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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隧道下穿河道施工河床

超浅覆土的加固防渗处理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首先进行河床清淤，铺设防水薄膜，并在防水薄

膜下方埋设应急注浆管道；然后在防水薄膜上铺

设膜袋混凝土，固化后形成覆盖层；再在膜袋混

凝土上部四周堆填块石，形成石坝，石坝中间浇

筑水下混凝土，形成压重层；接着在压重层上回

填袋装土进行压重，最后在顶管机/盾构机出洞、

进洞之前，在始发井、接收井内洞门处向河道方

向施工水平MJS止水帷幕。本发明可有效延长河

水在隧道外侧的渗透路径，防止隧道周围超浅覆

土河床的渗漏，并有效控制河床的不均匀沉降，

预防顶管机或盾构机头上浮顶穿河底浅覆土，提

高浅覆土河底大截面隧道施工安全性，保证工程

的可实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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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隧道下穿河道施工河床超浅覆土的加固防渗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

步骤：

S1.河床清淤并铺设防水薄膜和埋设应急注浆管道：进行河床清淤，再铺设2-3层防水

薄膜，并在防水薄膜下方埋设应急注浆管道；当顶管渗水量过大时，注入非膨胀堵漏浆液，

阻断防水层与河床底层间渗水通道；

S2.铺设膜袋混凝土形成覆盖层：在防水薄膜上铺设1-2层膜袋混凝土，膜袋混凝土与

防水薄膜紧密贴合，膜袋混凝土固化后形成一个加固防渗整体覆盖层；

S3.堆填块石并浇筑混凝土形成压重层：在膜袋混凝土上部四周堆填块石，在水下形成

一圈石坝，石坝中间浇筑水下混凝土，形成一体化整板作为压重层；

S4.回填袋装土压重：在水下混凝土压重层上，回填袋装土进行压重，隧道施工结束后

挖除袋装土以恢复河床底原标高；

S5.施工水平MJS止水帷幕：在顶管机/盾构机出洞、进洞之前，在始发井、接收井内洞门

处向河道方向施工一圈水平MJS止水帷幕。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隧道下穿河道施工河床超浅覆土的加固防渗处理方法，

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1中，防水薄膜铺设时，防水薄膜重量不低于500g/m2。防水薄膜采用

在河岸上热熔连接的方式，保证防水性能。

3.根据权利要求书1所述的一种隧道下穿河道施工河床超浅覆土的加固防渗处理方

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1中的非膨胀堵漏浆液为水溶性聚氨酯灌浆材料。

4.根据权利要求书1所述的一种隧道下穿河道施工河床超浅覆土的加固防渗处理方

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2中，膜袋混凝土中的模袋采用矩形无滤点模袋，充填平均厚度

500mm，采用涤纶、丙纶，重量不小于600g/㎡，纵向抗拉强度>2800N/5cm，横向抗拉强度>

2500N/5cm，采用C20泵送混凝土，塌落度要求20-30cm。

5.根据权利要求书1所述的一种隧道下穿河道施工河床超浅覆土的加固防渗处理方

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2中，膜袋混凝土的铺设要求在船上施工，砼输送泵架设在岸上；

将按设计要求缝制好的模袋在坡上展开，然后由操作人员在施工船上用绳子拉入河中，直

至到设计位置，经检查达到要求方可充灌砼。

6.根据权利要求书1所述的一种隧道下穿河道施工河床超浅覆土的加固防渗处理方

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3中，石坝为水面抛填的块石堆积形成；石坝中间浇筑水下混凝

土为按配比搅拌好的砼倒进砼输送泵里面，进行泵送并整体浇筑，混凝土强度不低于C20，

塌落度要求20-25cm。

7.根据权利要求书1所述的一种隧道下穿河道施工河床超浅覆土的加固防渗处理方

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3中，浇筑水下混凝土时，需在混凝土层中预埋沉降观测点，采用

厚壁钢管引至河面以上，并安装棱镜。

8.根据权利要求书7所述的一种隧道下穿河道施工河床超浅覆土的加固防渗处理方

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观测点可设置于多个合适位置处，观测点采用的厚壁钢管不小于Φ

60*4.0mm，棱镜安装底座与钢管焊接连接；观测点周边设置防撞隔离，以及警示灯。

9.根据权利要求书1所述的一种隧道下穿河道施工河床超浅覆土的加固防渗处理方

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5中，MJS止水帷幕为洞门水平加固，沿顶管洞门外侧设置一圈，

水泥含量不小于40％，水灰比1：1，水泥浆压力不小于40MPa，且一直向前加固到河床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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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隧道下穿河道施工河床超浅覆土的加固防渗处理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河床预处理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隧道下穿河道施工河床超浅覆土

的加固防渗处理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城市发展的日益拥挤，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越来越多的出现在城市改造项目

中，出于对古城区的保护，并减少对城市原有交通的影响，非开挖大截面顶管施工方式具有

施工速度快、施工占地面积小、不影响地面交通的优点，是老城区地下工程施工的重要方

法；在采用大截面顶管过河顶进施工时，一般均需要对河床进行预处理。

[0003] 传统的河床预处理方法一般包括清淤、防渗油布铺设、膜袋混凝土浇灌、装袋土压

载等步骤。但对于超浅覆土下的河床处理，当顶管或盾构需在河床下穿越时，由于上覆土层

很浅，河水容易穿透泥浆保护套，顶管施工的风险系数增大，此时需要对河床进行特殊的防

渗和加固处理。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隧道下穿河道施工河床超浅覆土的加固防渗处理方

法，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提出的问题。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6] 一种隧道下穿河道施工河床超浅覆土的加固防渗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

下步骤：

[0007] S1 .河床清淤并铺设防水薄膜和埋设应急注浆管道：进行河床清淤，再铺设2-3层

防水薄膜形成防水层，防止河水向下渗漏以及顶管泥浆向上冒顶，增加水流渗流路径长度；

在防水薄膜下方埋设应急注浆管道，当顶管渗水量过大时，注入非膨胀堵漏浆液，阻断防水

层与河床底层间渗水通道；注浆压力不得大于其上压重层的重量，避免处理层隆起扩大河

床余处理层间隙；

[0008] S2.铺设膜袋混凝土形成覆盖层：在防水薄膜上铺设1-2层膜袋混凝土，膜袋混凝

土与防水薄膜紧密贴合，膜袋混凝土固化后形成一个加固防渗整体覆盖层，以抵抗不均匀

沉降，并兼具防水抗渗和压重加固的作用；

[0009] S3.堆填块石并浇筑混凝土形成压重层：在膜袋混凝土上部四周堆填块石，在水下

形成一圈石坝，石坝中间浇筑水下混凝土，形成一体化整板作为压重层；石坝高度与成型质

量由潜水员在河床下进行检查，潜水员与水面施工班组紧密沟通，指挥块石抛填；

[0010] S4.回填袋装土压重：在水下混凝土压重层上，回填袋装土进行压重，并便于隧道

施工结束后挖除袋装土以恢复河床底原标高；

[0011] S5.施工水平MJS止水帷幕：在顶管机/盾构机出洞、进洞之前，在始发井、接收井内

洞门处向河道方向施工一圈水平MJS止水帷幕，以阻断洞口至河道段落河水渗流路径，以减

少顶管进出洞以及始发接收洞门渗水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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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S1中，防水薄膜铺设时，为保证一定的韧性，避免薄膜展铺过

程中受到破坏，防水薄膜重量不低于500g/m2。防水薄膜采用在河岸上热熔连接的方式，保

证防水性能。

[0013]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S1中的非膨胀堵漏浆液为水溶性聚氨酯灌浆材料。

[0014]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S2中，膜袋混凝土中的模袋采用矩形无滤点模袋，充填平均厚

度500mm，采用涤纶、丙纶，重量不小于600g/㎡，纵向抗拉强度>2800N/5cm，横向抗拉强度>

2500N/5cm，采用C20泵送混凝土，塌落度要求20-30cm。

[0015]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S2中，膜袋混凝土的铺设要求在船上施工，砼输送泵架设在岸

上；将按设计要求缝制好的模袋在坡上展开，然后由操作人员在施工船上用绳子拉入河中，

直至到设计位置，经潜水员检查达到要求方可充灌砼。

[0016]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S3中，石坝为水面抛填的块石堆积形成；石坝中间浇筑水下混

凝土为按配比搅拌好的砼倒进砼输送泵里面，由操作人员根据专职指挥员的指令进行泵送

并整体浇筑，混凝土强度不低于C20，塌落度要求20-25cm。

[0017]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S3中，浇筑水下混凝土时，需由潜水员在混凝土层中预埋沉降

观测点，采用厚壁钢管引至河面以上，并安装棱镜，以便于观测沉降量。

[0018] 进一步地，所述观测点可设置于多个合适位置处，观测点采用的厚壁钢管不小于

Φ60*4.0mm，棱镜安装底座与钢管焊接连接；观测点周边设置防撞隔离，以及警示灯。

[0019]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S5中，MJS止水帷幕为洞门水平加固，沿顶管洞门外侧设置一

圈，水泥含量不小于40％，水灰比1：1，水泥浆压力不小于40MPa，且一直向前加固到河床底

部。

[0020]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21] 通过在顶管施工前，对河道浅覆土环境下的风险因素进行预控，采用对河床的防

渗和加固处理，有效延长了河水在顶管或盾构上部的渗透路径，并有效控制河床的不均匀

沉降，预防了顶管机或盾构机头上浮顶穿河底浅覆土，提高了大截面河底隧道施工安全，保

证了工程的可实施性。

[0022] 上述说明仅是本发明技术方案的概述，为了能够更清楚了解本发明的技术手段，

而可依照说明书的内容予以实施，并且为了让本发明的上述和其他目的、特征和优点能够

更明显易懂，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详细说明，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是

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

附图说明

[0023] 图1为本发明施工流程示意图；

[0024] 图2为本发明步骤S1施工后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3为本发明步骤S3施工后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4为本发明步骤S5施工后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如图1-4所示，一种隧道下穿河道施工河床超浅覆土的加固防渗处理方法，该方法

包括如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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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S1 .河床清淤并铺设防水薄膜和埋设应急注浆管道：在河床处理部位先进行河床

清淤，再铺设2-3层防水薄膜，防止河水向下渗漏以及顶管泥浆向上冒顶，增加水流渗流路

径长度；在防水薄膜下方埋设应急注浆管道，当顶管渗水量过大时，注入非膨胀堵漏浆液，

阻断防水层与河床底层间渗水通道；注浆压力不得大于其上压重层的重量，避免处理层隆

起扩大河床余处理层间隙。其中，防水薄膜铺设时，为保证一定的韧性，避免薄膜展铺过程

中受到破坏，防水薄膜重量不低于500g/m2。防水薄膜采用在河岸上热熔连接的方式，保证

防水性能。非膨胀堵漏浆液为水溶性聚氨酯灌浆材料。

[0029] S2.铺设膜袋混凝土形成覆盖层：在防水薄膜上铺设1-2层膜袋混凝土，膜袋混凝

土与防水薄膜紧密贴合，膜袋混凝土固化后形成一个加固防渗整体覆盖层，以抵抗不均匀

沉降，并兼具防水抗渗和压重加固的作用。其中，膜袋混凝土中的模袋采用矩形无滤点模

袋，充填平均厚度500mm，采用涤纶、丙纶，重量不小于600g/㎡，纵向抗拉强度>2800N/5cm，

横向抗拉强度>2500N/5cm，采用C20泵送混凝土，塌落度要求20-30cm。膜袋混凝土的铺设要

求在船上施工，砼输送泵架设在岸上；将按设计要求缝制好的模袋在坡上展开，然后由操作

人员在施工船上用绳子拉入河中，直至到设计位置，经潜水员检查达到要求方可充灌砼。

[0030] S3.堆填块石并浇筑混凝土形成压重层：在膜袋混凝土上部四周堆填块石，在水下

形成一圈石坝，石坝中间浇筑水下混凝土，形成一体化整板作为压重层；石坝高度与成型质

量由潜水员在河床下进行检查，潜水员与水面施工班组紧密沟通，指挥块石抛填。其中，石

坝为水面抛填的块石堆积形成；石坝中间浇筑水下混凝土为按配比搅拌好的砼倒进砼输送

泵里面，由操作人员根据专职指挥员的指令进行泵送并整体浇筑，混凝土强度不低于C20，

塌落度要求20-25cm。在浇筑水下混凝土时，需由潜水员在混凝土层中预埋沉降观测点，采

用厚壁钢管引至河面以上，并安装棱镜，以便于观测沉降量。观测点可设置于多个合适位置

处，观测点采用的厚壁钢管不小于Φ60*4.0mm，棱镜安装底座与钢管焊接连接；观测点周边

设置防撞隔离，以及警示灯。

[0031] S4.回填袋装土压重：在水下混凝土压重层上，回填袋装土进行压重，并便于隧道

施工结束后挖除袋装土以恢复河床底原标高；

[0032] S5.施工水平MJS止水帷幕：在顶管机/盾构机出洞、进洞之前，在始发井、接收井内

洞门处向河道方向施工一圈水平MJS止水帷幕，以阻断洞口至河道段落河水渗流路径，以减

少顶管进出洞以及始发接收洞门渗水风险。其中，MJS止水帷幕为洞门水平加固，沿顶管洞

门外侧设置一圈，水泥含量不小于40％，水灰比1：1，水泥浆压力不小于40MPa，且一直向前

加固到河床底部。

[003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提供的一种隧道下穿河道施工河床超浅覆土的加固防渗

处理方法，在顶管施工前，为了对河道浅覆土环境下的风险因素进行预控，采用了对河床的

特殊防渗和加固处理方法，有效延长了河水在顶管上部的渗透路径，防止了顶管渗漏破坏，

并有效控制河床的不均匀沉降，预防了顶管机头上浮顶穿河底浅覆土，提高了大截面顶管

施工安全，保证了工程的可实施性。

[0034] 本发明不局限于上述具体的实施方式，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从上述构

思出发，不经过创造性的劳动，所作出的种种变换，均落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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