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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线隧道洞身的施工方法，

包括以下步骤：在左右侧壁导坑中选择一侧先进

洞，先进洞的侧壁导坑分微台阶法开挖，交错掘

进；另一侧壁导坑后进洞，与先进洞的侧壁导坑

拉开第一预定距离，分台阶开挖；两个侧壁导坑

外侧拱部均设超前支护；在后进洞的侧壁导坑推

进长度超过第二预定距离后，中洞核心上层开始

掘进，中洞核心开挖分三层；紧跟二次衬砌。该施

工方法将隧道断面分成左右两个侧壁坑和中洞

核心三大部分开挖。施工过程中坚持“弱爆破、短

进尺、强支护、早封闭、勤量测”的原则，各分部采

用人工开挖或小炮爆破，工序变化处均设锁脚锚

杆，钢架之间纵向连接钢筋及时施作，整个施工

过程安全可靠有序的进行，保证了施工安全和施

工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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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线隧道洞身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在左右侧壁导坑中选择一侧先进洞，先进洞的侧壁导坑分微台阶法开挖，交错掘

进；

S2：另一侧壁导坑后进洞，与先进洞的侧壁导坑拉开第一预定距离，分台阶开挖；

S3：两个侧壁导坑外侧拱部均设超前支护；

S4：在后进洞的侧壁导坑推进长度超过第二预定距离后，中洞核心上层开始掘进，中洞

核心开挖分三层；

S5：紧跟二次衬砌。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线隧道洞身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1中，开挖面前后距

离错开2～3m。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线隧道洞身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2中，第一预定距离

为5～7m。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线隧道洞身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4中，第二预定距离

为10m。

5.如权利要求1至4任一项所述的线隧道洞身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4中，先施

作上层预注浆超前支护，然后开挖上台阶，但上台阶掘进又分左右两部分平行施工，交错掘

进，交错间距不大于1m。

6.如权利要求5项所述的线隧道洞身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4中，中洞核心中

层开挖滞后于上层之后3m，中洞核心下层开挖滞后于中层之后3m，中洞核心下层开挖完成

后及时施作仰拱，仰拱与下层开挖作业面拉开的距离为1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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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线隧道洞身的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盾构施工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线隧道洞身的施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盾构是一种用于隧道快速修建的先进工程机械，随着国内地铁隧道工程的不断增

加，盾构施工的工况越来越复杂。

[0003] 在地质施工中，会涉及到对不同地质情况的地层进行施工，盾构施工通常按照地

层的硬度划分，包括硬岩地层掘进模式和软岩地层掘进模式。

[0004] 隧道施工过程中，洞身的施工过程尤为重要，洞身施工过程中，尽量避免出现坍

塌、落石等事故，如何在保证施工安全的情况下保证施工进度，是本领域技术人员急需解决

的技术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线隧道洞身的施工方法。

[0006] 本申请提供一种线隧道洞身的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S1：在左右侧壁导坑中选择一侧先进洞，先进洞的侧壁导坑分微台阶法开挖，交错掘

进；

S2：另一侧壁导坑后进洞，与先进洞的侧壁导坑拉开第一预定距离，分台阶开挖；

S3：两个侧壁导坑外侧拱部均设超前支护；

S4：在后进洞的侧壁导坑推进长度超过第二预定距离后，中洞核心上层开始掘进，中洞

核心开挖分三层；

S5：紧跟二次衬砌。

[0007] 可选地，步骤S1中，开挖面前后距离错开2～3m。

[0008] 可选地，步骤S2中，第一预定距离为5～7m。

[0009] 可选地，步骤S4中，第二预定距离为10m。

[0010] 可选地，步骤S4中，先施作上层预注浆超前支护，然后开挖上台阶，但上台阶掘进

又分左右两部分平行施工，交错掘进，交错间距不大于1m。

[0011] 可选地，步骤S4中，中洞核心中层开挖滞后于上层之后3m，中洞核心下层开挖滞后

于中层之后3m，中洞核心下层开挖完成后及时施作仰拱，仰拱与下层开挖作业面拉开的距

离为10m。

[0012]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下列优点：

该施工方法将隧道断面分成左右两个侧壁坑和中洞核心三大部分开挖。侧壁坑分两层

开挖，中洞核心部分分成三层开挖。施工过程中坚持“弱爆破、短进尺、强支护、早封闭、勤量

测”的原则，各分部采用人工开挖或小炮爆破，工序变化处均设锁脚锚杆，钢架之间纵向连

接钢筋及时施作，整个施工过程安全可靠有序的进行，保证了施工安全和施工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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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附图说明

[0014] 附图是用来提供对本发明的进一步理解，并且构成说明书的一部分，与下面的具

体实施方式一起用于解释本发明，但并不构成对本发明的限制。

[0015] 图1为本发明所提供的线隧道洞身的施工方法的横断面示意图；

图2为本本发明所提供的线隧道洞身的施工方法的工艺流程图。

[0016]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以下结合具体实施方式进行详细说明。应当理解的是，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方

式仅用于说明和解释本发明，并不用于限制本发明。

[0018] 请参考图1和图2，图1为本发明所提供的线隧道洞身的施工方法的横断面示意图；

图2为本本发明所提供的线隧道洞身的施工方法的工艺流程图。

[0019] 在一种具体的实施方式中，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线隧道洞身的施工方法，包括以下

步骤：

步骤S1：在左右侧壁导坑中选择一侧先进洞，先进洞的侧壁导坑分微台阶法开挖，交错

掘进；

步骤S2：另一侧壁导坑后进洞，与先进洞的侧壁导坑拉开第一预定距离，分台阶开挖；

步骤S3：两个侧壁导坑外侧拱部均设超前支护；

步骤S4：在后进洞的侧壁导坑推进长度超过第二预定距离后，中洞核心上层开始掘进，

中洞核心开挖分三层；

步骤S5：紧跟二次衬砌。

[0020] 该施工方法将隧道断面分成左右两个侧壁坑和中洞核心三大部分开挖。侧壁坑分

两层开挖，中洞核心部分分成三层开挖。施工过程中坚持“弱爆破、短进尺、强支护、早封闭、

勤量测”的原则，各分部采用人工开挖或小炮爆破，工序变化处均设锁脚锚杆，钢架之间纵

向连接钢筋及时施作，整个施工过程安全可靠有序的进行，保证了施工安全和施工进度。

[0021] 具体的，步骤S1中，开挖面前后距离错开2～3m。

[0022] 在左右侧壁导坑中选择一侧先进洞，先进洞的侧壁导坑分微台阶法开挖，交错掘

进，开挖面前后距离错开2～3m左右，采用人工配合小型挖掘机或弱爆破开挖。

[0023] 进一步的，步骤S2中，第一预定距离为5～7m。

[0024] 另一侧壁导坑后进洞，与先进洞的侧壁导坑拉开5～7m的距离，同样分台阶开挖。

两个侧壁导坑外侧拱部均设超前支护，开挖后立即对洞壁初喷砼并进行掌子面封闭、架设

钢拱架、挂网、打锚杆、喷砼至设计厚度。

[0025] 具体的，第二预定距离为10m。

[0026] 上述各具体的实施方式中，步骤S4中，先施作上层预注浆超前支护，然后开挖上台

阶，但上台阶掘进又分左右两部分平行施工，交错掘进，交错间距不大于1m。

[0027] 中洞拱部核心土开挖后，立即初喷5cm厚砼封闭围岩，然后架设拱部钢拱架，拱部

钢拱架与双侧壁导坑边墙钢架一一对应，紧密相连，然后打锚杆、挂网、再复喷砼至设计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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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0028] 进一步的，步骤S4中，中洞核心中层开挖滞后于上层之后3m，中洞核心下层开挖滞

后于中层之后3m，中洞核心下层开挖完成后及时施作仰拱，仰拱与下层开挖作业面拉开的

距离为10m。

[0029] 中洞核心中层开挖滞后于上层之后3m左右。安设工字钢横撑。中洞核心下层开挖

滞后于中层之后3m左右。安设钢架使之封闭成环，复喷砼至设计厚度。中洞核心下层开挖完

成后及时施作仰拱，仰拱与下层开挖作业面拉开的距离以10m左右为宜。仰拱施作前拆除该

段的两侧壁底部钢架单元，然后浇筑砼与隧底充填。拆除时，在进行支护变形观测指导下，

用火焰切割法分小段拆除内壁钢支撑，立即浇筑仰拱及填充。仰拱施工够一板后，全宽度浇

筑拱墙砼，尽早将二衬封闭成环。

[0030] 如图1和图2所示，图1中将线隧道的横断面划分为①~⑩个区域。在开挖前，先做超

前地质预报，然后清理撑子面，测量放线，施作超前支护、注浆；

做完前面的准备工作后，从左右侧壁导坑中选择一侧先进洞，分微台阶法开挖，交错掘

进；另一侧壁导坑后进洞，与先进洞的侧壁导坑拉开5～7m的距离，同样分台阶开挖；两侧开

挖的具体工序类似，先开挖最上部，进尺同钢架间距，喷砼封闭岩面，施作洞身锚杆，架立钢

架及横撑，锚喷支护，闭合成环，然后开挖下面的台阶；

两个侧壁导坑外侧拱部均设超前支护，中洞核心开挖分三层，架立周边钢架，必要时设

底部横撑，施作锚喷支护，从上层到下侧分三层台阶依次开挖，喷砼封闭撑子面，施作锚喷

支护，闭合成环；开挖底部，接长临时钢架，拆除下部横撑；

然后拆除临时钢架，浇筑仰拱，浇筑填充混凝土，施作防水层，浇筑二次衬砌。

[0031] 一种具体的实施例如下：

将隧道断面分成左右两个侧壁坑和中洞核心三大部分开挖。侧壁坑分两层开挖，中洞

核心部分分成三层开挖。

[0032] 具体的施工组织顺序：

左右侧壁导坑中选择一侧先进洞，先进洞的侧壁导坑分微台阶法开挖，交错掘进，开挖

面前后距离错开2～3m左右，采用人工配合小型挖掘机或弱爆破开挖。

[0033] 另一侧壁导坑后进洞，与先进洞的侧壁导坑拉开5～7m的距离，同样分台阶开挖。

两个侧壁导坑外侧拱部均设超前支护，开挖后立即对洞壁初喷砼并进行掌子面封闭、架设

钢拱架、挂网、打锚杆、喷砼至设计厚度。

[0034] 中洞核心开挖分三层。在后进洞的侧壁导坑推进长度超过10m后，中洞核心上层开

始掘进。先施作上层预注浆超前支护，然后开挖上台阶，但上台阶掘进又分左右两部分平行

施工，交错掘进，交错间距不大于1m。

[0035] 中洞拱部核心土开挖后，立即初喷5cm厚砼封闭围岩，然后架设拱部钢拱架，拱部

钢拱架与双侧壁导坑边墙钢架一一对应，紧密相连，然后打锚杆、挂网、再复喷砼至设计厚

度。

[0036] 中洞核心中层开挖滞后于上层之后3m左右。安设工字钢横撑。

[0037] 中洞核心下层开挖滞后于中层之后3m左右。安设钢架使之封闭成环，复喷砼至设

计厚度。

[0038] 中洞核心下层开挖完成后及时施作仰拱，仰拱与下层开挖作业面拉开的距离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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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m左右为宜。仰拱施作前拆除该段的两侧壁底部钢架单元，然后浇筑砼与隧底充填。拆除

时，在进行支护变形观测指导下，用火焰切割法分小段拆除内壁钢支撑，立即浇筑仰拱及填

充。仰拱施工够一板后，全宽度浇筑拱墙砼，尽早将二衬封闭成环。

[0039] 紧跟二次衬砌。拆除待衬砌段的临时钢架，利用台车整体浇筑二次衬砌。

[0040] 隧道施工坚持“弱爆破、短进尺、强支护、早封闭、勤量测”的原则，各分部采用人工

开挖或小炮爆破，每循环进尺最大不超过0.75m；工序变化处均应按设计要求设锁脚锚杆；

钢架之间纵向连接钢筋及时施作；每次临时钢架的拆除不超过10m。

[0041] 分部开挖由于断面小，出碴采用人工配合小型挖掘机将弃碴弃至下断面后再装载

机装碴，自卸汽车运至洞外。

[0042] 以上对本发明所提供的线隧道洞身的施工方法进行了详细介绍。本文中应用了具

体个例对本发明的原理及实施方式进行了阐述，以上实施例的说明只是用于帮助理解本发

明的方法及其核心思想。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

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对本发明进行若干改进和修饰，这些改进和修饰也落入本发明权利

要求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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