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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地铁 区间隧道堵漏注浆处理 

康 文 智 

摘 要：结合具体工程实例，介绍了地铁 区间隧道漏水治理方法及堵漏注浆的参数，阐述 了聚合物水泥砂浆的具体施工 

步骤，提出了注浆技术要求以积累注浆加固施工经验，使注浆效果达到理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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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埋深一般在市政、通信等管线下部，这些自来 

水管、雨污水管等不明管线常常会导致区间隧道在施工过程中大 

面积渗漏水，从而成为影响轨道交通施工安全、质量的最大隐患。 

因此如何治理这些渗漏水已经成为当前地铁施工的重要任务，而 

注浆是处理该类渗漏水的常用方法之一，结合北京地铁四号线宣 

武门站一西单站区问隧道堵漏注浆处理，浅议地铁区间隧道堵漏 

注浆处理方法。 

1 工程概况及治理原因 

宣武门站一西单站地铁区间隧道采用矿山法施工，设计起始 

里程为 K7+926．100，设计终点里程为 K8+553．400，区间全长 

627．3 m。右线北段初期支护施作完成后一直有渗漏水现象(左 

线北段渗漏水里程为 K8+445．000～K8+500．000，并有向外扩 

散趋势)，并且水源不明，为了保证工程质量及安全，在区间二衬 

施工前需对漏水较严重地段进行治水堵漏处理。 

2 区间漏水治理方法 

根据漏水情况及其所处地段地质情况，经多种方案比选，最 

终采用以注掺加XPM外加剂的水泥浆液为主，同时采用聚合物 

水泥砂浆抹面为辅助措施的综合防水方案。注浆液外加剂采用 

内掺方式，XPM的掺量根据现场试验确定。 

注浆顺序为：区间边墙一区间拱部，由下向上、由区间南端向 

北端依次注浆，注浆完成后在初支表面施作聚合物防水砂浆，直 

到洞内不漏水为止。区间断面形式见图 1。 

图 1 区间断面形式图 

3 堵漏注浆主要施工方法及注浆参数 

3．1 注浆原材料 

1)XPM外加剂。2)P．032．5水泥。 

3．2 注浆工艺 

3．2．1 注浆设计参数 

1)注浆压力：0．2MPa～0．6MPa；2)浆液扩散半径(R)：1．5m； 

3)注浆范围：隧道开挖轮廓线外 1 m～1．5 m；4)导管长度(L)： 

0．7 m；5)导管间距：2．5 m(梅花形布置，见图2)；6)导管外插角： 

与初支面成 90。夹角；7)浆液注入量：每个导管注浆量为 750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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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00 L(计算见材料计划表)；8)浆液水灰比：O．45～O．8；9)注浆 

结束标准：采用注浆量及注浆终压双参数控制，每根导管注入浆 

液量达到750 L(细砂层中)、1 100 L(卵石层中)或者注浆终压达 

到0．6 MPa即可结束注浆。 

固2 注浆孔布置留 

3．2．2 注浆工序 

1)注浆工序流程图见图 3。 

圈 3 注浆T序流程圈 

2)小导管的制作安设。小导管采用外径为32 iTlrn的焊接钢 

管制成，其加工尺寸见图4。 

开丝段 注浆孔 

650 50 

圈4 小导罾加工尺寸图 

小导管安设步骤为：a．用风钻钻 50 ITlln，深 0．5 m的孔；b．导 

管周围缠上棉纱后用带冲击锤的风钻顶入；C．用吹管将导管内的 

砂石吹出或用掏勺掏出；d．导管周围用塑料泥封堵或在导管附近 

喷 5 ern-8 ClTI的混凝土封闭。 

3)浆液配制。a．浆液配制参数：水泥浆水灰比：0．45～0．8： 

XPM外加剂掺量：水泥重量的5％～100,6。b．浆液配制：首先配 

制0．5：1的水泥浆液，搅拌均匀，根据注浆效果及时调整水灰比。 

根据水泥浆中水泥的重量，按照比例称出相应的XPM加入水泥 

浆中，搅拌时间不少于3 min。C．注浆。浆液配制好后，即可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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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式塔式起重机拆卸存在问题及防治措施 

张 小 建 

摘 要：指出固定式塔式起重机在其安装、使用、维修和拆卸过程中，由于过程管理控制不严，会造成不同程度的安全事 

故，通过分析固定式塔式起重机在拆卸过程中的常见问题，进一步提出相应的事故防治措施，确保安全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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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多层和高层建筑施工，大型起重机械设备在提高工程质量， 

加快施工进度，减轻工人劳动强度上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 

用，可是在其安装、使用、维修和拆卸过程中，由于过程管理控制 

不严，造成不同程度的安全事故，本文通过分析固定式塔式起重 

机在拆卸过程中的常见存在问题，进一步提出相应的事故防治措 

施，确保安全施工。 

下述施工顺序进行注浆施工：首先，连接好注浆管路，将导管孔口 

阀打开；然后，打开注浆泵开始注浆；最后当注浆压力达到0．6 MPa 

或者单孔注浆量达到750 L(卵石层内为1 100 L)时停止注浆。 

4 聚合物水泥砂浆施作 

聚合物水泥砂浆为掺防水剂的水泥砂浆，防水剂的掺量为水 

泥用量的3％。 

聚合物水泥砂浆在注浆完成后施作，在初支喷射混凝土表面 

做抹面处理，厚度为2叫 ，分三层抹平整，表面平整度要求不大于 

±1．5 nm。具体施工步骤如下： 

1)在初支表面做基面处理平整度达到要求后施作第一层水 

泥砂浆找平层(厚度约1锄)；2)在第一层砂浆找平层达到一定强 

度后施作第二层聚合物防水砂浆层(厚度约 8 mIn)；3)当第二层 

防水砂浆达到一定强度后施作防水砂浆面层(厚度约2 1TIITI)。 

表 1 劳动力组织表 

工种 人数(每班) 职责 

工班长 l 负责工班人员安排 

注浆记录 1 负责记录注浆参数、现场凝胶时间测试 

司泵 l 负责操作注浆泵 

制浆 3 负责浆液配制 

杂工 4 负责搬运水泥、砂子及XPM外加剂 

机械工 l 负责机械维修 

钻孔及装管 6 负责钻孔、安装导管 

5 人员安排 

劳动力具体分工见表 1。在施工中应各司其职，认真负责，相 

1 塔机拆卸常见的问题 

1)工人拆卸标准节时，塔机未进行调整平衡力矩的情况下， 

司机违章作出回转和使变幅小、车向内运行的动作，并调整顶升 

套架滚轮与塔机之间的间隙；此时另一位工人开动了液压顶升系 

统，液压油管突然爆裂 ，阀失灵 ，平衡臂折断后砸向塔身，造成塔 

身剧烈晃动，致使塔身折断，起重臂、平衡臂、顶升套架、回转机 

构、塔顶等部件整体从高处坠落，造成安全事故。 

互协作 ，互相监督。 

6 注浆设备安排 

注浆所需的设备见表 2。 

7 注浆技术要求 

1)导管打入前，要用棉纱将其缠紧，以防注浆过程中跑浆；2) 

配制浆液时，严格控制浆液配合 比，准确称量 XPM；3)配制好的 

浆液，需经过滤后方可进入泵体，以防杂物堵塞管路或泵体；4)为 

节约注浆材料，降低工程成本，保证工程质量，每根导管注入量达 

到设计注浆量时，即可结束注浆，如果部分地段仍有漏水现象，可 

以进行间歇注浆；5)浆液应随配随用，用多少配多少，以免造成浪 

费；6)注浆结束后，应对注浆泵管路进行清洗，以保证下次注浆顺 

利进行；7)加强劳动保护，防止浆液沾染人体；8)认真做好每孔的 

注浆记录：注浆时间、注浆压力 、注浆量。 

表2 注浆设备表 

名称 数量 备注 

双液注浆泵(带压力表)／套 1 

拌浆桶／个 ． 1 容量不小于0．8 t 

磅秤／个 l 称量范围 100 kg 

风钻／台 2 

8 结语 

1)地铁区问隧道渗漏水注浆处理应通过现场试验得出注浆 

参数，避免因参数不对而引起的堵漏无效或材料浪费；2)严格按 

照注浆技术要求指导注浆，使注浆达到理想效果。 

Initial analysis on tunnel plugging an d grouting treatment in subway section 

KANG Wen-zhi 

Abstract：Combining with concrete project，the author introduces the tunnel plugging and grouting treatment methods in subway section，as 

wellas theparametersof pluggingan d grouting ，describes concretecorLstruction procedures of polymer cementmortar，provides grouting tech— 

nology requirements，SO astO acctmaulategrouting and reinforcementconstruction experience，letthegrouting effect reachideal requirem 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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