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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隧道的主要结构类型有矩形明挖隧道、暗挖法（矿

山法）隧道、盾构隧道3种，不同隧道结构由于各种原因均有

可能出现渗漏水病害，这对地铁正常运营产生较大影响，轻

则影响其他专业设备，重则中断列车运行。所以应总结出隧

道结构渗漏水的原因，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处理，避免渗漏水

病害进一步发展，避免对地铁运营造成影响。

1 明挖隧道常见渗漏水及处理
明挖隧道结构一般每50~60 m 设置一道变形缝，是明挖隧

道结构的防水能力较弱的部位，容易出现渗漏水病害。明挖

隧道变形缝出现渗漏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

（1）隧道结构施工时，变形缝中镶嵌的止水带在浇筑过

程中产生位移，导致防水能力未达到设计效果。

（2）止水带施工时设置不准确，止水效果不良。

（3）当混凝土结构徐变收缩时，止水带因变形能力差，

被撕裂而失去防水功能。

（4）止水带老化失效，失去防水作用；在一些运行较久

的明挖隧道中，许多变形缝内的止水带老化变形，失去了防

水作用，地下水在水压力作用下通过变形缝渗入。

当渗漏变大或变形缝接水槽内碳酸钙积累较多时，水从

接水槽侧边或接水槽接缝处渗出，影响运营或其他专业设备。

明挖隧道变形缝出现渗漏水时，可对变形缝进行封堵处

理，一般封堵处理程序如下。

（1）清理变形缝：拆除变形缝表面接水槽，沿变形缝剔槽，

清除变形缝内的老化的填充材料及碳酸钙等杂物。

（2）注浆：埋设注浆管，可先注入水泥浆，再压注改性

环氧树脂，注浆直至变形缝无渗漏水。

（3）清槽：将槽体内的残浆清理干净，再安装接水槽。

2 暗挖隧道常见渗漏水及处理
暗挖隧道结构常见的渗漏水有施工缝渗漏、结构裂缝渗

漏。导致暗挖隧道渗漏水的原因有很多，主要分为施工质量

不良、防水层破坏及施工缝质量不当。

2.1 混凝土施工质量不良

暗挖隧道埋深较深，所处地下环境较复杂，施工时会用

到爆破切割等施工工艺，易对地下环境产生一定扰动，导致

隧道周边围岩出现较多裂隙。施工时，若衬砌混凝土施工质

量不良，操作不细致，很容易导致隧道发生渗漏。施工质量

不良的情况有以下几种：

（1）混凝土浇筑时振捣不密实，导致衬砌内部孔隙较多、

较大；

（2）混凝土养护不符合要求或养护时间不够；

（3）细部施工不细致等。

2.2 防水层破损

防水层是暗挖隧道中重要的防水构造，设置在初衬与二

衬之间，防水层若发生破损，会导致结构的防水性能大幅降低。

以下几种情况容易导致防水层破坏：

（1）将防水层固定在衬砌基面上时，未对表面孔洞位置

做防水处理；

（2）防水层在施工时存在破损或损坏现象，在二衬浇筑

施工前未进行修复；

（3）防水层与混凝土粘结不牢固导致防水能力降低。

2.3 施工缝施工不当

施工缝是暗挖隧道结构常见的构造，容易出现渗漏水现

象（图1），其出现渗漏的原因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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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施工缝防水构造示意

（1）浇筑时，接缝处施工不严密，混凝土交接面杂物未

清理干净，混凝土捣鼓不密实。

（2）施工时，未对施工缝中止水带做好保护措施，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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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浇筑时被破坏或铺设不顺直。

（3）止水带老化腐蚀，从而失去防水作用。

暗挖隧道施工缝渗漏、隧道结构裂缝渗漏可采取注浆堵

漏的施工方法处理。其工艺流程为：钻注浆孔→开凿 V 形或

U 形槽面→清理开凿的基面→清水冲洗表明→插入注浆管→快

干水泥固定封堵→注入改性环氧浆液→封闭注浆管→基面清

理恢复，注浆完成一段时间后观察是否还有渗漏，若有必须

返工处理再继续注浆，直至不再渗漏为止（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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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结构裂缝注浆示意

隧道结构渗漏水处理原则为以堵为主，以排为辅。但由

于部分地铁隧道内停电挂地线作业数量较少且作业时间短，

而采用注浆堵漏一般需要的作业时间较长，在暗挖隧道结构

渗漏故障较多的情况下，若所有渗漏水故障均采用注浆处理

会出现部分故障无法及时处理的情况，可能会导致渗漏水影

响运营的问题。所以在某些渗漏水较多的暗挖隧道中，对部

分不影响设备且难以注浆封堵的渗漏水，一般可先安装接水

槽引流，再根据轻重缓急逐步安排计划注浆堵漏处理。

3 盾构隧道结构病害及处理
盾构隧道渗漏水主要发生在管片的接缝和注浆孔位置。

盾构隧道渗漏水特别要注意是注浆孔喷水，喷水通常呈喷射

状，水量大，水流急，处理难度较大，若发生在地铁运营期间，

可能会对行车造成重大影响。

盾构隧道管片拼缝处理不良是导致管片拼缝渗漏的主要

原因，主要有以下情况：

（1）拼缝内止水条粘贴不牢，遇水膨胀，止水条过早浸

水膨胀止水效果降低，施工过程中止水带破损或止水带表面

有杂物；

（2）管片缝隙间有杂物或施工原因造成管片不密实；

（3）盾构管片施工拼装时质量不良，导致错台过大留下

了渗水的空隙，导致渗漏水。

注浆孔渗漏水则是由于盾构管片后注浆不充分及注浆孔

处理不良共同引起。一方面，管片背后注浆不充盈、注浆未

达到预期效果，浆液注入到管片背后时很快被地下水冲走，

没有起到封闭保护管片的作用；补注浆也没有将管片背后的

空隙完全填充，使盾构管片直接暴露于地下水中。另一方面，

注浆孔注浆后防水处理不良也可能导致注浆孔渗水。

防水处理不良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注浆孔封堵前孔内杂质未清理干净、注浆孔螺栓未

完全拧紧；

（2）注浆完成后，注浆孔封堵施工质量不良；

（3）注浆孔内未设置防水材料或防水材料老化。

盾构管片缝渗漏的处理，可采用注浆封堵的方法，具体

步骤如下：

（1）采取措施清理拼缝内的灰尘、碳酸钙等；

（2）检查确定具体渗漏的部位，用电钻在渗漏位置的两

头钻终，孔深至管片止水胶条，埋入注浆软管，再采用快干

水泥封堵处理；

（3）注浆施工，一般采用改性环氧浆液，按顺序对软管

注浆，注浆时控制好注浆压力，防止超灌；

（4）注浆结束后拆除软管并对表面进行处理，以满足表

面平整美观的要求。

管片注浆孔渗漏水的处理，可通过对注浆孔直接埋管注

浆的方法进行处理。当注浆孔出现喷水现象时，可先用棉纱

封堵注浆孔止水，若水压太大无法用棉纱封堵，采用棉纱加

软木塞共同进行封堵 ；当水压降低可以采用排管注浆时，预

埋2根注浆管，1根用于注浆，1根用于排水；再使用快干水

泥封堵注浆孔；最后灌压水泥浆并注入环氧封堵，注浆时密

切注意注浆压力，避免压力过大对盾构管片造成损伤。

4 结束语
在地铁隧道结构的日常维护工作中，对渗漏水病害要遵

循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治理的方针，这要求维保人员

要不断总结工作经验，对结构特点知根知底，同时加强专业

知识学习，善于分析，及时高效地处理渗漏水病害，做好隧

道结构的维护工作，保证地铁的安全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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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实施阶段性住房公积金减负保障政策 

太原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相关通知，自

2020年3月10日起实施阶段性住房公积金减负保障政策。

按照规定，受疫情影响的企业，经与职工充分协商，

可以在2020年6月30日前申请缓缴2020年1月至6月应当

缴存的住房公积金，缓缴期间缴存时间连续计算；缓缴期满，

企业从次月起及时解除缓缴并恢复正常缴存，同时于2020
年12月31日前一次或者分次补缴缓缴期间应当缴存的住房

公积金。

受疫情影响造成工资收入减少的职工，在本年度按照

规定办理租赁商品住房提取住房公积金后，提取金额不足

以支付房租的，可在 2020年 12月 31日前申请二次提取，

职工本人及配偶年度提取总金额在现行政策基础上增加 
2 000元。

对2019年12月31日以前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符合

住房公积金个人贷款缴存条件的职工，2020年6月30日前

因受疫情影响未能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在符合其他住

房公积金个人贷款办理条件时，可正常申请住房公积金个

人贷款。核定贷款额度时，上述非正常缴存月份可计入核

定范围。

被确诊的新冠肺炎患者、疑似病人、密切接触者，疫

情防控一线工作人员和支援湖北的医护人员，暂时失去收

入来源及其他受疫情影响的借款职工，在疫情防控期间不

能正常偿还公积金贷款本息的，不做逾期贷款处理，不计

罚息。已做逾期处理的，借款职工在疫情防控期解除后3
个月内可以向公积金中心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供相关证明材

料，偿还所欠住房公积金贷款本息后，公积金中心返还 
罚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