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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明挖隧道施工技术领域，公开了

一种泉脉发育城区明挖隧道近距离叠合盾构区

间施工方法，采用基坑土方开挖分段与主体结构

分段浇注相配合的方法，施工缝避开盾构叠落区

域，同时设在受力最小处；盾构叠落区域上部明

挖隧道施工开挖至基坑底部后及时进行底板施

工，并将台车移动至底板上（增加荷载），台车移

动到位后，利用台车进行明挖隧道主体结构的浇

筑施工，同时盾构同步从明挖隧道下方穿越正在

施工的明挖隧道。该方法在不采用盾构和叠落隧

道之间注浆土体加固的前提下，防止盾构上方土

体荷载减少过大，引起管片上浮，确保盾构安全

穿越，同时最大化的减少隧道施工对周边生态环

境造成影响，提高明挖隧道施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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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泉脉发育城区明挖隧道近距离叠合盾构区间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盾构叠落

区域段的整体施工过程中，无需提前对盾构和叠落隧道之间的土体进行注浆加固，且盾构

叠落区域段对应的上部明挖隧道施工段，在开挖至基坑底部后及时进行底板施工，并将台

车移动至底板上增加荷载，台车移动到位后，利用台车进行叠落段上部明挖隧道主体结构

的浇筑施工，同时盾构同步从明挖隧道下方穿越正在施工的明挖隧道，叠落段施工完毕后

依次进行其他明挖隧道段基坑土方开挖进行，同时利用台车进行主体结构的浇筑施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泉脉发育城区明挖隧道近距离叠合盾构区间施工方法，其特

征在于，采用基坑土方开挖分段与主体结构分段浇注相配合的方法，将基坑土方开挖分为N

段施工，相应的主体结构也分为N段施工；其中基坑土方和主体结构的分段施工缝避开盾构

叠落区域，同时设在受力最小处。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泉脉发育城区明挖隧道近距离叠合盾构区间施工方法，其特

征在于，每段基坑分为两层土方开挖，第二层开挖高度根据盾构上方土体荷载大于引起管

片上浮的最小荷载原则，确定具体开挖高度；除去第二层开挖高度后，上部剩余土方高度为

第一层开挖高度。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泉脉发育城区明挖隧道近距离叠合盾构区间施工方法，其特

征在于，盾构叠落段区域段上方对应的基坑开挖至第二层土方，作为盾构叠落区域上部荷

载，同时台车移动至底板上进一步增加荷载，确保盾构上方土体荷载大于引起管片上浮的

最小荷载。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泉脉发育城区明挖隧道近距离叠合盾构区间施工方法，其特

征在于，每段基坑的第一层开挖长度为盾构叠落区域段长度的2倍，第二层开挖长度与盾构

叠落区域段长度相等；当盾构叠落区域段长度小于主体结构长度时，第一层开挖长度为相

应段主体结构长度的2倍，第二层开挖长度与相应段主体结构长度相等。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泉脉发育城区明挖隧道近距离叠合盾构区间施工方法，其特

征在于，盾构叠落区域段的具体施工过程如下：

1）盾构叠落区域段上部明挖隧道施工开挖至基坑底部后及时进行底板施工，并将台车

移动至底板上增加荷载，台车移动到位后，利用台车进行明挖隧道主体结构的浇筑施工，同

时盾构同步从明挖隧道下方穿越正在施工的明挖隧道，进行下一段明挖隧道段第一层土方

开挖；

2）盾构叠落区域段整体施工过程中，无需提前对盾构和叠落隧道之间的土体进行注浆

加固。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泉脉发育城区明挖隧道近距离叠合盾构区间施工方法，其特

征在于，除盾构叠落区域段外的其他明挖隧道段基坑土方开挖和主体结构的浇筑施工过程

如下：

1）基坑土方第一层开挖至第二层锚杆下0.50m处，开挖长度为该段对应主体结构长度

的2倍，开挖时采用1：0.5坡率放坡开挖，开挖完成后进行边坡锚杆打设，锚杆施工完成后进

行边坡挂钢筋网喷砼，锚杆与钢筋网焊接牢固；

2）在第一层边坡防护施工完成后，进行第二层土方开挖，开挖长度于该段对应主体结

构长度相等，土方开挖时，第二层的挖机向第一层翻土，再由第一层的挖机向路面翻土，再

由自卸车将土方运出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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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二层土方开挖完成后，进行边坡防护，参数和第一层相同，同时进行基底找平和基

坑验槽，验槽合格后施做垫层及底板防水，并将底板所需全部钢筋及模板放入已经挖好的

基坑内，增加基坑荷载；

4）底板施工完成后，将台车移动至底板上，开始施工结构侧墙及顶板；

5）台车移动到位后，即可按步骤1）同时进行下一段基坑的第一层土方开挖，待明挖隧

道台车达到脱模条件后，按步骤2进行第二层土方开挖。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泉脉发育城区明挖隧道近距离叠合盾构区间施工方法，其特

征在于，步骤1）中所采用的锚杆长6m，喷砼的喷层厚度100mm厚，C25早强混凝土，钢筋网采

用φ8@20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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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泉脉发育城区明挖隧道近距离叠合盾构区间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明挖隧道施工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泉脉发育城区明挖隧道近距离

叠合盾构区间施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地铁线路在城区地段受规划条件、既有建筑物和车站设置形式等因素，不可避免

地会出现上跨地铁建设施工，盾构区间叠落隧道作为小净距近接工程的一种已在国内外一

些城市地铁建设中出现，传统施工做法为保证盾构施工安全，需要提前在盾构和叠落隧道

之间进行大范围注浆，对土体进行硬化，如叠落式盾构隧道的施工方法（201310174998.2）

中提出了一种叠落式盾构隧道的施工方法，施工步骤中提出下行隧道在二次注浆孔中通过

注浆管向上行隧道和下行隧道之间的所夹土体进行注浆；上行隧道在二次注浆孔中通过注

浆管向上行隧道和下行隧道之间的所夹土体进行注浆，能够保证叠落式盾构隧道的安全施

工；但是在泉脉发育区域这种特殊地质条件下，注浆加固施工会对周边泉脉产生污染，同时

会使泉脉造成永久性堵塞，严重影响了生态环境；在这种情况下，在不采用盾构和叠落隧道

之间注浆土体加固的前提下，如何保障既有盾构区间的安全，又保证上部近距离明挖隧道

顺利施工，防止盾构上方土体荷载减少过大，引起管片上浮，同时不对周边生态环境造成影

响，是摆在工程建设者面前的一道难题。

[0003] 因此，需要研究一种泉脉发育区域明挖隧道距离叠合上跨盾构区间同步绿色施工

方法，在保障明挖隧道近距离叠合上跨盾构区间的施工安全的前提下，最大化的减少隧道

施工对周边生态环境造成影响，提高明挖隧道施工效率，简化施工工艺。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为了保障明挖隧道近距离叠合上跨盾构区间施工安全，在不采用盾构和叠

落隧道之间注浆土体加固的前提下，防止盾构上方土体荷载减少过大，引起管片上浮，确保

盾构安全穿越，同时最大化的减少隧道施工对周边生态环境造成影响，提高明挖隧道施工

效率，提供了一种泉脉发育城区明挖隧道近距离叠合盾构区间施工方法。

[0005] 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一种泉脉发育城区明挖隧道近距离叠合盾构区间施工方法，盾构叠落区域段的整体施

工过程中，无需提前对盾构和叠落隧道之间的土体进行注浆加固，且盾构叠落区域段对应

的上部明挖隧道施工段，在开挖至基坑底部后及时进行底板施工，并将台车移动至底板上

增加荷载，台车移动到位后，利用台车进行叠落段上部明挖隧道主体结构的浇筑施工，同时

盾构同步从明挖隧道下方穿越正在施工的明挖隧道，叠落段施工完毕后依次进行其他明挖

隧道段基坑土方开挖进行，同时利用台车进行主体结构的浇筑施工。

[0006] 采用基坑土方开挖分段与主体结构分段浇注相配合的方法，将基坑土方开挖分为

N段施工，相应的主体结构也分为N段施工；其中基坑土方和主体结构的分段施工缝避开盾

构叠落区域，同时设在受力最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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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盾构叠落区域根据明挖隧道与盾构叠落数量进行确定，对于常规的隧道与单个盾

构叠落时，将盾构叠落区域设于一个施工段中，若与2个或多个盾构叠落时，则可能涉及到

两个或多个盾构叠落区域段，但分段施工缝均不能设置在盾构叠落区域。

[0008] 每段基坑分为两层土方开挖，第二层开挖高度根据盾构上方土体荷载大于引起管

片上浮的最小荷载原则，确定具体开挖高度；除去第二层开挖高度后，上部剩余土方高度为

第一层开挖高度。

[0009] 盾构叠落段区域段上方对应的基坑开挖至第二层土方，作为盾构叠落区域上部荷

载，同时台车移动至底板上进一步增加荷载，确保盾构上方土体荷载大于引起管片上浮的

最小荷载。

[0010] 每段基坑的第一层开挖长度为盾构叠落区域段长度的2倍，第二层开挖长度与盾

构叠落区域段长度相等；当盾构叠落区域段长度小于主体结构长度时，第一层开挖长度为

相应段主体结构长度的2倍，第二层开挖长度与相应段主体结构长度相等。

[0011] 盾构叠落区域段的具体施工过程如下：

1）盾构叠落区域段上部明挖隧道施工开挖至基坑底部后及时进行底板施工，并将台车

移动至底板上增加荷载，台车移动到位后，利用台车进行叠落段上部明挖隧道主体结构的

浇筑施工，同时盾构同步从明挖隧道下方穿越正在施工的明挖隧道，然后进行下一段明挖

隧道段第一层土方开挖；

2）盾构叠落区域段整体施工过程中，无需提前对盾构和叠落隧道之间的土体进行注浆

加固。

[0012] 除盾构叠落区域段外的其他明挖隧道段基坑土方开挖和主体结构的浇筑施工过

程如下：

1）基坑土方第一层开挖至第二层锚杆下0.50m处，开挖长度为该段对应主体结构长度

的2倍，开挖时采用1：0.5坡率放坡开挖，开挖完成后进行边坡锚杆打设，锚杆施工完成后进

行边坡挂钢筋网喷砼，锚杆与钢筋网焊接牢固；

2）在第一层边坡防护施工完成后，进行第二层土方开挖，开挖长度于该段对应主体结

构长度相等，土方开挖时，第二层的挖机向第一层翻土，再由第一层的挖机向路面翻土，再

由自卸车将土方运出场地；

3）第二层土方开挖完成后，进行边坡防护，参数和第一层相同，同时进行基底找平和基

坑验槽，验槽合格后施做垫层及底板防水，并将底板所需全部钢筋及模板放入已经挖好的

基坑内，增加基坑荷载；

4）底板施工完成后，将台车移动至底板上，开始施工结构侧墙及顶板；

5）台车移动到位后，即可按步骤1）同时进行下一段基坑的第一层土方开挖，待明挖隧

道台车达到脱模条件后，按步骤2进行第二层土方开挖。

[0013] 步骤1）中所采用的锚杆长6m，喷砼的喷层厚度100mm厚，C25早强混凝土，钢筋网采

用φ8@200×200。

[0014] 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1、基坑土方和主体结构的分段施工缝设在非盾构叠落段区域，且在受力最小处，为叠

落段隧道与上部明挖隧道同步施工提供了安全保障，确保盾构安全穿越；

2、每段基坑分为两层土方开挖，盾构叠落段区域上方开挖至第二层土方，作为盾构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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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区域上部荷载，同时台车移动至底板上进一步增加荷载，确保盾构上方土体荷载大于引

起管片上浮的最小荷载，在保证施工安全的前提下，极大的提到了施工效率；

3、盾构叠落段整体施工过程中，无需提前对盾构和叠落隧道之间的土体进行注浆加

固，最大化的减少隧道施工对周边生态环境造成影响，有效保护了地下泉脉。

附图说明

[0015] 图1明挖隧道第一层开挖施工示意图；

图2明挖隧道第二层开挖及台车位置施工示意图；

图中，1-第一层开挖土方、2-第二层开挖土方、3-明挖隧道台车、4、盾构区间。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本发明是采用基坑土方开挖分段与主体结构分段浇注相配合的方法，将基坑土方

开挖分为N段施工，相应的主体结构也分为N段施工，且施工缝避开盾构叠落区域，同时设在

受力最小处；盾构叠落区域上部明挖隧道施工开挖至基坑底部后及时进行底板施工，并将

台车移动至底板上（增加荷载），台车移动到位后，利用台车进行叠落段上部明挖隧道主体

结构的浇筑施工，同时盾构同步从明挖隧道下方穿越正在施工的明挖隧道，叠落段其他明

挖隧道段（N-1段或N-X段，其中N>X≥2）施工依次循环进行基坑土方开挖和主体结构的浇筑

施工。在保证施工安全的前提下，极大的提到了施工效率，同时最大化的减少隧道施工对周

边生态环境造成影响，提高明挖隧道施工效率，提供了一种泉脉发育城区明挖隧道近距离

叠合盾构区间施工方法。

[0017] 其施工步骤如下：

1）为防止一次性开挖长度过长，盾构上方土体荷载减少过大，引起管片上浮，采用基坑

土方开挖分段与主体结构分段浇注相配合的方法，结合本基坑的结构特点、盾构叠落段区

域长度和使用台车的长度，将基坑土方开挖分为N个施工段，相应的主体结构也分为N段施

工，且施工缝设在非盾构叠落段区域，且在受力最小处，为叠落段隧道与上部明挖隧道同步

施工提供了安全保障，确保盾构安全穿越。

[0018] 2）基坑开挖平面沿明挖隧道设计线路从明挖隧道开端（终端）开始开挖。

[0019] 3）根据盾构上方土体荷载大于引起管片上浮的最小荷载原则，确定第二层开挖高

度；除去第二层开挖高度后，上部剩余土方高度为第一层开挖高度。

[0020] 4）当盾构叠落区域长度大于主体结构长度时，第一层开挖长度为盾构叠落区域长

度的2倍，第二层开挖长度与盾构叠落区域长度相等；当盾构叠落区域长度小于等于主体结

构长度时，第一层开挖长度为相应段主体结构长度的2倍，第二层开挖长度与相应段主体结

构长度相等。

[0021] 5）盾构叠落区域上部明挖隧道施工开挖至基坑底部后及时进行底板施工，并将台

车移动至底板上（增加荷载），台车移动到位后，利用台车进行叠落段上部明挖隧道主体结

构的浇筑施工，同时盾构同步从明挖隧道下方穿越正在施工的明挖隧道，进行下一段（N-1）

第一层土方开挖。

[0022] 6）盾构叠落段整体施工过程中，无需提前对盾构和叠落隧道之间的土体进行注浆

加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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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7）待明挖隧道台车达到脱模条件后，进行下一段（N-1）第二层土方开挖，开挖至基

坑底部后及时施工底板并将台车移动至底板上，方可进行下一段（N-2）第一层土方开挖。

[0024] 8）依次循环完成剩余（N-2）段明挖隧道施工。

[0025] 以济南市轨道交通R3线龙洞庄停车场出入线明挖矩形结构与正线盾构隧道叠落

段施工为例，该工程明挖隧道结构底与正线盾构隧道结构顶间距为1.8m～2.2m。明挖矩形

结构基坑宽度为12.8m，开挖深度为9.38m。结构底板落于素填土层。正线盾构管管片外径

6400mm、内径5800mm、管片厚度300mm、环宽1.2m。施工中采用基坑土方开挖分段与主体结构

分段浇注相配合的方法，将基坑土方开挖分为8个施工段，且施工缝设在受力最小处，盾构

叠落区域上部明挖隧道施工开挖至基坑底部后及时进行底板施工，并将台车移动至底板

上，台车移动到位后，利用台车进行叠落段上部明挖隧道主体结构的浇筑施工，同时盾构同

步从明挖隧道下方穿越正在施工的明挖隧道，盾构叠落段整体施工过程中，无需提前对盾

构和叠落隧道之间的土体进行注浆加固，采用本发明施工方法的具体施工过程如下：

1）根据基坑的结构特点和盾构叠落段区域长度及使用台车的长度（15米），第一层开挖

至第二层锚杆下0.50m处，深度约4m，长度为两段结构长度30m，采用1：0.5坡率放坡开挖，开

挖完成后进行边坡锚杆打设，锚杆长6m。锚杆施工完成后进行边坡挂网喷砼。喷层厚度

100mm厚，C25早强混凝土，钢筋网采用φ8@200×200，锚杆与钢筋网焊接牢固。

[0026] 2）在第一层边坡防护施工完成后，进行第二层土方开挖，深度约5m，长度为一个段

结构长度15m（盾构叠落区域长度小于等于主体结构长度）。土方开挖时，第二层的挖机向第

一层翻土，再由第一层的挖机向路面翻土，再由自卸车将土方运出场地。

[0027] 3）第二层土方开挖完成后，进行边坡防护，参数和第一层相同。同时进行基底找平

和基坑验槽，验槽合格后施做垫层及底板防水，并将底板所需全部钢筋及模板放入已经挖

好的基坑内，增加基坑荷载。

[0028] 4）底板施工完成后，将台车（111吨）移动至底板上，开始施工结构侧墙及顶板。

[0029] 5）盾构叠落区域上部明挖隧道施工开挖至基坑底部后及时进行底板施工，并将台

车（111吨）移动至底板上，台车移动到位后，利用台车进行明挖隧道主体结构的浇筑施工，

同时盾构同步从明挖隧道下方穿越正在施工的明挖隧道。

[0030] 6）盾构叠落段整体施工过程中，无需提前对盾构和叠落隧道之间的土体进行注浆

加固。

[0031] 7）台车移动到位后，即可同时进行下一段15m基坑土方的第一层土方开挖。开挖时

保持第一层台阶15m，第二层台阶不大于15m。

[0032] 8）待明挖隧道台车达到脱模条件后，进行下一段基坑土方第二层土方开挖，开挖

至基坑底部后及时施工底板并将台车移动至底板上，开始施工结构侧墙及顶板，同时进行

第三段基坑土方第一层土方开挖。

[0033] 9）依次循环完成剩余段基坑土方的明挖隧道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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