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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富水地段公路隧道排水

沟结构体系，解决了现有结构的公路隧道排水沟

槽容易在电缆沟槽中出现渗水和排水不畅的问

题。将公路隧道中的排水沟槽的位置由传统的仰

拱上方的二次衬砌内下移到仰拱底部，即移到拱

墙二次衬砌与仰拱二次衬砌所组成的闭环隧道

外，使横向排水管避开了电缆槽；在排水沟上沿

着隧道走向间隔的设置集水井，使集水井与纵向

排水管相连通，为初期支护与二次衬砌之间的积

水提供备用通道；纵向排水管与横向排水管呈

135度连接在一起，使初期支护与二次衬砌之间

的排水更顺畅；使横向排水管路径周围的渗水，

经过反滤层及土工布进入到横向排水管中，降低

了堵塞发生的机率，增强了排水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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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富水地段公路隧道排水沟结构体系，包括公路隧道仰拱基底（2），在公路隧道仰

拱基底（2）上开挖有排水沟基槽（3），在排水沟基槽（3）与隧道围岩之间的仰拱基底上铺设

有混凝土垫层（4），在混凝土垫层（4）上施作有隧道的初期支护（1），其特征在于，在排水沟

基槽（3）中施作有排水沟槽支护（7），在排水沟槽支护（7）上设置有混凝土基座（8），在混凝

土基座（8）上设置有排水管（9），在混凝土垫层（4）上铺设有碎石反滤层（13），在碎石反滤层

（13）上设置有横向排水管（14），将横向排水管（14）的一端与隧道纵向排水管（5）连通在一

起，横向排水管（14）的另一端与排水管（9）上的入水孔（11）连通在一起，在排水沟基槽（3）

中灌注有片石混凝土（12），在片石混凝土（12）的顶面上设置有仰拱（22）和电缆槽混凝基础

（15）。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富水地段公路隧道排水沟结构体系，其特征在于，在初期

支护（1）内侧的混凝土垫层（4）上设置有无砂混凝土（6），在无砂混凝土（6）中设置有隧道纵

向排水管（5）；在排水管（9）上包裹有土工布（10）；沿隧道走向每间隔30米设置有一个集水

井（16），在集水井（16）上设置有与电缆槽泄水沟相连的排水孔（24）；在集水井（16）中连接

有集水井横向排水管（17），集水井横向排水管（17）的另一端与隧道纵向排水管（5）连通在

一起，在集水井的顶端安装有集水井盖板（18）；在隧道纵向排水管（5）与排水管（9）之间设

置有泄水管（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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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富水地段公路隧道排水沟结构体系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公路隧道中的排水沟槽的施作方法，特别涉及一种由盲暗渠中的

有孔管承担纵向排水管的公路隧道的排水沟的结构及其施作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技术中，在公路隧道的拱墙二次衬砌与仰拱二次衬砌所组成的闭环隧道内均

设置有排水沟槽，在排水沟槽与二次衬砌侧壁之间一般设置有电缆沟槽；在公路隧道的初

期支护与二次衬砌之间，沿着隧道走向，间隔地设置有纵向排水管，以排除两衬砌之间的积

水；在排水沟槽与纵向排水管之间设置有横向排水管，横向排水管要依次穿过二次衬砌和

电缆沟槽后与排水沟槽连通在一起，这种常规的布设方式存在以下问题：（1）排水沟槽设置

在隧道内的仰拱面上，占用了隧道路面的限界，使隧道路面变窄；（2）横向排水管是分两个

阶段施工完成的，首先，在二次衬砌与电缆沟槽间预埋部分管节，然后，在施工电缆沟槽时，

再将剩余部分管节连通至排水沟槽内，横向排水管的连接处设置在电缆沟槽中，由于连接

处施工的不严密和长期使用后，经常发生横向排水管的连接处渗水到电缆沟槽中的现象，

造成电缆沟槽出现漏电事故；（3）在隧道纵向排水管长期使用过程中，纵向排水管容易出现

堵塞现象，造成初期支护与二次衬砌之间的积水无法正常被排出；（4）横向排水管只起到将

初期支护与二次衬砌之间的积水引导至排水沟的作用，不能发挥将横向排水管路径周围的

渗水引排到排水沟内的作用；（5）横向排水管与纵向排水管是在同一水平面内以90度的转

角连接在一起的，存在纵向排水管内的积水无法顺畅地进入到排水沟槽内，90度转角处容

易被沉渣堵塞。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公路隧道排水沟槽的施作方法，解决了现有结构的公路隧道排

水沟槽容易在电缆沟槽中出现渗水和排水不畅的技术问题。

[0004] 本发明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解决以上技术问题的：

[0005] 本发明的总体构思：将公路隧道中的排水沟槽的位置由传统的仰拱上方的二次衬

砌内下移到仰拱底部，即移到拱墙二次衬砌与仰拱二次衬砌所组成的闭环隧道外，使横向

排水管避开了电缆槽；在排水沟上沿着隧道走向间隔的设置集水井，使集水井与纵向排水

管相连通，为初期支护与二次衬砌之间的积水提供备用通道；纵向排水管与横向排水管呈

135度连接在一起，使初期支护与二次衬砌之间的排水更顺畅；使横向排水管路径周围的渗

水，经过反滤层及土工布进入到横向排水管中，降低了堵塞发生的机率，增强了排水的效

果。

[0006] 一种公路隧道排水沟槽的施作方法，其特征在于以下步骤：

[0007] 第一步、公路隧道开挖完成后，在仰拱基底处，开挖排水沟基槽，在排水沟基槽与

隧道围岩之间的仰拱基底上铺设混凝土垫层，在混凝土垫层上施作初期支护；

[0008] 第二步、在排水沟基槽中施作排水沟槽支护，在排水沟槽支护上施作混凝土基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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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排水管包裹土工布后，固定在混凝土基座上，在初期支护内侧的混凝土垫层上设置无砂

混凝土，将隧道纵向排水管固定在无砂混凝土中，在混凝土垫层上铺设碎石反滤层，在碎石

反滤层上设置横向排水管，将横向排水管的一端与隧道纵向排水管连通，将排水管上的入

水孔上的土工布切开，然后，将横向排水管的另一端与排水管上的入水孔连通在一起，在排

水基槽中灌注片石混凝土；

[0009] 第三步、在碎石反滤层上，施作电缆槽混凝土基础；沿着隧道走向，每间隔30米设

置一个集水井，在集水井上设置与电缆槽泄水沟相连的排水孔，集水井是与排水管连通在

一起的；在集水井中连接有集水井横向排水管，集水井横向排水管的另一端与隧道纵向排

水管连通在一起，在集水井的顶端安装有集水井盖板；

[0010] 第四步、施作隧道的二次衬砌和电缆槽内侧竖墙；

[0011] 第五步、施作电缆槽盖板和隧道内仰拱。

[0012] 在富水地段的隧道纵向排水沟与排水管之间设置有泄水管。

[0013] 一种富水地段公路隧道排水沟结构体系，包括公路隧道仰拱基底，在公路隧道仰

拱基底上开挖有排水沟基槽，在排水沟基槽与隧道围岩之间的仰拱基底上铺设有混凝土垫

层，在混凝土垫层上施作有隧道的初期支护，在排水沟基槽中施作有排水沟槽支护，在排水

沟槽支护上设置有混凝土基座，在混凝土基座上设置有排水管，在混凝土垫层上铺设有碎

石反滤层，在碎石反滤层上设置有横向排水管，将横向排水管的一端与隧道纵向排水管连

通在一起，横向排水管的另一端与排水管上的入水孔连通在一起，在排水基槽中灌注有片

石混凝土，在片石混凝土的顶面上设置有仰拱和电缆槽混凝基础。

[0014] 在初期支护内侧的混凝土垫层上设置有无砂混凝土，在无砂混凝土中设置有隧道

纵向排水管；在排水管上包裹有土工布；沿隧道走向每间隔30米设置有一个集水井，在集水

井上设置有与电缆槽泄水沟相连的排水孔；在集水井中连接有集水井横向排水管，集水井

横向排水管的另一端与隧道纵向排水管连通在一起，在集水井的顶端安装有集水井盖板；

在隧道纵向排水沟与排水管之间设置有泄水管。

[0015] 本发明将排水沟槽设置在隧道仰拱和二次衬砌的闭环外侧，使横向排水管与电缆

沟槽不产生交汇现象；沿隧道走向每间隔30米设置一个集水井，集水井与隧道纵向排水管

之间的备用横向排水管的设置为后期设置在两衬砌之间的排水管路的堵塞，预备了一个备

用通道，保证了隧道二次衬砌支护外侧的积水可畅通地排至排水沟槽内。

附图说明

[0016] 图1是本发明的总体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是本发明在俯视方向上的排水沟槽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3是本发明的施作步序中的第一步工序图；

[0019] 图4是本发明的施作步序中的第二步工序图；

[0020] 图5是本发明的施作步序中的第三步工序图；

[0021] 图6是本发明的施作步序中的第四步工序图；

[0022] 图7是本发明的施作步序中的第五步工序图。

[0023] 图8是本发明在富水地区的的排水沟槽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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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

[0025] 一种公路隧道排水沟槽的施作方法，其特征在于以下步骤：

[0026] 第一步、公路隧道开挖完成后，在仰拱基底2处，开挖排水沟基槽3，在排水沟基槽3

与隧道围岩之间的仰拱基底上铺设混凝土垫层4，在混凝土垫层4上施作初期支护1；

[0027] 第二步、在排水沟基槽3中施作排水沟槽支护7，在排水沟槽支护7上施作混凝土基

座8，将排水管9包裹土工布10后，固定在混凝土基座8上，在初期支护1内侧的混凝土垫层4

上设置无砂混凝土6，将隧道纵向排水管5固定在无砂混凝土6中，在混凝土垫层4上铺设碎

石反滤层13，在碎石反滤层13上设置横向排水管14，将横向排水管14的一端与隧道纵向排

水管5连通，将排水管9上的入水孔11上的土工布10切开，然后，将横向排水管14的另一端与

排水管9上的入水孔11连通在一起，在排水基槽3中灌注片石混凝土12；

[0028] 第三步、在碎石反滤层13上，施作电缆槽混凝土基础15；沿着隧道走向，每间隔30

米设置一个集水井16，在集水井16上设置与电缆槽泄水沟相连的排水孔24，集水井16是与

排水管9连通在一起的；在集水井16中连接有集水井横向排水管17，集水井横向排水管17的

另一端与隧道纵向排水管5连通在一起，在集水井的顶端安装有集水井盖板18；

[0029] 第四步、施作隧道的二次衬砌19和电缆槽内侧竖墙20；

[0030] 第五步、施作电缆槽盖板21和隧道内仰拱22。

[0031] 在富水地段的隧道纵向排水沟5与排水管9之间设置有泄水管23。

[0032] 一种富水地段公路隧道排水沟结构体系，包括公路隧道仰拱基底2，在公路隧道仰

拱基底2上开挖有排水沟基槽3，在排水沟基槽3与隧道围岩之间的仰拱基底上铺设有混凝

土垫层4，在混凝土垫层4上施作有隧道的初期支护1，其特征在于，在排水沟基槽3中施作有

排水沟槽支护7，在排水沟槽支护7上设置有混凝土基座8，在混凝土基座8上设置有排水管

9，在混凝土垫层4上铺设有碎石反滤层13，在碎石反滤层13上设置有横向排水管14，将横向

排水管14的一端与隧道纵向排水管5连通在一起，横向排水管14的另一端与排水管9上的入

水孔11连通在一起，在排水基槽3中灌注有片石混凝土12，在片石混凝土12的顶面上设置有

仰拱22和电缆槽混凝基础15。

[0033] 在初期支护1内侧的混凝土垫层4上设置有无砂混凝土6，在无砂混凝土6中设置有

隧道纵向排水管5；在排水管9上包裹有土工布10；沿隧道走向每间隔30米设置有一个集水

井16，在集水井16上设置有与电缆槽泄水沟相连的排水孔24；在集水井16中连接有集水井

横向排水管17，集水井横向排水管17的另一端与隧道纵向排水管5连通在一起，在集水井的

顶端安装有集水井盖板18；在隧道纵向排水沟5与排水管9之间设置有泄水管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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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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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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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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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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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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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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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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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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