洞（2）的开挖

及时做支护；

S3.当一号导洞（1）开挖并支护完成后，二号导洞（2）处于继续开挖状态，此时开始进行

三号导洞（3）的开挖，三号导洞（3）的开挖断面为4～5米，三号导洞（3）包括三号导洞上台阶

（10）、三号导洞中台阶（11）和三号导洞下台阶（12），三号导洞（3）各台阶的开挖距离控制在

2～5米，随着三号导洞（3）的开挖及时做支护，同时按照安装时间从早到晚的顺序依次拆除

一号导洞（1）的临时支护；

S4.当二号导洞（2）施工完毕且三号导洞下台阶（12）已施工10～15米后，开始进行四号

导洞（4）的施工，四号导洞（4）的开挖断面为4～9米，四号导洞（4）包括四号导洞上台阶

（13）、四号导洞中上台阶（14-1）、四号导洞中下台阶（15）和四号导洞下台阶（16），四号导洞

（4）各台阶的开挖距离控制在2～5米，随着四号导洞（4）的开挖及时做支护，同时按照安装

时间从早到晚的顺序依次拆除二号导洞（2）的临时支护；

S5.当四号导洞（4）的开挖断面超过9米或整个隧道的开挖断面超过22米时，四号导洞

（4）由原有的4台阶变为四号导洞上台阶（13）、四号导洞中台阶（14-2）和四号导洞下台阶

（16），同时增设五号导洞（5），五号导洞（5）包括五号导洞上台阶（17）、五号导洞中上台阶

（18）、五号导洞中下台阶（19）和五号导洞下台阶（20），五号导洞（5）各台阶间的开挖距离控

制在2～5米，并随着五号导洞（5）的开挖及时做支护；

S6.完成四号导洞（4）和五号导洞（5）的开挖，当开挖完成后，逐步拆除剩余的临时支护

即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破碎围岩分离式隧道交叉口渐变段施工方法，其特征在

于，初期支护包括紧贴隧道掌子面拱形边缘的初喷、架设格栅钢架和挂网喷混凝土。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破碎围岩分离式隧道交叉口渐变段施工方法，其特征在

于，临时支护是指各导洞间的分隔支护，临时支护包括一号导洞（1）和三号导洞（3）间的临

时支撑一（21），二号导洞（2）和四号导洞（4）间的临时支撑二（22），三号导洞（3）和五号导洞

（5）间的临时支撑三（23）以及四号导洞（4）和五号导洞（5）间的临时支撑四（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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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或3所述的一种破碎围岩分离式隧道交叉口渐变段施工方法，其

特征在于，步骤S1开挖前，沿隧道拱部进行大管棚施工同时对隧道地层范围做注浆加固。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破碎围岩分离式隧道交叉口渐变段施工方法，其特征在

于，隧道地层范围注浆加固采用水泥、水玻璃双浆液，注浆压力取值为0.1～0.3MPa，注浆量

取环形间隙理论体积的1.3～1.8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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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破碎围岩分离式隧道交叉口渐变段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隧道施工技术领域，尤其是一种破碎围岩分离式隧道交叉口渐变段施

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建设的力度持续加大，在公路隧道、城市地下工程等设

计与施工中，一般根据隧道结构断面和施工揭露的围岩条件选择不同施工方法，但是随着

交通运输迅速发展的需要，各种极度破碎的超大断面不断出现，尤其体现在分离式隧道交

叉口处，传统的CRD、双侧壁导坑法等已经不能满足隧道施工安全。如何保证弱地质环境下

超大断面隧道开挖施工安全目前仍是国内施工难题。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为了解决针对目前弱地质环境下超大断面隧道开挖施工中缺乏同时具有

安全性及性价比施工工艺的问题，提供了一种破碎围岩分离式隧道交叉口渐变段施工方

法。

[0004] 本发明是通过如下技术方案实现的：一种破碎围岩分离式隧道交叉口渐变段施工

方法，包括隧道开挖和隧道支护，所述的隧道开挖是将隧道沿其轴向分成5个导洞，5个导洞

包括与隧道弧形断面相邻的一号导洞和二号导洞，与一号导洞相邻的三号导洞，与二号导

洞相邻的四号导洞以及设置在隧道轴心位置的五号导洞，一号导洞、三号导洞和五号导洞

是固定轴线导洞，二号导洞和四号导洞是变轴线导洞，开挖时分别将各导洞分成不同的台

阶进行依次施工；所述的隧道支护是指当隧道各导洞开挖后及时对其进行初期支护和临时

支护；

[0005] 隧道开挖按照渐变段由小增大的顺序逐步进行，具体包括如下步骤：

[0006] S1.开挖一号导洞，一号导洞的开挖断面为4～5米，一号导洞包括一号导洞上台阶

和一号导洞下台阶，按照一号导洞上台阶超出一号导洞下台阶5～10米的距离进行交替开

挖，同时随着一号导洞的开挖及时做隧道支护；

[0007] S2.继续开挖一号导洞，当一号导洞下台阶开挖10～15米后，开始开挖二号导洞，

二号导洞的开挖断面为4～5米，二号导洞包括二号导洞上台阶和二号导洞下台阶，由于二

号导洞为渐变导洞，根据放线后导洞轴线的变化，按照二号导洞上台阶超出二号导洞下台

阶5～10米的距离进行交替开挖，同时随着二号导洞的开挖及时做支护；

[0008] S3.当一号导洞开挖并支护完成后，二号导洞处于继续开挖状态，此时开始进行三

号导洞的开挖，三号导洞的开挖断面为4～5米，三号导洞包括三号导洞上台阶、三号导洞中

台阶和三号导洞下台阶，三号导洞各台阶的开挖距离控制在2～5米，随着三号导洞的开挖

及时做支护，同时按照安装时间从早到晚的顺序依次拆除一号导洞的临时支护；

[0009] S4.当二号导洞施工完毕且三号导洞下台阶已施工10～15米后，开始进行四号导

洞的施工，四号导洞的开挖断面为4～9米，四号导洞包括四号导洞上台阶、四号导洞中上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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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四号导洞中下台阶和四号导洞下台阶，四号导洞各台阶的开挖距离控制在2～5米，随着

四号导洞的开挖及时做支护，同时按照安装时间从早到晚的顺序依次拆除二号导洞的临时

支护；

[0010] S5.当四号导洞的开挖断面超过9米或整个隧道的开挖断面超过22米时，四号导洞

由原有的4台阶变为四号导洞上台阶、四号导洞中台阶和四号导洞下台阶，同时增设五号导

洞，五号导洞包括五号导洞上台阶、五号导洞中上台阶、五号导洞中下台阶和五号导洞下台

阶，五号导洞各台阶间的开挖距离控制在2～5米，并随着五号导洞的开挖及时做支护；

[0011] S6.完成四号导洞和五号导洞的开挖，当开挖完成后，逐步拆除剩余的临时支护即

可。

[0012] 初期支护包括紧贴隧道掌子面拱形边缘的初喷、架设格栅钢架和挂网喷混凝土。

[0013] 临时支护是指各导洞间的分隔支护，临时支护包括一号导洞和三号导洞间的临时

支撑一，二号导洞和四号导洞间的临时支撑二，三号导洞和五号导洞间的临时支撑三以及

四号导洞和五号导洞间的临时支撑四。临时支护是指采用型钢骨架将各导洞进行分隔支

撑，各导洞在开挖过程中为独立的小腔体，保证其受力的稳定性。

[0014] 步骤S1开挖前，沿隧道拱部进行大管棚施工同时对隧道地层范围做注浆加固。

[0015] 隧道地层范围注浆加固采用水泥、水玻璃双浆液，注浆压力取值为0.1～0.3MPa，

注浆量取环形间隙理论体积的1.3～1.8倍。

[0016] 本发明设计合理、施工简便、使用效果好，能简便、快速完成隧道交叉口渐变段施

工过程，施工过程安全可靠；并且可根据隧道施工过程中地质条件和断面大小选择合理的

增加导洞和临时支撑来保障隧道施工安全，减少大断面隧道开挖对围岩的扰动；增强了围

岩收敛变形约束能力和初期支护的整体性能；从而提高了施工效率。

附图说明

[0017] 图1是本发明隧道交叉口渐变段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是图1中A-A剖面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3是图1中B-B剖面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4是图1中C-C剖面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5是本发明开挖步骤1的示意图；

[0022] 图6是本发明开挖步骤2的示意图；

[0023] 图7是本发明开挖步骤3的示意图；

[0024] 图8是本发明开挖步骤4的示意图；

[0025] 图9是本发明开挖步骤5的示意图。

[0026] 图中：1-一号导洞，2-二号导洞，3-三号导洞，4-四号导洞，5-五号导洞，6-一号导

洞上台阶，7-一号导洞下台阶，8-二号导洞上台阶，9-二号导洞下台阶，10-三号导洞上台

阶，11-三号导洞中台阶，12-三号导洞下台阶，13-四号导洞上台阶，14-1-四号导洞中上台

阶，14-2-四号导洞中台阶，15-四号导洞中下台阶，16-四号导洞下台阶，17-五号导洞上台

阶，18-五号导洞中上台阶，19-五号导洞中下台阶，20-五号导洞下台阶，21-临时支撑一，

22-临时支撑二，23-临时支撑三，24-临时支撑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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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7] 结合图1～图9对发明做进一步说明，一种破碎围岩分离式隧道交叉口渐变段施工

方法，包括隧道开挖和隧道支护，所述的隧道开挖是将隧道沿其轴向分成5个导洞，5个导洞

包括与隧道弧形断面相邻的一号导洞1和二号导洞2，与一号导洞1相邻的三号导洞3，与二

号导洞2相邻的四号导洞4以及设置在隧道轴心位置的五号导洞5，一号导洞1、三号导洞3和

五号导洞5是固定轴线导洞，二号导洞2和四号导洞4是变轴线导洞，开挖时分别将各导洞分

成不同的台阶进行依次施工；所述的隧道支护是指当隧道各导洞开挖后及时对其进行初期

支护和临时支护；

[0028] 隧道开挖按照渐变段由小增大的顺序逐步进行，如图5～图9所示，具体包括如下

步骤：

[0029] S1 .开挖一号导洞1，一号导洞1的开挖断面为4～5米，一号导洞1包括一号导洞上

台阶6和一号导洞下台阶7，按照一号导洞上台阶6超出一号导洞下台阶5～10米的距离进行

交替开挖，同时随着一号导洞1的开挖及时做隧道支护；隧道支护为紧贴隧道掌子面拱形边

缘的初喷、架设格栅钢架和挂网喷混凝土以及临时支撑一21；

[0030] S2.继续开挖一号导洞1，当一号导洞下台阶7开挖10～15米后，开始开挖二号导洞

2，二号导洞2的开挖断面为4～5米，二号导洞2包括二号导洞上台阶8和二号导洞下台阶9，

由于二号导洞2为渐变导洞，根据放线后导洞轴线的变化，按照二号导洞上台阶8超出二号

导洞下台阶5～10米的距离进行交替开挖，同时随着二号导洞2的开挖及时做支护；隧道支

护为紧贴隧道掌子面拱形边缘的初喷、架设格栅钢架和挂网喷混凝土以及临时支撑二22；

[0031] S3.当一号导洞1开挖并支护完成后，二号导洞2处于继续开挖状态，此时开始进行

三号导洞3的开挖，三号导洞3的开挖断面为4～5米，三号导洞3包括三号导洞上台阶10、三

号导洞中台阶11和三号导洞下台阶12，三号导洞3各台阶的开挖距离控制在2～5米，随着三

号导洞3的开挖及时做支护，支护包括三号导洞3顶部的拱顶喷护以及临时支撑三23，同时

按照安装时间从早到晚的顺序依次拆除一号导洞1的临时支撑一21；

[0032] S4.当二号导洞2施工完毕且三号导洞下台阶12已施工10～15米后，开始进行四号

导洞4的施工，四号导洞4的开挖断面为4～9米，四号导洞4包括四号导洞上台阶13、四号导

洞中上台阶14-1、四号导洞中下台阶15和四号导洞下台阶16，四号导洞4各台阶的开挖距离

控制在2～5米，随着四号导洞4的开挖及时做支护，支护为隧道拱顶的初喷支护，同时按照

安装时间从早到晚的顺序依次拆除二号导洞2的临时支撑22；

[0033] S5.当四号导洞4的开挖断面超过9米或整个隧道的开挖断面超过22米时，四号导

洞4由原有的4台阶变为四号导洞上台阶13、四号导洞中台阶14-2和四号导洞下台阶16，同

时增设五号导洞5，五号导洞5包括五号导洞上台阶17、五号导洞中上台阶18、五号导洞中下

台阶19和五号导洞下台阶20，五号导洞5各台阶间的开挖距离控制在2～5米，并随着五号导

洞5的开挖及时做支护，此处支护为隧道拱顶的初喷支护以及临时支撑四24；

[0034] S6.完成四号导洞4和五号导洞5的开挖，当开挖完成后，逐步拆除剩余的临时支护

即可，拆除顺序按照支护顺序进行拆除。

[0035] 初期支护包括紧贴隧道掌子面拱形边缘的初喷、架设格栅钢架和挂网喷混凝土。

临时支护是指各导洞间的分隔支护，临时支护包括一号导洞1和三号导洞3间的临时支撑一

21，二号导洞2和四号导洞4间的临时支撑二22，三号导洞3和五号导洞5间的临时支撑三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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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四号导洞4和五号导洞5间的临时支撑四24。步骤S1开挖前，沿隧道拱部进行大管棚施

工同时对隧道地层范围做注浆加固，大管棚是一种隧道的支护形式，可对洞口段覆盖层进

行加强支护,用以加固和支护围岩，以确保安全进洞和顺利掘进。隧道地层范围注浆加固采

用水泥、水玻璃双浆液，注浆压力取值为0.1～0.3MPa，注浆量取环形间隙理论体积的1.3～

1.8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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