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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属于公路、铁路、市政的明挖隧道下

穿既有河道的施工领域，具体为明挖隧道下穿既

有河道施工工法。本发明施工工法具有以下技术

特点：1）在场地狭小、地下水位较高、施工处于汛

期等施工难度较大的情况下，能保证稳步快速施

工，缩短施工工期。2）河道汛期施工安全是困扰

明挖隧道下穿既有河道快速施工的重要因素，在

本明挖隧道施工中，很好的解决了汛期施工的安

全问题。3）本工法针对性强，操作简单，易于作业

人员掌握。在明挖隧道下穿既有河道施工中运用

此种施工方法，合理安排组织，既保证了施工人

员、机械、财产的安全，且快捷，经济实用，成本

低，保证了施工质量，加快了施工进度，创造了巨

大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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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挖隧道下穿既有河道施工工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跨既有河道钢便桥施工：现场放线基坑平面位置及高程施工桩基承台，待桩基承台施

工完毕后施工桥面系，施工钻孔灌注桩、盖梁混凝土，并预埋限位钢板，在盖梁上精确放出

贝雷梁节点的平面位置和高程，对于平整度差的位置进行座浆处理；钢便桥搭设完成后在

钢便桥的南北两侧各设置一道防纵移挡墙，挡墙距钢便桥桥头预留3cm的距离；

既有河道导改：拆除影响隧道施工的既有片石挡墙和混凝土流水槽，新建南移挡水墙

和混凝土流水槽，其中迎水面挡水墙采用C30钢筋混凝土，其余挡水墙为砖砌50墙，墙面两

侧涂一层水泥砂浆，迎水面涂抹一层防水涂料；

北岸隧道施工：明挖隧道采用直墙拱顶形式，基坑降水采用高压旋喷桩止水帷幕+基坑

内降水，基坑防护采用土钉墙、钻孔灌注桩+钢支撑、倒撑、抗浮梁、护拱多种形式相结合，隧

道施工顺序：钻孔桩施工、冠梁施工、基坑土方施工、桩间挂网喷锚、安装钢支撑、基坑土方

施工完成、浇筑垫层混凝土、铺设底板防水板、浇筑防水板保护层、底板钢筋、混凝土施工、

铺设侧墙防水板、组装二衬台车、侧墙及拱顶钢筋、混凝土施工、铺设顶板防水板、基坑回

填；

恢复既有河道；

南岸隧道施工：隧道主体浇筑采用C35混凝土，顶板为拱形结构，边墙为直墙形式，内模

支架体系采用碗扣式脚手架，立柱支立在已浇筑完成的钢筋混凝土底板上，立柱纵、横间距

0.6m，步距0.6m，顶板模板采用竹胶板，竹胶板下分配梁采用单排钢管，间距30cm布置，单排

钢管下为双拼钢管，双拼钢管与支架体系顶托连接，边墙模板采用竹胶板，竹胶板内侧横向

间隔设置方木，方木内侧竖向设置槽钢，与横向支架体系顶托连接，支架体系设置剪刀撑。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明挖隧道下穿既有河道施工工法，其特征在于钢便桥的施工

包括以下步骤：用吊车将贝雷片逐片吊起，用桁架销子相互连接接长形成贝雷梁，在贝雷片

拼装节点处垫放方木，方木间距与贝雷片各节点间距一致，每个节点处并排放置两根方木，

并用水准仪进行抄平，核证方木标高一致，偏差控制在3mm之内，弦杆的桁架用弦杆螺栓将

弦杆连接在贝雷弦杆上，用支撑架螺栓将竖向支撑架、水平上下支撑架和贝雷梁连成整体，

为保证梁的刚度，贝雷梁、弦杆和水平上下支撑架之间采用接头错位连接，这样可减少由于

桁架接头变形产生的贝雷梁位移。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明挖隧道下穿既有河道施工工法，其特征在于恢复既有河

道后在水槽南侧底部混凝土挡墙上部砌筑厚度为0.37m的砖墙，纵向每3m设置长*宽为1.5*

1m的牛腿，砖墙迎水面涂抹一层0.05m厚水泥砂浆，在水泥砂浆表层涂抹一层聚氨酯防水涂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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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挖隧道下穿既有河道施工工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公路、铁路、市政的明挖隧道下穿既有河道的施工领域，具体为明挖隧

道下穿既有河道施工工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我国城市地下交通的快速发展，城市明挖隧道与既有河道发生立体交叉的情

况越来越多，如何安全、快速的穿过既有河道（尤其汛期施工期间）是明挖隧道施工中的重

点和难点。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提供了明挖隧道下穿既有河道施工工法，在不减小既有河道泄洪压力的情

况下，完善隧道施工方案和河道加固方案，快速、安全的完成明挖隧道的施工，及时恢复河

道。

[0004] 本发明是采用如下的技术方案实现的：明挖隧道下穿既有河道施工工法，包括以

下步骤：

[0005] 跨既有河道便桥施工：现场放线基坑平面位置及高程施工桩基承台，待桩基承台

施工完毕后施工桥面系，施工钻孔灌注桩、盖梁混凝土，并预埋限位钢板，在盖梁上精确放

出贝雷梁节点的平面位置和高程，对于平整度差的位置进行座浆处理；钢便桥搭设完成后

在钢便桥的南北两侧各设置一道防纵移挡墙，挡墙距钢便桥桥头预留3cm的距离；

[0006] 既有河道导改：拆除影响隧道施工的既有片石挡墙和混凝土流水槽，新建南移挡

水墙和混凝土流水槽，其中迎水面挡水墙采用C30钢筋混凝土，其余挡水墙为砖砌50墙，墙

面两侧涂一层水泥砂浆，迎水面涂抹一层防水涂料；

[0007] 北岸隧道施工：明挖隧道采用直墙拱顶形式，基坑降水采用高压旋喷桩止水帷幕+

基坑内降水，基坑防护采用土钉墙、钻孔灌注桩+钢支撑、倒撑、抗浮梁、护拱多种形式相结

合，隧道施工顺序：钻孔桩施工、冠梁施工、基坑土方施工、桩间挂网喷锚、安装钢支撑、基坑

土方施工完成、浇筑垫层混凝土、铺设底板防水板、浇筑防水板保护层、底板钢筋、混凝土施

工、铺设侧墙防水板、组装二衬台车、侧墙及拱顶钢筋、混凝土施工、铺设顶板防水板、基坑

回填；

[0008] 恢复既有河道；

[0009] 南岸隧道施工：隧道主体浇筑采用C35混凝土，顶板为拱形结构，边墙为直墙形式，

内模支架体系采用碗扣式脚手架，立柱支立在已浇筑完成的钢筋混凝土底板上，立柱纵、横

间距0.6m，步距0.6m，顶板模板采用竹胶板，竹胶板下分配梁采用单排钢管，间距30cm布置，

单排钢管钢管下为双拼钢管，双拼钢管与支架体系顶托连接，边墙模板采用竹胶板，竹胶板

内侧横向间隔设置方木，方木内侧竖向设置槽钢，与横向支架体系顶托连接，支架体系设置

剪刀撑。

[0010] 上述的明挖隧道下穿既有河道施工工法，钢便桥的施工包括以下步骤：用吊车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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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雷片逐片吊起，用桁架销子相互连接接长形成贝雷梁，在贝雷片拼装节点处垫放方木，方

木间距与贝雷片各节点间距一致，每个节点处并排放置两根方木，并用水准仪进行抄平，核

证方木标高一致，偏差控制在3mm之内，弦杆的桁架用弦杆螺栓将弦杆连接在贝雷弦杆上，

用支撑架螺栓将竖向支撑架、水平上下支撑架和贝雷梁连成整体，为保证梁的刚度，贝雷

梁、弦杆和水平支撑架之间采用接头错位连接，这样可减少由于桁架接头变形产生的贝雷

梁位移。

[0011] 上述的明挖隧道下穿既有河道施工工法，恢复既有河道后在水槽南侧底部混凝土

挡墙上部砌筑厚度为0.37m的砖墙，纵向每3m设置长*宽为1.5*1m的牛腿，砖墙迎水面涂抹

一层0.05m厚水泥砂浆，在水泥砂浆表层涂抹一层聚氨酯防水涂料。

[0012] 本发明施工工法具有以下技术特点：

[0013] 1）在场地狭小、地下水位较高、施工处于汛期等施工难度较大的情况下，能保证稳

步快速施工，缩短施工工期。

[0014] 2）河道汛期施工安全是困扰明挖隧道下穿既有河道快速施工的重要因素，在本明

挖隧道施工中，很好的解决了汛期施工的安全问题。

[0015] 3）本工法针对性强，操作简单，易于作业人员掌握。

[0016] 在明挖隧道下穿既有河道施工中运用此种施工方法，合理安排组织，既保证了施

工人员、机械、财产的安全，且快捷，经济实用，成本低，保证了施工质量，加快了施工进度，

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明挖隧道与既有河道平面图。

[0018] 图2为既有河道导改示意图。

[0019] 图3为便桥搭设立面图。

[0020] 图4为恢复既有河道后在水槽砌筑砖墙示意图。

[0021] 图5为图4的A-A剖视图。

[0022] 图6为恢复既有河道后在水槽砌筑砖墙剖视图。

[0023] 图中：1-砖墙，2-牛腿，3-三角托架。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明挖隧道下穿既有河道施工工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5] 跨既有河道便桥施工：现场放线基坑平面位置及高程施工桩基承台，待桩基承台

施工完毕后施工桥面系，施工钻孔灌注桩、盖梁混凝土，并预埋限位钢板，在盖梁上精确放

出贝雷梁节点的平面位置和高程，对于平整度差的位置进行座浆处理；钢便桥搭设完成后

在钢便桥的南北两侧各设置一道防纵移挡墙，挡墙距钢便桥桥头预留3cm的距离；

[0026] 既有河道导改：拆除影响隧道施工的既有片石挡墙和混凝土流水槽，新建南移挡

水墙和混凝土流水槽，其中迎水面挡水墙采用C30钢筋混凝土，墙高2.5m，厚度为0.55m，长

度为28m，其余挡水墙为砖砌50墙，墙高2.5m，长度为160m，墙面两侧涂一层水泥砂浆，厚度

为0.05m，迎水面涂抹一层防水涂料；

[0027] 北岸隧道施工：明挖隧道采用直墙拱顶形式，基坑降水采用高压旋喷桩止水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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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坑内降水，基坑防护采用土钉墙、钻孔灌注桩+钢支撑、倒撑、抗浮梁、护拱多种形式相结

合，隧道施工顺序：钻孔桩施工、冠梁施工、基坑土方施工、桩间挂网喷锚、安装钢支撑、基坑

土方施工完成、浇筑垫层混凝土、铺设底板防水板、浇筑防水板保护层、底板钢筋、混凝土施

工、铺设侧墙防水板、组装二衬台车、侧墙及拱顶钢筋、混凝土施工、铺设顶板防水板、基坑

回填；

[0028] 恢复既有河道；

[0029] 南岸隧道施工：隧道主体浇筑采用C35混凝土，顶板厚90cm，边墙厚110cm，顶板为

拱形结构，边墙为直墙形式，内模支架体系采用φ48碗扣式脚手架，立柱支立在已浇筑完成

的钢筋混凝土底板上，立杆纵、横间距0.6m，步距0.6m。顶板模板采用18mm竹胶板，模板下分

配梁采用48mm单排钢管，间距30cm布置（弧长），单排钢管下为双拼48mm钢管，双拼钢管与支

架体系顶托连接。边墙模板采用18mm竹胶板，竹胶板内侧横向间隔20cm设置10x10cm方木，

方木内侧竖向设置14a槽钢，槽钢与横向支架体系顶托连接。支架体系按规范设置剪刀撑。

本隧道南侧紧邻盾构施工区间，为减少对基坑及盾构机的安全压力，如何快速、安全的完成

南岸隧道施工，是整个明挖隧道下穿既有河道施工的重点，河道南侧隧道采用碗口式支架

进行施工，可以有效的减少工期。

[0030] 上述的明挖隧道下穿既有河道施工工法，钢便桥的施工包括以下步骤：贝雷梁采

用10排单层普通型，贝雷梁在就位拼装，下面垫枕木，用吊车将贝雷片逐片吊起，用桁架销

子相互连接接长形成贝雷梁，在贝雷片拼装节点处垫放10*10cm方木，方木间距与贝雷片各

节点间距一致，每个节点处并排放置两根方木，并用水准仪进行抄平，核证方木标高一致，

偏差控制在3mm之内，贝雷梁为10排，排距为0.9m，弦杆的桁架用弦杆螺栓将弦杆连接在贝

雷弦杆上，用支撑架螺栓将竖向支撑架、水平上下支撑架和贝雷梁连成整体，为保证梁的刚

度，贝雷梁、弦杆和水平支撑架之间采用接头错位连接，这样可减少由于桁架接头变形产生

的主梁位移，连接桁架的所有螺栓螺帽必须拧紧，桁架销子穿到位后必须插好保险销。

[0031] 上述的明挖隧道下穿既有河道施工工法，恢复既有河道后在水槽南侧底部钢筋混

凝土挡墙上部砌筑厚度为0.37m的砖墙1，砌筑高度为2.0m，纵向每3m设置长*宽为1.5*1m的

牛腿2。水槽与隧道顶悬挑部分，采用角钢100*16mm，组成边长为1m的三角托架3，将三角托

架3采用25mm螺栓（长30cm）锚固在钢筋混凝土挡墙上,纵向每1.25m设置一处，共8处。砖墙

迎水面涂抹一层0.05m厚水泥砂浆，在水泥砂浆表层涂抹一层聚氨酯防水涂料。本隧道南侧

紧邻盾构施工区间，河道加固的安全与否将直接影响到基坑和盾构机的安全，在汛期，水槽

南侧底部砌筑的砖墙能对南侧盾构施工区间进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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