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911388159.4

(22)申请日 2019.12.30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10985011 A

(43)申请公布日 2020.04.10

(73)专利权人 济南城建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 250000 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济洛路

汽车厂东路29号

    专利权人 山东汇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济南市市政工程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　

山东汇友市政园林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泉建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山东易方达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

司　

济南城建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

司

(72)发明人 孙杰　石义　甄西东　李江　李雷　

金宝　吴建亮　

(74)专利代理机构 济南泉城专利商标事务所 

37218

代理人 张贵宾

(51)Int.Cl.

E21D 9/04(2006.01)

E21D 11/00(2006.01)

E21D 11/18(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7060771 A,2017.08.18

CN 203499701 U,2014.03.26

JP H08170485 A,1996.07.02

CN 104612698 A,2015.05.13

审查员 李丛颖

 

(54)发明名称

软弱土层上台阶采用中隔壁的三台阶七步

组合开挖法

(57)摘要

本发明属于隧道施工技术领域，具体涉及到

一种软弱土层上台阶采用中隔壁的三台阶七步

组合开挖法，本发明分上中下台阶进行开挖，上

台阶为减少变形创新性的采用钢拱架中隔壁，本

发明还创新的提出了一种预制钢拱架导向钢套

管隧道锁脚锚杆施工技术，本发明方法应用加快

了施工进度，减少了隧道沉降变形，降低了工程

施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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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软弱土层上台阶采用中隔壁的三台阶七步组合开挖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

步骤：

（一）左侧上台阶（1）开挖，开挖后及时进行喷、锚、网系统支护，施做钢拱架（7），施作上

台阶中隔壁（5），钢拱架（7）打设锁脚锚杆（6），复喷混凝土；

（二）左侧中台阶（2）开挖，预留核心土（4），开挖后及时进行喷、锚、网系统支护，施做钢

拱架（7），钢拱架（7）打设锁脚锚杆（6），复喷混凝土；

（三）右侧上台阶（1）开挖，开挖后及时进行喷、锚、网系统支护，施做钢拱架（7），钢拱架

（7）打设锁脚锚杆（6），复喷混凝土；

（四）右侧中台阶（2）开挖，预留核心土（4），开挖后及时进行喷、锚、网系统支护，施做钢

拱架（7），钢拱架（7）打设锁脚锚杆（6），复喷混凝土；

（五）左侧下台阶（3）开挖，预留核心土（4），开挖后及时进行喷、锚、网系统支护，施做钢

拱架（7），钢拱架（7）打设锁脚锚杆（6），复喷混凝土；

（六）右侧下台阶（3）开挖，预留核心土（4），开挖后及时进行喷、锚、网系统支护，施做钢

拱架（7），钢拱架（7）打设锁脚锚杆（6），复喷混凝土；

（七）拆除上台阶中隔壁（5），开挖中台阶（2）和下台阶（3）预留核心土（4），初支钢拱架

闭合成环，及时进行仰拱施工；

上述步骤（一）至步骤（六）中，钢拱架（7）打设锁脚锚杆（6）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S1：预先在钢拱架（7）需要打设锁脚锚杆（6）的位置加工孔洞，孔洞设在钢拱架（7）

工字钢翼缘（9）靠近腹板（10）的边缘位置，在钢拱架（7）工字钢腹板（10）两侧的上下翼缘

（9）上均打设有孔洞，腹板（10）同侧翼缘（9）上下孔洞之间插接有钢套管（8），钢套管（8）与

钢拱架（7）工字钢腹板（10）焊接；

步骤S2：钢拱架（7）立架完成后，锁脚锚杆（6）成孔，穿过钢套管（8）放置锁脚锚杆（6）；

步骤S3：注浆封堵端部锁脚锚杆（6）与钢套管（8）之间间隙；

步骤S4：对锁脚锚杆（6）进行压力注浆，注浆完毕后立即将锁脚锚杆（6）端头封堵严实。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软弱土层上台阶采用中隔壁的三台阶七步组合开挖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步骤（一）中，上台阶中隔壁（5）为钢拱架中隔壁。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软弱土层上台阶采用中隔壁的三台阶七步组合开挖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步骤（二）和步骤（四）中，中台阶（2）预留核心土（4）长度为3～5m，宽度为隧道

开挖宽的1/3～1/2。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软弱土层上台阶采用中隔壁的三台阶七步组合开挖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步骤（二）和步骤（四）中，中台阶（2）开挖高度为3～3.5m。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软弱土层上台阶采用中隔壁的三台阶七步组合开挖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步骤S4中，使用锚固剂将锁脚锚杆（6）端头封堵严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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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弱土层上台阶采用中隔壁的三台阶七步组合开挖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隧道施工技术领域，具体涉及到一种软弱土层上台阶采用中隔壁的三

台阶七步组合开挖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隧道暗挖施工方法主要包括全断面开挖法，台阶开挖法，环形开挖预留核心

土法，单侧壁导坑法，双侧壁导坑法，中隔壁法和交叉中隔壁法，中洞法、侧洞法、柱洞法、洞

桩法等。隧道开挖施工方法需考虑的因素很多，包括地质条件、隧道跨度、工期、安全、经济、

周边环境条件等各方面的因素，传统的开挖方法往往不能满足现场多变的施工条件。

[0003] 目前隧道开挖方法中中隔壁法虽然适用于软弱土层，但其施工进度慢，临时支撑

多，中隔壁拆除工作量大，施工繁琐效率低；然而三台阶七步开挖法简洁快速，适用跨度小、

土质较好的情况，如遇到软弱土层时，由于三台阶七步开挖法施工过程中对拱脚多次扰动，

且不能及时封闭成环，很容易造成大的沉降和收敛变形，施工安全无法保障。

[0004] 另外，在隧道暗挖施工技术中，钢拱架净空变形的控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有

效“锁脚”，如锁脚锚杆与钢拱架连接出现问题，则导致锁脚锚杆与钢拱架脱开，则受力体系

传力中断，严重时导致钢拱架变形甚至坍塌。由于《公路隧道施工技术规范》（LTGF60-2009）

中没有锁脚锚杆施工强制性要求，因此暗挖隧道锁脚锚杆与钢拱架连接质量得不到有效控

制。传统的锁脚锚杆连接技术往往存在两方面的问题：现场焊接工作量大、焊接质量差；锁

脚锚杆与钢拱架的传力构件复杂，影响工程施工进度。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为解决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软弱土层上台阶采用中隔壁的三台阶七

步组合开挖法。

[0006] 本发明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

[0007] 一种软弱土层上台阶采用中隔壁的三台阶七步组合开挖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8] （一）左侧上台阶开挖，开挖后及时进行喷、锚、网系统支护，施做钢拱架，施作上台

阶中隔壁，钢拱架打设锁脚锚杆，复喷混凝土；

[0009] （二）左侧中台阶开挖，预留核心土，开挖后及时进行喷、锚、网系统支护，施做钢拱

架，钢拱架打设锁脚锚杆，复喷混凝土；

[0010] （三）右侧上台阶开挖，开挖后及时进行喷、锚、网系统支护，施做钢拱架，钢拱架打

设锁脚锚杆，复喷混凝土；

[0011] （四）右侧中台阶开挖，预留核心土，开挖后及时进行喷、锚、网系统支护，施做钢拱

架，钢拱架打设锁脚锚杆，复喷混凝土；

[0012] （五）左侧下台阶开挖，预留核心土，开挖后及时进行喷、锚、网系统支护，施做钢拱

架，钢拱架打设锁脚锚杆，复喷混凝土；

[0013] （六）右侧下台阶开挖，预留核心土，开挖后及时进行喷、锚、网系统支护，施做钢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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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钢拱架打设锁脚锚杆，复喷混凝土；

[0014] （七）拆除上台阶中隔壁，开挖中台阶和下台阶预留核心土，初支钢拱架闭合成环，

及时进行仰拱施工。

[0015] 上述步骤（一）至步骤（六）中，钢拱架打设锁脚锚杆包括以下步骤：

[0016] 步骤S1：预先在钢拱架需要打设锁脚锚杆的位置加工孔洞，孔洞设在钢拱架工字

钢翼缘靠近腹板的边缘位置，在钢拱架工字钢两侧的翼缘上下位置均设有孔洞，同侧翼缘

上下的孔洞之间插接有钢套管，钢套管与钢拱架工字钢腹板焊接；

[0017] 步骤S2：钢拱架立架完成后，锁脚锚杆成孔，穿过钢套管放置锁脚锚杆；

[0018] 步骤S3：注浆封堵端部锁脚锚杆与钢套管之间间隙；

[0019] 步骤S4：对锁脚锚杆进行压力注浆，注浆完毕后立即将锁脚锚杆端头封堵严实。

[0020] 作为优选方案：

[0021] 所述步骤（一）中，上台阶中隔壁为钢拱架中隔壁。

[0022] 所述步骤（二）和步骤（四）中，中台阶预留核心土长度为3～5m，宽度为隧道开挖宽

的1/3～1/2。

[0023] 所述步骤（二）和步骤（四）中，中台阶开挖高度为3～3.5m。

[0024] 所述步骤S4中，使用锚固剂将锁脚锚杆端头封堵严实。

[0025] 本发明施工方法主要是为解决软弱土层较大断面隧道施工而发明的。本发明软弱

土层上台阶采用中隔壁的三台阶七步组合开挖法是以弧形导坑开挖预留核心土为基本模

式，分上中下台阶进行开挖，上台阶为减少变形创新性的采用钢拱架中隔壁，中下台阶每挖

一级台阶预留核心土，各部位的开挖与支护沿隧道纵向错开、平行推进施工的方法。另外，

本发明还在此施工方法中创新的提出了一种预制钢拱架导向钢套管隧道锁脚锚杆施工技

术,  与传统的连接方式相比，本发明锁脚锚杆与钢拱架连接牢固，传力直接，减少了现场焊

接工作量，施工质量得到保证。

[0026] 本发明上台阶采用中隔壁支撑及预制钢拱架导向钢套管隧道锁脚锚杆施工技术

的应用加快了施工进度，减少了隧道沉降变形，降低了工程施工成本。

附图说明

[0027] 图1为本发明结构示意图。

[0028] 图2为本发明施工步骤示意图。

[0029] 图3为本发明钢拱架与锁脚锚杆连接结构示意图。

[0030] 图中，1上台阶，2中台阶，3下台阶，4预留核心土，5上台阶中隔壁，6锁脚锚杆，7钢

拱架，8钢套管，9翼缘，10腹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以下给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需要说明的是本发明并不局限于以下具体实施

例，凡在本申请技术方案基础上做的等同变换均落入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32] 本发明的软弱土层上台阶采用中隔壁的三台阶七步组合开挖法，其结合了现有的

中隔壁法与三台阶七步开挖法的施工特点，又不同于现有的中隔壁法和三台阶七步开挖

法，创新性的对拱顶变形较大的上台阶1处采用了上台阶中隔壁5，中下台阶采用预留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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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4的开挖模式，同时，本发明还创新性的提出了一种预制钢拱架导向钢套管隧道锁脚锚杆

施工技术。下面详细介绍本发明的施工方法：

[0033] 施工步骤如下：

[0034] 步骤一：左侧上台阶1开挖并施作上台阶中隔壁5

[0035] 先进行拱部超前支护，开挖左侧上台阶1弧形导坑，开挖后及时进行喷、锚、网系统

支护，施做钢拱架7和上台阶中隔壁5，上台阶中隔壁5为钢拱架中隔壁，钢拱架7打设锁脚锚

杆6，复喷混凝土。

[0036] 步骤二：左侧中台阶2开挖

[0037] 左侧中台阶2开挖，中台阶2开挖高度为3～3.5m，中台阶2预留核心土4，预留核心

土4长度为3～5m，宽度宜为隧道开挖宽的1/3～1/2。开挖后及时进行喷、锚、网系统支护，施

做钢拱架7，钢拱架7打设锁脚锚杆6，复喷混凝土。

[0038] 步骤三：右侧上台阶1开挖

[0039] 开挖右侧上台阶1弧形导坑，开挖后及时进行喷、锚、网系统支护，施做钢拱架7，钢

拱架7打设锁脚锚杆6，复喷混凝土。

[0040] 步骤四：右侧中台阶2开挖

[0041] 开挖右侧中台阶2，左右两侧步距保证5m，中台阶2开挖高度为3～3.5m。中台阶2预

留核心土4，预留核心土4长度为3～5m，宽度宜为隧道开挖宽的1/3～1/2。开挖后及时进行

喷、锚、网系统支护，施做钢拱架7，钢拱架7打设锁脚锚杆6，复喷混凝土。

[0042] 步骤五：左侧下台阶3开挖

[0043] 开挖左侧下台阶3，下台阶3预留核心土4，下台阶3开挖高度为3～3.5m。开挖后及

时进行喷、锚、网系统支护，施做钢拱架7，钢拱架7打设锁脚锚杆6，复喷混凝土。

[0044] 步骤六：右侧下台阶3开挖

[0045] 开挖右侧下台阶3，下台阶3预留核心土4，下台阶3开挖高度为3～3.5m，左右两侧

步距保证5米，开挖后及时进行喷、锚、网系统支护，施做钢拱架7，钢拱架7打设锁脚锚杆6，

复喷混凝土。

[0046] 步骤七：拆除上台阶中隔壁5，开挖中下台阶核心土

[0047] 开挖达到一定进尺后，循序拆除上台阶中隔壁5，分别开挖中台阶2和下台阶3预留

核心土4，拆除、开挖进尺与各台阶循环进尺相一致；初支钢拱架闭合成环，并及时进行仰拱

施工。

[0048] 本发明上述施工步骤中，所有的钢拱架7打设锁脚锚杆6采用了一种不同于现有打

设方法的技术，本发明中命名为：一种预制钢拱架导向钢套管隧道锁脚锚杆施工技术，施工

详细步骤为：

[0049] 步骤S1：钢拱架7加工时，预先在需要打设锁脚锚杆6的位置加工放置锁脚锚杆6的

孔洞，孔洞直径大于锁脚锚杆6直径。孔洞设在钢拱架7工字钢翼缘9靠近腹板10的边缘位

置，即孔洞打设在钢拱架7工字钢翼缘9上且与钢拱架7工字钢腹板10密贴，在钢拱架7工字

钢两侧的翼缘9的上下位置均打设有孔洞，且在钢拱架7同侧翼缘9上下的孔洞之间插接有

钢套管8，钢套管8与钢拱架7工字钢腹板10焊接在一起。

[0050] 步骤S2：钢拱架7立架完成后，锁脚锚杆6成孔，穿过钢套管8放置锁脚锚杆6。

[0051] 步骤S3：封堵端部锁脚锚杆6与钢套管8之间间隙，注浆填充密实。

说　明　书 3/4 页

5

CN 110985011 B

5



[0052] 步骤S4：对锁脚锚杆6进行压力注浆，注浆完毕后立即用锚固剂将锁脚锚杆6端头

封堵严实。

[0053] 本发明上台阶1采用中隔壁支撑及预制钢拱架导向钢套管隧道锁脚锚杆施工技术

加快了施工进度，大大减少了隧道沉降变形，降低了工程施工成本。

[0054] 以上所述的实施例，只是本发明较优选的具体实施方式的一种，本领域的技术人

员在本发明技术方案范围内进行的通常变化和替换都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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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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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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