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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盾构施工业绩

盾构施工简介



一、公司盾构施工业绩

2003年6月～2012年11月已完工盾构工程七个项目

1、广州地铁四号线、五号线、六号线、广佛线、三号线 26.900km
2、深圳2226标大剧院～湖贝站 3740m
3、湛江鉴江供水工程跨海盾构隧道(泥水盾构)                2750m

合计 33.390km

2012年11月在建盾构施工项目

1、广佛、东莞、广州、南昌、无锡地铁、穗莞深城际轨道交通
合计 29.538km
总计 62.928km



二、盾构分类

1、盾构及工作原理

2、盾构分类

盾构施工简介



1、盾构及工作原理

 盾构，其英文名称为“shield machine”，是一种
用于软土隧道暗挖施工，具有金属外壳，壳内有整
机及辅助设备，在其掩护下进行土体开挖、土渣排
运、整机推进和管片安装等作业，而使隧道一次成
形的机械。

 盾构是一种隧道掘进的专用工程机械。现代盾构集
光、机、电、液、传感、信息技术于一体，具有开
挖切削土体、输送土碴、拼装隧道衬砌、测量导向
纠偏等功能。

 盾构已广泛用于地铁、铁路、公路、市政、水电等
隧道工程。



1、盾构及工作原理

 盾构的工作原理就是一个钢结构组件沿隧道
轴线边向前推进边对土壤进行掘进。这个钢
结构的组件的壳体称“盾壳”，盾壳对挖掘
出的未衬砌的隧道段起着临时支护的作用，
承受周围土层的土压、承受地下水的水压以
及将地下水挡在盾壳外面。掘进、排土、衬
砌等作业在盾壳的掩护下进行。



1、盾构及工作原理

 盾构机与硬岩掘进机的区别

开挖面的稳定方法是盾构工作原理的主要方面
也是盾构区别于硬岩掘进机的主要方面。硬岩掘进
机国内一般称为TBM。 TBM是指全断面岩石隧道
掘进机，是以岩石地层为掘进对象。硬岩掘进机与
盾构的主要区别就是不具备泥水压、土压等维护掌
子面稳定的功能。而盾构施工主要由稳定开挖面、
掘进及排土、管片衬砌及壁后注浆三大要素组成。



1、盾构及工作原理

 盾构施工法是在地面下暗挖隧洞的一种施工方法。
它使用盾构机在地下掘进，在防止软基开挖面崩塌
或保持开挖面稳定的同时，在机内安全地进行隧洞
的开挖和衬砌作业。其施工过程需先在隧洞某段的
一端开挖竖井或基坑，将盾构机吊入安装，盾构机
从竖井或基坑的墙壁开孔处开始掘进并沿设计洞线
推进直至到达洞线中的另一竖井或隧洞的端点。



2、盾构分类

(1)按断面形状分类

①单园盾构 ②双园盾构 ③三园盾构



2、盾构分类

全面敞开型

机械挖掘式

人工挖掘式

半机械挖掘式

加泥式

泥浆式

盾构机 闭  胸  式

泥水式

土压式
土压

泥土压

部分敞开型

密  闭  型

(2)按开挖面与作业室之间隔板分类



全敞开式

2、盾构分类



半敞开式

2、盾构分类

密闭式



2、盾构分类

泥水平衡盾构
泥水加压盾构法施工，指在

盾构开挖面的密封隔仓内注入泥
水，通过泥水加压和外部压力平
衡，以保证开挖面土体的稳定。
盾构推进时开挖下来的土进入盾
构前部的泥水室，经搅拌装置进
行搅拌，搅拌后的高浓度泥水用
泥水泵送到地面，泥水在地面经
过分离，然后进入地下盾构的泥
水室，不断地排渣净化使用。

泥水加压盾构在其内部不能
直接观察到开挖面，因此要求盾
构从推进、排泥到泥水处理按系
统化作业。通过泥水压力、泥水
浓度等测定，计算出开挖量，全
部作业过程均有中央控制台综合
管理。



泥水平衡盾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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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刀盘

 2.平衡仓隔板

 3.空气平衡仓

 4.土仓隔板

 5. 出浆管

 6. 泥浆孔

 7. 进浆管

 8. 管片拼装机

 9. 盾壳

 10.台车



泥水平衡出碴环流系统



2、盾构分类

土压平衡盾构
土压平衡盾构属封闭式

盾构。盾构推进时，其前端
刀盘旋转掘削地层土体，切
削下来的土体进入土舱。当
土体充满土舱时，其被动土
压与掘削面上的土、水压基
本相同，故掘削面实现平衡
(即稳定)。示意图如图所示。
由图可知，这类盾构靠螺旋
输送机将碴土(即掘削弃土)
排送至土箱，运至地表。由
装在螺旋输送机排土口处的
滑动闸门或旋转漏斗控制出
土量，确保掘削面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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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压平衡盾构机，以大刀盘旋转切削和搅拌开挖面体，
密封土舱储土，螺旋输送机排土。通过切削下来的土体

与开挖面保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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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刀盘

 2. 刀具

 3. 盾壳

 4. 大轴承

 5. 主推千斤顶

 6. 螺旋机

 7. 刀盘驱动马达

 8. 管片拼装机

 9. 人闸

10. 台车

土压平衡盾构



半敞开式模式掘进土压平衡模式掘进

复合式土压平衡盾构



软土盾构

土压平衡盾构 泥水平衡盾构



复合式土压平衡盾构



三、盾构施工技术
1、盾构施工总体流程
2、盾构始发
3、盾构掘进技术
4、盾构到达技术

盾构施工简介



1、盾构施工总体流程

盾构机下井

盾构机就位调试

初始掘进

正常掘进

到达车站

过 站

再次始发

到达终点站

盾构机解体外运

设备调整

始发端头加固

反力架安装

洞门密封圈安装

洞门围护墙凿除

到达端头加固
洞门密封圈安装

盾构机托架

再次就位调试

始发站

中间站

到达站



2、盾构始发--盾构下井组装、调试



2、盾构始发--破除洞门桩



2、盾构始发仪式



2、盾构始发—负环管片拼装、始发



3、盾构掘进—机手操作盾构、皮带机出碴



3、盾构掘进--刀具配置



3、盾构掘进-皮带出碴(视频)



3、盾构掘进—电机车出碴



3、盾构掘进—龙门吊提升卸碴



3、盾构工程井口布置—广佛1标



3、盾构工程井口布置—广佛1标



3、盾构掘进—下管片、注浆材料



3、盾构地面配套设施—广佛1标



3、盾构隧道—管片5+1拼装



3、盾构掘进—地面监测



3、盾构到达中间车站



3、盾构通过车站



3、盾构二次始发—站内始发



3、盾构机到达终点—全线贯通(视频)



4、盾构机到达终点—全线贯通



四、盾构施工风险及应对措施

盾构施工简介



1、盾构工程地质风险
2、盾构设备风险
3、盾构施工风险

四、盾构施工风险及应对措施



 1、盾构工程地质风险

⑴富水粉细砂--地面沉降大，极易坍塌

⑵上软下硬--盾构掘进困难，地面沉降大、坍塌

⑶淤泥软土--地面沉沉降面积大

⑷硬岩地层--刀具、刀盘损坏、盾构卡死

四、盾构施工风险及应对措施



 注入高分子材料改良碴土

 控制盾构掘进速与出土匹配

 地面监测与掘进参数协调控制

 管片间隙注浆量与压力双控

1、盾构过富水粉细砂技术

四、盾构施工风险及应对措施



扩散度50cm 扩散度∠28cm

1、盾构过富水粉细砂技术

注入高分子材料改良碴土



1、盾构过富水粉细砂技术

控制盾构掘进速与出土匹配



砂层改良效果(视频)



1、盾构过富水粉细砂技术
地面监测与掘进参数协调控制



1、盾构过富水粉细砂技术
管片间隙注浆量与压力双控



 刀盘形式、刀具配置缺陷—刀盘、刀具损坏、无法掘进

 盾构配置不当—碴土改良系统、注浆系统、控制系统、
出碴系统不当。

 铰接系统设计缺陷——铰接失效、盾尾变形、漏水

 刀盘回转中心设计缺陷——回转中心变形、刀盘正面无
水冲刷、碴土改良差，导致结泥饼。

 螺旋机闸门设计缺陷——密封失效喷砂涌水

2、盾构设备风险

四、盾构施工风险及应对措施



刀具破坏盾构被卡死



碴土改良系统配置差—出碴喷涌或结团



螺旋机闸门故障—喷砂涌水



铰接密封系统设计缺陷



刀具配置不当无法掘进



⑴配置完善的碴土改良系统

四、盾构施工风险及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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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配置完善的碴土改良系统

四、盾构施工风险及应对措施



主推千斤顶

铰接千斤顶

⑶配置可靠的主动铰接与密封

四、盾构施工风险及应对措施



进料口吊耳

托架 顶推托轮组

前后法兰,

螺栓连接

3

34

⑷配置专用设备—减少盾构始发、接收风险

四、盾构施工风险及应对措施



四、盾构工程风险

3、盾构施工风险

⑴地面坍塌

⑵刀盘破坏

⑶刀具超量磨损

⑷盾构机卡死

⑸盾构结泥饼



3、盾构施工风险—地面塌陷



3、盾构施工风险--地面沉陷



3、盾构施工风险--刀盘中部变形更换



3、盾构施工风险--刀盘损坏—洞内修复



硬岩掘进—刀具破坏盾构被卡死



3、盾构施工风险--球状风化岩(弧石)卡盾构刀盘



3、盾构施工风险--富水粉细砂层盾构始发涌水



3、盾构施工风险 --到达端涌砂涌水



盾构穿越不良地层技术(视频)



五、盾构施工理念

地质为基础

盾构机是关键

人(管理)是根本



感谢各位聆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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