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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流泥地质隧道加固止水新技术
陈新泉

!厦门安能建设有限公司" 福建 厦门!#$E""I#

!摘!要"!厦门市环岛路隧道工程因出现流泥$涌水等极端不利地质条件"施工进度极其缓慢"项目部开展创新型

XV小组活动"研发了'垂直控制性水泥灌浆(新技术"设计了新型的外循环灌浆器"通过正交试验确定了最佳灌浆

材料配合比"采用二序孔双控灌浆法进行高压灌浆"隧道流泥被固结成稳定的人工石岩体"实现了课题目标"取得

了良好的质量效益$工期效益和社会效益%

!关键词"!流泥& 加固止水& 垂直控制性水泥灌浆& 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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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EJE!工程概况

厦门市环岛路鳌山路-高殿二号路段道路工程是

连接厦门市航空物流园区与象屿保税区快速道路的关

键性工程#全长 HJIKL5#路幅宽 G"5#工程总投资

M$$I$ 万元%

该工程场地原始地貌位于海陆交互地段#沿线地

层主要由填土层&海积层&残积及下部燕山晚期中粗粒

花岗岩构成% 暗挖隧道具有地质条件差#地下水丰富&

埋深浅&下穿铁路线多等特点#在掘进过程中#多次出

现流泥&涌水等极端不利地质条件#为确保完成施工任

务#特开展XV小组活动%

EJH!XV小组概况

XV小组的名称为+陈新泉XV小组,#课题名称为

+研发流泥地质隧道加固止水新技术,% 课题类型为

创新型#XV小组成立时间为 H"EG 年 $ 月#小组成员为

陈新泉&李旺雷&叶志填&古文波&林枭羿&宋东升&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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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蒋叶&张添彬等#共 E" 人#小组成员进行合理的职

责分工%

'%选择课题

HJE!提出课题

竖井端隧道掌子面多次出现流泥"见图 E$&涌水

等极端不利地质条件#采用设计的系统锚杆 S钢筋网

片S喷锚混凝土S钢拱架的初期支护方式进行隧道掘

进施工#EGM 天才掘进 IJF5#根本无法完成掘进任务%

为解决软弱围岩防渗加固难题#为确保施工效果#特组

建XV小组%

图 +%流泥现状

HJH!创新理由

/J创新必要性!传统较先进的隧道加固止水方法

为水泥灌浆法&化学灌浆法和冷冻法#本工地存在表 E

所示受限制条件并可能导致严重后果#无法实施%

表 +% 既 有 施 工 技 术 受 限 分 析

处 理 方 法 受 限 条 件 后!果

水泥灌浆法 无法设置止浆墙 无法加固

化学灌浆法 水压大 无法加固

冷冻法 解冻时固液转换导致体积变化 坍塌

!!BJ创新紧迫性!按照设计要求进行施工#用 IIN

的工期仅完成 EN的掘进任务#且安全风险大#多次出

现坍塌&冒顶#工期压力巨大%

7J创新重要性!流泥地质无自稳能力#遇到涌水

时抗压强度几乎为零#是最难施工的隧道地质条件之

一)隧道在地铁一号线下穿越#横向间距仅 E5#竖向间

距仅 HJKG5#是国内最难施工的下穿式隧道之一% XV

小组能够研发出新的加固止水新技术#具有重要意义%

$%设定目标

#JE!设定课题目标

XV小组经过研究#确定流泥地质隧道加固止水的

目标为!单轴饱和抗压强度+

=

lG\c*%

#JH!目标可行性分析

#JHJE!目标设定依据

根据公路隧道围岩分级的规定#流泥地质属于无

自稳能力的极软岩#单轴饱和抗压强度+

=

几乎为 "#为

确保施工安全#围岩级别至少应提高至软岩#软岩的单

轴饱和抗压强度为 EG\c*

%

+

=

lG\c*#设定课题目标

值为!单轴饱和抗压强度+

=

lG\c*%

#JHJH!资源条件

从目标设定依据&人员&材料&方法&环境等五方面

进行综合分析#目标实现具备可行性%

-%提出方案并确定最佳方案

IJE!方案的提出

XV小组的成员采用+头脑风暴法,#对流泥地质

隧道加固止水技术进行创新#提出了四种新技术#用亲

和图进行归纳整理如图 H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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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亲和图

IJH!查新

为了验证这些方案是否具有创新性#XV小组成员

通过检索策略在万方数据&维普网&国家科学技术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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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中心&国家科技成果网&中文期刊网&中国学术会

议在线&VW%%_ 学位论文中心中对这四个技术方案进

行查新% 从查新的结果可以看出#这四个方案全部是

创新的方案%

IJ#!一级方案的样板试验

为了选择最佳的方案#H"EG 年 $ 月 EG-$ 月 EM

日#XV小组在不同地点对各方案分别钻了 # 个孔进行

灌浆样板试验#水平管棚高水速凝注浆法&垂直控制性

水泥灌浆法&脲醛树脂渗透灌浆法&改性环氧树脂压密

灌浆法的注浆量分别为 I""%Q5&#""%Q5&$""%Q5&

GG"%Q5#注浆后土体的干密度分别为 EJ$#4Q5

#

&

EJ$K4Q5

#

&EJGK4Q5

#

&EJ$F4Q5

#

%

从样板试验的结果可以看出#垂直控制性水泥灌

浆法的注浆量最少#注浆后土层的干密度仅略低于改

性环氧树脂%

XV小组成员一致认为最佳流泥地质隧道加固止

水施工方案为垂直控制性水泥灌浆法%

IJI!二级方案的细化

垂直控制性水泥灌浆的施工过程主要包含成孔&

制浆和灌浆三道工序% XV小组成员继续采用+头脑风

暴法,对各施工环节进行方案设计#并通过样板试验逐

一进行分析%

IJIJE!成孔

/J样板试验% 成孔的关键技术在于灌浆功能组

件#创新的灌浆功能组件有两种!内循环灌浆器和外循

环灌浆器% XV小组的成员在技术专家的主持下#根据

以往的工作经验#对灌浆功能组件针对本工程的特点进

行优化设计#经过反复修改#拟定设计图样如图 # 和图 I

所示#并组织技术工人根据图纸进行加工#制成灌浆器%

图 $%内循环灌浆器设计

图 -%外循环灌浆器设计

BJ为了验证灌浆功能组件的效果#XV小组进行

了样板试验#内&外循环灌浆器的灌浆时间分别为

HJG0&EJG0%

从样板试验的结果可以看出#最佳灌浆功能组件

为外循环灌浆器%

IJIJH!制浆

/J样板试验% 制浆的关键技术在于浆液的组成%

浆液组成有两种#分别是水泥浆 S无机速凝剂和水泥

浆S控制液% 为了验证不同浆液的灌浆效果#XV小组

成员组织了样板试验#灌浆浆液灌入土体后#两种浆液

达到初凝的时间分别为 G"5).&#"5).%

样板试验的主观指标和量化指标都表明#最佳灌

浆浆液为!水泥浆S控制液%

BJ优选最佳配合比% 为了获得最佳的水灰比和

控制液掺量#XV小组用正交试验设计法优选最佳

参数%

通过正交试验设计法#优选出最佳的配合比方案

为水p水泥p控制液OE""pK"pK OEp"JKp"J"K%

IJIJ#!灌浆

/J样板试验% H"EG 年 $ 月 HI-H$ 日#XV小组成

员组织进行了灌浆工艺的样板试验#分别采用二序孔

双控灌浆法和三序孔混合灌浆法这两种方法进行灌

浆#两种方法的干密度均大于 EJ$4Q5

#

#二序孔双孔灌

浆法比三序混合灌浆法的土体更加均匀致密#干密度

波动小% XV小组确定最佳的灌浆方法为二序孔双控

灌浆法%

D%制定对策

制定对策见表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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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对 策

项目 对!策 目!标 措!!!施 地!点 开始时间"年 月 日$ 负责人

成孔 外循环灌浆器
单段灌浆时间

不超过 H0

EJ对灌浆器进行优化设计)

HJ在内管上钻灌浆专用孔眼)

#J钻杆外包裹土工材料)

IJ外循环灌浆器安装

加工厂

作业面
H"EGB$B#"

古文波

张添彬

制浆 水泥浆S控制液
水灰比误差

k"J"G

EJ优选最佳配合比)

HJ用水泥和水调配成一定浓度的水泥浆)

#J调制专用控制液

制浆场 H"EGB$B#"

叶志填

宋东升

灌浆 二序孔双控灌浆法
干密实度

大于 EJM4Q5

#

EJ灌浆顺序)

HJ灌浆设备)

#J灌浆压力)

IJ灌浆方式)

GJ灌浆技术标准

作业面 H"EGB$B#"

陈新泉

蒋!叶

)%对策实施

$JE!对策实施一---外循环灌浆器

/J对灌浆器进行优化设计% XV小组成员在技术

专家的指导下#与机修工人一起#根据流泥的特殊地质

情况对原有的灌浆器进行改造#经过 I 次试验#得到了

最佳的外循环灌浆器方案%

BJ在内管上钻灌浆功能的专用孔眼% 灌浆器包

括钢管&分隔器&封隔器&柱状大膜袋&孔口灌浆塞&通

孔小铁管和通孔设备% 采购了专用的灌浆钢管#经验

收合格后进场#送至灌浆器加工厂进行加工% 由机修

工人在内管上钻专用灌浆孔眼#每排钻五个孔#梅花形

布置#排距为 $"75%

7J钻杆外包裹土工材料% 采购具有能透水#前期

能留住水泥颗粒#后期能排出水泥颗粒的特殊土工材

料#进场验收合格后#用剪刀裁成长方形的包布#包裹

在内杆上#然后用麻绳捆紧"见图 G$%

图 D%钻杆及专用土工材料实物

4J外循环灌浆器安装% 在作业面采用地质钻机

钻孔#孔距 EJG5#排距 EJG5#呈正方形布置#钻孔深度

根据设计要求确定#钻好孔后拔出钻杆% 外循环灌浆

器由 # 段组成#运到作业面#通过螺纹连接#装上阀门

及注浆管道#外循环灌浆器安装完毕%

$JH!对策实施一---实施效果

采用外循环灌浆器进行灌浆#灌浆效果良好#单段

灌浆时间均在 H0内#一般为 E REJH0#目标实现% 施工

现场技术人员对每个灌浆孔的灌浆情况进行了详细的

记录% 灌浆作业卡片扫描如图 $ 所示%

图 )%灌浆作业记录卡片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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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对策实施二---水泥浆S控制液

/J用水泥和水调配成一定浓度的水泥浆% 水泥

浆的制浆材料选用 cJ[IHJG 普通硅酸盐水泥和自来

水% 水泥浆在搅拌池内拌制#采用人工搬运水泥至搅

拌池#用镰刀割开水泥袋#将水泥倒入水泥浆池#每次

添加水泥 # 袋#按照设计水灰比算出应加入的水量#用

流量计控制水的加入量#水泥在浆池中至少搅拌 #"8%

BJ调制专用的控制液% 控制液为自行研制具有

专利权的添加液% XV小组根据流泥的特殊地质对原

有的控制液配方进行调整#经过多次试验后确定最佳

的控制液配方#施工前在控制液拌制场内拌制好#装入

铁桶#送至灌浆场内备用%

$JI!对策实施二---实施效果

在水泥&水和控制液的掺加量控制中#每次添加的

水泥固定为 # 袋#控制液每次用固定容积小塑料桶从

大桶中舀出添加#这两个因素不容易出现误差#重点要

控制的是水的加入量% XV小组主要通过检查水泥浆

的水灰比来确定灌浆浆液的配合比是否符合要求%

XV小组采用加热挥发法测定水灰比#G 次水灰比试验

结果分别是!Ep"JMK#Ep"JK"#Ep"JKE#Ep"JMF#Ep"JKH%

从水泥浆水灰比的测定结果可以看出#灌浆浆液

质量稳定#配合比波动均小于 "J"G#实现了预期目标%

$JG!对策实施三---二序孔双控灌浆法

/J灌浆顺序% 灌浆次序按照二序孔进行灌浆#相

间孔为一序孔#相邻孔为二序孔#灌浆孔的布置如图 M

所示%

图 ,%局部灌浆加固布孔平面

BJ灌浆设备% 灌浆设备采用 #_Z_高压灌浆泵和

自制液压小泵"见图 K$#制浆设备为自制双桶搅拌机%

#_Z_高压灌浆泵灌入泥浆#自制液压小泵灌入控制

液#水泥浆和控制液分别单独控制%

图 L%自制液压小泵实物

7J灌浆压力% 灌浆压力值以灌浆泵的压表读数为

准% 灌浆过程中#高压灌浆泵与液压小泵操作人员之间

保持联系#密切注意灌浆压力变化#保持压力变化同步%

现场技术人员随时观察串冒浆和抬动情况#及时调整灌

浆量和灌浆压力% 进浆量大或灌浆压力不易抬升的孔

段#可采用间隙式灌浆#灌入一定量后暂停一定时间再

反复灌浆#直至该孔段达到设定灌浆量或压力值%

4J灌浆方式% 灌浆方式采用一次成孔分段灌浆

和自上而下逐段施工方式#每孔先灌第一段#完成后冲

洗灌浆管并捅开分段器#再灌下一段直至终孔结束%

6J灌浆结束标准% 灌浆压力达要求设定压力后#

孔内灌入进浆量小于 EJ"%Q5). 时#保持压力 #"5). 即

灌浆结束%

$J$!对策实施三---实施效果

灌浆结束后#XV小组组织技术工人对灌浆孔进行

钻孔取芯样"见图 F 和图 E"$#检查其密实均匀程度并

图 #%黏土段钻孔取芯实物

采用环刀法检测其干容重% 从取得的芯样看出黏土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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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漏水通道被水泥浆填充#流泥段的软弱土颗粒被挤

走置换成水泥人工石)通过采用电炉加热法进行干容

重试验#G 次试验的结果分别是 EJMK4Q5

#

&EJM#4Q5

#

&

EJKI4Q5

#

&EJMI4Q5

#

&EJKG4Q5

#

%

图 +(%流泥段钻孔取芯实物

从钻孔取芯的芯样外观和干容重试验成果可以看

出#灌浆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软弱土层中的水分被挤

走#软弱土层被填充加密成致密的新围岩#干容重均大

于 EJM4Q5

#

#实现了预期的目标%

,%效果检查

MJE!质量效益

通过XV小组人员组织实施了富有成效的措施#

控制性水泥灌浆取得了很好的质量效果% 经过灌浆处

理后的隧道流泥被固结成稳定的人工石岩体#掌子面

未见渗漏水"见图 EE 和图 EH$% H"EG 年 F 月 HG 日#委

托检测机构对注浆体的抗压强度进行试验#平均值达

到 MJF\c*%

图 ++%灌浆处理后掌子面实景

图 +'%抗压强度报告扫描

MJH!XV小组活动目标

经第三方检测#注浆体的平均抗压强度为

MJF\c*% 目标值与实际值的柱状图比较如图 E#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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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效果确认柱状图

从效果图可以看出#实际值 MJF\c*lG\c*5#XV

小组活动实现了预期的目标%

MJ#!工期效益

由于前期地质条件差#围岩含水丰富#多次发生涌

泥&初支沉降变形及开裂等现象#施工过程中多次停止

施工#采取加强措施支护以确保施工安全#施工进度极

其缓慢% 采用流泥地质隧道加固止水新技术注浆后效

果显著#提高了掌子面围岩自稳能力#止水效果好#且

与隧道开挖无干扰#施工进度大幅提升#根据灌浆后的

围岩情况施工进度可达到日进尺 EJG5#至少比原施工

*$'*



进度提升了 # 倍%

MJI!社会效益

XV小组把施工经验总结#在中国岩土科学研究会

厦门第二期岩土与地基基础技术创新学术交流大会会

上做了.地下及隧道工程注浆封水高新技术应用/的

专题讲座#受到与会全国各地代表高度评价#并有多家

单位表达了合作的强烈愿望#大幅提高了企业在基础

处理领域的知名度%

L%标准化

KJE!形成施工企业标准

XV小组活动完成后#XV小组成员根据活动实施

情况#通过对改进的有效措施进行总结#形成.流泥地

质隧道加固止水施工工艺标准/#在同类工程中推广

使用%

KJH!申报科技立项

H"EG 年 E" 月#XV小组在总结本课题研究成果的

基础上#结合其他工地的施工经验和已取得的研究成

果#形成.地下及隧道工程注浆封水高新技术应用研

究/课题组#向厦门市科技局申请科技计划项目立项#

已经被批准并给予 G" 万元的科研经费%

KJ#!效果检查

H"E$ 年 E 月 E"-EG 日#公司质量安全部对应用

.流泥地质隧道加固止水施工工艺标准/的福建省龙

津溪引水工程V# 标&明溪县黄沙坑引水隧洞工程和四

川米易引水工程的加固止水效果进行抽查#各工地固

结混凝土的抗压强度和压水试验结果如图 EI 所示%

图 +-%抗压强度折线图

KJI!结!论

通过折线图可以发现#采用.流泥地质隧道加固止

水施工工艺标准/进行软基的加固止水#取得良好的效

果#抽样平均抗压强度均超过 G\c*#超过了设定的 XV

小组活动目标值#说明标准化措施有效#可以继续推广%

#%总结和今后打算

FJE!专业技术和活动程序方面

XV小组成员对本课题成果从专业技术方面进行总

结#分析了该技术的优点和缺点#并提出了三条建议!

/J对水泥浆液与控制液的配合比还可以进一步

进行优化%

BJ灌浆设备应尽量标准化#以利于进一步推广%

7J控制性水泥灌浆还可以进行理论上的研究和

提升%

XV小组对开展本次XV小组活动的程序逐个进行

分析和总结#发现了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努力的方向%

FJH!综合素质方面

XV小组活动活动结束后#小组成员对统计工具&

创新能力等五方面进行自我总结和评价#做出柱状图

如图 EG 所示#从柱状图可以看出#小组成员的XV知识

和统计工具掌握程度有了大幅的提升%

图 +D%综合素质总结雷达图

FJ#!下一步计划

打算在巩固和提高已取得成果的同时#选择+提高

隧洞二衬混凝土表面平整度,课题开展活动#为工程项

目创优质工程做出更大的贡献而努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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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新泉Q研发流泥地质隧道加固止水新技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