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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钢平台的竖井二次

扩挖方法，钢平台包括8条支钢和8条边钢，8条支

钢的一端共同固定于中心处，每相邻两条支钢的

另一端之间都固定一条边钢，使得8条边钢依次

相连形成八边形的外围框架；在支钢和边钢形成

的骨架上覆盖有螺纹钢网，在边钢形成的外围框

架上设置有4个可拆卸的支撑柱。在竖井二次扩

挖时，将钢平台、工人以及钻孔机械运输到竖井

内，罐笼则作为需要二次运输时的运输工具；施

工过程中，钢平台一直与罐笼相连，人员在钢平

台上进行钻孔、装药，装药后进行爆破；爆破后安

装支撑柱，人员在钢平台上进行清渣，完成竖井

扩挖。本发明降低了进行钻孔、装药、清渣人员的

安全风险，降低了单次爆破的循环时间，提高了

开挖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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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钢平台的竖井二次扩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钢平台（9）包括8条支钢（2）

和8条边钢（1），8条所述支钢（2）的一端共同固定于中心处，每相邻两条支钢（2）的另一端之

间都固定一条边钢（1），使得8条边钢（1）依次相连形成八边形的外围框架；在支钢（2）和边

钢（1）形成的骨架上覆盖有螺纹钢网（3），在边钢（1）形成的外围框架上设置有4个可拆卸的

支撑柱（4）；

所述扩挖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1：在竖井扩挖之前，先安装好竖井起重机（5），所述竖井起重机（5）在开挖期间用

于运输人员及材料；

步骤2：准备扩挖时，竖井起重机（5）先将钢平台（9）和工人以及钻孔机械运输至竖井

内，钢平台（9）与罐笼（8）采用钢丝绳相连；若运输过程中需要单独运输补充的炸药和钻孔

设备，则将罐笼（8）和钢平台（9）的连接钢丝绳解开，罐笼（8）单独进行运输作业，不影响工

人继续在钢平台（9）上施工；

步骤3：施工过程中钢平台（9）与罐笼（8）相连，施工人员在钢平台（9）上进行钻孔和装

药；

步骤4：装药后进行爆破，在爆破结束后，将支撑柱（4）安装于钢平台（9）；通过竖井起重

机（5）将钢平台（9）吊离掌子面一定距离，并将钢平台（9）的支撑柱（4）下放到掌子面上；

步骤5：施工人员佩戴安全绳在钢平台（9）上进行清渣作业，完成竖井扩挖。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竖井二次扩挖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4中，钢平台（9）吊离

掌子面的距离为20~30c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竖井二次扩挖方法，其特征在于：二次扩挖采用的钢平台（9）

的外切圆的直径大于溜渣井直径，略小于竖井的设计开挖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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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钢平台的竖井二次扩挖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建筑施工中竖井扩挖领域，特别是一种基于钢平台的竖井二次扩挖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中存在各种功能性或结构性竖井，例如通风竖井、排风竖井、闸

门井、调压井、引水竖井、发电竖井等，竖井开挖施工处于整个地下洞室群施工工期的关键

线路上，如何保证竖井安全、高质量及快速的开挖作业，成为目前水利水电工程引水系统施

工亟待解决的难题。由于竖井施工具有空间小、施工难度大、工序复杂、危险性高等特点，在

实际施工中对该环节的技术要求比较高，该环节的工程质量不仅关系着工程的施工质量，

还关系着人们的生命及财产安全，因此在竖井开挖支护施工过程中进行相应的安全技术方

法研究是极为必要的。

[0003] 竖井在施工过程中主要有两种施工方式，分别是正井施工法和反井施工法，随着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技术的成熟与发展，目前大多数竖井的开挖一般先利用反井钻机自上而

下钻取导孔(φ190-250mm)，然后自下而上进行反导井(φ1-1.4m)的钻挖，反导井施工结束

后进行溜渣井扩挖(φ3-4m)，紧接着从上到下进行二次扩挖。在二次扩挖过程中，通常由人

工乘坐圆形罐笼，通过竖井起重机运输至掌子面，然后通过YT-28手风钻钻孔，自上而下依

次进行爆破施工，爆破后人工将石渣清撬至下部平洞内装车出渣。由于竖井内空间狭小，操

作人员在进行二次扩挖时，需要亲临掌子面进行钻孔爆破作业，安全隐患极高，在竖井施工

工期长的特点下，现场管理要求苛刻，并且也无法保证万无一失，不利于风险管控。

[0004] 竖井在施工过程中主要有两种施工方式，分别是正井施工法和反井施工法，随着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技术的成熟与发展，目前大多数竖井的开挖一般采用反井施工法；主要

施工工序分为：

[0005] （1）测量放线，测量工程师利用洞内测量控制点，及时向开挖面传递中线和高程，

用全站仪测设隧道开挖支护轮廓线，确认后方可进行下道工序施工；

[0006] （2）竖井起重机及反井钻机安装；

[0007] （3）导孔钻进，根据地层围岩条件和钻井深度调整合理的钻孔压力和扭矩,保持匀

速；

[0008] （4）反导井钻挖，主要通过电机带动液压马达，进而将作用力传导至钻具系统，促

使钻具进行旋转，通过钻具的上下运动实现镰齿盘形滚刀在井底进行工作，通过对岩体的

剪切、冲击以及挤压方式实现岩体破碎工作；

[0009] （5）竖井二次扩挖，以溜渣井为临空面进行扩挖。扩挖采用钻爆法施工，设计开挖

边界线采用光面爆破。利用手风钻造孔、乳化装药、电雷管引爆非电管起爆。扩挖作业由竖

井上口自上而下进行开挖。爆破石渣采用人工清理至溜渣井，落入竖井底部采用装载机装

渣，汽车运渣至弃渣场。

[0010] （6）支护，竖井一次支护为全断面钢筋挂网和砂浆锚杆相结合,  并喷射C20混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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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紧跟开挖掌子面,锚杆钻孔采用手风钻。

[0011] 现有的竖井开挖过程中主要存在以下不足：

[0012] （1）在二次扩挖爆破前，通常采用圆形罐笼运输施工人员到扩挖掌子面，利用YT-

28手风钻造孔、乳化装药、电雷管引爆非电管起爆，那么施工人员必须亲临掌子面进行钻

孔、装药，在空间如此狭小的竖井洞内，站在掌子面上进行操作对于施工人员来说是极其不

安全的，存在安全隐患。

[0013] （2）在二次扩挖爆破后，由人工将石渣清撬至下部平洞内装车出渣，此时在竖井口

布置起重机，材料和施工人员由罐笼运输，由于洞内空间狭小且爆破后的掌子面并不平整，

这给清撬石渣的施工人员造成了极大的操作困难和安全隐患问题，可能会发生高空坠落的

安全事故。

[0014] （3）在二次扩挖的整个过程中，施工人员没有一个较为稳定、安全的操作平台，仅

单独靠罐笼来回运输，使得循环时间过长、开挖效率低下。

[0015] 相关术语

[0016] 竖井：竖井是水利水电工程和其他工程领域均存在的一种洞壁直立的井状管道，

可按照其直径、断面形状和功能等进行分类。

[0017] 竖导井：竖井工程在施工过程中一般不采取全断面开挖，首先要利用手风钻打好

竖导井，竖导井是为了给后续竖井的扩挖提供临空面。

[0018] 正井开挖：正井开挖在实际施工工程中首先采用手风钻的方式从上到下爆破岩

体，完成后通过人工方式进行装渣，通过卷扬机提升出渣。

[0019] 反井开挖：反井开挖是在确保导孔完全贯通之后，在下平洞位置将钻头更换为扩

孔钻头，从下至上在进行竖井扩宽，扩孔工程中产生的石渣会在水流及重力的作用下下坠

到下平洞。

[0020] 溜渣井：溜渣井实际是直径较大的导井，只是为了防止竖井开挖溜渣过程中堵塞

导井的情况，一般会将直径较小的导井扩挖成直径较大的导井，称为溜渣井。

发明内容

[0021]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基于钢平台的竖井二次扩挖方法，解决现

有竖井扩挖过程中存在的不足和隐患，降低在洞内钻孔、装药、清渣的施工人员的安全风

险，降低单次爆破的循环时间，提高开挖效率。

[0022]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23] 一种基于钢平台的竖井二次扩挖方法，所述钢平台包括8条支钢和8条边钢，8条所

述支钢的一端共同固定于中心处，每相邻两条支钢的另一端之间都固定一条边钢，使得8条

边钢依次相连形成八边形的外围框架；在支钢和边钢形成的骨架上覆盖有螺纹钢网，在边

钢形成的外围框架上设置有4个可拆卸的支撑柱；

[0024] 所述扩挖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5] 步骤1：在竖井扩挖之前，先安装好竖井起重机，所述竖井起重机在开挖期间用于

运输人员及材料；

[0026] 步骤2：准备扩挖时，竖井起重机先将钢平台和工人以及钻孔机械运输至竖井内，

钢平台与罐笼采用钢丝绳相连；若运输过程中需要单独运输补充的炸药和钻孔设备，则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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罐笼和钢平台的连接钢丝绳解开，罐笼单独进行运输作业，不影响工人们继续在钢平台上

施工；

[0027] 步骤3：施工过程中钢平台与罐笼相连，施工人员在钢平台上进行钻孔和装药；

[0028] 步骤4：装药后进行爆破，在爆破结束后，将支撑柱安装于钢平台；通过竖井起重机

将钢平台吊离掌子面一定距离，并将钢平台的支撑柱下放到掌子面上；

[0029] 步骤5：施工人员佩戴安全绳在钢平台上进行清渣作业，完成竖井扩挖。

[0030] 进一步地，在步骤4中，钢平台吊离掌子面的距离为20~30cm。

[0031] 进一步地，二次扩挖采用的钢平台的外切圆的直径大于溜渣井直径，略小于竖井

的设计开挖宽度。

[003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33] 1）在二次扩挖钻孔阶段，钢平台与罐笼相连，施工人员在平台上施工，无需登临掌

子面进行操作，从本质上保证了人员安全；网状正八边形钢平台（设置螺纹钢网的最大间距

为10cm）既可以封堵溜渣井，防止人员和工具坠落至井底，又可以作为施工人员钻孔、装药

的操作平台，极大地降低了单次爆破的循环时间，提高了开挖效率。

[0034] 2）在二次扩挖清渣阶段，网状正八边形钢平台可以通过底部支撑固定在掌子面

上，给清渣的施工人员提供了一个较为稳定和安全的清渣平台，在保护了人员安全的前提

下还提高了清渣的质量和效率。

[0035] 3）本发明中设置钢平台悬挂于罐笼正下方，如若施工中需要二次运输，则可将罐

笼和钢平台的连接钢丝绳解开，这样既可以运输需要补充的材料，又不影响施工人员继续

在钢平台上施工，极大地提高了开挖效率。

附图说明

[0036] 图1为现有扩挖方法中进行钻孔、装药示意图。

[0037] 图2为现有扩挖方法中进行清渣示意图。

[0038] 图3为本发明中钢平台结构示意图。

[0039] 图4是本发明中钢平台应用安装示意图。

[0040] 图5是本发明中采用钢平台后的扩挖示意图。

[0041] 图中：边钢1；支钢2；螺纹钢网3；支撑柱4；竖井起重机5；二次扩挖边界6；罐笼钢丝

绳7；载人罐笼8；钢平台9；溜渣井边界10；设计开挖边界11；上弯段扩挖范围12。

具体实施方式

[0042] 下面通过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43] 本发明中采用了新的施工平台，即钢平台9，所述钢平台9一直与上方载人罐笼8相

连，必要时才解开连接绳进行单独工作，还可配置超载限制器、力矩限制器、缓冲器、防坠器

等安全装置，保证了竖井人员、材料运输和施工操作的安全高效，钢平台9的具体如图3所

示。

[0044] 用于竖井二次扩挖的钢平台9，包括8条支钢2和8条边钢1，8条所述支钢2的一端共

同固定于中心处，每相邻两条支钢2的另一端之间都固定一条边钢1，使得8条边钢1依次相

连形成八边形的外围框架；在支钢2和边钢1形成的骨架上覆盖有螺纹钢网3，在边钢1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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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围框架上设置有4个可拆卸的支撑柱4。由于竖井大多呈圆形，为了安全和稳定的因素

考虑，二次扩挖的钢平台9采用正八边形的体型，以I18工字钢作为骨架，外切圆的直径大小

设置为略大于溜渣井的直径，略小于竖井的设计开挖宽度，此种设计原因是保证钢平台9能

平稳坐落在掌子面上并且留有足够的操作空间；在钢平台9上焊接满铺φ12螺纹钢网3，为

了保证施工人员踩踏安全和通过网孔进行炮孔钻设，可设置最大纵横距离（螺纹钢网3的最

大间距）为10cm；在钢平台9的下方焊接的四个可拆卸的支撑柱4，可防止钢平台9在施工人

员清渣过程中来回旋转。

[0045] 如图5所述，本发明竖井二次扩挖方法具体过程为：1）在扩挖之前，先安装好竖井

起重机5，竖井起重机5在开挖期间主要用于人员的运输以及其他材料的运输；2）准备扩挖

时，竖井起重机5先将钢平台9和工人以及钻孔机械运输到竖井内，罐笼8则作为需要二次运

输时的运输工具。此时，施工人员可站在钢平台9上进行钻孔和装药，不必亲临掌子面；除此

之外钢平台9还可以封堵溜渣井，可有效防止施工人员和工具坠落井底；3）装药后进行爆

破，爆破结束后，先将钢平台9底部的四个支撑柱4安装完毕，通过竖井起重机5将钢平台9吊

离掌子面20～30cm，作为溜槽通道；同时施工人员将钢平台9上的四处支撑柱4下放到掌子

面上，起着稳定操作平台的作用，防止其在清渣过程中旋转；4）施工人员佩戴好安全绳，在

钢平台9上进行清渣作业，完成竖井扩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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