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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1 世纪以来，我国城市轨道交通行业得到了快速的发

展。2013 年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复同意徐州市建设城市轨道交

通系统，2019 年 9 月 1 日 1 号线正式通车，目前徐州地铁正

在建设 2、3 号线一期工程，未来计划建设 3 号线二期工程、4
号线、5 号线及 6 号线。在城市轨道交通基坑开挖、隧道的掘

进等地下工程的施工过程中，通常会遇到涌水涌砂和突水等

灾害，如何及时有效地应对发生的问题，高效快速地完成抢

险堵漏工作，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2 聚氨酯注浆堵水工艺

在漏水严重的部位，由于水压高、水量大，出水口无法封

堵，可采用注聚氨酯堵水。将 CFPU-120（油溶性）聚氨酯按照

主副剂 10颐1 加入固化剂混合，混合液由聚氨酯泵通过管路、

钻孔内的管线注到出水点，遇水后发生化学反应，并在遇水

后形成弹性胶状固结体，快速膨胀及凝结，迅速充填堵塞导

水通道，从而达到堵水的目的。

3 处置过程

3.1 工程及险情概述

工程概况：徐州地铁 2 号线一期工程 07 标施工的淮塔

东路站至周庄站区间设置联络通道兼泵房。联络通道的中心

里程为右 K11+878.855 和左 K11+875.302，其拱顶覆土约

26.551m。联络通道位于绿化带附近，无重要建（构）筑物，下

穿多条浅埋深管线。

险情概述：2020 年 4 月 9 日 2 时，徐州市城市轨道交通

地铁二号线一期工程 07 标段施工淮塔东路站至周庄站区间

联络通道兼泵房时，左右线隧道施工联络通道已贯通，泵房

下涌水突然增大，现场施工人员发现水情后，使用钻探注浆

一体机，在出水点上方距出水点 30.5m 的地面施工 2 个钻

孔，两个钻孔间距 1m，并组织人员向钻孔注双液浆进行封

堵，但因涌水量过大，注进的双液浆被涌水冲走，未能有效堵

水，水量继续增大，达到每小时约 800m3 的涌水量，把相邻两

条隧道淹没 1m 左右。

3.2 水文地质情况分析

淤分析地质情况，确定导水通道的位置。联络通道上部

覆土厚度为 26.551m，从上至下为 1-1 杂填土层 （层厚

1.55m）、2-3-3 黏土层（层厚 1.4m）、5-3-4 老黏土层（层厚

14.89m）、1-2-3 中风化灰岩（8.71m）。本段土层以填土、第四

系黏土、粉土为主，下伏基岩为奥陶系灰岩和泥灰岩。勘察场

区地层自上而下。渗水通道的路径复杂多变，局部较破碎，节

理裂隙发育，大多为方解石充填，局部溶蚀发育。查找时通常

在渗漏点上方施工钻孔，以便找到渗漏通道，通过分析确定，

导水通道即联络通道洞身位于 1-2-3 中风化灰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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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分析水文情况，确定出水的来源。根据区域水文地质

资料、现场调查及应用资料分析，场地水文地质条件复杂。地

下水类型主要分为赋存于填土中的上层滞水、赋存于 5-3 中

的潜水及岩溶裂隙水。潜水和上层滞水主要受大气降水、居

民生活用水排放及大气降水补给，水位动态变化较大，水量

较小。岩溶裂隙水主要赋存于奥陶系灰岩及泥灰岩溶洞和裂

隙中，受岩体破碎程度、节理裂隙发育程度及溶洞大小等控

制，水量变化较大。受地层地下水及周围岩溶裂隙水补给，在

构造破碎带、节理裂隙密集处汇集，水量较大，具有承压性。

地下水水位，场区地下水潜水埋深 1.00耀5.30m，水位标高

26.74耀32.09m。勘察实测钻孔中岩溶裂隙水水位埋深为

3.49m，水位标高为 29.17m。岩溶裂隙水水位受大气降水影响

显著，年动态随季节而变化，一般每年雨季降水高峰期过后

一到两个月，水位达到最高点，其后水位逐渐下降，至旱季末

水位下降至最低点，年变幅 3耀5m。地下水的补给、径流与排

泄，地下水主要受大气降水入渗和周围裂隙侧向补给，赋存

于岩溶裂隙、构造裂隙和溶蚀孔穴中，沿构造破碎带、节理裂

隙密集带或连通较好的岩溶裂隙等以地下径流的形式排泄，

部分消耗于蒸发。通过观察分析出水水质情况，判断为岩溶

裂隙水。

3.3 处理方案及步骤

淤左右线隧道内抽排水。联络通道涌水流入隧道内，水

位最高上升至周庄站大里程 250 环位置，作业人员无法通过

隧道进入联络通道查看情况、封堵漏水点、继续开挖施工，需

将隧道内积水抽排至联络通道处并控制隧道内积水水位。涌

水位置位于联络通道泵房靠大里程侧拱脚处，开挖揭露地层

为全断面中风化灰岩并局部夹黄褐色黏土，黏土脉呈带状分

布。突发涌水发生时间为 2020 年 4 月 9 日凌晨 2 点钟左右，

涌水处岩层存在圆柱状深洞，发现涌水后首先尝试采用沙袋

反压，由于水压太大仍无法稳固沙袋。水位在 1 个小时内上

升 20 环，同步增加排水管路，增加 2 台 15kW 水泵抽水，水

位继续上升。至 2020 年 4 月 9 日 4 时，水位由联络通道处位

置上升至小里程洞口 393 环左右位置。后申请应急抢险，进

入应急抢险程序。淮周右线 6 路 115kW 水泵正常抽水；淮周

左线 8 路 115kW 水泵正常抽水；共计 14 台 115kW 水泵抽

水，抽水方量约 840m3/h。淮周右线井口 3 台 375kW 水泵垂

直提升抽水至市政污水管网；周七左线井口 2 台 375kW 水

泵垂直提升抽水至奎河；合计 5 台 375kW 提升垂直抽水，抽

水约 950m3/h，洞内抽水与井口垂直排水能保持平衡。其中淮

周右线井口有 4 路 115kW，一路 375kW 水泵抽水至周七左

线井口。

于槽钢封闭。为保证现场注浆封堵效果，对联络通道两

端使用 20# 槽钢进行焊接封闭。洞门高度 3.1m，使用加工完

成的槽钢进行焊接，槽钢长 2m，总计使用槽钢 40 根，每边设

置 8 个直径 150mm 的球阀，位置设置在洞门中部。钢结构的

焊接采用双人对称施焊或分段退焊施焊，焊接参数的选用应

尽量相同，控制焊接变形和减少焊接残余应力；对需采取加

固措施的部位，加固好后再进行焊接，避免产生变形。

盂地面注浆止水。第一，注浆点位布置选择。在联络通道

大里程及左线管片外侧进行钻孔注浆。地面注浆主要目的是

通过地面引孔至泵房底，对联络通道及泵房洞身范围内中风

化灰岩层进行压密注浆，对岩层中存在的基岩裂隙进行填

充，将岩层中连通的裂隙水封闭在岩层内，确保联络通道顺

利施工。由于岩层中基岩裂隙存在各向异性，注浆浆液无法

如黏土层中正常扩散，故为保证止水效果，联络通道大里程

方向 1.2m 和 1.5m 位置各打设 4 个注浆孔，左线管片外侧

1m 范围内布设注浆孔确保堵水。注浆孔位共设计 12 个。钻

孔深度 35m。施工前进行人工探孔，确保施工区域无管线，探

孔深度在 1.8耀2.0m，注浆施工过程中可根据注浆效果进行注

浆孔加密。注浆深度为联络通道及泵房洞身范围内岩层，注

浆深度范围为地面以下 29耀35m 深度范围。

第二，注 CFPU-120（油溶性）聚氨酯，快速堵水。4 月 12
日晚上，首先在 1 号注浆孔注聚氨酯 1900kg，用时为 32min，
隧道现场反馈出水量减少一半，险情初步得到控制；4 月 13
日下午，其次在 2 号注浆孔注聚氨酯 6080kg，用时为 95min；
4 月 22 日，再次在 3、4 号注浆孔分两次注聚氨酯 5590kg，用
时为 92min；4 月 23 日上午，最后在 5 号注浆孔注聚氨酯

3090kg，用时为 47min。由于导水通道较多等原因先后在 5 个

孔注聚氨酯对渗漏裂隙进行封堵、对水土流失造成的空洞进

行填充，共计使用 CFPU-120（油溶性）聚氨酯主剂 15.6t、副

剂 1.24t，抢险堵漏历时 12 天，圆满对导水通道进行封堵。

4 结论

事故初期采用双液浆进行封堵，因水压较大，浆液全部

被水流冲走，注浆是失败的。然后采用注聚氨酯浆进行封堵，

成功封堵出水口。从本次现场实践操作可以明显看出，探索

了聚氨酯注浆在城市轨道交通隧道施工发生涌水和涌沙事

故堵水时的工程实践，通过实践摸索了聚氨酯膨胀要求及规

律特点。用聚氨酯堵水通过本次抢险救援证明是科学高效

的，注浆结束后透水点没有明显的渗漏水，隧道支护在注浆

结束后很快达到稳定标准；进行打孔取芯检查，均满足相应

规范的渗透率、密实度、强度等方面的规定。在隧道上方打钻

注浆的方式，既保证了抢险救援人员的安全，又有利于快速

止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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