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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大断面软岩隧道锚索—钢

架支护及施工方法，包括预拉锚索、锚具、U型连

接构件、超前注浆小导管和锁脚锚管；本发明选

择树脂锚固剂，锚固更快，锚固力更强，与传统注

浆锚管相比，简化了工序，节省了时间；选用锚索

悬吊钢架的形式，避免了上台阶钢架在支护初期

发生大的沉降变形，并使钢架紧贴在围岩上，保

证初期支护和钢架共同变形，向预拉锚索施加预

应力后，锚索—钢架向围岩提供预应力，使松散

围岩形成承载环；本发明的支护方式中取消了隧

道系统锚杆，本发明控制了围岩大变形，减小了

预留变形量，大大降低了开挖量、出渣量、钢材及

混凝土用量，极大的节约了施工成本；本发明锚

索向钢架提供的径向力，避免钢架发生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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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大断面软岩隧道锚索—钢架支护，包括预拉锚索(1)、锚具(2)、U型连接构件

(3)、超前注浆小导管(4)和锁脚锚管(5)，其特征在于，所述预拉锚索(1)下部设置有锚具

(2)，所述预拉锚索(1)通过锚具(2)连接U型连接构件(3)，所述U型连接构件(3)设置于钢架

上，所述钢架上部设置有若干超前注浆小导管(4)，所述钢架下部设置有若干锁脚锚管(5)。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大断面软岩隧道锚索—钢架支护，其特征在于，所述预拉锚索

(1)选用HZS-300-6.3型恒阻大变形锚索，且直径为21.8mm，所述钢架两侧开设有钻孔，所述

钻孔深度为5000mm，所述预拉锚索(1)顶入钻孔，所述钻孔内塞入有锚固剂。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大断面软岩隧道锚索—钢架支护，其特征在于，所述超前注浆

小导管(4)和锁脚锚管(5)的之间均为42mm。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大断面软岩隧道锚索—钢架支护，其特征在于，所述锚固剂选

用树脂锚固剂。

5.一种采用权利要求1至4任一项所述一种大断面软岩隧道锚索—钢架支护及施工方

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1)上台阶施工：开挖上台阶，开挖一个进尺后立即初喷混凝土，喷射混凝土应该满足厚

度及平整度要求；初喷完成后，架立钢架，使钢架与初喷混凝土密贴；架立钢架后，在隧道拱

顶、上台阶左拱腰、上台阶右拱腰钢架两侧打设钻孔，钻孔指向上台阶拱部圆心方向，在钻

孔内塞入树脂锚固剂，利用钻机将预拉锚索(1)顶入钻孔，并通过钻机旋转搅拌树脂锚固

剂；约七分钟后，采用锚具(2)将预拉锚索(1)固定在U型连接构件(3)上，并采用拉拔仪对钢

架两侧预拉锚索(1)施加预应力；施做锁脚锚管(5)和超前注浆小导管(4)；最后挂设钢筋

网，复喷混凝土至设计厚度，形成上台阶初期支护；

2)中台阶施工：开挖中台阶，开挖一个进尺后立即初喷混凝土，喷射混凝土应该满足厚

度及平整度要求；初喷完成后，架立钢架，使钢架与初喷混凝土密贴；架立钢架后，在隧道中

台阶左拱腰、中台阶右拱腰钢架两侧打设钻孔，钻孔指向中台阶拱部圆心方向，在钻孔内塞

入树脂锚固剂，利用钻机将预拉锚索(1)顶入钻孔，并通过钻机旋转搅拌树脂锚固剂；约七

分钟后，采用锚具(2)将预拉锚索(1)固定在U型连接构件(3)上，并采用拉拔仪对钢架两侧

预拉锚索(1)施加预应力；施做锁脚锚管(5)和超前注浆小导管(4)；最后挂设钢筋网，复喷

混凝土至设计厚度，形成中台阶初期支护；

3)下台阶施工：开挖下台阶，开挖一个进尺后立即初喷混凝土，喷射混凝土应该满足厚

度及平整度要求；初喷完成后，架立钢架，使钢架与初喷混凝土密贴；架立钢架后，在隧道下

台阶左拱腰、下台阶右拱腰钢架两侧打设钻孔，钻孔指向下台阶拱部圆心方向，在钻孔内塞

入树脂锚固剂，利用钻机将预拉锚索(1)顶入钻孔，并通过钻机旋转搅拌树脂锚固剂；约七

分钟后，采用锚具(2)将预拉锚索(1)固定在U型连接构件(3)上，并采用拉拔仪对钢架两侧

预拉锚索(1)施加预应力；施做锁脚锚管(5)和超前注浆小导管(4)；最后挂设钢筋网，复喷

混凝土至设计厚度，形成下台阶初期支护；

4)仰拱施工按正常工序施工即可，即在隧道仰拱开挖完成后，清理隧底虚渣，然后架立

钢架、挂钢筋网、焊接连接钢筋，再进行仰拱喷射混凝土施工；在仰拱初支完成后进行仰拱

衬砌、回填和防排水施工；仰拱一般采用钢支撑，钢筋网，连接钢筋等，仰拱衬砌用P8C30抗

渗钢筋混凝土，回填用C15片石混凝土。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大断面软岩隧道锚索—钢架支护及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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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步骤1-4)中，应采用弱爆破和机械开挖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开挖。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大断面软岩隧道锚索—钢架支护及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步骤1-3)中，取消系统锚杆，采用预拉锚索拉紧钢架，使钢架与围岩紧贴，形成初期支护

与围岩共同变形的承载结构；架立钢架后应立即施做预拉锚索，施加预应力时，同一位置钢

架两侧预拉锚索的预应力应当同时施加；预拉锚索采用U型连接构件(3)与钢架连接，相比

传统的焊接方式更加牢固可靠，可避免在受力过程中因受力而导致脱开；喷射混凝土施作

分为初喷和复喷，初喷利于所述钢架与围岩紧贴密实，防止围岩松动圈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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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大断面软岩隧道锚索—钢架支护及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隧道工程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大断面软岩隧道锚索—钢架支护及施 

工方法，主要适用于隧道施工工程应用中。

背景技术

[0002] 中西部地区地貌以山地和丘陵为主，地形地质条件复杂多变，交通发展过程中必

然会  遇到大量的隧道工程，不可避免的会穿越软岩地层。如何在该类软岩地层中修建隧道

是当  前隧道工程界面临的难题。软弱地层隧道修建的难点主要在于开挖过程中的支护。为

抑制 围岩开挖后过度松弛变形，要求初期支护必须具备一定的早期刚度。

[0003] 目前，对于软岩隧道大变形的控制，传统方法为是增强初期支护结构的强度和 刚

度，主要支护手段有：两层、三层初期支护，加强二次衬砌，扩挖为受力性能更  好的圆形断

面，应力释放技术，让压锚杆支护等；综合分析上述大变形支护方案，  其变形量大的主要问

题在于开挖后没有有效的支护手段抑制围岩的变形，导致松动  圈扩大，钢架变形，继而诱

发大变形灾害。

发明内容

[0004] 为避免上述现有技术所存在的不足之处，本发明提供一种大断面软岩隧道锚索 

—钢架支护及施工方法，以解决上述问题。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大断面软岩隧道锚索—钢架支护，包括预拉锚索、锚具、U型连接构件、  超前

注浆小导管和锁脚锚管，所述预拉锚索下部设置有锚具，所述预拉锚索通过锚  具连接U型

连接构件，所述U型连接构件设置于钢架上，所述钢架上部设置有若干  超前注浆小导管，所

述钢架下部设置有若干锁脚锚管。

[0007] 所述预拉锚索选用HZS-300-6.3型恒阻大变形锚索，且直径为21.8mm，所述钢  架

两侧开设有钻孔，所述钻孔深度为5000mm，所述预拉锚索顶入钻孔，所述钻孔内  塞入有锚

固剂。

[0008] 所述超前注浆小导管和锁脚锚管的之间均为42mm。

[0009] 所述锚固剂选用树脂锚固剂。

[0010] 一种采用上述大断面软岩隧道锚索—钢架支护及施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11] 1)上台阶施工：开挖上台阶，开挖一个进尺后立即初喷混凝土，喷射混凝土应  该

满足厚度及平整度要求；初喷完成后，架立钢架，使钢架与初喷混凝土密贴；架  立钢架后，

在隧道拱顶、上台阶左拱腰、上台阶右拱腰钢架两侧打设钻孔，钻孔指  向上台阶拱部圆心

方向，在钻孔内塞入树脂锚固剂，利用钻机将预拉锚索顶入钻孔，  并通过钻机旋转搅拌树

脂锚固剂；约七分钟后，采用锚具将预拉锚索固定在U型连  接构件上，并采用拉拔仪对钢架

两侧预拉锚索施加预应力；施做锁脚锚管和超前注  浆小导管；最后挂设钢筋网，复喷混凝

土至设计厚度，形成上台阶初期支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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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2)中台阶施工：开挖中台阶，开挖一个进尺后立即初喷混凝土，喷射混凝土应  该

满足厚度及平整度要求；初喷完成后，架立钢架，使钢架与初喷混凝土密贴；架  立钢架后，

在隧道中台阶左拱腰、中台阶右拱腰钢架两侧打设钻孔，钻孔指向中台 阶拱部圆心方向，

在钻孔内塞入树脂锚固剂，利用钻机将预拉锚索顶入钻孔，并通  过钻机旋转搅拌树脂锚固

剂；约七分钟后，采用锚具将预拉锚索固定在U型连接构  件上，并采用拉拔仪对钢架两侧预

拉锚索施加预应力；施做锁脚锚管和超前注浆小  导管；最后挂设钢筋网，复喷混凝土至设

计厚度，形成中台阶初期支护；

[0013] 3)下台阶施工：开挖下台阶，开挖一个进尺后立即初喷混凝土，喷射混凝土应  该

满足厚度及平整度要求；初喷完成后，架立钢架，使钢架与初喷混凝土密贴；架  立钢架后，

在隧道下台阶左拱腰、下台阶右拱腰钢架两侧打设钻孔，钻孔指向下台 阶拱部圆心方向，

在钻孔内塞入树脂锚固剂，利用钻机将预拉锚索顶入钻孔，并通  过钻机旋转搅拌树脂锚固

剂；约七分钟后，采用锚具将预拉锚索固定在U型连接构  件上，并采用拉拔仪对钢架两侧预

拉锚索施加预应力；施做锁脚锚管和超前注浆小  导管；最后挂设钢筋网，复喷混凝土至设

计厚度，形成下台阶初期支护；

[0014] 4)仰拱施工按正常工序施工即可，即在隧道仰拱开挖完成后，清理隧底虚渣，  然

后架立钢架、挂钢筋网、焊接连接钢筋，再进行仰拱喷射混凝土施工；在仰拱初  支完成后进

行仰拱衬砌、回填和防排水施工；仰拱一般采用钢支撑，钢筋网，连接  钢筋等，仰拱衬砌用

P8C30抗渗钢筋混凝土，回填用C15片石混凝土；

[0015] 一种大断面软岩隧道锚索—钢架支护的施工方法工艺要点为：

[0016] 所述步骤一至四中，应采用弱爆破和机械开挖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开挖；

[0017] 所述步骤一至三中，取消系统锚杆，采用预拉锚索拉紧钢架，使钢架与围岩紧  贴，

形成初期支护与围岩共同变形的承载结构；架立钢架后应立即施做预拉锚索，  施加预应力

时，同一位置钢架两侧预拉锚索的预应力应当同时施加；预拉锚索采用  U型连接构件与钢

架连接，相比传统的焊接方式更加牢固可靠，可避免在受力过程  中因受力而导致脱开；喷

射混凝土施作分为初喷和复喷，初喷利于所述钢架与围岩  紧贴密实，防止围岩松动圈扩

大。

[0018] 本发明选择树脂锚固剂，锚固更快，锚固力更强；与传统注浆锚管相比，简化  了工

序，节省了时间；本发明选用锚索悬吊钢架的形式，避免了上台阶钢架在支护  初期发生大

的沉降变形，并使钢架紧贴在围岩上，保证初期支护和钢架共同变形，  向预拉锚索施加预

应力后，锚索—钢架向围岩提供预应力，使松散围岩形成承载环；  采用本发明中的支护方

式，取消了隧道系统锚杆，可节约工程造价，加快施工速度；  本发明控制了围岩大变形，减

小了预留变形量，大大降低了开挖量、出渣量、钢材  及混凝土用量，极大的节约了施工成

本；本发明锚索向钢架提供的径向力，避免钢  架在初期围岩压力较大情况下发生变形，初

期支护结构的承载能力受到影响；本发 明支护方式为永久支护，和传统支护方式中的临时

支护相比，后期不需要拆除，可  进一步确保隧道的安全；本发明采用上台阶钢架的控制方

法，在有效控制隧道大变 形的同时，节约了时间和成本，并保证了隧道的安全。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发明的主视图；

说　明　书 2/4 页

5

CN 110630285 A

5



[0020] 图2为本发明的整体三维图；

[0021] 图3为本发明的U型连接构件图；

[0022] 图4为本发明的锚索锚固图；

[0023] 图中：预拉锚索1、锚具2、U型连接构件3、超前注浆小导管4、锁脚锚管5。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一种优选实施方式作详细的说明。

[0025] 如图1-4所示，本发明实施例中，一种大断面软岩隧道锚索—钢架支护，包括  预拉

锚索1、锚具2、U型连接构件3、超前注浆小导管4和锁脚锚管5，所述预拉  锚索1下部设置有

锚具2，所述预拉锚索1通过锚具2连接U型连接构件3，所述U  型连接构件3设置于钢架上，所

述钢架上部设置有若干超前注浆小导管4，所述钢  架下部设置有若干锁脚锚管5。

[0026] 所述预拉锚索1选用HZS-300-6.3型恒阻大变形锚索，且直径为21.8mm，所述  钢架

两侧开设有钻孔，所述钻孔深度为5000mm，所述预拉锚索1顶入钻孔，所述钻  孔内塞入有锚

固剂。

[0027] 所述超前注浆小导管4和锁脚锚管5的之间均为42mm。

[0028] 所述锚固剂选用树脂锚固剂。

[0029] 结合附图1-4，对本发明一种大断面软岩隧道锚索—钢架支护的施工方法进行  描

述：

[0030] 步骤一、上台阶施工：开挖上台阶，开挖一个进尺后立即初喷混凝土，喷射混  凝土

应该满足厚度及平整度要求；初喷完成后，架立钢架，使钢架与初喷混凝土密  贴；架立钢架

后，在隧道拱顶、上台阶左拱腰、上台阶右拱腰钢架两侧打设钻孔，  钻孔指向上台阶拱部圆

心方向，在钻孔内塞入树脂锚固剂，利用钻机将预拉锚索1  顶入钻孔，并通过钻机旋转搅拌

树脂锚固剂；约七分钟后，采用锚具2将预拉锚索  1固定在U型连接构件3上，并采用拉拔仪

对钢架两侧预拉锚索1施加预应力；施  做锁脚锚管5和超前注浆小导管4；最后挂设钢筋网，

复喷混凝土至设计厚度，形 成上台阶初期支护；

[0031] 步骤二、中台阶施工：开挖中台阶，开挖一个进尺后立即初喷混凝土，喷射混  凝土

应该满足厚度及平整度要求；初喷完成后，架立钢架，使钢架与初喷混凝土密  贴；架立钢架

后，在隧道中台阶左拱腰、中台阶右拱腰钢架两侧打设钻孔，钻孔指  向中台阶拱部圆心方

向，在钻孔内塞入树脂锚固剂，利用钻机将预拉锚索1顶入钻  孔，并通过钻机旋转搅拌树脂

锚固剂；约七分钟后，采用锚具2将预拉锚索1固定  在U型连接构件3上，并采用拉拔仪对钢

架两侧预拉锚索1施加预应力；施做锁脚  锚管5和超前注浆小导管4；最后挂设钢筋网，复喷

混凝土至设计厚度，形成中台 阶初期支护；

[0032] 步骤三、下台阶施工：开挖下台阶，开挖一个进尺后立即初喷混凝土，喷射混  凝土

应该满足厚度及平整度要求；初喷完成后，架立钢架，使钢架与初喷混凝土密  贴；架立钢架

后，在隧道下台阶左拱腰、下台阶右拱腰钢架两侧打设钻孔，钻孔指  向下台阶拱部圆心方

向，在钻孔内塞入树脂锚固剂，利用钻机将预拉锚索1顶入钻  孔，并通过钻机旋转搅拌树脂

锚固剂；约七分钟后，采用锚具2将预拉锚索1固定  在U型连接构件3上，并采用拉拔仪对钢

架两侧预拉锚索1施加预应力；施做锁脚  锚管5和超前注浆小导管4；最后挂设钢筋网，复喷

混凝土至设计厚度，形成下台 阶初期支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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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步骤四、仰拱施工按正常工序施工即可，即在隧道仰拱开挖完成后，清理隧底  虚

渣，然后架立钢架、挂钢筋网、焊接连接钢筋，再进行仰拱喷射混凝土施工；在  仰拱初支完

成后进行仰拱衬砌、回填和防排水施工；仰拱一般采用钢支撑，钢筋网，  连接钢筋等，仰拱

衬砌用P8C30抗渗钢筋混凝土，回填用C15片石混凝土；

[0034] 一种大断面软岩隧道锚索—钢架支护的施工方法工艺要点为：

[0035] 所述步骤一至四中，应采用弱爆破和机械开挖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开挖；

[0036] 所述步骤一至三中，取消系统锚杆，采用预拉锚索拉紧钢架，使钢架与围岩紧  贴，

形成初期支护与围岩共同变形的承载结构；架立钢架后应立即施做预拉锚索，  施加预应力

时，同一位置钢架两侧预拉锚索的预应力应当同时施加；预拉锚索采用  U型连接构件3与钢

架连接，相比传统的焊接方式更加牢固可靠，可避免在受力过  程中因受力而导致脱开；喷

射混凝土施作分为初喷和复喷，初喷利于所述钢架与围  岩紧贴密实，防止围岩松动圈扩

大。

[0037] 本发明选择树脂锚固剂，锚固更快，锚固力更强；与传统注浆锚管相比，简化  了工

序，节省了时间；本发明选用锚索悬吊钢架的形式，避免了上台阶钢架在支护  初期发生大

的沉降变形，并使钢架紧贴在围岩上，保证初期支护和钢架共同变形，  向预拉锚索施加预

应力后，锚索—钢架向围岩提供预应力，使松散围岩形成承载环；  采用本发明中的支护方

式，取消了隧道系统锚杆，可节约工程造价，加快施工速度；  本发明控制了围岩大变形，减

小了预留变形量，大大降低了开挖量、出渣量、钢材  及混凝土用量，极大的节约了施工成

本；本发明锚索向钢架提供的径向力，避免钢  架在初期围岩压力较大情况下发生变形，初

期支护结构的承载能力受到影响；本发 明支护方式为永久支护，和传统支护方式中的临时

支护相比，后期不需要拆除，可  进一步确保隧道的安全；本发明采用上台阶钢架的控制方

法，在有效控制隧道大变 形的同时，节约了时间和成本，并保证了隧道的安全。

[0038] 以上所述实施方式仅仅是对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进行描述，并非对本发明的 

范围进行限定，在不脱离本发明设定精神的前提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对本发明 的技术

方案作出的各种变形和改进，均应落入本发明的权利要求书确定的保护范围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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