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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海底隧道钻爆法修建关键技术
张顶立，房倩，陈铁林
（北京交通大学隧道及地下工程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北京１０００４４）

摘要：针对海底隧道建设和运营中的突出问题，以工程安全和排水量控制为核心，对其关键技术
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实践．限于通道两岸接线的条件，提出了“极限顶板厚度”的概念，使隧道纵断
面位置的选择更加自如；基于精细化的地质勘察，提出了物探与钻探相结合，以钻探为主的超前探
测方法；针对海底隧道施工对围岩稳定和堵水的双重要求，提出了“复合注浆”的新理念，并形成了
相应的周边帷幕注浆技术；通过对地层变形及动态演化过程的研究，建立了施工扰动下海床安全状
态与隧道围岩变形的量化关系，制定了保证隧道安全性的围岩变形控制标准；提出了隧道原始渗水
量的分级方法，建立了基于排水量控制的围岩加固圈和支护结构设计方法，明确了初期支护的主承

载作用，二次衬砌结构通常仅作为安全储备；针对海底隧道的高风险特点，建立了工程安全控制体
系，形成了相应的管理基准和我国海底隧道钻爆法修建的技术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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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底隧道作为一种重要的跨海通道在国外已得

１．１海底隧道工程的特点与难点分析

到广泛的应用，其安全性问题也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作为修建于海床以下的隧道工程，海底隧道与

海底隧道建设的核心问题是水致灾害，包括施工过

在陆地修建的隧道工程相比具有诸多特点，这也在

程中的突涌水和运营中的渗漏水，以及排水量的控

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工程的复杂性和高风险性．

制．事实上，日本青函隧道在施工期间就先后发生过

１）具有持续稳定的水压力，并且水源补给无限．

４次大规模的突涌水事故，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水压力值取决于隧道与海平面的相对高差，通常波

和经济损失，由此可见安全问题的重要性．由于海底

动较小，因此隧道结构所承受的水压力是稳定的；鉴

隧道特殊的“Ｖ”字形纵断面形式，隧道排水量将直

于隧道与海水的连通性，一旦发生突水事故将有无

接影响到隧道运营成本和长期的安全性，如日本青

限的水源补给，事故的处置难度非常之大．

函隧道投入运营２０年后其排水量仍保持在２．８万

２）水荷载不能因成拱作用而降低，衬砌结构长

ｍ３／ｄ，这给运营成本及安全带来很大的压力．分析

期承受高水压．与地层荷载不同，在防排水系统确定

表明，无论施工期间的突涌水事故发生地段，还是排
水量较为集中的地段，均为隧道穿越的不良地质段．
显然，不良地质体和地层结构界面应是海底隧道设
计和施工的重点地段，也是安全风险最大和造价较
高的地段，应作为贯穿于工程建设全过程的核心风
险，国内外发生的一系列工程事故均说明了这一
占［１］

¨、、

之后海水对隧道结构形成的水荷载是确定的，不会
受到地层结构的影响，这样隧道结构将在其服役期
内承受持续的高水压作用，而且水土的耦合作用极
其复杂．
３）准确勘测更困难，遇到事先未知的不良地质
情况使风险增大．由于水域环境的限制，海域的精确
勘测更加困难，但隧道工程对地层条件具有极强的

·

对不良地质体位置、规模和与海水连通状况的
准确探测，以及地层稳定性的可靠控制是海底隧道
安全建造的基本前提；高性能的抗水压设计和防排
水系统则是海底隧道高效运营的保证；而施工过程
的质量控制和风险管理则成为海底隧道建设的关

依赖性，隧道穿越的每个断面都对安全都具有至关
重要的影响，隧道施工中遇有尚未事先准确探明的
不良地质时极易发生安全事故和灾难，因此应充分
重视施工期间的地质工作．
４）不良地质体在水的作用下稳定性差，灾害及
安全事故易发．不良地质体通常具有显著的结构性

键．鉴于我国经济的快速崛起和复杂多变的跨海通

和松散性，在高压海水的作用下强度大幅降低，稳定

道条件，对海底隧道钻爆法修建的关键技术要点进

性变差，在隧道施工诱发下极易出现大变形和坍塌，

行系统研究就非常必要和迫切．山此形成我国海底

甚至诱发突水．

隧道建设技术模式将对促进我幽，乃至世界跨海通
道工程的建设都将具有重要意义．
１

５）隧道渗水不能自然排出，必须人工排水，设计
中应予以考虑．由于特殊的隧道纵断面形式，隧道中

海底隧道钻爆法修建技术体系

的所有水量都必须人工排出，要求隧道埋深尽量小，

不良地质段的安全施工和渗水量的有效控制是

水量，这对隧道运营成本控制极其重要．

使排水成本降低；同时做到充分堵水，尽可能降低排

钻爆法海底隧道建造的关键技术难题，这成为海底

６）海水具有腐蚀性，注浆加固体及衬砌结构耐

隧道设计和施工的重点，并贯穿于工程建设的全过

久性降低．海水的腐蚀性直接影响到工程措施的有

程．因此针对海底隧道的工程特点制定可靠的工程

效性和结构的长期安全性，这对注浆材料的选择及

方案和有效的技术措施，应分别从地质保障、建造方

工艺设计和结构可靠性控制都提出了更高要求．
１．２海底隧道钻爆法修建技术体系的建立

案、围岩加固、精细化控制、结构体系设计和安全监
测等方面着手研究，形成完整的技术体系，以确保工
程建设的安全．

针对海底隧道修建的技术难点，结合我国的工
程和地质特点，需要重点解决隧道覆盖层厚度、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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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精确探测方法、地层加固与堵水作用机制、不良

采取地层注浆加固和辅助施工措施后，可使顶板厚

地质段安全施工及支护结构设计等关键问题．形成

度大幅度减小，其核心问题是将需要采取特殊处理

具有我国特色的大型海底隧道钻爆法修建的技术模

措施的地段尽量缩小，技术措施和监测手段应进一

式．其核心内容包括针对海域特点的地质勘察技术、

步完善，通常还应综合比较工程的技术风险和经济

隧道覆盖层厚度的确定方法、不良地质体的可靠加

合理性才能做出科学的决策．

固技术、地层结构界面及不良地质段的安全施工技

在海底隧道纵断面确定时，首先沿隧道走向选

术、基于排水量目标控制的围岩加固及支护结构设

择若干典型断面，结合地层条件，提出每个断面的最

计方法、工程控制标准及安全风险控制体系，以及工

小顶板厚度及不同厚度下的风险系数幢Ｊ，由此即可

程建设的管理模式等，技术体系如图１所示．

确定出折线状的纵断面，在考虑线路平顺性要求后，

，

、

海底隧道纵断面的确定方法
～

便可确定出隧道的纵断面布置方案．这样在多数情

Ｊ

●

况下不良地质段的安全风险系数会偏高，这时通常

海域地质精细化勘察与地质保障技术

需要采取特殊加固措施以保证隧道围岩的稳定，实

＋

现工程建设安全，并为运营安全创造条件．

不良地质体复合注浆及加固技术

＋
不良地质段的安全施工技术

需要指出，海底隧道的合理埋深是一个有争议
的问题，一方面埋深增大其工程的安全风险性显然

＋

是降低的，因此在两岸具有接线条件时可适当增大

基于排水量控制的隧道结构设计方法

埋深；另一方面埋深增大后线路加长，而且由于水头

＋

压力的增大，隧道结构将承受更大的水压力．但结构

海底隧道建造的风险管理体系

水荷载又取决于渗水量和排水方式，因此若有隔水

图１海底隧道钻爆法修建的技术体系
Ｆｉｇ．１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ｓｕｂｓｅａ ｔｕｎｎｅ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ｕｓｉｎｇ幽１１

ａｎｄ ｂｌａｓｔ ｍｅｔｈｏｄ

２基于安全性的海底隧道纵断面确定
海底隧道覆盖层厚度也称顶板厚度，即隧道距

层存在，并且采取适当排水的情况下，或者即使没有
隔水层也可以考虑在不良地质段构筑围岩加固圈，
则可将结构受力控制在一定的水平上．显然，在长大
海底隧道的建设中可以考虑大埋深的技术方案．

３海底隧道建设的地质保障系统

离海床的垂直距离，这是海底隧道设计的重要参数

海底隧道安全对地质条件具有绝对的依赖性，

之一，它不仅直接影响到施工安全，也是运营安全和

与桥梁方案相比，隧道穿越的每个地层断面都是同

成本控制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在跨海通道的建设

样重要的，并且各种不良地质体都会对隧道施工安

中一直都是核心问题．

全造成影响．因此对地质条件的准确探测是海底隧

海底隧道顶板厚度的确定是以工程类比法为主
的，主要包括挪威经验法、Ｅｌ本最小渗水量法及顶水

道安全建造的基本保证，而精细化的地质勘测显然
是海底隧道设计和施工的核心工作之一．

采煤预留法．近年来国内也开展了数值计算方法的

我国近年来建成的厦门翔安隧道和青岛胶州湾

研究，但目前的研究方法多是基于普通地层条件和

隧道工程中，重点开展了精细化勘察、水下物探、钻

常规技术措施来确定顶板厚度．事实上对海底隧道

探及施工期间的超前地质预报工作，形成钻爆法海

纵断面位置起到控制作用的通常为不良地质段，而
在该类地层中如何确定合理的顶板厚度则是一个非

底隧道的地质保障系统．

常重要且极为复杂的问题．

＋钻探的地质勘察模式，准确探明风险性极高的地

１）建立复杂海域环境下水下遥感＋网格式物探

在实际工程顶板厚度确定时，通常考虑技术可

层分界面及与不良地质体的过渡地段，最大限度地

行性、安全可靠性和经济合理性，同时受行车标准的

规避了施工期间的安全风险．在实际工程施工中揭

控制．因此满足技术和安全要求的厚度值即认为是

露的不良地质界面位置的误差值在１．０ ｍ以内，取

最小顶板厚度，而考虑经济等因素之后则认为是合

得了满意的效果．

理顶板厚度．但在有些情况下，工程受到两岸接线条

２）开发海域浅层地震反射、海上跨孔地震波

件的限制，尤其在穿越不良地质段时，传统的最小顶

ＣＴ勘探、海上钻孔抽（压）水试验等技术，有效地提

板厚度值必须突破．事实上，随着地层加固和处置技

高了勘察精度和勘测结果的可靠性．

术的进步，海底隧道顶板厚度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３）采用三维地质ＢＩＭ构建技术，形成了海底隧

！！塞奎翌奎兰兰塑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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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工程区域内三维地质立体模型（图２），使地质勘

展方向与地层条件及注浆参数之间的关系进行合理

察结果实现模型化和可视化．结合岩样渗透破坏分

的工艺设计．浆脉形成后即构成相互交错的骨架结

析，探明了隧道穿越不良地质体的位置、规模、发育

构，而浆脉之间的地层同时被压密，其强度和致密性

情况及与海水的连通性，据此提出的围岩分级方案

均得到提高．考虑到其承受高水压作用，对浆脉之间

可较好地满足设计要求．

的地层实施了挤压注浆，如图３所示，从而与之前形
成的骨架结构复合成整体结构．

（ａ）ＧＰＳ静态测量

（ａ）压密、劈裂注浆

（ｂ）水ｒ＝维地肜建梗

图２平面、高程网及水下三维地形图
Ｆｉｇ．２

Ｐｌａｎ，ｈｅｉｇｈｔ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ｔｈｒｅ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

４）开发隧道施工期的综合超前地质预报体系，
（ｂ）压密注浆

在精细化勘察的基础上，以水平钻探为主，辅以物探
和服务隧道先导施工的综合评价，重点确定不良地
质体的确切位置、物理力学性质及富水特性，为动态
设计提供直接的指导，由此保证了隧道施工全过程
的安全．

４复合注浆机理及工程应用
海底隧道在不良地质段施工时，作为隧道围岩
地层加固体应同时实现稳定性和堵水的双重作用，
而在功能要求和作用原理方面，两者又具有不一致
性，因此加固体的评价指标呈现多元性和复杂化特
点，包括加固体强度、整体稳定性和致密性等．

（ｃ）开挖后揭不浆脉情况

图３浆脉间的挤压注浆形成了整体结构
Ｆｉｇ．３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ｐｒｏ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ｃｃ舶ａｐａｃ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ｔｉｎｇ

１）复合注浆机理及工艺设计方法．针对高水压

鉴于现有力学模型多是基于某种注浆方式的单

海水作用下围岩稳定性的需要，按照加固一堵水一

一模型，存在局限性，故提出了在富水高压条件下的

结构复合的思路，提出了复合注浆新理念．其工艺包

复合注浆工艺和浆脉的结构形式，建立了由浆脉与

括填充、劈裂、渗透及挤压注浆，其核心是保障劈裂

土体组成的复合体力学模型，得到的相应计算公式

效果和挤压注浆的可靠性，而其工艺实现是关

可有效地指导海底隧道的注浆．

键［３｜．
通过高压劈裂形成浆脉，可依据浆脉的尺度、扩

２）复合注浆效果评价指标体系及方法．鉴于海
底隧道对地层加固的高可靠性要求及现行单一评价

竺！塑

些翌兰竺！奎型塑堕壁望竺堡兰竺壁叁竺苎查

指标的局限性，提出将堵水率、加固体强度和稳定性
三项作为复合注浆效果的评价指标．基于大量试验

５

５不良地质段的安全施工技术

与理论研究，实施复合注浆后，制定了堵水率为

穿越不良地质体和地层结构界面是海底隧道建

９８％、加固体强度大于１５ ＭＰａ、取芯率为８０％及致

设的控制性工程，不良地质体及结构界面的稳定性

密性明显提高的控制标准．应用在实际工程中达到

及与海水的连通状况，不仅影响到施工技术的难度

了预期效果，见图４．

和工程风险，而且也是隧道埋置深度等参数的控制
性因素［４Ｊ．
如前所述，不良地质体的准确探测是穿越方案
设计的基础，可靠的地层加固则是安全施工的技术
保证．然而在隧道施工扰动下，加固体将发生变形和
破坏，严重时会发生坍塌和冒顶，甚至诱发突涌水．

（ａ）风化槽岩芯中劈裂浆脉

（ｂ）高强度浆脉

因此隧道围岩变形和地层沉降的控制，对不良地质
段及结构界面的安全施工也是极其重要的．
１）海底隧道突水机理及安全控制标准．鉴于海
底隧道工程的特点，在隧道施工过程中，通常会发生
结构界面透水、地层过度变形和地层坍塌三种突水
模式，其危险性均可由地层变形来表征，如图６所
示．据此可按照突水机理模型，分别给出三种模式下

（ｄ）雷达探测

隧道突水的判别准则和方法．

图４不良地质段的注浆效果（现场照片）
Ｆｉｇ．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ｕｎｆａｖｏｒａｂｌｅ ｇｒｏｕｎｄ ｇｒｏｕｔｉｎｇ

３）海底隧道注浆加固模式及应用．针对全断面
注浆施工速度慢及可靠性差的问题，在复合注浆技
术显著提高加固和堵水效果的前提下，提出并成功
实施了周边帷幕注浆的方式（图５），使隧道周边５～
６

（ａ）地表裂缝（张破坏）

ｍ的地层中形成致密的加固圈，实现选择性加固，

提高了施工效率．

（ｂ）地表错台塌陷（剪破坏）

图５不良地质段注浆加固方式与参数设计
Ｆｉｇ．５

Ｇｒｏｕｔｉｎｇ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ｆａｖｏｒａｂｌｅ ｇｒｏｕｎｄ ｅ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ｃ）拉剪复合破坏形式

作为海底隧道钻爆法的核心技术，不良地质体
的加固和处置技术也是技术进步的重要标志，与作
为当时标志性工程的日本青函隧道的全断面注浆技
术及挪威奥斯陆隧道的冻结法技术相比，以复合注
浆为基础的周边帷幕注浆技术无论从技术的先进
性、效果的可靠性及工艺的可控制性方面均取得了
长足的发展，这在我国厦门翔安隧道和青岛胶州湾
海底隧道建造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图６海底隧道突水模式与突水机理
Ｆｉｇ．６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ｗｎｓ

ｏｆ嗣ｌｌ姆阻ｔｕｎｎｅｌ ｗａｔｅｒ ｉｎｒｕｓｈ

考虑到在海底隧道施工中海床的沉降及状态变
化很难做到及时和直接的监测，为此，综合陆域段地
层变形监测、数值计算和理论分析方法，建立了海床
安全性与隧道围岩变形之间的动态关系，提出了基
于隧道突水危险性的围岩变形控制标准及确定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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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针对翔安隧道海域风化槽的地层结构特点及实

由“支护一围岩”特性蓝线可知，在允许围岩适度变形

测结果，以海床安全为目标，确定出厦门翔安隧道

的条件下，初期支护也可以承担全部地层荷载．显然

Ｆ１风化槽的隧道拱顶沉降控制值为７０ ｍｍ，水平收

二次衬砌结构所承担的地层荷载及水荷载与隧道排

敛控制值为４０

水率及对围岩变形的控制程度有关，通常情况下仅

ｍｉｉｌ．

２）施工过程的精细化控制与安全监测．按照前

作为安全储备，仅在必要时承担部分水荷载．

述分析并基于隧道施工对地层的扰动及变形演化特

２）隧道围岩加固圈及初期支护设计方法．按照

点，可通过围岩变形量，实现对隧道施工安全性的过

隧道排水量的控制要求，针对不同原始渗水量的围

程控制．结合隧道施工的工序影响特点，可进行围岩

岩条件，确定注浆加固范圄、强度目标值和初期支护

变位分配，实现施工过程的精细化控制，其控制标准

设计参数，实现基于多道防水理念的控制性排水．根

与监测结果非常吻合（图７）．该技术在翔安隧道和

据围岩加固圈和初期支护结构堵水特性的分析，可

胶州湾隧道工程中应用后，实现了工程建设全过程

计算出相应的水荷载量值，进而确定加固圈和初期

无安全事故．

支护的受力值．显然，结构的受力值与其堵水效果是
施工步序

直接相关的，而在不同围岩条件下差异性较大．因
此，合理确定排水量控制标准，可以有效地降低技术

０
．ｔＯ

难度和工程风险．

ｇ一２０
谪一３０

３）海底隧道排水量预测理论与方法．海底隧道

藿：：

中围岩加固圈的作用一方面是提高围岩稳定性，以
避免突涌水事故发生，另一方面则是可保证较好的

萋５—６０

堵水效果，有效地控制排水量．加固圈通常由复合注

—７０

图７隧道围岩变形量的过程控制方案
Ｆｉｇ．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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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ｔｒｏ｜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浆为主体的超前帷幕形成，围岩径向注浆和初期支
护背后回填注浆可保证施工过程中加固体的完整性
和稳定性．
复合注浆体的本质作用是延长水体的渗流路

６基于排水量控制隧道结构设计方法

径，经渗透注浆后则在一定程度上阻断了水的渗流

合理控制隧道服役期的排水量是海底隧道结构

通道，这也是复合注浆技术堵水作用的显著特征．在

设计的核心内容，在不同的地层条件下其工作重点
有所不同．围岩条件较好时以初期支护配合回填注

给定的地层注浆加固方案和初期支护条件下，可对
加固圈内侧和初期支护内侧的渗水量进行预测，并

浆即可将渗水量控制到较好的水平，而在不良地质
段则应强化超前帷幕注浆、径向注浆和背后回填注

与设计渗水量进行对比，若不能满足设计要求，则需

浆的多重作用，而且适当降低对堵水效果的控制标

对排水量的主动控制，形成基于目标控制的围岩加

准，以提高堵水的效率和可靠性．

固和初期支护设计方法．

对相关参数进行调整，直至达到设计要求．由此实现

１）原始渗水量的等级划分．为了合理地确定隧

４）抗水压衬砌结构的设计方法．对于海底隧道，

道排水量控制标准，可按照原始渗水量将隧道围岩

“堵水限排”主要是通过围岩、注浆加固圈和初期支

分为３个等级：低透水性，≤ｌ ｍ３（ｄ·ｍ）；中透水性，
ｍ３／（ｄ·ｍ）；强透水性，≥５．０ ｍ３４ａ·ｍ）．

护结构实现的，为此，提出初期支护作为地层与水荷
载主承载结构的设计理念．经过围岩、加固圈和初期

研究表明：原始渗水量在１．０ ｍ３／（ｄ·ｍ）以下时，正

支护堵水后，进入初期支护内的渗水量，若已满足设

常处理措施即可满足要求；而原始渗水量在５．０

计排水量要求，则可采取全排放的方式，这时二次衬

ｍ３／（ｄ·ｍ）以上时，应采取地层加固等特殊措施方可

砌结构则可不承受水荷载，而对该水量的排出率决

取得满意的效果．

定了二次衬砌结构的受力值．通过对水环境下地层

’１．０～５．０

在原始渗水量较大的不良地质段，堵水作用主

与结构耦合作用的分析【５】，可分别给出围岩加固

要通过注浆加固圈来完成，而加固圈的堵水率又取

圈、初期支护和二次衬砌结构承担水荷载的计算方

决于其渗透系数和厚度，事实上围岩加固圈有效地

法，二次衬砌结构通常仅作安全储备．

承担了部分地层荷载．同样，初期支护结构受力也是
由其堵水率和厚度决定的，因此在允许排水条件下，

在实际工程中，可根据隧道排水量标准对地层
加固及对支护参数实行调控，该成果在翔安隧道和

采取高标准的初期支护结构可以承担全都水荷载；

胶州湾隧道的防排水设计中得到了应用，隧道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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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控制效果和结构安全状态均达世界领先水平．

７海底隧道建设的安全控制体系

７

化关系，使基于围岩变形控制的精细化程控制成为
可能，解决了不良地质体的安全施工问题．
４）基于原始渗水量的围岩分级方案有利于排水

作为高风险的大型复杂工程，海底隧道的安全

量的合理确定，而基于排水量控制的围岩加固和结

风险控制应作为工程建设的核心内容，并且贯穿于

构设计方法具有可操作性，明确了初期支护结构作

工程建设的全过程．因此，应从地质勘察、建造技术、

为地层及水荷载的主要承担者，而二次衬砌通常仅

工程质量控制和建设管理等方面实现对重大安全隐

作为安全储备．

患的过程控制，形成一个环环紧扣的完整体系，做到
万无一失．
１）提出水致灾害作为海底隧道核心安全风险．

５）依托厦门翔安隧道和青岛胶州湾隧道工程形
成我国海底隧道钻爆法建造技术模式，促进了世界
海底隧道建造技术的进步，创造了新的里程碑．

针对海底隧道特点和国内外事故案例，将隧道突涌
水引起的灾害作为核心安全风险，而且该风险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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