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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基于三台阶法的隧道开

挖施工组织方法，本发明创新隧道开挖施工组织

方式，通过对作业班组进行混合编排，对各台阶

作业工作量进行调整，并综合考虑各作业工序施

工所需时间，使各工序作业人员、作业任务量、作

业时间相匹配，形成流水作业与平行作业相结合

的施工组织模式，能够有效缩短采用三台阶法施

工的隧道单开挖循环作业时间，提高开挖施工进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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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三台阶法的隧道开挖施工组织方法，所述方法是按照现有隧道三台阶法开

挖进入正常的施工循环后实施，所述方法的单个开挖循环以连线爆破为本次循环的结束工

序，其特征在于：具体包括如下步骤：

第一步，将开挖班组和立拱支护班组混编为开挖支护班组A和开挖支护班组B，两个班

组轮流休息；

第二步，对掌子面进行通风排烟，开挖支护班组A进场，组织挖掘机进入掌子面进行机

械找顶，排除拱顶及边墙危石；

第三步，喷射混凝土班组进场，对上中下各台阶初喷混凝土，初步封闭爆破后裸露的围

岩，保证后续作业人员施工安全；

第四步，初喷混凝土结束后，挖掘机将上台阶洞碴扒至中下台阶，上台阶碴扒完后，开

挖支护班组A将作业台架、施工机具、材料运送至上台阶，开挖支护班组A分为开挖支护班组

A1和开挖支护班组A2；

第五步，开挖支护班组A1进行上台阶拱架架立，施做拱架连接钢筋、网片、锁脚锚杆来

稳固拱架，同时施工系统锚杆、超前锚杆（小导管）来加固围岩，在上台阶各工序作业的同

时，挖掘机配合装载机、自卸汽车进行中、下台阶出碴作业；

第六步，在上台阶拱架固定牢固后，开挖支护班组A1随即开展上台阶掌子面钻眼施工，

同时完成系统锚杆、超前锚杆（小导管）安装、注浆未做完的工作，此时中、下台阶出碴继续

进行；

第七步，中、下台阶出碴完成后，开挖支护班组A2立即实施中下台阶立拱支护、钻眼作

业，具体开挖支护班组A1和A2的人员分配，满足一个原则，即上台阶立拱、钻眼作业时间与

中下台阶出碴、立拱、钻眼作业时间基本匹配，上台阶与下台阶所有工序结束时间基本一

致；

第八步，在上、中、下台阶立拱、锚杆和钻眼工序完成后，喷射混凝土班组进行初期支护

复喷混凝土工序施工，先进行下台阶喷射混凝土作业，然后进行中台阶喷射混凝土作业，最

后进行上台阶喷射混凝土作业；

第九步，对初期支护的拱顶、边墙埋设量测桩点进行测量，读取初始数据；

第十步，在喷射混凝土完成后，开挖支护班组A预留人员清理各台阶钻眼孔位，连线实

施爆破，结束本循环施工；

第十一步，下一循环中开挖支护班组B换上开挖支护班组A，如此往复循环，至整个工程

施工完毕。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三台阶法的隧道开挖施工组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开挖支护班组A作业内容包括钻眼、爆破、立拱、施做锚杆、超前支护，喷射混凝土班组作

业内容为初期支护初喷混凝土和初期支护复喷混凝土。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三台阶法的隧道开挖施工组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喷射混凝土班组采用喷射混凝土机械手作业，在不具备机械化作业的隧道内，由人工配

合湿喷机进行施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三台阶法的隧道开挖施工组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上中下三台阶的高度是根据隧道开挖断面大小，满足上、中、下台阶各工序作业量、作业

时间来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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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三台阶法的隧道开挖施工组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单个开挖循环的作业时间为通风排险、初喷混凝土、上台阶扒碴、上台阶立拱支护、上台

阶钻眼、上中下台阶喷射混凝土、监控量测、连线爆破各作业时间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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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三台阶法的隧道开挖施工组织方法

[0001] 技术领域：

本发明涉及一种隧道开挖施工组织方法，尤其涉及一种基于三台阶法的隧道开挖施工

组织方法。

[0002] 背景技术：

目前针对隧道工程开挖施工工法，根据隧道开挖断面、围岩地质等的不同，采用的开挖

工法有全断面法、两台阶法、三台阶法、CD法、CRD法等，在软弱围岩地质隧道，较为普遍采用

三台阶法。三台阶法基本施工步骤为首先进行超前支护，然后各台阶钻眼、爆破，初喷混凝

土，再进行各台阶出碴，再开展锚杆布设、立拱、喷射混凝土等初期支护施工，一个施工循环

完成后再进行下个循环施工。该方法在一个开挖循环内，一般将作业人员分1个开挖班、1个

立拱支护班和1个喷射混凝土班共3个班组，各班组循环重复完成相应工序。此种组织方法

存在的主要问题有：1、该方法中开挖钻眼、立拱支护、喷射混凝土等工序基本上是流水作

业，各工序衔接时间较长，拖长了这个循环过程的时间；2、复喷混凝土后，上台阶上掉落的

混凝土需要清理，掌子面爆破后还需对上台阶进行扒碴，上台阶扒碴需进行2次，施工机械

重复多次作业，工效较低；3、施工作业人员在一个作业循环内工作量相对较小，但整个工程

需要循环多次，导致其施工准备时间长，休息时间短，疲劳程度高，对施工效率及安全均有

影响。

[0003] 发明内容：

为了克服上述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基于三台阶法的隧道开挖施工组织方法，本

发明创新隧道开挖施工组织方式，通过对作业班组进行混合编排，对各台阶作业工作量进

行调整，并综合考虑各作业工序施工所需时间，使各工序作业人员、作业任务量、作业时间

相匹配，形成流水作业与平行作业相结合的施工组织模式，能够有效缩短采用三台阶法施

工的隧道单开挖循环作业时间，提高开挖施工进度。

[0004]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

一种基于三台阶法的隧道开挖施工组织方法，所述方法是按照现有隧道三台阶法开挖

进入正常的施工循环后实施，所述方法的单个开挖循环以连线爆破为本次循环的结束工

序，具体包括如下步骤：

第一步，将开挖班组和立拱支护班组混编为开挖支护班组A和开挖支护班组B，两个班

组轮流休息；

第二步，对掌子面进行通风排烟，开挖支护班组A进场，组织挖掘机进入掌子面进行机

械找顶，排除拱顶及边墙危石；

第三步，喷射混凝土班组进场，对上中下各台阶初喷混凝土，初步封闭爆破后裸露的围

岩，保证后续作业人员施工安全；

第四步，初喷混凝土结束后，挖掘机将上台阶洞碴扒至中下台阶，上台阶碴扒完后，开

挖支护班组A将作业台架、施工机具、材料运送至上台阶，开挖支护班组A分为开挖支护班组

A1和开挖支护班组A2；

第五步，开挖支护班组A1进行上台阶拱架架立，施做拱架连接钢筋、网片、锁脚锚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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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固拱架，同时施工系统锚杆、超前锚杆（小导管）来加固围岩，在上台阶各工序作业的同

时，挖掘机配合装载机、自卸汽车进行中、下台阶出碴作业；

第六步，在上台阶拱架固定牢固后，开挖支护班组A1随即开展上台阶掌子面钻眼施工，

同时完成系统锚杆、超前锚杆（小导管）安装、注浆等未做完的工作，此时中、下台阶出碴继

续进行；

第七步，中、下台阶出碴完成后，开挖支护班组A2立即实施中下台阶立拱支护、钻眼作

业，具体开挖支护班组A1和A2的人员分配，满足一个原则，即上台阶立拱、钻眼作业时间与

中下台阶出碴、立拱、钻眼作业时间基本匹配，上台阶与下台阶所有工序结束时间基本一

致。

[0005] 第八步，在上、中、下台阶立拱、锚杆和钻眼工序完成后，喷射混凝土班组进行初期

支护复喷混凝土工序施工，先进行下台阶喷射混凝土作业，然后进行中台阶喷射混凝土作

业，最后进行上台阶喷射混凝土作业；

第九步，对初期支护的拱顶、边墙埋设量测桩点进行测量，读取初始数据；

第十步，监控测量后，开挖支护班组A预留人员清理各台阶钻眼孔位，连线实施爆破，结

束本循环施工；

第十一步，下一循环中开挖支护班组B换上开挖支护班组A，如此往复循环，至整个工程

施工完毕。

[0006] 所述开挖支护班组A作业内容包括钻眼、爆破、立拱、施做锚杆、超前支护，喷射混

凝土班组作业内容为初期支护初喷和复喷混凝土。

[0007] 所述喷射混凝土班组采用喷射混凝土机械手作业，在不具备机械化作业的隧道

内，由人工配合湿喷机进行施工。

[0008] 所述上中下三台阶的高度是根据隧道开挖断面大小，满足上、中、下台阶各工序作

业量、作业时间来确定的。

[0009] 所述单个开挖循环的作业时间为通风排险、初喷混凝土、上台阶扒碴、上台阶立拱

支护、上台阶钻眼、上中下台阶喷射混凝土、监控量测、连线爆破各作业时间的总和。

[0010] 由于采用如上所述的技术方案，本发明具有如下优越性：

本发明所述的基于三台阶法的隧道开挖施工组织方法，采取“流水作业+平行作业”相

结合的方法，充分利用了隧道内作业空间，调整钻眼工序施作时机，对作业班组各工种人员

进行混编，并通过调整三台阶作业工作量，使人员、时间、任务量三者相匹配，实现了三台阶

法开挖高效快速施工的目的。本发明所述的基于三台阶法的隧道开挖施工组织方法，具有

以下有益效果：

1、采用“流水作业+平行作业”相结合的方法，促进了开挖各作业工序的有效衔接，缩短

了具备作业条件的部分工序等待时间，使单循环施工时间缩短，提高了隧道开挖施工进度。

在大断面高速铁路隧道Ⅳ级围岩地段，上台阶一次开挖2榀拱架（拱架间距1m/榀）时，循环

时间由20小时缩短至15小时内，循环时间缩短25%，月开挖进度提高30%左右。

[0011] 2.将钻眼、立拱等作业人员进行混编为同一个班组，设立2个班组，1个班组作业人

员在一个开挖循环工作结束后，下个循环由另外1个班组施工，作业人员休息时间长，体力

能够得到充分恢复，对保护作业人员职业健康，提升施工作业效率起到良好的效果。

[0012] 附图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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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是传统的工艺流程图；

图2是本发明的工艺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通过下面实施例可以更详细的解释本发明，公开本发明的目的旨在保护本发明范围内

的一切变化和改进，本发明并不局限于下面的实施例；

实施例1：某铁路隧道涉及地层按新老顺序主要为第四系全新统冲积、洪积膨胀土、圆

砾土、卵石土，志留系下统页岩，奥陶系下统砂岩夹砾岩、砂岩与页岩互层、灰岩夹砂岩夹页

岩，寒武系下统页岩夹砂岩夹灰岩。隧址范围内无较大褶皱、断裂构造，次级皱曲较发育，隧

道地质以Ⅳ级围岩为主，隧道开挖断面138m2。现场以Ⅳ级围岩地段1个开挖循环、每循环施

工2榀拱架为例进行施工，实施的具体方法是：

将开挖班组和立拱支护班组混编为开挖支护班组A和开挖支护班组B，每组28人，开挖

支护班组A上工，开挖支护班组B休息；

1、通风、排险

在上循环爆破完成后，立即开启通风设备，对掌子面进行通风排烟，通风时间15min~
30min，开挖支护班组A进场，做施工准备工作，挖掘机进入掌子面进行机械找顶，对隧道拱

顶及两侧松散岩体、危石进行排除。

[0013] 2、初喷混凝土

喷射混凝土班组进场，对爆破后的上中下各台阶裸露的围岩进行初喷C25混凝土进行

封闭，初喷混凝土厚度为4cm，以保证后续作业人员施工安全。

[0014] 3、上台阶扒碴：

初喷混凝土结束后，指挥挖掘机对上台阶堆积洞碴进行清理，将其扒至中下台阶，上台

阶碴扒完后，开挖支护班组A将作业台架、施工机具、材料等运送至上台阶，开挖支护班组A

分为开挖支护班组A1和开挖支护班组A2，A1为16人，A2为12人。

[0015] 4、上台阶立拱、支护

①上台阶单循环共架立2榀工18型钢拱架，间距为1m，开挖支护班组A1将拱架分别架立

在预定位置，每榀拱架各分节段间通过螺栓连接，拱架两侧打设锁脚锚杆与围岩进行锚固，

拱架与拱架间安装φ22连接钢筋形成一个整体；上台阶为开挖作业的主要工作面，共计配

置16名开挖工开展作业。

[0016] ②在拱部、边墙安装φ6.5钢筋网片，网格间距20×20cm。

[0017] ③在上循环拱部施做φ25中空锚杆、边墙施做φ22砂浆锚杆，锚杆长度为3.5m，间

距（纵向×环向）1.2  m×1.2m。

[0018] 5、中、下台阶出碴

中下台阶出碴与上台阶立拱、支护作业同步进行，在上台阶各工序作业的同时，挖掘机

配合装载机、自卸汽车进行中、下台阶出碴作业。

[0019] 6、上台阶钻眼

在拱架固定牢固后，开挖支护班组A1随即开展上台阶掌子面钻眼施工，上台阶高度设

置为4.5m，根据钻眼数量，共配置14人操作风钻同时进行钻眼，另外2人配合其他人换钻杆、

拔钻等，此时中、下台阶出碴继续进行，本实例中没有超前锚杆（小导管），第4步中的砂浆锚

杆、中空锚杆在立拱期间基本能完成，若在拱架固定后，有超前锚杆、系统锚杆（砂浆锚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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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空锚杆）等没做完的，则根据剩余工作量留3-6人继续完成，其余人先行开始钻眼。

[0020] 7、中、下台阶立拱支护、钻眼

①中、下台阶立拱：中台阶高设置为3.0m，下台阶高度设置为2.66m，待中、下台阶出碴

完成后，开挖支护班组A2立即实施中、下台阶立拱支护作业；

中、下台阶工作量相对上台阶少，因此在中、下台阶各配置6人进行立拱支护作业。

[0021] ② 中、下台阶钻眼：

中、下台阶立拱支护结束后，随机开展钻眼作业，中、下台阶各配置4把风钻同时施工，

开挖支护班组A2共计12人。

[0022] 中下台阶的锚杆工作量不大，与立拱一起完成后再进行钻眼。

[0023] 8、复喷混凝土

各台阶钻眼均完成后，喷射混凝土班组对本循环拱墙复喷C25混凝土进行封闭，先进行

下台阶喷射混凝土作业，然后进行中台阶喷射混凝土作业，最后进行上台阶喷射混凝土作

业，复喷后喷射混凝土总厚度25cm，喷射作业采用1台湿喷机械手进行。

[0024] 9、监控量测

对初期支护拱顶、边墙埋设量测桩点进行测量，读取初始数据。

[0025] 10、装药、爆破

在喷射混凝土完成后，开挖支护班组预留的2-3人清理钻眼孔位，连线实施爆破，结束

本循环施工。

[0026] 工序循环对比

1、改进后施工工序：

人员组成：2个开挖支护班组，28人/班，混凝土喷射机械手1台，分配3人配合操作，两个

班组轮流施工，总人数59人；

单个开挖循环的作业时间：施工准备、通风排烟、排险、初喷混凝土0.5h→上台阶扒碴

1.5h→上台阶立拱2h(同时中下台阶同步出渣2h)→上台阶打钻5.5h(同时中下台阶同步出

渣1.5h、立拱、打钻4h)→上、中、下台阶复喷混凝土5h→连线爆破0.5h→下一循环，单个开

挖循环用时为15h；

施工进度：1个月扣除1天耽误时间，按29天计算，拱架间距按1m，月施工进度约93m。

[0027] 2、常规施工工序：

人员组成：开挖班26人、立拱班19人、混凝土喷射机械手1台，分配3人配合操作，总人数

48人。

[0028] 工序循环时间：施工准备0.5h→上、中、下台阶打眼6h→连线爆破0.5h→通风排

烟、排险、初喷混凝土0.5h→上台阶扒碴1.5h→上台阶立拱、打锚杆、支护脚4h（此时中、下

台阶同时出碴4h）→中、下台阶立拱、支护2h→喷浆5h→下一循环，单个循环用时为20h。

[0029] 施工进度：1个月扣除1天耽误时间，按29天计算，拱架间距按1m，月施工进度约

70m。

[0030] 从上述对比中明显能够看出以下几点：

1、虽然改进后的人手相比改进前多了11人，上升比例为22.9%，但是每个月的施工进度

能够多出约23米，施工上升比例为32.9%，由此可以看出，改进后的方案要优于改进前的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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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改进后的工序中，开挖支护班组工作时间连续，如：上台阶立拱2h(同时中下台阶同

步出渣2h)→上台阶打钻5.5h(同时中下台阶同步出渣1.5h、立拱、打钻4h)，共计7.5小时，

每个班组的28人，后续只需留出2-3人来连线实施爆破，其他人在打孔结束就可以休息，整

个工作过程并没有太多间隔；

喷射混凝土班组只需3人在各台阶打好钻眼后进场进行初期支护复喷混凝土，然后等

待测量、爆破、下一循环的准备、排烟和排险后开始初喷混凝土，间隔时间大概为1-2个小

时，工作时间紧凑，无需太多等待；

3、工作人员休息时间得到提高

一般开挖支护班组在喷完初期支护混凝土时就需要进场，做相关施工准备工作，改进

后的开挖支护班组轮流上工，故工作9.5小时后，约有20.5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喷射混凝土

班组在初喷混凝土和复喷混凝土之间大概有9个小时的休息时间；

改进前的开挖工在爆破完后可以休息，直到本次循环结束，时间大概为13个小时；支护

小组在各台阶立拱支护完成可以休息，到下个循环的通风、排烟阶段，时间大概为12个小

时，喷射混凝土班组在初喷混凝土后需要等待7.5个小时才能进行复喷，复喷后还要等待7

个小时左右才能进行下个循环的初喷，休息时间最少。

[0031] 所以，本发明所述的基于三台阶法的隧道开挖施工组织方法，采取“流水作业+平

行作业”相结合的方法，充分利用了隧道内作业空间，调整钻眼工序施作时机，对作业班组

各工种人员进行混编，并通过调整三台阶作业工作量，使人员、时间、任务量三者相匹配，实

现了三台阶法开挖高效快速施工的目的，同时能够确保施工人员有足够的休息时间。

[0032] 以上内容中未细述部份为现有技术，故未做细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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