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 节
内 容

01 历年考情分析

知识结构框架02

03 重点背诵掌握



直接法 传统的施工方法，不易做到完全紧密接触

注入法 通过预先设置的注入向像缝隙内注入水泥浆或环氧树脂

充填法
下部混凝土浇筑到适当高度，清除浮浆后再用无收缩
或微膨胀的混凝土或砂浆充填。砼1m、砂浆0.3m。
注入法和充填法能保证结构的整体性。

考点14：盖挖逆作法施工缝处理（P100）



①结构埋置较深
②地面建筑物密集
③交通运输繁忙
④地下管线密布
⑤对地面沉降要求严格的城镇地区地下构筑物施工

①不允许带水作业；
②大范围的淤泥质软土、粉细砂地层，降水有困难或经济
  上选择此工法不合算的地层，不宜采用此法；
③要求开挖面具有一定的自立性和稳定性，

复合式衬砌：由初期支护、防水隔离层和二次衬砌所组成

适用条件

浅埋暗挖
法要求

衬砌结构

考点15：浅埋暗挖法选择条件（P100-101）



【2014一建】关于隧道浅埋暗挖法施工的说法，错

误的是（　）。

A．常采用预制装配式衬砌

B．要求开挖面具有一定的自立性和稳定性

C．施工时不允许带水作业

D．与新奥法相比，初期支护允许变形量最小



【答案】A 

【解析】20版教材P101、107

喷锚暗挖（矿山）法施工隧道的衬砌主要为复合式

衬砌。这种衬砌结构是由初期支护、防水隔离层和二次

衬砌所组成。



设计参数

注浆材料

钢管或水煤气管；钢管直径4-5cm；长度宜为3-5m;

改性水玻璃浆、普通水泥单液浆、水泥-水玻璃双液浆、超细水泥；
【口诀：你吸双波】

导管搭接
前后两排小导管的水平支撑搭接长度不应小于1.0m；
小导管应从钢格栅的腹部穿过，后端应支承载已架设好的钢格栅上。

注浆施工
砂卵石-渗入注浆；砂层-挤压、渗透；黏土-劈裂或电动硅化注浆；
注浆顺序：由下而上、间隔对称；相邻孔位错开、交叉；
监测项目：地（路）面隆起、地下水污染

考点16：小导管注浆施工技术  P170



【2012二建】关于小导管注浆说法错误的是（     ）。

  A.超前小导管支护必须配合钢拱架使用

  B.钢管长度8-30m不等

  C.钢管应沿拱的环向向外设置外插角

  D.两排小导管在纵向应有一定搭接长度

【答案】B 

【解析】20版教材P170。

选项B：钢管或水煤气管；钢管直径4-5cm；长度宜

为3-5m。



设计参数

注浆材料

焊接钢管或无缝钢管；钢管直径8-18cm；长度不限;

水泥浆、水泥砂浆（钢筋笼）、混凝土

导管搭接

双向相邻管棚的搭接长度不小于3m；
根据需要可在钢管内灌注水泥砂浆、混凝土或放置钢
筋笼并灌水泥砂浆；

注浆施工
分段注浆；
注浆压力达到设定压力，并稳压5min以上，注浆量达
到设计注浆量的80%时，方可停止注浆

施工流程 测放孔位→钻机就位→水平钻孔→压入钢管→注浆（向
钢管内和管周围土体）→封口→开挖

考点17：管棚施工技术（P172-173）



 【2016一建】隧道掘进过程中，突发涌水，导致

土体坍塌事故，造成3人重伤。现场管理人员互即向项

目经理报告，项目经理组织有关人员封闭事故现场，采

取措施控制事故扩大，开展事故调查，并对事故现场进

行清理，将重伤人员连至医院。事故调查发现，导致事

故发生的主要原因有：

(2)超前小导管支护长度不足，实测长度仅为2m，

两排小导管沿隧道纵向无搭接，不能起到有效的超前支

护作用。



【问题】小导管长度应该大于多少米？两排小导管

纵向搭接长度一般不小于多少米？

【答案】3m；1m

【解析】20版教材P170。



考点18：浅埋暗挖隧道掘进（P165-166）



考点18：浅埋暗挖隧道掘进（P165-166）



精华总结

①防水问题：带洞的眼镜
② 跨度问题：带洞的眼镜不受限，其他20米以内
③工期问题：带洞的眼镜长，CRD长
④初期支护量：正常台阶法没有

考点18：浅埋暗挖隧道掘进（P165-166）

 



【2013一建】下列喷锚暗挖开挖方式中，防水效果

较差的是(    )。

A. 全断面法

B. 环形开挖预留核心土法

C. 交叉中隔壁(CRD)法

D. 双侧壁导坑法



【答案】D

【解析】20版教材P166。

①防水问题：带洞的眼镜

②跨度问题：带洞的眼镜不受限，其他20米以内

③工期问题：带洞的眼镜长，CRD长

④初期支护量：正常台阶法没有



结构组成

加工安装

①钢筋主筋直径不宜小于18mm；
②“8”字筋布置应对称均匀，方向相互错开，间距≦50mm;
③节点板用连接螺栓紧固。

①试拼装—建设、监理、设计单位共同验收；
②钢筋主筋应相互平行，偏差应不大于5mm；
③连接板与主筋垂直，偏差不得大于3mm；

考点19：钢格栅加工及安装（P174）



喷射程序

喷射姿势

作业开始时，应先送风送水，后开机，再给料；
结束时，应待料喷完后再关机停风。

①喷头与受喷面应垂直，距离宜为0.6 〜1.0m；
②应分段、分片、分层自下而上依次进行；
③后一层喷射应在前一层混凝土终凝后进行；
④钢筋网的喷射混凝土保护层厚度不应小于20mm；
⑤一次喷射砼厚度【湿拌法】：边墙80-150mm，拱部宜60-100mm

养   护
终凝2h后养护，时间不小于14d；
冬期不得洒水养护；
混凝土低于6MPa时不得受冻。

考点20：喷射混凝土施工（P175、370）



【2017二建】关于喷射混凝土施工技术的说法，错

误的是（   ）。

A．应在前一层混凝土终凝后喷下一层

B．喷头应保持垂直于工作面

C．喷射顺序由上而下

D．喷射应分段、分层进行

 



【答案】C

【解析】20版教材P175、370。

喷射砼施工要点：

①分段、分层进行，喷射顺序由下至上；②喷头垂

直于工作面，且距工作面不大于1m;③分层喷射时，应

在前一层混凝土终凝后进行；④喷射砼终凝2h后进行养

护，时间不少于14d，冬期不洒水、低于6Mpa时不受

冻。



结构组成

防水原则

由初期（一 次）支护、防水层和二次衬砌所组成

以防为主，刚柔结合，多道设防，因地制宜，综合治理

二次衬砌

①二衬采用的补偿收缩混凝土应具有良好的抗裂性能；
②泵送砼坍落度：150-180mm；
③二衬混凝土浇筑应采用组合钢模板和模板台车两种模板体系；
④模板及支撑结构进行验算，以保证其具有足够的强度、刚度和稳定性；
⑤两侧边墙采用插入式振捣器振捣、底部采用附着式振动器振捣；
⑥浇筑应连续进行，两侧对称、水平浇筑，不得出现水平和倾斜接缝；
⑦仰拱混凝土强度达到设计文件规定强度的100%车辆方可通行。

考点21：复合式衬砌结构组成与施工（P178、371）



【2015二建】按照《地铁设计规范》GB 50157-

2013，地下铁道隧道工程防水设计应遵循的原则有

（    ）。

A．以截为主           

B．刚柔结合              

C．多道设防

D．因地制宜                       

E．综合治理

 



【答案】BCDE

【解析】220版教材P178

  第一个规范（０８）地下工程防水的设计和施工

应遵循“防、排、堵、截相结合，刚柔相济，因地制宜，

综合治理”的原则。

  第二个规范（１３）“以防为主，刚柔结合，多

道设防，因地制宜，综合治理”的原则。



井口防护

施工流程

①竖井应设置防雨棚、挡水墙。
②竖井应设置安全护栏，护栏高度不应小于1.2m。
③竖井周边应架设安全警示装置。

施工准备→测量放线、定出井位→锁口圈梁施工→提升系统施
工（安装龙门架、电动葫芦） →竖井开挖（土方开挖、小导管
注浆、格栅钢架架立、喷射砼施工、竖井封底）→马头门破除

马头门
施工技术

①宜按照先拱部、再侧墙、最后底板的顺序破除；
②马头门开启应按顺序进行，同一竖井内的马头门不得同时施工。
一侧隧道掘进15m后，方可开启另一侧马头门；
③马头门标高不一致时，宜遵循“先低后高”的原则。

考点22：工作井施工（倒挂井壁）（P168-169）



优  点

缺   点

①不影响地面交通，减少噪音和振动；②易于管理、人员较
少；③不受覆土量影响、适宜于建造覆土较深的隧道；④不
受风雨等气候条件的影响；⑤穿越河底不影响航运通行；⑤
土方及衬砌施工安全、掘进速度快；⑥松软含水地层中修建
埋深较大的长隧道有优越性。

①隧道曲线半径过小时，施工较为困难；②覆土太浅、施工
难度大；③施工条件差；④地表沉降尚难完全防止；⑤拼装
衬砌、整体结构防水技术要求高；⑤结构断面尺寸多变的区
段适应能力较差。

考点23：盾构施工优缺点（P106）



【2017二建】某地铁区间隧道，位于含水量大的粉

质细沙层，地面沉降控制严格，且不具备降水条件，宜

采用（   ）施工。

A．浅埋暗挖法

B．明挖法

C．盾构法

D．盖挖法



【答案】C

【解析】20版教材P106

在松软含水地层、地面构筑物不允许拆迁，施工条

件困难地段，采用盾构法施工隧道能显示其优越性。



①钢筋混凝土管片、钢管片、铸铁管片、钢纤维混凝土管
片、复合材料管片。
②钢管片和铸铁管片一般用于负环管片或联络通道部位

A型管片-标准环
B型管片-邻接块
K型管片-封顶块

管片类型

管环构成

考点24：盾构管片技术要求（P108-110、155、

375）



①钢筋混凝土管片、钢管片、铸铁管片、钢纤维混凝土管片、
复合材料管片。
②钢管片和铸铁管片一般用于负环管片或联络通道部位

A型管片-标准环
B型管片-邻接块
K型管片-封顶块

管片类型

管环构成

①每生产100环后应进行水平拼装检验1次；
②可采用内弧面向上或单片侧立的方式码放，每层管片之间
正确设置垫木，码放高度应经计算确定。

管片贮存

①拼装时，禁止盾构千斤顶同时全部缩回；
②先紧固环向（管片之间）连接螺栓，后紧固轴向（环与环
之间）连接螺栓。

拼装要求

考点24：盾构管片技术要求（P108-110、155、375）



①由盾壳、刀盘、刀盘驱动、螺旋输送机、 皮带输送机、
管片安装机、人仓、液压系统等组成；
②土压平衡盾构主要应用在黏稠土壤中，该类型土壤富含黏
土、粉质黏土或游土，具有低渗透性；
③改良的方法通常为，加水、膨润土、黏土、CMC、聚合
物或泡沫。

①刀盘驱动系统、推进系统、管片拼装系统、盾尾密封系
统、液压系统、电气系统、同步注浆系统、外加剂注入、
泥水循环系统、综合管理系统、泥水分离处理系统；
②几乎能适应所有的地层。

土压式

泥水式

考点25：盾构类型与适用条件（P141-142）



指盾构自始发工作井内盾构基座上开始掘进，到完
成初始掘进（通常 50 ~ 100m )止

①拆除洞口围护结构前必须对洞口土体进行加固，
通常在工作井施工过程中实施；
②常用的加固有化学注浆法、砂浆回填法、深层搅
拌法、高压旋喷注浆法、冷冻法等。

基本概念

洞门土体
加固

考点26：盾构始发（P148-150）



①始发前工作井端头的地层加固；②安装盾构始发基座；③
盾构组装及试运转；④安装反力架；⑤凿除洞门临时墙和围
护结构；⑥安装洞门密封；⑦盾构姿态复核；⑧拼装负环管
片；⑨盾构贯入作业面建立土压 (针对土压平衡盾构施工）；
⑩试掘进。

始发流程

决定初始掘进长度因素：一是衬砌与周围地层的摩擦阻力，
二是后续台车长度。始发结束后要拆除临时管片、临时支
撑和反力架。

掘进长度

考点26：盾构始发（P148-150）



接收是指自掘进距接收工作井100m到盾构到达接收工作井
内接收基座上止。

始发与到达端地层加固范围一般为隧道衬砌轮廓线外左右
两侧各3.0m、顶板以上3.0m、底板以下3.0m，并根据盾
构直径增大而增大。

基本概念

加固范围

①洞口土体加固；②洞门凿除；③接收基座安装定位；④
洞门密封安装；⑤到达段掘进；⑥盾构推上接收基座。

接收流程

①盾构接收可分为常规接收、钢套筒接收和水（土）中接收；
②靠近洞门最后10 ~ 15环管片拉紧。施工要求

考点27：盾构接收（P150）



地下水位下降、开挖面的过量取土引起

盾构控制土压（泥水压）不足或过大，由于开挖面 
土体变形引起地层沉降或隆起

先期沉降

开挖面前部
下沉（隆）

由于超挖、曲线掘进或纠偏、盾壳与周围土体的摩擦等原因
而发生地层沉降或隆起

通过时
下沉（隆）

由于超挖、曲线掘进或纠偏、盾壳与周围土体的摩擦等原因
而发生地层沉降或隆起

盾尾孔隙
下沉（隆）

盾构通过该断面后较长时间内仍然持续发生的沉降变形，主
要由于盾构掘进造成的地层扰动、松弛等引起

后续下沉

考点28：盾构变形五个阶段（P160）



考点28：盾构变形五个阶段（P160）



缝的分类
施工缝—临时存在，由施工单位提出、设计同意
变形缝—永久存在，由设计单位明确
后浇带—临时存在，由设计单位明确

变形缝
止水带

填缝板与嵌入式止水带中心线迎合变形缝中心线重合；
止水带不得穿孔或用铁钉固定。

变形缝混
凝土灌注

灌注前应校正止水带位置，表面清理干净；
顶、底板结构止水带的下侧砼应振实；
边墙处止水带必须牢固固定，内外侧砼应均匀、水平灌注

考点29：地铁车站特殊部位防水处理（P368-369）



【2016一建】敞开式盾构按开挖方式可分为

（    ）。

A．手掘式               B．半机械挖掘式

C．土压式               D．机械挖掘式

E.   泥水式

【答案】ABD

【解析】20版教材P138，挖掘式和机械挖掘式三

种。



读一书
增一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