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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水利工程长距离引水隧洞开挖施工过程中,如何减少因地质原因带来的顶拱、边墙超挖是工
程建设中的重点项目,本文通过对某工程实例的研读,分析了钻爆法隧洞开挖的施工方案,对隧洞钻爆法
开挖施工工艺进行分析,从施工机械、施工方案及具体实施施工方面分析了钻爆法施工工艺的影响因素,
研究内容可为相关工程的施工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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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onstruction Method for Diversion Tunnel Excava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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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long-distance diversion tunnel excava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how to reduce the overbreak of top arch and side wall caused by geological reasons is a key project in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Based on the study of a project exampl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struction scheme
of tunnel excavation by drilling and blasting method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from construction machinery,
construction scheme and concrete implementation construction. The research content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related projects.
[Key words]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engineering; diversion tunnel; construction method; drilling
and blasting method; advanced geological expl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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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水电工程中,引水隧洞开挖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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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岩体进行保护,为了确保支护强度,
应在钻孔后注入浆液,并且倒入孔底,安
插杆体,最后认真堵塞孔口,防止浆液流
出,确保支护强度,避免不稳定岩体引发
的危险因素。整个工程的工艺流程如图1
所示。

2 钻爆设计与爆破试验
2.1钻爆设计
根据隧洞基本情况,隧洞爆破采用
浅孔爆破法施工。Ⅴ级围岩上台阶开挖
每循环进尺不大于0.8m,Ⅳ级围岩上台
阶每循环进尺不大于1.0m,Ⅲ级围岩地
段控制在1.5～2.0m进行设定。隧洞明洞
图 1 施工流程

段土石开挖选用浅孔台阶爆破。隧洞Ⅲ

完好率,并考虑了适当施工设备能力储

孔孔位,精度能够满足工程的需求。为

级围岩采用全断面开挖法,Ⅳ级围岩和

备系数。三是选用的施工机械设备在满

了对工程进度进行控制,在布设基本导

Ⅴ级围岩采用2台阶开挖法进行开挖。开

足工程需要的前提下,设备类型不宜太

线点的情况下设置三角高程,确保工程

挖轮廓线采用光面爆破技术,洞口明挖

多,以利于设备的维修、保养、管理,提

高程与放线精度。二是钻孔与质量控

段需要爆破施工,基本采取浅孔控制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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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相关研究表明,钻孔精度对于后续

破,对于个别岩石尽可能采用机械破碎,

备和爆破施工设备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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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施工方法

施。因此,必须严格按照爆破布置图及

2.2爆破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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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施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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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729m,占15.73%；V类围岩长度3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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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3.26%；后苏至菱溪隧洞IV类围岩长度

理,采用分部支护和分布开挖等方式,提

洞挖工程进行研究,明确了钻爆与支护

1236m,占14.56%；V类围岩长度169m,占

升施工安全。施工过程中要严格控制爆

工艺流程,做好关键施工环节质量控制,

1.99%。

破用药量、爆破深度等参数,不能为了追

对于提升工程进度、确保工程质量具有

求工程进度而忽略质量管理。

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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