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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斜井与主洞交叉口分步扩挖施工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的一种斜井与主洞交叉口分步扩挖

施工方法，通过在斜井施工至主洞交界后分步扩

挖，逐渐形成主洞标准断面，如附图2和3所示。本

发明能够缩短施工时间、减少施工成本，提高施

工安全性，经济效益显著。斜井施工至主洞交界

的第二断面后，延伸轴线和开挖断面进入主洞，

同时抬高拱顶沿主洞开挖轮廓线上坡开挖至主

洞拱顶；接着沿主洞开挖轮廓线下坡开挖至起拱

线(第三断面)；然后以斜井拱顶为主洞开挖轮廓

线(第二断面至第三断面之间段)并延长至第一

断面，分别向主洞两端扩挖形成主洞标准断面；

完毕后对主洞的第三断面至第四断面之间区域

进行扩挖形成主洞标准断面，至此整个主洞标准

断面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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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斜井与主洞交叉口分步扩挖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

包括相互交叉的主洞和斜井，下台阶由所述斜井下部延伸至所述主洞下部，上台阶位

于所述下台阶上，所述上台阶靠近所述斜井一侧设有短台阶，所述短台阶与所述斜井交界

处为第一断面，所述短台阶与所述上台阶交界处为第二断面，所述第二断面相对于所述主

洞的中垂线对称位置为第三断面，所述主洞距离所述斜井最远端为第四断面，所述斜井顶

部为斜井拱顶，所述主洞顶部为主洞拱顶，所述主洞拱顶水平线为主洞放样轮廓线，所述主

洞拱顶边缘线为主洞开挖轮廓线；

所述第一断面与所述第二断面之间的所述短台阶和所述第二断面与所述第三断面之

间的所述上台阶为第一扩挖区，所述主洞上方两侧的所述主洞放样轮廓线与所述主洞开挖

轮廓线之间的区域为第二扩挖区，所述主洞内的下台阶上方的所述第三断面与所述第四断

面之间的区域为第三扩挖区，所述下台阶为第四扩挖区；

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S1：斜井至第二断面的隧道施工，由斜井开始，按上下台阶法开挖至第二断面，进入所

述第二断面之前的上台阶设置短台阶；

S2：斜井由第二断面延伸第一断面的隧道施工，斜井施工至所述第二断面后，开始向主

洞延伸施工，以斜井轴线和所述第二断面向前施工，同时抬高拱顶高程沿主洞开挖轮廓线

上坡至主洞拱顶，然后下坡开挖至第三断面；

S3：所述第一断面至所述第三断面的隧道扩挖，斜井延伸至所述第三断面后，开始对所

述第一断面至所述第三断面之间的隧道进行扩挖，分别向主洞两端进行扩挖，所述第二断

面至所述第三断面之间之间的隧道以斜井拱顶为主洞开挖轮廓线进行扩挖，所述第一断面

至所述第三断面之间的隧道按主洞放样轮廓线进行扩挖，循环逐渐挖进，按主洞支护参数

进行支护完毕后，再进行下一循环施工；

S4：所述第三断面至第四断面之间的主洞扩挖，主洞所述第一断面至所述第三断面的

隧道扩挖完毕后进行所述第三断面至所述第四断面之间的主洞扩挖，分两次进行扩挖形成

主洞标准表面，对形成主洞标准表面部位进行支护；

S5：主洞下台阶施工，主洞上台阶分别向两端施工，然后进行主洞下台阶开挖施工，由

斜井交叉口向主洞开挖形成主洞标准断面，然后进行主洞支护。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斜井与主洞交叉口分步扩挖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S1在距斜井与主洞交界处10m处开始施工，所述上台阶高5m，上台阶与下台阶步距10m，开挖

进尺2m，所述上台阶的短台阶高2m长3m；

所述步骤S3所述第一断面至所述第三断面之间的隧道进行扩挖，分别向主洞两端进行

扩挖5m，所述第一断面至所述第三断面之间的隧道按主洞放样轮廓线进行扩挖，循环进尺

1m；

所述步骤S5，主洞上台阶分别向两端施工10m以上。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斜井与主洞交叉口分步扩挖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S1还包括：采用光爆法进行开挖，完毕后及时按设计要求施作锚杆、钢筋网和喷射砼，下台

阶施工至第一断面后暂停开挖，待主洞上台阶扩挖完毕向主洞两端各开挖10m后，再进行主

洞下台阶施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斜井与主洞交叉口分步扩挖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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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还包括；同样采用光爆法进行开挖，完毕后进行支护施工，支护结构的厚度为1m。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斜井与主洞交叉口分步扩挖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隧道施工

依次挖掘第一扩挖区、第二扩挖区、第三扩挖区和第四扩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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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斜井与主洞交叉口分步扩挖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土木工程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斜井与主洞交叉口分步扩挖施工

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软弱破碎地层结构面交错，裂隙发育，抗压强度低，斜井与主洞交叉口扩挖施工时

危险性大。通常斜井与主洞交叉口扩挖采用：1.直接挑顶法，在斜井开挖到接近与正洞相交

时，逐渐抬高斜井拱顶高程。从正洞与斜井相交里程开始，采用小导坑进入正洞洞身开挖，

于正洞中线处达到正洞拱顶高程。但是施工中需要施作临时棚架，预留变形沉落量和临时

支护厚度，且安全风险大、风险高、进度慢。2.转体扩挖法，斜井施工至与正洞交界后，以圆

曲线形式转体进入正洞，同时上坡开挖至正洞拱顶高程，并继续沿相同方向掘进一定距离；

形成作业空间后，转向相反方向施工，扩挖临时支护达到正洞标准断面。但工程量大，斜井

圆曲线施工时工艺复杂，工期较长，安全风险大。出于以上考虑，本发明推出一种斜井与主

洞交叉口分步扩挖施工方法，它能够简化施工工艺，加快软弱围岩斜井与主洞交叉口的施

工速度，大大降低施工风险，满足安全、经济、快速的施工要求。

发明内容

[0003] 根据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斜井与主洞交叉口分步扩挖施工方

法。

[0004] 其采用如下技术方案：一种斜井与主洞交叉口分步扩挖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5] S1：斜井至第二断面的隧道施工，由斜井开始，按上下台阶法开挖至第二断面，进

入所述第二断面之前的上台阶设置短台阶；

[0006] S2：斜井由第二断面延伸第一断面的隧道施工，斜井施工至所述第二断面后，开始

向主洞延伸施工，以斜井轴线和所述第二断面向前施工，同时抬高拱顶高程沿主洞开挖轮

廓线上坡至主洞拱顶，然后下坡开挖至第三断面；

[0007] S3：所述第一断面至所述第三断面的隧道扩挖，斜井延伸至所述第三断面后，开始

对所述第一断面至所述第三断面之间的隧道进行扩挖，分别向主洞两端进行扩挖，所述第

二断面至所述第三断面之间之间的隧道以斜井拱顶为主洞开挖轮廓线进行扩挖，所述第一

断面至所述第三断面之间的隧道按主洞放样轮廓线进行扩挖，循环逐渐挖进，按主洞支护

参数进行支护完毕后，再进行下一循环施工；

[0008] S4：所述第三断面至第四断面之间的主洞扩挖，主洞所述第一断面至所述第三断

面的隧道扩挖完毕后进行所述第三断面至所述第四断面之间的主洞扩挖，分两次进行扩挖

形成主洞标准表面，对形成主洞标准表面部位进行支护；

[0009] S5：主洞下台阶施工，主洞上台阶分别向两端施工，然后进行主洞下台阶开挖施

工，由斜井交叉口向主洞开挖形成主洞标准断面，然后进行主洞支护。

[0010] 进一步的，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步骤S1在距斜井与主洞交界处10m处开始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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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所述上台阶高5m，上台阶与下台阶步距10m，开挖进尺2m，所述上台阶的短台阶高2m长

3m；

[0011] 所述步骤S3所述第一断面至所述第三断面之间的隧道进行扩挖，分别向主洞两端

进行扩挖5m，所述第一断面至所述第三断面之间的隧道按主洞放样轮廓线进行扩挖，循环

进尺1m；

[0012] 所述步骤S5，主洞上台阶分别向两端施工10m以上。

[0013] 进一步的，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步骤S1还包括：采用光爆法进行开挖，完毕后

及时按设计要求施作锚杆、钢筋网和喷射砼，下台阶施工至第一断面后暂停开挖，待主洞上

台阶扩挖完毕向主洞两端各开挖10m后，再进行主洞下台阶施工。

[0014] 进一步的，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步骤S2还包括；同样采用光爆法进行开挖，完

毕后进行支护施工，支护结构的厚度为1m。

[0015] 进一步的，在上述技术方案中，包括相互交叉的主洞和斜井，下台阶由所述斜井下

部延伸至所述主洞下部，上台阶位于所述下台阶上，所述上台阶靠近所述斜井一侧设有短

台阶，所述短台阶与所述斜井交界处为第一断面，所述短台阶与所述上台阶交界处为第二

断面，所述第二断面相对于所述主洞的中垂线对称位置为第三断面，所述主洞距离所述斜

井最远端为第四断面，所述斜井顶部为斜井拱顶，所述主洞顶部为主洞拱顶，所述主洞拱顶

水平线为主洞放样轮廓线，所述主洞拱顶边缘线为主洞开挖轮廓线；

[0016] 所述第一断面与所述第二断面之间的所述短台阶和所述第二断面与所述第三断

面之间的所述上台阶为第一扩挖区，所述主洞上方两侧的所述主洞放样轮廓线与所述主洞

开挖轮廓线之间的区域为第二扩挖区，所述主洞内的下台阶上方的所述第三断面与所述第

四断面之间的区域为第三扩挖区，所述下台阶为第四扩挖区。

[0017] 进一步的，在上述技术方案中，隧道施工依次挖掘第一扩挖区、第二扩挖区、第三

扩挖区和第四扩挖区。

[0018]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19] (1)本发明的一种斜井与主洞交叉口分步扩挖施工方法，它能够简化施工工艺，加

快软弱围岩斜井与主洞交叉口的施工速度；

[0020] (2)本发明的一种斜井与主洞交叉口分步扩挖施工方法，大大降低施工风险，满足

安全、经济、快速的施工要求；

[0021] (3)本发明的一种斜井与主洞交叉口分步扩挖施工方法，缩短施工时间、减少施工

成本，提高施工安全性，经济效益显著。

附图说明

[0022]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申请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或现

有技术描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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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中记载的一些实施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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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3] 图1为本发明所述斜井与主洞交叉口分步扩挖施工方法的流程图；

[0024] 图2为本发明所述斜井与主洞交叉口分步扩挖施工方法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3为本发明所述斜井与主洞交叉口分步扩挖施工方法的A-A剖视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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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图中：1、第一断面，2、第二断面，3、第三断面，4、第四断面，5、斜井，6、主洞，7、第一

扩挖区，8、第二扩挖区，9、第三扩挖区，10、第四扩挖区，21、上台阶，22、下台阶，23、短台阶，

51、斜井拱顶，61、主洞开挖轮廓线，62、主洞放样轮廓线，63、主洞拱顶。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为使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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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描述。

[0028] 实施例1

[0029] 如图1至3所示，一种斜井与主洞交叉口分步扩挖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0] S1：斜井5至第二断面2的隧道施工，由斜井5开始，按上下台阶22法开挖至第二断

面2，进入所述第二断面2之前的上台阶21设置短台阶23；

[0031] S2：斜井5由第二断面2延伸第一断面1的隧道施工，斜井5施工至所述第二断面2

后，开始向主洞6延伸施工，以斜井5轴线和所述第二断面2向前施工，同时抬高拱顶高程沿

主洞开挖轮廓线61上坡至主洞拱顶63，然后下坡开挖至第三断面3；

[0032] S3：所述第一断面1至所述第三断面3的隧道扩挖，斜井5延伸至所述第三断面3后，

开始对所述第一断面1至所述第三断面3之间的隧道进行扩挖，分别向主洞6两端进行扩挖，

所述第二断面2至所述第三断面3之间之间的隧道以斜井拱顶51为主洞开挖轮廓线61进行

扩挖，所述第一断面1至所述第三断面3之间的隧道按主洞放样轮廓线62进行扩挖，循环逐

渐挖进，按主洞6支护参数进行支护完毕后，再进行下一循环施工；

[0033] S4：所述第三断面3至第四断面4之间的主洞6扩挖，主洞6所述第一断面1至所述第

三断面3的隧道扩挖完毕后进行所述第三断面3至所述第四断面4之间的主洞6扩挖，分两次

进行扩挖形成主洞6标准表面，对形成主洞6标准表面部位进行支护；

[0034] S5：主洞下台阶22施工，主洞6上台阶21分别向两端施工，然后进行主洞下台阶22

开挖施工，由斜井5交叉口向主洞6开挖形成主洞6标准断面，然后进行主洞6支护。

[0035] 进一步的，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步骤S1在距斜井5与主洞6交界处10m处开始施

工，所述上台阶21高5m，上台阶21与下台阶22步距10m，开挖进尺2m，所述上台阶21的短台阶

23高2m长3m；

[0036] 所述步骤S3所述第一断面1至所述第三断面3之间的隧道进行扩挖，分别向主洞6

两端进行扩挖5m，所述第一断面1至所述第三断面3之间的隧道按主洞放样轮廓线62进行扩

挖，循环进尺1m；

[0037] 所述步骤S5，主洞6上台阶21分别向两端施工10m以上。

[0038] 进一步的，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步骤S1还包括：采用光爆法进行开挖，完毕后

及时按设计要求施作锚杆、钢筋网和喷射砼，下台阶22施工至第一断面后暂停开挖，待主洞

6上台阶21扩挖完毕向主洞6两端各开挖10m后，再进行主洞下台阶22施工。

[0039] 进一步的，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步骤S2还包括；同样采用光爆法进行开挖，完

毕后进行支护施工，支护结构的厚度为1m。

[0040] 进一步的，在上述技术方案中，包括相互交叉的主洞6和斜井5，下台阶22由所述斜

井5下部延伸至所述主洞6下部，上台阶21位于所述下台阶22上，所述上台阶21靠近所述斜

井5一侧设有短台阶23，所述短台阶23与所述斜井5交界处为第一断面1，所述短台阶23与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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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上台阶21交界处为第二断面2，所述第二断面2相对于所述主洞6的中垂线对称位置为第

三断面3，所述主洞6距离所述斜井5最远端为第四断面4，所述斜井5顶部为斜井拱顶51，所

述主洞6顶部为主洞拱顶63，所述主洞拱顶63水平线为主洞放样轮廓线62，所述主洞拱顶63

边缘线为主洞开挖轮廓线61；

[0041] 所述第一断面1与所述第二断面2之间的所述短台阶23和所述第二断面2与所述第

三断面3之间的所述上台阶21为第一扩挖区7，所述主洞6上方两侧的所述主洞放样轮廓线

62与所述主洞开挖轮廓线61之间的区域为第二扩挖区8，所述主洞6内的下台阶22上方的所

述第三断面3与所述第四断面4之间的区域为第三扩挖区9，所述下台阶22为第四扩挖区10。

[0042] 进一步的，在上述技术方案中，隧道施工依次挖掘第一扩挖区7、第二扩挖区8、第

三扩挖区9和第四扩挖区10。

[0043] 实施例2

[0044] 一种斜井与主洞交叉口分步扩挖施工方法，通过在斜井施工至主洞交界后分步扩

挖，逐渐形成主洞标准断面，如附图2和3所示。本发明能够缩短施工时间、减少施工成本，提

高施工安全性，经济效益显著。斜井施工至主洞交界的第二断面后，延伸轴线和开挖断面进

入主洞，同时抬高拱顶沿主洞开挖轮廓线上坡开挖至主洞拱顶；接着沿主洞开挖轮廓线下

坡开挖至起拱线(第三断面)；然后以斜井拱顶为主洞开挖轮廓线(第二断面至第三断面之

间段)并延长至第一断面，分别向主洞两端扩挖形成主洞标准断面；完毕后对主洞的第三断

面至第四断面之间区域进行扩挖形成主洞标准断面，至此整个主洞标准断面形成。

[0045] 由于采用了上述技术方案，本发明提供的一种斜井与主洞交叉口分步扩挖施工方

法，它能够简化施工工艺，加快软弱围岩斜井与主洞交叉口的施工速度，大大降低施工风

险，满足安全、经济、快速的施工要求，缩短施工时间、减少施工成本，提高施工安全性，经济

效益显著。

[0046]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

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根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及其

发明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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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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