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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小净距隧道施工工艺。所述

小净距隧道施工工艺包括如下步骤：步骤一、设

计先行洞与后行洞及其步距；步骤二、减震开挖；

步骤三、机械开挖；步骤四、支护加强措施。本发

明提供的一种小净距隧道施工工艺特别适合地

质情况：岩性为千枚岩，软弱，产状陡倾，走向与

线路小角度相交，岩层呈薄层片状结构，节理发

育，岩体破碎。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4页  附图2页

CN 106917628 B

2019.11.15

CN
 1
06
91
76
28
 B



1.一种小净距隧道施工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一、设计先行洞与后行洞及其步距：所述先行洞包括先行洞掌子面及先行洞二衬

端头，所述先行洞掌子面设于所述先行洞一端，所述先行洞二衬端头设于所述先行洞相对

里侧，所述后行洞包括后行洞掌子面及后行洞二衬端头，所述后行洞掌子面设于所述后行

洞一端，所述后行洞二衬端头设于所述后行洞相对里侧，所述后行洞掌子面设于所述先行

洞掌子面与所述先行洞二衬端头之间位置的对应位置，所述先行洞还包括先行洞初支闭

环，所述先行洞初支闭环设于所述先行洞掌子面及先行洞二衬端头之间，所述后行洞还包

括后行洞初支闭环，所述后行洞初支闭环设于所述后行洞掌子面及后行洞二衬端头之间，

所述后行洞初支闭环设于所述先行洞二衬端头与所述先行洞掌子面之间位置的对应位置，

控制后行洞掌子面位于先行洞掌子面及先行洞二衬端头之间，且后行洞掌子面设于所述先

行洞掌子面后面30m～40m；

步骤二、减震开挖：先行洞采用预裂减震爆破，先行洞掏槽位置适当远离中岩柱；具体

为，先行洞长采用预裂减震爆破，爆破设计优化减少同一段位的炸药用量，增加段位，降低

爆破时的震动速度，将先行洞掏槽位置适当远离中岩柱，降低爆破时对中岩柱的扰动，保护

中岩柱围岩，采用工程爆破智能检测仪对隧道两栋中岩柱侧初支边墙、仰拱及二衬部位进

行震动监测；

步骤三、机械开挖：后行洞采用掘进机开挖，掘进作业时采用电动切割头对掌子面围岩

进行切割；具体为，后行洞采用隧道掘进机开挖，掘进作业时采用电动切割头对掌子面围岩

进行切割，减少对周边围岩扰动，上台阶高度7m，下台阶和仰拱同时开挖，高度4m，上台阶长

度30m，下台阶和仰拱初支随开挖跟进；

步骤四、支护加强措施：调整前支护及后支护类型和工法，对前支护采用复合加强衬

砌，台阶法开挖，并调整前支护，对后支护采用大变形衬砌结构，加强支护，同时对二衬进行

加强；

调整前支护类型和工法具体为：采用Ⅳ级复合加强衬砌，台阶法开挖；拱墙预留变形量

为6～8cm，拱墙格栅钢架，间距1.2m，拱墙C30喷砼厚23cm，钢筋网φ6@200×200mm，拱部采

用3m长组合中空锚杆，边墙采用3m长的砂浆锚杆，纵环间距1.2m，二衬采用C35素砼，厚

40cm；

调整后支护类型和工法具体为：采用大变形Ⅱ型衬砌结构：加强支护，加大型钢尺寸，

加密间距，加长边墙系统锚杆，优化初支内轮廓，加大边墙预留变形量，同时对二衬进行加

强；

具体参数如下：台阶法加临时横撑法开挖；拱墙预留变形量为20～35cm，全环HW175型

钢钢架，间距0.8m，C30喷砼厚25cm，钢筋网φ8@200×200mm，拱部90°范围采用3m长φ25树

脂药包锚杆，边墙采用6m长的φ22砂浆锚杆，间距纵×环为0.8m×1.2m，二衬采用C35钢筋

砼，厚45cm，增设φ42小导管注浆超前支护；

先行洞及后行洞间距小于5m时，增加中岩柱加固措施，先行洞中岩柱侧除拱部90°范围

外的拱墙系统锚杆采用玻璃纤维锚杆，长6m；第一层初期支护完成后采用φ42小导管对初

支背后进行注浆回填密实，小导管长1m，间距环×纵为1.2m×1.6m，后行洞初支完成后采用

Φ22全螺纹锚杆加固中岩柱，锚杆设置范围为内轨顶面至内轨以上6m范围，间距环×纵为

1.0×0.8m，对拉锚杆两端均设置加强锚杆垫板，垫板尺寸为250mm×250mm×18mm，锚垫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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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与初支表面密贴，锚杆长度根据布置位置实际截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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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净距隧道施工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建设施工工程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小净距隧道施工结构的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我国进行着大规模的交通设施建设，小净距隧道工程层出不穷。国内外对小净距

隧道施工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实践工作，确保了大量复杂工程的顺利完成，也形成了较

为统一的认识和施工方法；不足的是大部分施工技术成果仍重在个案，虽对类似工程有借

鉴意义，但缺乏系统的指导意义，对于确定的小净距隧道工程，工程处置措施也不同。

[0003] 目前常规矿山法施工技术，不适应于小净距隧道施工，存在许多不足：1、常规矿山

法爆破施工对先行洞及中间岩柱影响大。2、中间岩柱采用普通锚杆注浆加强措施不适应。

3、常规的安全步距控制不适用于小净距隧道左右线施工步距及安全步距控制。

发明内容

[0004] 为解决现有矿山法爆破施工对先行洞及中间岩柱影响大，采用普通锚杆注浆加强

措施不适应，常规的安全步距控制不适用于小净距隧道左右线施工步距及安全步距控制的

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对先行洞及中间岩柱影响不大，加强措施适应，安全步距控制适

用的小净距隧道施工工艺。

[0005] 本发明提供的小净距隧道施工工艺包括如下步骤：

[0006] 步骤一、设计先行洞与后行洞及其步距：所述先行洞包括先行洞掌子面及先行洞

二衬端头，所述先行洞掌子面设于所述先行洞一端，所述先行洞二衬端头设于所述先行洞

相对里侧，所述后行洞包括后行洞掌子面及后行洞二衬端头，所述后行洞掌子面设于所述

后行洞一端，所述后行洞二衬端头设于所述后行洞相对里侧，所述后行洞掌子面设于所述

先行洞掌子面与所述先行洞二衬端头之间位置的对应位置，所述先行洞还包括先行洞初支

闭环，所述先行洞初支闭环设于所述先行洞掌子面及先行洞二衬端头之间，所述后行洞还

包括后行洞初支闭环，所述后行洞初支闭环设于所述后行洞掌子面及后行洞二衬端头之

间，所述后行洞初支闭环设于所述先行洞二衬端头与所述先行洞掌子面之间位置的对应位

置，控制后行洞掌子面位于先行洞掌子面及先行洞二衬端头之间，且后行洞掌子面设于所

述先行洞掌子面后面30m～40m；

[0007] 步骤二、减震开挖：先行洞采用预裂减震爆破，先行洞掏槽位置适当远离中岩柱；

具体为，先行洞长采用预裂减震爆破，爆破设计优化减少同一段位的炸药用量，增加段位，

降低爆破时的震动速度，将先行洞掏槽位置适当远离中岩柱，降低爆破时对中岩柱的扰动，

保护中岩柱围岩，采用工程爆破智能检测仪对隧道两栋中岩柱侧初支边墙、仰拱及二衬等

部位进行震动监测；

[0008] 步骤三、机械开挖：后行洞采用掘进机开挖，掘进作业时采用电动切割头对掌子面

围岩进行切割；具体为，后行洞采用隧道掘进机开挖，掘进作业时采用电动切割头对掌子面

围岩进行切割，减少对周边围岩扰动，上台阶高度7m，下台阶和仰拱同时开挖，高度4m，上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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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长度30m，下台阶和仰拱初支随开挖跟进；

[0009] 步骤四、支护加强措施：调整前支护及后支护类型和工法，对前支护采用复合加强

衬砌，台阶法开挖，并调整前支护，对后支护采用大变形衬砌结构，加强支护，同时对二衬进

行加强；

[0010] 调整前支护类型和工法具体为：采用Ⅳ级复合加强衬砌，台阶法开挖；拱墙预留变

形量为6～8cm，拱墙格栅钢架，间距1.2m，拱墙C30喷砼厚23cm，钢筋网φ6@200×200mm，拱

部采用3m长组合中空锚杆，边墙采用3m长的砂浆锚杆，纵环间距1.2m，二衬采用C35素砼，厚

40cm；

[0011] 调整后支护类型和工法具体为：采用大变形Ⅱ型衬砌结构：加强支护，加大型钢尺

寸，加密间距，加长边墙系统锚杆，优化初支内轮廓，加大边墙预留变形量，同时对二衬进行

加强；

[0012] 具体参数如下：台阶法加临时横撑法开挖；拱墙预留变形量为20～35cm，全环

HW175型钢钢架，间距0.8m，C30喷砼厚25cm，钢筋网φ8@200×200mm，拱部90°范围采用3m长

φ25树脂药包锚杆，边墙采用6m长的φ22砂浆锚杆，间距纵×环为0.8m×1 .2m，二衬采用

C35钢筋砼，厚45cm，增设φ42小导管注浆超前支护；

[0013] 先行洞及后行洞间距小于5m时，增加中岩柱加固措施，先行洞中岩柱侧除拱部90°

范围外的拱墙系统锚杆采用玻璃纤维锚杆，长6m；第一层初期支护完成后采用φ42小导管

对初支背后进行注浆回填密实，小导管长1m，间距环×纵为1.2m×1.6m，后行洞初支完成后

采用Φ22全螺纹锚杆加固中岩柱，锚杆设置范围为内轨顶面至内轨以上6m范围，间距环×

纵为1.0×0.8m，对拉锚杆两端均设置加强锚杆垫板，垫板尺寸为250mm×250mm×18mm，锚

垫板应与初支表面密贴，锚杆长度根据布置位置实际截取。

[0014] 本发明的小净距隧道施工工艺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15] 采用的非爆开挖(机械开挖)法有效的控制后行洞对先行洞的结构及中间岩柱的

扰动；对拉锚杆及注浆措施有效的加强中间岩柱的自稳性；小净距隧道左右线施工步距的

控制有效的减少了左右线间施工的相互影响，适用于岩性为千枚岩，软弱，产状陡倾，走向

与线路小角度相交，岩层呈薄层片状结构，节理发育，岩体破碎的特殊地质情况。

附图说明

[0016]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描述中所需要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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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的一些实施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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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

的附图，其中：

[0017] 图1是本发明提供的小净距隧道施工结构一较佳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是应用图1所示的小净距隧道施工工艺一较佳实施例的工艺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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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是本发明的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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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0] 请参阅图1，图1是本发明提供的小净距隧道施工结构一较佳实施例的结构示意

图。

[0021] 所述小净距隧道施工结构1包括先行洞11及后行洞12。所述先行洞11与所述后行

洞12并列设置。

[0022] 所述先行洞11包括先行洞掌子面111、先行洞二衬端头112及先行洞初支闭环113。

所述先行洞掌子面111设于所述先行洞11一端，所述先行洞二衬端头112设于所述先行洞11

相对里侧。所述先行洞初支闭环113设于所述先行洞掌子面111及先行洞二衬端头112之间。

[0023] 所述后行洞12包括后行洞掌子面121、后行洞二衬端头122及后行洞初支闭环123。

所述后行洞掌子面121设于所述后行洞12一端，所述后行洞二衬端头122设于所述后行洞12

相对里侧，所述后行洞掌子面121设于所述先行洞掌子面111与所述先行洞二衬端头112之

间位置的对应位置。所述后行洞初支闭环123设于所述后行洞掌子面121及后行洞二衬端头

122之间。所述后行洞初支闭环123设于所述先行洞二衬端头112与所述先行洞掌子面111之

间位置的对应位置。

[0024] 所述后行洞掌子面121置于所述先行洞掌子面111和所述先行洞二衬端头112之

间，所述后行洞掌子面121设于所述先行洞掌子面111后面30m～40m。

[0025] 请参阅图2，是应用图1所示的小净距隧道施工工艺一较佳实施例的工艺流程图。

[0026] 所述的小净距隧道施工工艺S1，包括如下步骤：

[0027] 步骤S11、设计先行洞与后行洞步距：控制后行洞掌子面位于先行洞掌子面及先行

洞二衬端头之间；

[0028] 步骤S12、减震开挖：先行洞采用预裂减震爆破，先行洞掏槽位置适当远离中岩柱；

具体地，先行洞长采用预裂减震爆破，爆破设计优化减少同一段位的炸药用量，增加段位，

降低爆破时的震动速度，将先行洞掏槽位置适当远离中岩柱，降低爆破时对中岩柱的扰动，

保护中岩柱围岩，采用工程爆破智能检测仪对隧道两栋中岩柱侧初支边墙、仰拱及二衬等

部位进行震动监测；

[0029] 步骤S13、机械开挖：后行洞采用掘进机开挖，掘进作业时采用电动切割头对掌子

面围岩进行切割；具体地，后行洞采用隧道掘进机开挖，掘进作业时采用电动切割头对掌子

面围岩进行切割，减少对周边围岩扰动，上台阶高度7m，下台阶和仰拱同时开挖，高度4m，上

台阶长度30m，下台阶和仰拱初支随开挖跟进；

[0030] 步骤S14、支护加强措施：调整前支护及后支护类型和工法，对前支护采用复合加

强衬砌，台阶法开挖，并调整前支护，对后支护采用大变形衬砌结构，加强支护，同时对二衬

进行加强；

[0031] 具体地，调整前支护类型和工法具体为：采用Ⅳ级复合加强衬砌，台阶法开挖；拱

墙预留变形量为6～8cm，拱墙格栅钢架，间距1.2m，拱墙C30喷砼厚23cm，钢筋网φ6@200×

200mm，拱部采用3m长组合中空锚杆，边墙采用3m长的砂浆锚杆，纵环间距1.2m，二衬采用

C35素砼，厚40cm；调整后支护类型和工法具体为：采用大变形Ⅱ型衬砌结构：加强支护，加

大型钢尺寸，加密间距，加长边墙系统锚杆，优化初支内轮廓，加大边墙预留变形量，同时对

二衬进行加强，具体参数如下：台阶法加临时横撑法开挖；拱墙预留变形量为20～35cm，全

环HW175型钢钢架，间距0.8m，C30喷砼厚25cm，钢筋网φ8@200×200mm，拱部90°范围采用3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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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φ25树脂药包锚杆，边墙采用6m长的φ22砂浆锚杆，间距纵×环为0.8m×1.2m，二衬采用

C35钢筋砼，厚45cm，增设φ42小导管注浆超前支护；先行洞及后行洞间距小于5m时，增加中

岩柱加固措施，先行洞中岩柱侧除拱部90°范围外的拱墙系统锚杆采用玻璃纤维锚杆，长

6m；第一层初期支护完成后采用φ42小导管对初支背后进行注浆回填密实，小导管长1m，间

距环×纵为1.2m×1.6m，后行洞初支完成后采用Φ22全螺纹锚杆加固中岩柱，锚杆设置范

围为内轨顶面至内轨以上6m范围，间距环×纵为1.0×0.8m，对拉锚杆两端均设置加强锚杆

垫板，垫板尺寸为250mm×250mm×18mm，锚垫板应与初支表面密贴，锚杆长度根据布置位置

实际截取。

[0032] 本发明的小净距隧道施工结构的工艺1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33] 采用的非爆开挖(机械开挖)法有效的控制后行洞对先行洞的结构及中间岩柱的

扰动；对拉锚杆及注浆措施有效的加强中间岩柱的自稳性；小净距隧道左右线施工步距的

控制有效的减少了左右线间施工的相互影响，适用于岩性为千枚岩，软弱，产状陡倾，走向

与线路小角度相交，岩层呈薄层片状结构，节理发育，岩体破碎的特殊地质情况。

[0034]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实施例，并非因此限制本发明的专利范围，凡是利用本发

明说明书及附图内容所作的等效结构或等效流程变换，或直接或间接运用在其它相关的技

术领域，均同理包括在本发明的专利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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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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