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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三台阶隧道全断面整体掘进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平行三台阶隧道全断面

整体掘进方法,包括以下步骤，首先上台阶、中台

阶、下台阶同步钻进，同步爆破，中台阶及下台阶

左右两侧同步施工，台阶中间车行通道通过钻爆

台架同步钻孔爆破，每循环出渣后，修整预留出

车行通道，隧道仰拱填充部分分段掘进开挖施

工，逐段开挖支护钢拱架；上、中、下台阶爆破后，

出渣车快速出渣，并修整上下台阶连接车行通

道，以方便车辆通行。本装置构造简单，在隧道开

挖掘进时，隧道开挖掌子面距衬砌距离满足规范

要求，采用本方法，三台阶平行同步推进，并采用

隧道快速支护方法，既保证了安全，又确保了施

工进度，实现了隧道快速安全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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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平行三台阶隧道全断面整体掘进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上台阶、中台阶、下台阶同步钻进，同步爆破，中台阶及下台阶左右两侧同步施

工，台阶中间车行通道通过钻爆台架同步钻孔爆破，每循环出渣后，修整预留出车行通道，

隧道仰拱填充部分分段掘进开挖施工，逐段开挖支护钢拱架；

步骤二、上、中、下台阶爆破后，出渣车快速出渣，并修整上下台阶连接车行通道，以方

便车辆通行；

步骤三、上、中、下台阶同步施工支护钢拱架，采用支护钢拱架安装装置及拱架支撑装

置快速安装支护拱架，中台阶及下台阶支护拱架时先将上中台阶拱架支撑装置取下，后安

装拱架与先期安装段对齐，固定牢固；

步骤四、上、中、下台阶施作初期支护锚喷混凝土；

步骤五、重复上述步骤，向前推进隧道掘进施工，达到仰拱施作段长度时，开挖仰拱，施

作仰拱填充混凝土，直至隧道完成。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平行三台阶隧道全断面整体掘进方法,其特征在于，隧道支护

拱架分为多节预制拼装式结构，按三台阶高度设计拱架的分节长度，并随施工分台阶安装。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平行三台阶隧道全断面整体掘进方法,其特征在于，上台阶拱

架分为上部拱段及两侧拱段，共三段，中、下台阶拱架两侧边墙各一段，仰拱为一段，隧道全

环支护钢架，共分成九段。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平行三台阶隧道全断面整体掘进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拱架

安装装置包括走行车及设置在所述走行车上的机械抓手。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平行三台阶隧道全断面整体掘进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拱架

支撑装置包括底座、外壳支撑架、钢架支撑垫板、伸缩支撑杆及底座固定脚，所述钢架支撑

垫板通过外壳支撑架设置在底座的上方，且通过伸缩支撑杆与底座连接，所述底座固定脚

设置在底座的底部。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平行三台阶隧道全断面整体掘进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伸缩

支撑杆为液压伸缩杆或螺栓伸缩杆。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平行三台阶隧道全断面整体掘进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钻爆

台架包括承重支撑杆、支撑连接杆、纵向支撑梁、防护作业平台、伸缩折叠装置及台架走行

装置，所述防护作业平台水平设置且通过承重支撑杆支撑，所述支撑连接杆为可折叠连接

杆，两根承重支撑杆横向之间通过支撑连接杆连接且通过伸缩折叠装置可横向折叠，所述

纵向支撑梁沿纵向设置于两根承重支撑杆之间，所述台架走行装置设置在承重支撑杆的下

端。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平行三台阶隧道全断面整体掘进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防护

作业平台的前端和两侧均设置有防护板，所述防护板与防护作业平台铰接，可向下折叠形

成防护罩。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平行三台阶隧道全断面整体掘进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防护

作业平台从下层至上层依次由承重型钢支撑架、钢筋网、橡胶板、防火耐热板及作业平台板

组成。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平行三台阶隧道全断面整体掘进方法,其特征在于，隧道仰

拱填充混凝土顶面及开挖拱段上方架设有栈桥，所述栈桥为可移动型钢桁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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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三台阶隧道全断面整体掘进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隧道施工领域，具体是一种平行三台阶隧道全断面整体掘进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大批隧道工程开始兴建，现阶段，隧道工程施工多采用

钻爆法、TBM掘进法及盾构法等施工方法。但因成本因素，采用施工技术习惯性，钻爆法多被

采用。目前，钻爆法可采用全断面、台阶法、分部开挖法等多种方法，全断面及台阶法适合于

围岩较硬的隧道开挖施工，分部开挖法多适用于软弱围岩隧道工程开挖施工，一般全断面

施工速度较快，分部开挖法施工掘进速度较慢，影响隧道施工进度，因此，需针对软弱围岩

研制开发一种快速掘进开挖施工方法。

发明内容

[0003] 有鉴于此，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平行三台阶隧道全断面整体掘进方法，三

台阶平行同步推进，并采用隧道快速支护方法，既保证了安全，又确保了施工进度，实现了

隧道快速安全施工。

[0004] 本发明一种平行三台阶隧道全断面整体掘进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5] 步骤一、上台阶、中台阶、下台阶同步钻进，同步爆破，中台阶及下台阶左右两侧同

步施工，台阶中间车行通道通过钻爆台架同步钻孔爆破，每循环出渣后，修整预留出车行通

道，隧道仰拱填充部分分段掘进开挖施工，逐段开挖支护钢拱架；

[0006] 步骤二、上、中、下台阶爆破后，出渣车快速出渣，并修整上下台阶连接车行通道，

以方便车辆通行；

[0007] 步骤三、上、中、下台阶同步施工支护钢拱架，采用支护钢拱架安装装置及拱架支

撑装置快速安装支护拱架，中台阶及下台阶支护拱架时先将上中台阶拱架支撑装置取下，

后安装拱架与先期安装段对齐，固定牢固；

[0008] 步骤四、上、中、下台阶施作初期支护锚喷混凝土；

[0009] 步骤五、重复上述步骤，向前推进隧道掘进施工，达到仰拱施作段长度时，开挖仰

拱，施作仰拱填充混凝土，直至隧道完成。

[0010] 进一步，隧道支护拱架分为多节预制拼装式结构，按三台阶高度设计拱架的分节

长度，并随施工分台阶安装。

[0011] 进一步，上台阶拱架分为上部拱段及两侧拱段，共三段，中、下台阶拱架两侧边墙

各一段，仰拱为一段，隧道全环支护钢架，共分成九段。

[0012] 进一步，所述拱架安装装置包括走行车及设置在所述走行车上的机械抓手。

[0013] 进一步，所述拱架支撑装置包括底座、外壳支撑架、钢架支撑垫板、伸缩支撑杆及

底座固定脚，所述钢架支撑垫板通过外壳支撑架设置在底座的上方，且通过伸缩支撑杆与

底座连接，所述底座固定脚设置在底座的底部。

[0014] 进一步，所述伸缩支撑杆为液压伸缩杆或螺栓伸缩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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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进一步，所述钻爆台架包括承重支撑杆、支撑连接杆、纵向支撑梁、防护作业平台、

伸缩折叠装置及台架走行装置，所述防护作业平台水平设置且通过承重支撑杆支撑，所述

支撑连接杆为可折叠连接杆，两根承重支撑杆横向之间通过支撑连接杆连接且通过伸缩折

叠装置可横向折叠，所述纵向支撑梁沿纵向设置于两根承重支撑杆之间，所述台架走行装

置设置在承重支撑杆的下端。

[0016] 进一步，所述防护作业平台的前端和两侧均设置有防护板，所述防护板与防护作

业平台铰接，可向下折叠形成防护罩。

[0017] 进一步，所述防护作业平台从下层至上层依次由承重型钢支撑架、钢筋网、橡胶

板、防火耐热板及作业平台板组成。

[0018] 进一步，隧道仰拱填充混凝土顶面及开挖拱段上方架设有栈桥，所述栈桥为可移

动型钢桁架。

[0019]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本装置构造简单，在隧道开挖掘进时，为确保安全，隧道开挖

掌子面距衬砌距离满足规范要求，尤其是地质条件较差情况，也严格满足标准要求采用本

方法，三台阶平行同步推进，并采用隧道快速支护方法，既保证了安全，又确保了施工进度，

实现了隧道快速安全施工。

附图说明

[0020]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描述：

[0021] 图1为本发明隧道三台阶开挖分部示意图；

[0022] 图2为本发明隧道三台阶支护钢拱架分段示意图；

[0023] 图3为本发明隧道三台阶拱架安装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4为本发明隧道三台阶拱架支撑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5为本发明隧道三台阶开挖钻爆台架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6为本发明隧道三台阶防护用业平台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图1为本发明隧道三台阶开挖分部示意图，图2为本发明隧道三台阶支护钢拱架分

段示意图，图3为本发明隧道三台阶拱架安装装置的结构示意图，图4为本发明隧道三台阶

拱架支撑装置的结构示意图，图5为本发明隧道三台阶开挖钻爆台架的结构示意图，图6为

本发明隧道三台阶防护用业平台的结构示意图。本发明一种平行三台阶隧道全断面整体掘

进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8] 步骤一、上台阶1、中台阶2、下台阶3同步钻进，同步爆破，中台阶2及下台阶3左右

两侧同步施工，台阶中间车行通道4通过钻爆台架同步钻孔爆破，每循环出渣后，修整预留

出车行通道4，隧道仰拱填充部分分段掘进开挖施工，逐段开挖支护钢拱架；

[0029] 步骤二、上、中、下台阶爆破后，出渣车快速出渣，并修整上下台阶连接车行通道，

以方便车辆通行；

[0030] 步骤三、上、中、下台阶同步施工支护钢拱架，采用支护钢拱架安装装置及拱架支

撑装置快速安装支护拱架，中台阶2及下台阶3支护拱架时先将上中台阶拱架支撑装置取

下，后安装拱架与先期安装段对齐，固定牢固；

说　明　书 2/3 页

4

CN 109723445 B

4



[0031] 步骤四、上、中、下台阶施作初期支护锚喷混凝土；

[0032] 步骤五、重复上述步骤，向前推进隧道掘进施工，达到仰拱施作段长度时，开挖仰

拱，施作仰拱填充混凝土，直至隧道完成。

[0033] 本实施例中，隧道支护拱架分为多节预制拼装式结构，按三台阶高度设计拱架的

分节长度，并随施工分台阶安装。

[0034] 本实施例中，上台阶拱架分为上部拱段及两侧拱段，共三段，中、下台阶拱架两侧

边墙各一段，即中侧段21和下侧段31，包括上部拱段11及两侧拱段12，仰拱为一段，即仰拱

段5，隧道全环支护钢架，共分成九段。

[0035] 本实施例中，所述拱架安装装置包括走行车6及设置在所述走行车6上的机械抓手

7。机械抓手7通过若干可折叠臂设置在走行车6上，机械抓手7为现有技术，如申请号为

201621400407.4公开的一种机械抓手，可用于抓取钢架。

[0036] 本实施例中，所述拱架支撑装置包括底座9、外壳支撑架10、钢架支撑垫板11、伸缩

支撑杆12及底座固定脚13，所述钢架支撑垫板11通过外壳支撑架10设置在底座9的上方，且

通过伸缩支撑杆12与底座9连接，所述底座固定脚13设置在底座9的底部。伸缩支撑杆12用

于驱动钢架支撑垫板11上下移动，钢架支撑垫板11上设置有固定钢拱架的安装槽，用于顶

紧支撑钢拱架，外壳支撑架10采用外管和内管的伸缩结构，外管与底座9连接，内管可伸缩

地设置在外管内，且可随着钢架支撑垫板11上下移动。拱架支撑装置的底座9为椭圆板，以

方便支撑拱架，其下部设有底座固定脚13，共三个，下端呈三角形，底座固定脚13可固定在

开挖岩面上。

[0037] 本实施例中，所述伸缩支撑杆12为液压伸缩杆或螺栓伸缩杆。

[0038] 本实施例中，所述钻爆台架包括承重支撑杆14、支撑连接杆15、纵向支撑梁、防护

作业平台16、伸缩折叠装置17及台架走行装置18，所述防护作业平台16水平设置且通过承

重支撑杆14支撑，所述支撑连接杆15为可折叠连接杆，两根承重支撑杆14横向之间通过支

撑连接杆15连接且通过伸缩折叠装置17可横向折叠，可以理解，在纵向方向上，纵向支撑梁

沿纵向设置于两根承重支撑杆14之间，所述台架走行装置18采用滚轮，设置在承重支撑杆

14的下端，以方便架体移动。。采用可折叠连接杆，使架体横向可收缩体积，以方便隧道内通

行，架体伸展时，横向支撑杆42呈平直状，架体形成空间稳定受力支撑架。

[0039] 本实施例中，所述防护作业平台16的前端和两侧均设置有防护板，两侧为防护板

19，所述防护板与防护作业平台16铰接，可向下折叠形成防护罩，对防护作业平台16的前、

上、左右四个侧面进行保护，以预防隧道掌子面爆破时，钻渣飞石对钻爆台架的损坏。

[0040] 本实施例中，所述防护作业平台16从下层至上层依次由承重型钢支撑架161、钢筋

网162、橡胶板163、防火耐热板164及作业平台板165组成。

[0041] 本实施例中，隧道仰拱填充混凝土顶面及开挖拱段上方架设有栈桥20，所述栈桥

20为可移动型钢桁架。

[0042] 最后说明的是，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限制，尽管参照较

佳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可以对本发明的技

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等同替换，而不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的宗旨和范围，其均应涵盖在本

发明的权利要求范围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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