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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中等断面岩溶隧道微台阶一

次爆破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步骤S1：在所述

的岩溶隧道中开挖形成微台阶；步骤S2：将悬臂

式整体台架放置在适当位置；步骤S3：钻眼前，施

工人员采用全站仪确定出岩溶隧道中心线和拱

顶面高程，设置所述的岩溶隧道的开挖轮廓线；

步骤S4：布置掏槽眼、辅助眼及周边眼的炮眼位

置；通过自动钻孔装置进行钻孔操作以获取爆破

孔；步骤S5：在所述的爆破孔内设置爆破材料，并

将所述的爆破孔联结起来；步骤S6：移除悬臂式

整体台架，并对所述的爆破孔执行爆破操作以获

得爆破后的隧道；步骤S7：响炮后，进行通风。本

发明在岩溶隧道中用台阶法一次全断面爆破施

工，上台阶和下台阶（仰拱）同时爆破开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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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等断面岩溶隧道微台阶一次爆破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

步骤S1：在所述的岩溶隧道中开挖形成微台阶，并对所述微台阶进行预加固操作；

步骤S2：将悬臂式整体台架放置在预设位置，以便后续人工划线、机械钻孔和装药作

业；

步骤S3：钻眼前，施工人员采用全站仪确定出岩溶隧道中心线和拱顶面高程，设置所述

的岩溶隧道的开挖轮廓线；

步骤S4：根据所述的开挖轮廓线，布置掏槽眼、辅助眼及周边眼的炮眼位置，炮眼间距、

角度、深度符合爆破深度要求；通过自动钻孔装置对所述的掏槽眼、辅助眼及周边眼进行钻

孔操作以获取爆破孔；

步骤S5：在所述的爆破孔内设置爆破材料，并将所述的爆破孔联结起来；

步骤S6：移除悬臂式整体台架，并对所述的爆破孔执行爆破操作以获得爆破后的隧道；

步骤S7：响炮后，进行通风，通风30分钟以上，空气质量检测达标方可进入，对所述爆破

后的隧道进行开挖操作；

步骤S8：对循环开挖后的掌子面进行地质素描，并立即判定开挖循环掌子面的稳定性，

若存在溶洞，对其溶洞进行填充，施做开挖循环已爆破开挖后上下台阶周边的初期支护，初

期支护采用湿喷机械手进行初喷混凝土，喷射的混凝土为早期强度较高的混凝土，同时封

闭掌子面；若存在岩溶水，采用抽水设备，并结合开挖排水通道，使岩溶水安全排出，再进入

开始新一轮的爆破工作。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中等断面岩溶隧道微台阶一次爆破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在

上述步骤S2中，所述的悬臂式整体台架包括下台架以及与下台架活动连接的上台架，所述

下台架由两根下台架前立柱、两根下台架后立柱和上下数根下台架横梁固定连接成的固定

矩形框架结构，在同一侧相邻的下台架前立柱和下台架后立柱的底部设置有底梁，底梁的

下方安装有行走轮，在同一侧相邻的下台架前立柱和下台架后立柱之间还设置有下台架支

撑柱，下台架支撑柱的底部与底梁连接，且在下台架支撑柱与其两侧的下台架后立柱和下

台架前立柱之间各设置有一组相互对称的斜梁；在下台架横梁上焊接有花纹钢板形成下台

架工作台；

上台架由两根上台架前立柱、两根上台架后立柱和数根上台架横梁构成，沿着岩溶隧

道长度方向的两根上台架横梁的两端分别与其下方的上台架前立柱和上台架后立柱的顶

部活动连接；两根上台架前立柱的底部分别通过活动铰与下台架上的两根下台架前立柱顶

部连接，两根上台架后立柱的底部分别通过复合铰与下台架上的两根下台架支撑柱顶部连

接，在同一侧的上台架前立柱和上台架后立柱之间设置有一伸缩拉杆，伸缩拉杆通过设置

的伸缩控制器实现伸缩功能，伸缩拉杆的一端与上台架前立柱顶部铰接，其另一端活动连

接在复合铰上，在上台架横梁上焊接有花纹钢板形成上台架工作台。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中等断面岩溶隧道微台阶一次爆破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在

上台架工作台上还设置有两组牵引支撑机构，该牵引支撑机构包括固定于上台架工作台上

的支撑板座、连接于支撑板座与上台架后立柱之间的可伸缩支撑杆；

在底梁上设置有第一驱动电机，在第一驱动电机的驱动轴上固定有轮轴，轮轴通过第

一驱动链条与行走轮连接，通过第一驱动电机驱动轮轴转动，进而通过第一驱动链条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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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引起行走轮运动。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中等断面岩溶隧道微台阶一次爆破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在

上述步骤S3中，在钻眼前，对岩溶隧道进行超前地质预报，其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S301：地质扫描：每次循环开挖后对掌子面和左右边墙进行素描、数码摄像，分析

其地质情况；

步骤S302：地质探测：通过红外探水、地质雷达探测以及地震反射波法中任一一种方法

或组合方法对岩溶隧道的地质进行探测；

步骤S303：加深炮孔：每排炮设置6-13个加深炮孔，所述的加深炮孔主要布置在掌子面

周边，并以40°外插角分布，用于预测掌子面前方地层和地下水；其中，所述的加深炮孔深度

比爆破孔深3m以上，孔径与爆破孔相同；通过加深炮孔进行超前深孔探测，为后续爆破孔的

布置计划做准备。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中等断面岩溶隧道微台阶一次爆破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在

上述步骤S3中，在测量放线的同时，需要对上次爆破断面进行检查，及时调整爆破参数；设

置开挖轮廓线时要考虑二衬净空施工误差和围岩预留变形量，围岩预留变形量为10-15cm，

围岩预留变形量根据监控量测所得信息进行及时调整。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中等断面岩溶隧道微台阶一次爆破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在

上述步骤S4中，先布置掏槽眼，其方向在岩层层理明显时应尽量垂直与层理，掏槽眼要比周

边眼和辅助眼深20cm，掏槽眼眼口间距和眼底间距的允许误差为±5cm；辅助眼眼口间距允

许误差为±10cm；周边眼眼口位置允许误差为±5cm，眼底不得超出开挖断面轮廓线15cm；

且所述的周边眼开眼位置设计在断面轮廓线上的间距误差小于5cm；周边眼外斜率保持一

致，确保轮廓圆顺。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中等断面岩溶隧道微台阶一次爆破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在

上述步骤S4中，自动钻孔装置包括设置于上台架工作台上第一钻孔机构以及设置于下台架

上的第二钻孔机构，所述第一钻孔机构包括与岩溶隧道断面形状相同的弧形支撑框架和梭

型移动结构，在弧形支撑框架底部设置有一矩形支撑框架；

所述弧形支撑框架包括第一弧形支撑板和第二弧形支撑板，第一弧形支撑板和第二弧

形支撑板上各设置有沿其弧长方向的弧形齿轮滑轨，在第一弧形支撑板和第二弧形支撑板

上的弧形齿轮滑轨内搭设有第一圆轴，第一圆轴的两端设置有第一齿轮，两个第一齿轮分

别位于第一弧形支撑板和第二弧形支撑板上的弧形齿轮滑轨中，所述第一弧形支撑板和第

二弧形支撑板的底部分别固定于矩形支撑框架的四个顶点上；

矩形支撑框架由四根支撑立柱和上下第一横梁连接而成，位于矩形支撑框架上方的前

后两根第一横梁上分别设置一通孔，且两个通孔同轴设置，并分别位于前后第一横梁的中

间位置，所述两个通孔之间设置有第二圆轴，在第二圆轴的两端设置有轴承，且两个轴承分

别位于两个通孔内；

所述梭型移动结构的一个梭口端设置有安装孔，安装孔贯穿在第一圆轴上，其另一个

梭口端设置有定位孔，定位孔贯穿在第二圆轴上，梭型移动结构通过驱动机构带动第一齿

轮在弧形齿轮滑轨内做圆环位移；

梭型移动结构的中间部位由四根第一外立柱构成的外框架，在每根第一外立柱上各设

置有沿其长度方向的条形滑轨，第一风钻装置可沿条形滑轨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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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中等断面岩溶隧道微台阶一次爆破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驱动机构包括固定板、弧形板、弧形凹槽和万向球头安装座，所述固定板固定在上台架

工作台上，并位于弧形支撑框架后方，弧形板固定在固定板上，且弧形板与弧形支撑框架同

轴设置，在弧形板上沿其弧长方向设置有弧形导向孔，第二驱动电机设置在弧形板外侧上，

并通过联轴器与第一圆轴连接，第二驱动电机底部的弧形安装座通过弧形导向孔设置在弧

形板内壁上，在固定板上还设置有一弧形凹槽，弧形凹槽与弧形板同圆心设置，万向球头安

装座设置在弧形凹槽内，万向球头安装座上设置有一支撑柱，支撑柱另一端固定在弧形安

装座底部，在支撑柱外侧设置有沿其长度方向的压缩弹簧。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中等断面岩溶隧道微台阶一次爆破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第

二钻孔机构设置于由两根下台架支撑柱和两根下台架前立柱构成的矩形外框架内，在每根

下台架支撑柱和下台架前立柱内侧各设置有沿其长度方向的齿条；

第二钻孔机构为由四根第二外立柱及上下第二横梁连接成的移动矩形框架结构，在每

根第二外立柱外侧各设置有第二齿轮，第二齿轮通过第二驱动链条与第三驱动电机连接，

第三驱动电机固定在移动矩形框架结构上方的两组相互平行的第二横梁上，且第二齿轮与

齿条相配合，在上下第二横梁的内侧上各设置有沿其长度方向的条形滑轨，第二风钻装置

可沿着条形滑轨移动。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中等断面岩溶隧道微台阶一次爆破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

第一风钻装置和第二风钻装置的结构相同，其中，第一风钻装置由内框架和工作台构成，风

钻安装在工作台上，内框架为由四根内立柱及上下第三横梁连接而成，内框架的八个顶点

处各设置有一组移动导轨结构，移动导轨结构包括滑轮套和滑轮，滑轮套固定在内框体上，

滑轮安装于滑轮套上，且滑轮与第一外立柱上的条形滑轨相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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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断面岩溶隧道微台阶一次爆破施工方法

[0001]

技术领域

[0002] 本发明属于隧道施工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中等断面岩溶隧道微台阶一次爆破

施工方法。

[0003]

背景技术

[0004] 岩溶（又称喀斯特Karst）是指可溶性岩层，如碳酸盐类岩层（石灰岩、白云岩）、硫

酸盐类岩层（石膏）和卤素类岩层（岩盐）等受水的化学和物理作用产生沟槽、裂隙和空洞，

以及由于空洞顶板塌陷使地表产生陷穴、洼地等现象和作用的总称在本发明中所提到的岩

溶主要指岩溶溶洞，是指在隧道建设中处于隧道围岩之中，对隧洞的施工产生一定影响的

岩溶洞穴。而处于此类地质条件下的隧道称之为岩溶隧道。

[0005] 随着中国大陆工程技术的高速发展以及交通等基础设施见着标准的提高，工程线

路选线中不可避免的选择隧道方式穿越复杂地形，使隧道在线路中的占比越来越大，长大

隧道越来越多，地质情况也更加复杂多变。特别是在岩溶发育区的隧道建设中，岩溶隧道量

大面光，灾害频发。在岩溶隧道建设中，无论围岩的稳定性如何，采用长台阶法施工，都难以

满足上述工序安全距离的强制性规定。

[0006] 目前国内外岩溶地区的岩溶隧道施工中，V级围岩段均采用三台阶法等分布开挖

的方法；在断面面积小于50平方米的中等断面时，采用带临时仰拱的上下台阶法施工，临时

仰拱在施工下台阶时逐步拆除。该种施工工艺临时支护量大，施工效率低，且下台阶和上台

阶需要拉开一段距离，仰拱不能及时封闭。

[0007]

发明内容

[0008] 本发明针对上述存在的技术问题，提出了一种中等断面岩溶隧道微台阶一次爆破

施工方法，其中，中等断面的面积为10～50㎡。

[0009] 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中等断面岩溶隧道微台阶一次爆破施工方法，

步骤S1：在所述的岩溶隧道中开挖形成微台阶，并对所述微台阶进行预加固操作；

步骤S2：将悬臂式整体台架放置在预设位置，以便后续人工划线、机械钻孔和装药作

业；

步骤S3：钻眼前，施工人员采用全站仪确定出岩溶隧道中心线和拱顶面高程，设置所述

的岩溶隧道的开挖轮廓线；

步骤S4：根据所述的开挖轮廓线，布置掏槽眼、辅助眼及周边眼的炮眼位置，炮眼间距、

角度、深度符合爆破深度要求；通过自动钻孔装置对所述的掏槽眼、辅助眼及周边眼进行钻

孔操作以获取爆破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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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S5：在所述的爆破孔内设置爆破材料，并将所述的爆破孔联结起来；

步骤S6：移除悬臂式整体台架，并对所述的爆破孔执行爆破操作以获得爆破后的隧道；

步骤S7：响炮后，进行通风，通风15分钟以上，空气质量检测达标方可进入，对所述爆破

后的隧道进行开挖操作；

步骤S8：对循环开挖后的掌子面进行地质素描，并立即判定开挖循环掌子面的稳定性，

若存在溶洞，对其溶洞进行填充，施做开挖循环已爆破开挖后上下台阶周边的初期支护，初

期支护采用湿喷机械手进行初喷混凝土，喷射的混凝土为早期强度较高的混凝土，同时封

闭掌子面；若存在岩溶水，采用抽水设备，并结合开挖排水通道，使岩溶水安全排出，再进入

开始新一轮的爆破工作。

[0010] 优选的，在上述步骤S2中，所述的悬臂式整体台架包括下台架以及与下台架活动

连接的上台架，所述下台架由两根下台架前立柱、两根下台架后立柱和上下数根下台架横

梁固定连接成的固定矩形框架结构，在同一侧相邻的下台架前立柱和下台架后立柱的底部

设置有底梁，底梁的下方安装有行走轮，在同一侧相邻的下台架前立柱和下台架后立柱之

间还设置有下台架支撑柱，下台架支撑柱的底部与底梁连接，且在下台架支撑柱与其两侧

的下台架后立柱和下台架前立柱之间各设置有一组相互对称的斜梁；在下台架横梁上焊接

有花纹钢板形成下台架工作台；

上台架由两根上台架前立柱、两根上台架后立柱和数根上台架横梁构成，沿着岩溶隧

道长度方向的两根上台架横梁的两端分别与其下方的上台架前立柱和上台架后立柱的顶

部活动连接；两根上台架前立柱的底部分别通过活动铰与下台架上的两根下台架前立柱顶

部连接，两根上台架后立柱的底部分别通过复合铰与下台架上的两根下台架支撑柱顶部连

接，在同一侧的上台架前立柱和上台架后立柱之间设置有一伸缩拉杆，伸缩拉杆通过设置

的伸缩控制器实现伸缩功能，伸缩拉杆的一端与上台架前立柱顶部铰接，其另一端活动连

接在复合铰上，在上台架横梁上焊接有花纹钢板形成上台架工作台。

[0011] 优选的，在上台架工作台上还设置有两组牵引支撑机构，该牵引支撑机构包括固

定于上台架工作台上的支撑板座、连接于支撑板座与上台架后立柱之间的可伸缩支撑杆；

在底梁上设置有第一驱动电机，在第一驱动电机的驱动轴上固定有轮轴，轮轴通过第

一驱动链条与行走轮连接，通过第一驱动电机驱动轮轴转动，进而通过第一驱动链条的传

动引起行走轮运动。

[0012] 优选的，在上述步骤S3中，在钻眼前，对岩溶隧道进行超前地质预报，其包括以下

步骤：

步骤S301：地质扫描：每次循环开挖后对掌子面和左右边墙进行素描、数码摄像，分析

其地质情况；

步骤S302：地质探测：通过红外探水、地质雷达探测以及地震反射波法中任一一种方法

或组合方法对岩溶隧道的地质进行探测；

步骤S303：加深炮孔：每排炮设置6-13个加深炮孔，所述的加深炮孔主要布置在掌子面

周边，并以40°外插角分布，用于预测掌子面前方地层和地下水；其中，所述的加深炮孔深度

比爆破孔深3m以上，孔径与爆破孔相同；通过加深炮孔进行超前深孔探测，为后续爆破孔的

布置计划做准备。

[0013] 优选的，在上述步骤S3中，在测量放线的同时，需要对上次爆破断面进行检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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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调整爆破参数；设置开挖轮廓线时要考虑二衬净空施工误差和围岩预留变形量，围岩预

留变形量为10-15cm，围岩预留变形量根据监控量测所得信息进行及时调整。

[0014] 在上述步骤S4中，先布置掏槽眼，其方向在岩层层理明显时应尽量垂直与层理，掏

槽眼要比周边眼和辅助眼深20cm，掏槽眼眼口间距和眼底间距的允许误差为±5cm；辅助眼

眼口间距允许误差为±10cm；周边眼眼口位置允许误差为±5cm，眼底不得超出开挖断面轮

廓线15cm；且所述的周边眼开眼位置设计在断面轮廓线上的间距误差小于5cm；周边眼外斜

率保持一致，确保轮廓圆顺。

[0015] 优选的，在上述步骤S4中，自动钻孔装置包括设置于上台架工作台上第一钻孔机

构以及设置于下台架上的第二钻孔机构，所述第一钻孔机构包括与岩溶隧道断面形相同的

弧形支撑框架和梭型移动结构，在弧形支撑框架底部设置有一矩形支撑框架，

所述弧形支撑框架包括第一弧形支撑板和第二弧形支撑板，第一弧形支撑板和第二弧

形支撑板上各设置有沿其弧长方向的弧形齿轮滑轨，在第一弧形支撑板和第二弧形支撑板

上的弧形齿轮滑轨内搭设有第一圆轴，第一圆轴的两端设置有第一齿轮，两个第一齿轮分

别位于第一弧形支撑板和第二弧形支撑板上的弧形齿轮滑轨中，所述第一弧形支撑板和第

二弧形支撑板的底部分别固定于矩形支撑框架的四个顶点上；

矩形支撑框架由四根支撑立柱和上下第一横梁连接而成，位于矩形支撑框架上方的前

后两根第一横梁上分别设置一通孔，且两个通孔同轴设置，并分别位于前后第一横梁的中

间位置，所述两个通孔之间设置有第二圆轴，在第二圆轴的两端设置有轴承，且两个轴承分

别位于两个通孔内；

所述梭型移动结构的一个梭口端设置有安装孔，安装孔贯穿在第一圆轴上，其另一个

梭口端设置有定位孔，定位孔贯穿在第二圆轴上，梭型移动结构通过驱动机构带动第一齿

轮在弧形齿轮滑轨内做圆环位移；

梭型移动结构的中间部位由四根第一外立柱构成的外框架，在每根第一外立柱上各设

置有沿其长度方向的条形滑轨，第一风钻装置可沿条形滑轨移动。

[0016] 优选的，所述的驱动机构包括固定板、弧形板、弧形凹槽和万向球头安装座，所述

固定板固定在上台架工作台上，并位于弧形支撑框架后方，弧形板固定在固定板上，且弧形

板与弧形支撑框架同轴设置，在弧形板上沿其弧长方向设置有弧形导向孔，第二驱动电机

设置在弧形板外侧上，并通过联轴器与第一圆轴连接，第二驱动电机底部的弧形安装座通

过弧形导向孔设置在弧形板内壁上，在固定板上还设置有一弧形凹槽，弧形凹槽与弧形板

同圆心设置，万向球头安装座设置在弧形凹槽内，万向球头安装座上设置有一支撑柱，支撑

柱另一端固定在弧形安装座底部，在支撑柱外侧设置有沿其长度方向的压缩弹簧。

[0017] 优选的，第二钻孔机构设置于由两根下台架支撑柱和两根下台架前立柱构成的矩

形外框架内，在每根下台架支撑柱和下台架前立柱内侧各设置有沿其长度方向的齿条；

第二钻孔机构为由四根第二外立柱及上下第二横梁连接成的移动矩形框架结构，在每

根第二外立柱外侧各设置有第二齿轮，第二齿轮通过第二驱动链条与第三驱动电机连接，

第三驱动电机固定在移动矩形框架结构上方的两组相互平行的第二横梁上，且第二齿轮与

齿条相配合，在上下第二横梁的内侧上各设置有沿其长度方向的条形滑轨，第二风钻装置

可沿着条形滑轨移动。

[0018] 优选的，第一风钻装置和第二风钻装置的结构相同，其中，第一风钻装置由内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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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工作台构成，风钻安装在工作台上，内框架为由四根内立柱及上下第三横梁连接而成，内

框架的八个顶点处各设置有一组移动导轨结构，移动导轨结构包括滑轮套和滑轮，滑轮套

固定在内框体上，滑轮安装于滑轮套上，且滑轮与第一外立柱上的条形滑轨相配合。

[0019]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本发明的中等断面岩溶隧道微台阶一次爆破施工方法主要应用于岩溶隧道建设中，考

虑隧道施工工艺的力学效应，变V级围岩上台阶临时仰拱为隧道下台阶初期支护（永久）仰

拱，增加了V级围岩初期支护的整体稳定性；同常规带仰拱的台阶开挖法相比，施工进度明

显加快，月进度可保证60m；隧道上台阶超前下台阶2-3m，上台阶超前探测和揭露溶洞，在隧

道上半洞和下半洞出现溶洞时方便处理，安全、高效，提高了岩溶探测的正确性；且结合超

前支护措施以及隧道微台阶两步初支成环开挖工法施工隧道，  用台阶法一次全断面爆破

施工，上台阶和下台阶（仰拱）同时爆破开挖；在保证施工在安全的前提，加快了施工进度。

[0020]

附图说明

[0021]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中所需要使用的附

图作简单地介绍，应当理解，以下附图仅示出了本发明的某些实施例，因此不应被看作是对

范围的限定，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

些附图获得其他相关的附图。

[0022]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的施工流程图；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的超前地质预报实施流程图；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的悬臂式整体台架的结构示意图；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的悬臂式整体台架变形后的结构示意图；

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的第一钻孔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图6为图5中A处的局部放大图；

图7为图5中驱动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图8为第一钻孔机构的侧视图；

图9为本发明实施例的第二钻孔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图10为本发明实施例的弧形支撑框架的结构示意图；

图11为本发明实施例的梭型移动结构与第一风钻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图12为本发明实施例的移动矩形框架结构与第二风钻装置的组合图；

图13为本发明实施例的溶洞填充法中加深边墙基础法的施工图；

图14为本发明实施例的溶洞填充法中支墙内套设涵管法的施工图；

图15a、15b为本发明实施例的溶洞填充法中拱跨法的施工图；

图16为本发明实施例的溶洞填充法中在边墙底及隧底设置桥台架梁的施工图；

图17a、17b为本发明实施例的溶洞填充法中纵横梁跨越法的施工图；

图18为本发明实施例的溶洞填充法中固填封闭、注浆加固的施工图；

图19为本发明实施例的溶洞填充法中隧底固填封闭,上部护拱防护的施工图；

图20a、20b、20c为本发明实施例的溶洞填充法中溶洞堵填结构示意图；

图21  a、21  b为本发明实施例的溶洞填充法中喷锚加固与浆砌护拱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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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为本发明实施例的溶洞填充法中设计支撑桩或磨擦桩法的结构示意图；

图23为本发明实施例的岩溶水处理中暗沟排水法的结构示意图；

图24a为本发明实施例的岩溶水处理中管道排水法的平面图；

图24b为图24a中I-I方向的剖视图；

图25为本发明实施例的岩溶水处理中涵洞、泄水洞排水法的结构图；

图26为本发明实施例的岩溶水处理中引排法的结构图。

[0023] 其中，1-底梁；2-下台架后立柱；3-下台架前立柱；4-下台架支撑柱；5-第二钻孔机

构；6-斜梁；7-行走轮；8-第一驱动链条；9-轮轴；10-牵引支撑机构；11-支撑板座；12-可伸

缩支撑杆；13-上台架后立柱；14-上台架前立柱；15-上台架横梁；16-伸缩拉杆；17-伸缩控

制器；18-杆靴；19-第一钻孔机构；  20-条形滑轨；21-内框架；22-工作台；23-滑轮；24-滑轮

套；25-限位孔；26-紧固螺钉；27-齿条；28-活动铰；29-复合铰；

501-第二外立柱；502-第二横梁；503-第二齿轮；504-第二驱动链条；505-第三驱动电

机；506-第二风钻装置；

190-弧形支撑框架；191-梭型移动结构；192-驱动机构；193-第一弧形支撑板；194-第

二弧形支撑板；195-弧形齿轮滑轨；196-第一圆轴；197-第一齿轮；198-第二圆轴；199-轴

承；

1911-安装孔；1912-定位孔；1913-第一外立柱；1914-第一风钻装置；

1921-固定板；1922-弧形板；1923-弧形凹槽；1924-万向球头安装座；1925-弧形导向

孔；1926-第二驱动电机；1927-弧形安装座；1928-支撑柱；1929-压缩弹簧。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为使本发明实施例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

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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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在此处附图中描述和示出的本发明实施

例的组件可以以各种不同的配置来布置和设计。

[0025] 因此，以下对在附图中提供的本发明的实施例的详细描述并非旨在限制要求保护

的本发明的范围，而是仅仅表示本发明的选定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

技术人员在没有作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

围。

[0026] 参照图1所示，本发明具体公开了一种中等断面岩溶隧道微台阶一次爆破施工方

法，其中中等断面的面积10～50㎡。

[0027] 岩溶地段隧道施工：

（1）施工前对地表进行详细勘查,注意研究岩溶状态估计可能遇到溶洞的地段。（2）了

解地表水出水地点的情况，并对地表进行必要的处理，以防止地表水下渗。（3）当施工达到

溶洞边缘时，各工序要紧密衔接，上部开挖面适当减小、超前，迅速将拱圈衬砌到适当位置，

同时设法探明溶洞的大小、形状及范围，充填物及地下水情况，据以制定施工处理方案及安

全措施。（4）当在下坡地段遇到溶洞时，要准备足够数量的排水设备。（5）施工中注意检查溶

洞顶板，及时处理危石。当溶洞较高较大时，设置施工防护架或钢筋防护网。（6）在溶蚀地段

的爆破作业，尽量多打眼、打浅眼、并控制药量。（7）在溶洞充填物中掘进，如充填物松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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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超前支护法施工。如充填物为极松散的砾、块石堆积或有水，可于开挖前采取注浆加固。

（8）溶洞未做出处理方案前，不得将弃碴随意倾填于溶洞中。（9）处理情况复杂的溶洞，要根

据现场具体情况制定安全措施，以确保施工安全。

[0028] 具体施工方法如下：

步骤S1：在所述的岩溶隧道中开挖形成微台阶，所述的微台阶中上台阶超前下台阶2-

3m，上台阶超前探测和揭露溶洞，在隧道上半洞和下半洞出现溶洞时方便处理，其长度为

2.0m，考虑到围岩预留变形量，其高度为2*tan（45°+φ/2），其中，45°+φ表示拱顶到周边的

直线与上台阶面的夹角，循环进尺1m；并对所述微台阶进行预加固操作；

步骤S2：将悬臂式整体台架放置在预设位置，以便后续人工划线、机械钻孔和装药作

业；

步骤S3：钻眼前，施工人员采用全站仪确定出岩溶隧道中心线和拱顶面高程，设置所述

的岩溶隧道的开挖轮廓线；

步骤S4：根据所述的开挖轮廓线，布置掏槽眼、辅助眼及周边眼的炮眼位置，炮眼间距、

角度、深度符合爆破深度要求；通过自动钻孔装置对所述的掏槽眼、辅助眼及周边眼进行钻

孔操作以获取爆破孔；

步骤S5：在所述的爆破孔内设置爆破材料，并将所述的爆破孔联结起来；

步骤S6：移除悬臂式整体台架，并对所述的爆破孔执行爆破操作以获得爆破后的隧道；

步骤S7：响炮后，进行通风，通风15分钟以上，空气质量检测达标方可进入，对所述爆破

后的隧道进行开挖操作；

步骤S8：对循环开挖后的掌子面进行地质素描，并立即判定开挖循环掌子面的稳定性，

若存在溶洞，对其溶洞进行填充，施做开挖循环已爆破开挖后上下台阶周边的初期支护，初

期支护采用湿喷机械手进行初喷混凝土，喷射的混凝土为早期强度较高的混凝土，同时封

闭掌子面；若存在岩溶水，采用抽水设备，并结合开挖排水通道，使岩溶水安全排出。

[0029] 在上述步骤S1中，（2）隧道周边存在岩溶溶洞，围岩较差时，上台阶断面应适当降

低高度，以减小上台阶开挖时围岩周边暴露面积，有利于掌子面稳定。

[0030]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在于，参考图3和4所示，上述步骤S2中，所述的悬臂式整

体台架包括下台架以及与下台架活动连接的上台架，所述下台架由两根下台架前立柱3、两

根下台架后立柱2和数根下台架横梁固定连接成的固定矩形框架结构，在同一侧相邻的下

台架前立柱3和下台架后立柱2的底部设置有底梁1，底梁1的下方安装有行走轮7，在同一侧

相邻的下台架前立柱3和下台架后立柱2之间还设置有下台架支撑柱4，下台架支撑柱4的底

部与底梁1连接，且在下台架支撑柱4与其两侧的下台架后立柱2和下台架前立柱3之间各设

置有一组相互对称的斜梁6；在下台架横梁上焊接有花纹钢板形成下台架工作台。

[0031] 所述的上台架由两根上台架前立柱14、两根上台架后立柱13和数根上台架横梁15

构成，沿着岩溶隧道长度方向的两根上台架横梁15的两端分别与其下方的上台架前立柱14

和上台架后立柱13的顶部活动连接；两根上台架前立柱14的底部分别通过活动铰28与下台

架上的两根下台架前立柱14顶部连接，两根上台架后立柱13的底部分别通过复合铰29与下

台架上的两根下台架支撑柱4顶部连接，在同一侧的上台架前立柱14和上台架后立柱13之

间设置有一伸缩拉杆16，伸缩拉杆16通过设置的伸缩控制器17实现伸缩功能，伸缩拉杆16

的一端与上台架前立柱顶14部铰接，其另一端活动连接在复合铰29上，在上台架横梁15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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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接有花纹钢板形成上台架工作台。

[0032] 在本实施例中，在上台架工作台上还设置有两组牵引支撑机构10，该牵引支撑机

构10包括固定于上台架工作台上的支撑板座11、连接于支撑板座11与上台架后立柱13之间

的可伸缩支撑杆12。

[0033] 在本实施例中，通过设置于伸缩拉杆16上的伸缩控制器17控制伸缩杆伸缩，当施

工台架正常工作（即不需要调整上台架的高度）时，通过伸缩控制器17调整伸缩拉杆16的长

度到适宜位置，通过两组牵引支撑机构10配合，将上台架立柱绷直，用于稳定上台架横梁

15，当施工台架变形（作业高度需要低于上层台架高度）时，在微台阶工作过程中，将伸缩拉

杆16适量伸长，旋转伸缩拉杆16使其脱离复合铰29，前进方向（即靠近隧道开口方向）的上

台架前立柱14上铰接的伸缩拉杆16旋转至垂直于下台架横梁方向的上层台阶面上，并放到

杆靴18中，后侧方向（即远离隧道开口方向）通过两组牵引支撑机构10对其进行牵拉稳定，

形成了微台阶施工台架，并在实际实用过程中，在不影响上台架横梁15稳定性的基础上，根

据工作需要调整上台架横梁15向隧道断面方向延伸的长度，例如：在上台架横梁15前端搭

建向前（朝向隧道断面方向）的辅助钢板，并搭建支撑结构，为上台架横梁15后续的工作提

供保证，用于后续同时钻孔。

[0034] 其次，在底梁1上设置有第一驱动电机，在第一驱动电机的驱动轴上固定有轮轴9，

轮轴9通过第一驱动链条8与行走轮7连接，通过第一驱动电机驱动轮轴转动，进而通过第一

驱动链条8的传动引起行走轮7运动，通过电力驱动行走代替人工反复转点，节省时间。

[0035] 作为本发明的又一步改进，参照图2所示，在上述步骤S3中，在钻眼前，要对岩溶隧

道进行超前地质预报，其步骤如下：

步骤S301：地质扫描：每次循环开挖后对掌子面和左右边墙进行素描、数码摄像，分析

其地质情况；

步骤S302：地质探测：通过红外探水、地质雷达探测以及地震反射波法中任一一种方法

或组合方法对岩溶隧道的地质进行探测；

步骤S303：加深炮孔：每排炮设置6-13个加深炮孔，所述的加深炮孔主要布置在掌子面

周边，并以40°外插角分布，用于预测掌子面前方地层和地下水；其中，所述的加深炮孔深度

比爆破孔深3m以上，孔径与爆破孔相同；通过加深炮孔进行超前深孔探测，为后续爆破孔的

布置计划做准备。

[0036] 上述所述的红外探水主要用于含水区域的探测，适用于定性判断开挖面前方及成

洞外侧一定范围内有无水体存在及其位置。其预报距离为30m。在掌子面渗水量逐渐增加或

拱顶及边墙滴水、渗水增多时采用红外线对隧道进行超前探测。

[0037] 其具体探测方法为：掌子面上从拱顶至底板等间距布置5行测线，其中第一行测点

均匀布置3个测点，其余每行均匀布置5个测点，使测点均匀布满整个掌子面。沿拱顶、底板、

左右拱腰、左右边墙布设6条测线，每条测线上共设12个测点，测点间距为5m，共72个测点。

从掌子面处开始沿逆掘进方向逐次布设。探测过程中，首先在1号点位置处，分别对拱顶，左

右拱腰，左右边墙进行探测，待数据记录好后，再在2号点位置处进行探测，依此类推。直至

把12个测点全部探测完。

[0038] 地质雷达探测法主要用于岩溶探测、断层破碎带、软弱夹层等不均匀地质体或者

其它含水地质体的探测。地质雷达探测应满足下列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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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探测目的体与周边介质之间应存在明显介电常数差异，电磁波反射信号特征明显；

探测目的体具有足以被探测的规模；不能探测极高电导屏蔽层下的目的体或目的层；测区

附近不能有大范围的金属构件、焊接施工或无线电发射等较强的电磁波干扰。

[0039] （2）地质雷达法预报距离：在泥质和软弱破碎地层或岩溶发育区，一般每次预报距

离应为20m，不宜超过30m；地质雷达连续预报时前后两次重叠长度应不小于5m。

[0040] （3）地质雷达探测仪器的天线频率序列可选，由于隧道特殊环境，宜选择屏蔽天线

（100～1000  MHz）。

[0041] 地震反射波法：在软弱破碎地层或岩溶发育区，一般每次预报距离应为100m左右，

不宜超过150m；在岩体完整的硬质岩地层每次可预报120～180m，但不宜超过200m；地震波

反射法连续预报时，前后两次预报区段重叠长度不应少于10m；仪器可以考虑采用TGP、TSP，

单点反射法可采用一般工程地震仪，使用的仪器必须达到出厂规定的技术指标；仪器的记

录长度应能够满足预报距离的要求；仪器的采样间隔设置应在30ms～250ms间具有多档选

择，以适应不同隧道围岩探测的要求，一般硬岩宜采用小的采样间隔，软岩采用稍大的采样

间隔。

[0042] 在上述步骤S3中，在测量放线的同时，需要对上次爆破断面进行检查，及时调整爆

破参数；设置开挖轮廓线时要考虑二衬净空施工误差和围岩预留变形量，围岩预留变形量

为10-15cm，围岩预留变形量根据监控量测所得信息进行及时调整。

[0043] 在上述步骤S4中，钻眼要求：1）钻眼分为上台阶、下台阶（包括仰拱），上台阶钻炮

眼按常规台阶法施作。严格控制周边眼的间距及各个炮眼间的外倾角；2）周边眼开眼位置

在设计断面轮廓线上的间距误差不得大于5cm；周边眼外斜率要基本一致，确保轮廓圆顺，

内圈眼至周边眼的排距误差不得过大；3）周边光爆眼间距控制在45cm以内，光爆层（抵抗

线）较硬岩适当加大；4）钻眼装药率调整，当开挖面凹凸较大时，应按实际情况调整炮眼深

度并相应调整装药量，力求所有炮眼（除掏槽眼外）眼底在同一垂直面上。

[0044] 炮眼布置要求：1）先布置掏槽眼，其方向在岩层层理明显时应尽量垂直于层理，掏

槽眼应比其他眼加深20cm。掏槽眼眼口间距和眼底间距的允许误差为±5cm；辅助眼眼口间

距允许误差为±10cm；周边眼眼口位置允许误差为±5cm，眼底不得超出开挖断面轮廓线

15cm；2）当开挖面凹凸较大时，应按实际情况调整炮眼深度及装药量，使周边眼和辅助眼眼

底在同一垂直面上；3）周边眼严格按设计开挖轮廓线布置，周边眼的眼口在断面设计轮廓

线上，眼底超出轮廓线小于10cm。

[0045] 本发明通过上述步骤实现了岩溶隧道微台阶一次性爆破，缩短了岩溶隧道开挖时

间，爆破后进入除渣作业，先将上台阶的渣用挖掘机挖至下台阶，用挖机将小台架及拱架分

别运至上台阶，上台阶开始安装拱架同时下台阶开始出渣；下台阶出渣至仰拱位置，以便于

边墙安装钢架时人员操作方便，仰拱部分渣待边墙钢架安装后再挖装运弃。

[0046] 作为本发明的又一步改进，参考图5~12所示，在上述步骤S4中，自动钻孔装置包括

设置于上台架工作台上第一钻孔机构19以及设置于下台架上的第二钻孔机构5，所述第一

钻孔机构19包括与岩溶隧道断面形状相同的弧形支撑框架190和梭型移动结构191，在弧形

支撑框架190底部设置有一矩形支撑框架。

[0047]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的弧形支撑框架190包括第一弧形支撑板193和第二弧形支撑

板194，第一弧形支撑板193和第二弧形支撑板194上各设置有沿其弧长方向的弧形齿轮滑

说　明　书 8/12 页

12

CN 111350510 A

12



轨195，在第一弧形支撑板193和第二弧形支撑板194上的弧形齿轮滑轨195内搭设有第一圆

轴196，第一圆轴196的两端设置有第一齿轮197，两个第一齿轮196分别位于第一弧形支撑

板193和第二弧形支撑板194上的弧形齿轮滑轨195中，所述第一弧形支撑板193和第二弧形

支撑板194的底部分别固定于矩形支撑框架的四个顶点上。

[0048] 上述所述的矩形支撑框架由四根支撑立柱和上下第一横梁连接而成，位于矩形支

撑框架上方的前后两根第一横梁上分别设置一通孔，且两个通孔同轴设置，并分别位于前

后第一横梁的中间位置，所述两个通孔之间设置有第二圆轴198，在第二圆轴198的两端设

置有轴承199，且两个轴承199分别位于两个通孔内；所述梭型移动结构191的一个梭口端设

置有安装孔1911，安装孔1911贯穿在第一圆轴196上，其另一个梭口端设置有定位孔1912，

定位孔1912贯穿在第二圆轴198上，梭型移动结构191通过驱动机构192带动第一齿轮197在

弧形齿轮滑轨195内做圆环位移；梭型移动结构191的中间部位由四根第一外立柱1913构成

的外框架，在每根第一外立柱1913上各设置有沿其长度方向的条形滑轨20，且在每根第一

外立柱1913的外侧沿其长度方向上设置有若干个限位孔25，限位孔内设置有紧固螺钉26，

第一风钻装置19可沿着条形滑轨20移动。

[0049] 在本实施例中，梭型移动结构191通过第一齿轮1913绕弧形齿轮滑轨195做圆周运

动，同时，第一风钻装置19的内框架通过滑轮套24及滑轮23在梭型移动结构191的外框架内

移动，通过上述两种移动方式的相互配合，从而实现了风钻在弧形支撑框架190内的由圆心

向外放射的不同半径的圆环上的位移。

[0050] 在本实施例中，上述所述的驱动机构192包括固定板1921、弧形板1922、弧形凹槽

和1923万向球头安装座1924，所述固定板1921固定在上台架工作台上，位于弧形支撑框架

结构的后方，弧形板1922固定在固定板1921上，且弧形板1922与弧形支撑框架190同轴设

置，在弧形板1922上沿其弧长方向设置有弧形导向孔1925，第二驱动电机1926设置在弧形

板1922外侧上，并通过联轴器与第一圆轴196连接，第二驱动电机1926底部的弧形安装座

1927通过弧形导向孔1925设置在弧形板1922内壁上，在固定板1921上还设置有一弧形凹槽

1923，弧形凹槽1923与弧形板1922同圆心，万向球头安装座1924设置在弧形凹槽1923内，万

向球头安装座1924上设置有一支撑柱1928，支撑柱1928另一端固定在弧形安装座1927底

部，在支撑柱1928外侧设置有沿其长度方向的压缩弹簧1929。

[0051] 在使用过程中，第二驱动电机1926通过联轴器与第一圆轴196对接，驱动第一齿轮

197绕着弧形齿轮滑轨195移动，在第一齿轮197移动的同时，第一驱动电机也沿着弧形导向

孔1925移动，设置在第一驱动电机底部的弧形安装座卡合在弧形导向孔上，保证了第二驱

动电机1926绕着弧形导向孔1925移动时，不宜脱离弧形板1922表面，并通过设置在弧形安

装座1927下方的支撑柱1928对第二驱动电机1926起到稳固的作用，在支撑柱1928的外侧还

设置压缩弹簧1929，支撑柱1928通过万向球头安装座1924可早弧形凹槽1923内任意角度旋

转，配合第二驱动电机1926的移动。

[0052] 参照图12所示，第二钻孔机构5设置于由两根下台架支撑柱4和两根下台架前立柱

3构成的矩形外框架内，在每根下台架支撑柱4和下台架前立柱3内侧各设置有沿其长度方

向的齿条27。

[0053] 上述所述的第二钻孔机构5为由四根第二外立柱501及上下第二横梁502连接成的

移动矩形框架结构，在每根第二外立柱501外侧各设置有第二齿轮503，第二齿轮503通过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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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驱动链条504与第三驱动电机505连接，第三驱动电机505固定在移动矩形框架结构上方

的两组相互平行的第二横梁502上，且第二齿轮503与齿条27相配合，在上下第二横梁503的

内侧上各设置有沿其长度方向的条形滑轨20，第二风钻装置5可沿着条形滑轨20移动。

[0054] 作为本发明的又一步改进，参照图6所示，第一风钻装置19和第二风钻装置5的结

构相同，其中，第一风钻装置由内框架21和工作台22构成，风钻安装在工作台22上，内框架

21为由四根内立柱及上下第三横梁连接而成，内框架的八个顶点处各设置有一组移动导轨

结构，移动导轨结构包括滑轮套24和滑轮23，滑轮套24固定在内框体21上，滑轮23安装于滑

轮套24上，且滑轮23与第一外立柱1913上的条形滑轨相配合。

[0055] 在两台阶同步钻孔作业过程中，移动矩形框架结构上的四组第二齿轮在驱动电机

的带动下，分别沿着两组下台架支撑柱和两组下台架前立柱上的齿条上下移动，实现了第

二风钻装置的垂直方向的移动，内框架上的八个顶点上的滑动套和滑轮在上下第二横梁的

内侧上各设置的沿其长度方向的条形滑轨上左右移动，实现了第二风钻装置的水平移动；

其次，梭型移动结构通过第一齿轮绕弧形齿轮滑轨做圆周运动，同时，第一风钻装置的内框

架通过滑轮套及滑轮在梭型移动结构的外框架内移动，通过上述两种移动的相互配合，从

而实现了风钻在半圆形框架内的由圆心向外放射的不同半径的圆环上的位移。通过上述两

种移动方式的配合，完成了隧道下断面的钻孔，整体装置通过各自轨道滑动的相互配合适

应近断面钻孔。若自动钻孔装置工作不到的地方，通过施工人员亲自钻孔，直至所有的爆破

孔都完成钻孔要求。

[0056] 在本发明实施例中，所述在所述爆破孔内设置爆破材料，并将所述爆破孔联结起 

来，包括：基于所述种类信息获取每种爆破孔的装药方式；基于所述装药方式在所述爆破孔

内设置爆破材料；根据所述种类信息，采用复式网路连接或串联连接的方式将所述爆破孔 

联结起来

在本发明实施例中，所述对所述爆破后的隧道进行开挖操作，包括：记录本次爆破的爆

破信息；通过排风装置对所述隧道进行排风操作；检查所述隧道内是否存  在未爆炸的爆破

孔，在所述隧道内不存在未爆炸的爆破孔的情况下，对所述隧道进行清理  操作；对所述隧

道进行预开挖操作，判断所述隧道的预开挖质量是否满足预设要求；在所述  预开挖质量满

足所述预设要求的情况下，对所述隧道进行开挖。

[0057] 在一种可能的实施方式中，施工人员在对隧道进行爆破操作后，首先通过施工人

员记录本次爆破的爆破信息，并通过排风装置对爆  破后的隧道进行排风操作，其中排风操

作的持续时间大于30分钟，以提高隧道内的空气清洁度；然后通过施工人员检查隧道内是

否存在未爆炸的爆破孔，若存在未爆炸的爆破孔则  立即采取对应的安全措施，例如继续引

爆或破坏该未爆炸的爆破孔，从而保证后续施工人员的人身安全；在隧道内不存在未爆炸

的爆破孔的情况下，施工人员开始对隧道内进行清理操作，例如通过大型运输设备对隧道

内的垃圾进行清理运输，从而快速完成隧道的清理操作。

[0058] 在将爆破后的隧道清理完成后，施工人员还对隧道掌子面进行预开挖操作，以判

断当前隧道的预开挖质量是否满足预设要求，若预开挖质量不满足预设要求，则应该根据

设计信息继续对隧道结构或隧道掌子面进行调整，并使隧道结构或隧道掌子面的预开挖质

量满足预设要求，然后再进行后续的开挖操作。

[0059] 在上述步骤步骤S8中，溶洞的填充根据岩溶溶洞大小及洞穴与隧道不同部位的关

说　明　书 10/12 页

14

CN 111350510 A

14



系采取跨越、堵塞、加固及浇避等处理措施。

[0060] 1.溶洞规模较大，或溶洞虽小但要求不堵塞水流，或溶洞深或填充物松软，基础处

理工程修建困难或耗资巨大时，可根据具体条件采用相应的结构形式，如梁跨、板跨、拱跨

或加大隧道净空宽度等措施。

[0061] 具体方法：（1）当隧道一侧遇到狭长而较深的溶洞,可加深该侧的边墙基础（参照

图13）。（2）当隧洞底部遇有较大溶洞并有流水时，可在隧道以下砌筑浆砌片石支墙，支承隧

道结构，并在支墙内设涵洞引排溶洞水（参照图14）。（3）当隧道边墙部位遇到较大，较深的

溶洞，不宜加深边墙基础时，可在边墙部位或隧底以下筑拱跨过（参照图15a、15b）。（4）当隧

道中部及底部遇有深大的溶洞时，可根据情况在边墙底及隧底设置桥台架梁（参照图16）。

（5）溶洞上大下小，且有部分充填物时，可将隧道顶部的充填物清除，然后在隧道底部标高

以下设置钢筋混凝土横梁及纵梁，横梁两端嵌入岩层（参照图17a、17b））。

[0062] 2. 已停止发育的干小溶洞，采用混凝土、浆砌片石或干砌片石堵塞、填实，必要时

注浆加固以防止塌陷。

[0063] 具体方法：（1）固填封闭、注浆加固（参照图18）。（2）隧底固填封闭,上部护拱防护

（参照图19）。（3）溶洞堵填（参照图20a、20b、20c）。（4）喷锚加固与浆砌护拱（参照如21a、

21b）。

[0064] 3.  溶洞充填物的特点是松软,下沉量大,强度低,稳定性差,当隧道必须通过洞穴

填充物地段时,可按不同情况采取如下措施：

（1）桩基：当溶洞中堆积物不易清除且不流失时，可根据地质条件及结构要求，设计支

撑桩或磨擦桩作为工程处理措施（参照图22）。（2）注浆：当溶洞内充填大量流塑性粘泥等松

散物时，在拱顶、开挖面，拱底进行超注浆加固，固结松散体。同时要注意观察地面塌陷情况

必要时进行地面注浆。（3）换填：根据溶洞形态及位置与隧道的关系  ，清除充填物表层软塑

质粘土，基础以下换填人工基础，衬砌与岩壁之间空隙用浆砌片石、干砌片石紧密回填，采

用有仰拱的衬砌，边墙基础襟边紧抵岩壁。

[0065] 在上述步骤步骤S8中，对岩溶水的处理原则是宜疏不宜堵，以采取截、排、防、堵综

合措施为宜。为防岩溶水突然袭击，施工中采取超前钻孔探测，预备足够的抽水设备，以策

施工安全。

[0066] 1 .暗沟排水（参照图23所示）：隧道穿过无填充物的溶洞，顶部有常流水沿溶洞通

道至消水洞排出。为使不致在修建隧道后阻塞水流，在隧道底设置石砌暗沟，使岩溶水仍沿

原有通道自行排出。

[0067] 2.管道排水：若隧道基底横穿溶蚀裂隙，且裂隙水压力较大，为疏导股状水流，在

隧道仰拱采用管子引出。在铺设仰拱时，预埋竖向直径20cm的铸铁管，其下横向放直径30cm

的混凝土管（管壁带孔），周围回填碎石，水流进设有孔的混凝土管后，流经铸铁管及横向水

沟排入侧沟，参照图24a和图24b所示的隧道基底岩溶上升泉的处理。

[0068] 3 .涵洞、泄水洞排水（参照图25所示）：当暗河和溶洞有水流，并且雨季压力很大

时，为避免危及隧道安全，在隧道底部设置涵洞和泄水洞将岩溶水排除。

[0069] 4. （参照图26所示）当水流的位置在隧道上部或高于隧道时，在适当距离外，开凿

引水槽，将水位降到隧道底部位置以下，再行引排。

[0070] 在本实施例中，除渣结束后，进入微台阶两步初支成环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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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安装拱架：（1）上台阶安装拱架时应将拱架中心点画出并与拱部围岩上测量中线标

高定位准确，拱架两拱脚位置测量定位，整个拱圈准确定位并固定，上台阶钢格栅准确安装

是该工序的核心控制点，为下台阶及仰拱快速安装打好基础；（2）上台阶拱部钢架钢筋网安

装，并进行超前小导管钻孔、安装；（3）下台阶边墙钢架与上台阶钢架联接，边墙脚锁脚暂不

施作；（4）边墙钢架安装完成挖运仰拱部分渣，立仰拱钢架。（5）仰拱钢架与边墙钢架联接，

边墙钢架打锁脚锚管（杆）固定，控制好边墙钢架位置。

[0071] 2、喷射混凝土：（1）钢架安装完成后退出作业台架，湿喷机械手就位，根据机械手

的作业半径范围确定上、下台阶的喷射作业顺序；（2）喷射混凝土，速凝剂根据边墙和拱部

采取不同掺量，边墙掺量为2%，拱部5%左右；（3）先将上台阶拱部喷射一层，后进行下台阶的

第一层喷射混凝土，上、下台阶来回循环达到分层喷射施工，减少混凝土掉块现象；（4）喷射

混凝土前将上台阶拱架脚端部采用松渣覆盖15～20cm，整平后并覆盖软胶皮进行拱脚联接

角钢的保护，以便下台阶施工时，边墙钢架与拱脚钢架联接。（5）喷射作业完成后退出湿喷

机械手台架就位进行钻眼作业，进入下一循环。

[0072] 本发明通过采用微台阶同步开挖爆破法，缩小各工序衔接时间差，加快施工进度，

减少了人员、设备窝工。若隧道综合单价以5万元／延米计，采用微台阶同步开挖法爆破后每

月可增加产值约100万元，同时节约了单位产值的劳动力和机械成本。

[0073] 本发明的中等断面岩溶隧道微台阶一次爆破施工方法主要应用于岩溶隧道建设

中，考虑隧道施工工艺的力学效应，变V级围岩上台阶临时仰拱为隧道下台阶初期支护（永

久）仰拱，增加了V级围岩初期支护的整体稳定性；同常规带仰拱的台阶开挖法相比，施工进

度明显加快，月进度可保证60m；隧道上台阶超前下台阶2-3m，上台阶超前探测和揭露溶洞，

在隧道上半洞和下半洞出现溶洞时方便处理，安全、高效，提高了岩溶探测的正确性；且结

合超前支护措施以及隧道微台阶两步初支成环开挖工法施工隧道，  用台阶法一次全断面

爆破施工，上台阶和下台阶（仰拱）同时爆破开挖；在保证施工在安全的前提，加快了施工进

度。

[0074]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于限制本发明，对于本领域的技

术人员来说，本发明可以有各种更改和变化。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

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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