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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城市化发展进程日益加快，城市内交通基础设

施建设规模逐渐扩大，地铁已成为缓解城市交通压力的

有效途径，可满足城市居民日常出行要求。地铁工程

施工中盾构施工至关重要。但由于地下地质条件复杂，

常会发生盾构施工质量偏低或者安全隐患较多的情况，

导致地铁工程综合效益难以提升。因此，有必要进行盾

构机的科学选型，合理进行盾构法掘进施工，对施工

各阶段有效把控，确保盾构机在复杂地层中持续掘进。

1    工程概况

杭州地铁 10 号线汽车北站—国展中心站区间线路

出汽车北站后沿莫干山路向北敷设，依次侧穿普瑞科

研大楼和农转居公寓等建筑，并下穿石祥路东南象限

地块（有地下室）以及西塘河。在西塘河与石祥路交

叉口接入国展中心站。地铁线路出汽车北站后，沿莫

干山路向北以 350m 半径转东，沿线经过普瑞科研大

楼和农转居公寓等建筑，最后在石祥路上与国展中心

站衔接，终点里程右 DK8+655.951，全长 1809.893m
（左线长 917.209m，右线长 892.684m）。区间线起

讫里程为 DK7+763.267 ～ DK8+655.951，最小平曲

线半径 350m，纵坡为 V 字坡，最小纵坡 2‰，最大

纵 坡 22.995 ‰， 隧 道 埋 深 约 9.886 ～ 14.449m， 在

DK8+292.500 设置 1 个联络通道并兼作泵房。区间采

用盾构隧道施工，始发端头位于国际会展中心站小里

程端。

2    地铁施工中盾构机的选型概述

2.1    影响盾构机选型的因素
地铁施工中需要结合工程地质情况选择盾构机设

备，相应选型影响因素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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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地质条件选型

地下工程地质条件复杂多变，经常会穿越粉质黏土

和砂砾等地段，根据地层条件选型，主要是通过地层

的渗透率系数。一般来说：当施工地层的渗透系数小于 
10-7m/s 时，此时宜使用土压平衡盾构机（EPB 型）进

行施工；当施工地层的渗透系数在 10-7 ～ 10-4m/s 的范

围内时，通常可以选用土压平衡盾构或者泥水式盾构；

当施工地层的渗透系数大于 10-4m/s 时，最好选择泥水

盾构机进行现场施工。盾构机一旦配置不当，不同的地

层施工可能产生漏水或漏砂的情况，会造成隧道变形、

地表沉降等危害。图 1 所示为地层渗透系数与盾构机

选择的关系图。通过前期地质勘探显示本次施工的地

层主要为淤泥质黏土地层，地层渗透系数较小。

2.1.2    建筑物和地下设施

地铁施工中，盾构机需穿过地下管线与房屋构筑物

等设施，比如水泥灌注桩和雨污管道等，一旦设备选型

图 1    地层渗透系数与盾构机选择的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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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当，将会产生水土流失或者漏水、漏砂等问题，从

而加大盾构掘进难度，也会给工程带来质量隐患。因此，

需提前做好地质勘察工作，掌握地质情况和地层条件，

科学制定掘进方案，再根据盾构机穿越地质障碍物的分

布情况，对盾构机刀盘与刀具进行合理配置，减轻设备

与构件磨耗程度，实现对地层沉降与变形的有效控制。

2.2    盾构机选型的基本原则
（1）适用性原则。按照地质情况，及时调整盾构机

功能模块，选择适合地层施工条件的盾构机，包括驱

动方式、开口率等关键参数。

（2）技术先进性原则。要求不同种类的盾构机性能

均要满足实际施工要求，同时从技术先进性方面入手，

配置最佳盾构机，提升地铁工程施工水平。

（3）经济合理性原则。以控制造价成本为目标，避

免不必要的资源浪费与成本支出，在保障盾构机使用

性能的情况下配置盾构机设备，提高设备使用寿命。

综合分析盾构机选型因素以及盾构机选型的基本原

则，本次采用 2 台直径 6450 型土压平衡盾构机进行隧

道施工。

3    地铁施工中盾构机应用技术要点

3.1    盾构始发技术要点

3.1.1    端头加固及降水

盾构机始发前需要对始发端头地层条件进行合理分

析，选择合适的加固方式。常见的加固方式有注浆加固、

冷冻加固等。本次盾构始发端头地基采用三轴搅拌桩加

固，搅拌桩与地连墙 400mm 空隙采用三重管旋喷桩加

固，采用浆液为 P42.5 级普通硅酸盐水泥浆。在加固区

内外应设置深井降水点，进深不应小于隧道底部 5m。

始发时降水深度必须在盾构机以下不小于 0.5m。开启

降水井时，应加强对周边环境、建筑物的检测。本次

双线始发端头加固及降水井设置如图 2 所示。

3.1.2    洞门密封装置安装

洞门密封装置的使用主要是为了防止始发时管片注

入的浆液从管片外缝隙流走而设置的。洞门密封采用

抗拉橡胶材料制作而成，盾构机始发前需要将洞门橡

胶密封装置通过螺栓固定在洞门圈上。洞门圈上还需

安装可向洞内翻折的折页板，其在始发的时候能够固

定橡胶密封圈，使其不会因为压力过大向外翻。洞门口

还需要设置应急物资，预防洞门漏水漏浆无法封堵的

状况，主要的应急物资包括快干水泥、棉被、聚氨酯等。

3.1.3    始发基座及反力架安装

盾构机始发基座的主要作用是支撑盾构机以及给盾

构机始发定位，始发基座采用 Q235B 钢材制作而成。

始发基座的安装一般是在始发井垫层浇筑完毕后进行

安装。安装前需要对垫层标高进行测量，为了使盾构

机始发时能够保持抬头的姿势进入洞门，时常将垫层

标高提高 10~20mm。托架安装前需要对托架轴线进行

测量后固定，防止盾构机始发时作用力较大将始发架

顶动产生位移。

反力架安装是在盾构机完成组装后，需要借助反力

架提供盾构机向前的推力。反力架为钢制结构，通过

将力传递给车站主体侧墙提供向前移动力。安装反力

架时，需要对反力架圆环中心进行定位，与主体墙连

接要紧密，必要时可用钢板对连接缝隙进行填充。盾

构机始发时，应该观察反力架与台车行走轴线是否会

产生干涉。焊接部位应安排焊缝探伤工作，防止始发

时受力较大导致脱焊，影响盾构机始发。

3.1.4    负环管片安装

负环安装前需要对盾尾刷进行手涂盾尾油脂工作。

涂抹油脂时应该注意将油脂均匀地涂抹在盾尾刷上。负

环管片采用通缝拼装，封顶块拼装在 1 点位置。拼接时，

注意应该调整管片平整度，螺栓孔应对齐。负环管片

拼装完后应使用盾构机底部油缸顶进，顶进时要严格

控制顶进速度，以免管片因受力过大被顶破。对安装

完的负环管片需要进行复紧。负环管片每安装完一环

需要对管片外侧进行三角木支撑，同时采用钢丝绳和

葫芦对管片沿环向进行拉紧加固。

3.1.5     洞门凿除

当盾构机通过负环顶推至洞门口时，需要对洞门进

行凿除。洞门加固结构主要为地下连续墙结构，其主

要构成为两层钢筋外包混凝土。破除洞门加固结构时，

需要采用分块破除的方式，即从洞门上部向下使用风

镐对混凝土进行破除，破除的同时需要将破除下来的

混凝土清理干净，漏出的钢筋需要使用气割予以割除。

洞门破除作业需要连续施工，同时应安排专人观察洞

门掌子面的稳定情况，发生异常时应立即停止洞门破

除作业。洞口破除完毕后，盾构机即要顶进洞门。盾图 2    始发端头加固及降水井设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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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机进入洞门后应观察盾构机推力变化并结合测量给

的掌子面里程，一旦接触到掌子面，即开始缓慢转动

刀盘掘进。开始掘进时应该放慢掘进速度，随时观察

洞门漏水情况。

3.2    盾构注浆技术要点
盾构进行注浆的主要是因为盾构刀盘的开挖直径

一般会比管片外径稍微大一些。例如，开挖直径为

6480mm 的盾构机，管片外径只有 6200mm，即意味着

还有 280mm 的间隙需要用砂浆进行填充。倘若不对管

片进行注浆的话，容易造成地表沉降的危害，更主要

的是可能会造成管片壁后渗水、漏水等严重后果。

3.2.1    注浆压力

注浆的目的主要是将盾构机施工时由于扩挖产生的

管片壁后缝隙进行充分填充来有效避免地表沉降的危

害产生。注浆时应该避免过大的注浆压力导致地表产

生有害隆起以及破坏管片衬砌，同时注浆压力过大也

可能造成地下管线以及地上建筑物的安全事故，破坏

盾尾刷进而导致盾尾漏浆等不良后果。因此，注浆压力

的最优设计值应该是在综合考虑地基情况、管片设计

强度、设备性能、注入浆液的特性、隧道埋深等来确定。

3.2.2    注浆量

在盾构机掘进的过程中，将开挖断面的土排出的时

候，通常会引起土体的损失。土体损失可能包含以下几

个方面：第一，属于正常括挖预留管片空隙；第二，通

过曲线段施工时，由于姿态无法正常拐弯，使用超挖

刀进行超挖产生的损失；第三，遇到不良地层，例如地

层本身存在历史性的空洞产生的损失。同步注浆的注

浆量一般是通过理论计算而来，一般是管片外隧道空

隙体积的 1.5 ～ 2.0 倍。每环同步注浆量：

Q=Kπ(D²-d ²)L /4                                                （1）
式中：K 为注浆系数；D 为盾构机开挖直径；d 为预

制管片外径；L 为设计管片长度。

存在下列特殊情况：

第一，在遇到松散地层以及地层存在不良空洞等地

层，注浆压力比较小、注浆量很大的情况时，应该增

加注浆量来填充可能存在的空隙；

第二，当地表以及建筑物发生不明沉降时，应当适

量增加注浆量。

3.3    盾构到达技术要点分析
盾构机到达前，需要跟始发一样，对接收端土体进

行降水加固，采用的加固方式与始发端头一致。放入

接收架时应同样进行标高以及位置测量固定工作。最

为重要的是盾构机出洞姿态调整以及盾构机管片壁后

止水工作。

3.3.1    盾构机出洞姿态调整

在距离出洞 50 环左右时，需要对盾构机姿态进行

偏差缓慢纠正，慢慢地将盾构机姿态调整至出洞要求

的姿态，防止因盾构机出洞姿态偏差导致洞门密封装

置被拉坏、盾构机无法顺利上接收架等情况发生。

3.3.2    管片壁后止水工作

在盾构机进入加固区后，停机在最后 3 环注入同步

砂浆，填充管片与土体的间隙，阻断管片背后的来水。

注浆完毕后，向注浆管内注入膨润土来保护注浆管不

被堵塞。成型管片脱出管片 3 ～ 6 环位置进行二次注

浆。除封顶块外，每块管片通过管片上注浆孔进行注浆，

浆液类型采用双液浆（水泥浆与水玻璃混合液），注浆

压力控制在 0.3 ～ 0.5MPa。注浆结束后应开注浆孔观

察来水情况。

4    结语

相比明挖法，盾构法在地铁工程中的应用能够有效

降低地面交通压力，减少施工时对周围环境的噪声影

响和环境污染，使地铁工程建设更加顺畅高效。通过

了解盾构机选型的依据，结合现场施工情况研究最为

合适的盾构法，总结盾构机施工技术要点，能够减少

施工风险，逐步提高地铁施工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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